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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在线地图的南京市主城区大型公园绿地骑行可

达范围评估 

徐 振1，李鸣珂 1，陈 妍 1，周珍琦 2 

（1.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University at Buffalo，NY 14261） 

摘要：【目的】城市大型公园绿地能够为居民体力活动、社会交往提供适宜的亲自然场所，对居民个人健康、社群融合乃

至健康城市营造均有促进作用；而高效便捷、零碳排放使骑行成为住区与大型公园间值得重视的交通方式。探究骑行方式下

的大型公园可达范围能够为城市绿地的规划发展提供参考。【方法】以自编代码抓取百度地图中南京市主城区大型公园与周

边住区间的骑行路径，分析不同骑行时限下大型公园的服务范围及公园周边居民住区的受惠情况。【结果】在 15minmin 骑

行时间内大型公园的服务范围能够覆盖主城区绝大部分住宅建筑与居住小区，但还存在部分骑行意义上的大型公园匮乏区

域。不同公园的服务效能不同，各区居民的受惠情况也有所差异。【结论】南京市主城区部分大型公园的骑行可达性仍有提

升空间，建议结合大型公园建设与城市骑行交通优化，进一步提升公园服务效能与居民出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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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ing the cycling catchment of large parks with online maps: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city 

XU Zhen1, LI Mingke1, CHEN Yan1, ZHOU Zhenqi2 

(1.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at Buffalo，NY 14261, America) 

Abstract:【Objective】Large parks which provide suitable natural places for residents to conducting physical activit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can help to promote residents' health, community integration and Healthy City building. Efficiency, convenience and zero-

carbon all make cycling an important and promising travel mode between residential areas and large parks. Exploring the cycling 

catchment of large parks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green spaces. 【Method】This study captured 

the cycling paths between large parks and surrounding residences in Nanjing City in Baidu Map with self-written codes, and analyzed 

the cycling shed of large parks and the situation of surrounding residential areas at different cycling times. 【Result】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ycling shed of large parks within 15 minutes can cover most of the residential buildings and neighborhoods in main 

urban areas, though existing some areas lacking of large parks. The service efficiencies of different parks vary, as to the relevant 

benefits to residents in different neighborhoods and districts. 【Conclusion】In general, the improvements are expected to increase 

the cycling accessibility of some large parks in Nanjing City. It is proposed that combi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 parks with urban 

cycling traffic optimization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ark service efficiency and residents' travel experience. 

Keywords: comprehensive parks; cycling shed; Baidu map;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slow traffic system; Nanjing 

 

大型公园绿地是城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重要节点，为居民提供了多样化

的户外自然空间和包容性的社交场所，在积累社会资本与普惠生态服务上具有重要价值[1]。在追求城市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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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发展、居民健康生活的新时代观念下，大型公园绿地是居民开展体力活动的理想场所，能够承载多种类

型和强度的体力活动，与公共体育活动参与、居民心理健康状况呈正相关[2]；其形成的亲自然环境和社交

氛围，可以吸引不同年龄段及行动能力的使用者，满足广泛居民群体的日常休闲需求。 

新冠疫情发生以后，人们对于接触户外自然、享受健康生活的需求逐渐增长[7]。在此背景下，选择骑

行作为出行方式能够避免人群聚集带来的病毒传播风险，也更受到城市居民的青睐。骑行是慢行交通的重

要形式，在短距离出行中具有难以替代的优势，对于绿地公园周边居民来说是相对便捷快速的交通选择
[3]。据统计，居民在 5 km 以下的出行中更倾向于选择步行或骑行[4]。相较于步行，骑行有着更高的交通效

率；并且自行车骑行便捷灵活、低碳环保，能改善心肺机能、降低慢性病发病几率[5]，还能缓解人的心理

压力，促进身心健康[6]；提高往返公园与住区间的骑行比例对个人和城市层面均有值得重视的健康效益。

而在疫情爆发之初，美国的自行车零售额增长了 75%，英国增长了 63%[8]；疫情期间纽约骑自行车出行人

数同比增长超 20%[7]。国内一项针对南京市共享单车的研究显示，尽管疫情使得城市交通整体都受到冲

击，但共享单车在居民出行中仍占有一定比例，并且提供了更高比例的中远距离出行服务，承接了部分来

自公共交通的客运需求转移[9]。新冠疫情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居民出行结构的调整[10]，为城市出行

交通方式的优化提供了机遇。 

居民是否通过骑行前往公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间成本或距离成本，通常用可达性或服务范围来衡

量。公园可达性是影响城市弹性和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11]，也是空间公平的重要组成[12]。国内外已有不少

关于城市公园的骑行可达性的研究，表明了这个议题的重要性和多面性。从数据的获取来看，李雅卫[13]通

过 FME 平台与高德地图抓取的公园和居住小区 POI（兴趣点 point of interest）计算公园绿地等时圈，对骑

行等交通方式下南京中心城区公园绿地的可达性进行了分析；汪成昊等[14]在空间可达性基础上结合微信宜

出行数据构建骑行指数对南京中心城区公园广场的服务水平进行评价。在可达性分析方法上，李岚等[15]、

赵英杰等[16]利用网络分析法研究步行、骑行等交通方式下公园绿地的服务区域与空间分布特征；Yong 等
[17]基于路网结构与空间栅格对骑行等不同交通方式下公园绿地可达性和居民出行便利性进行了定量分析；

Hu 等[12]通过改进的 2SFCA 模型比较了骑行等多模式交通下不同时间场景公园的可达性。Logan 等[11]认为

测量可达性的地理单位过大可能导致部分弱势群体的存在被忽视，并由此开发了一套开源代码用以在建筑

层面使用网络距离来测量不同交通方式下公园等城市设施的邻近性。但这些研究大多采用较为复杂的指标

体系，未必能为公众、规划师和决策者更好地理解、评估，进而影响其应用于多方参与、协同的规划干

预；且没有对公园规模进一步区分，也容易忽略吸引力不同对交通模式的潜在影响。本研究通过百度地图

开源数据获取南京市主城区大型公园绿地的服务范围，反映公园对于周边住区的骑行可达性及居民受惠情

况，在此基础上探索潜在的服务匮乏区域，为提高大型公园绿地的利用率提供参考，并探讨顾及骑行的公

园城市营建策略。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南京市（118°22′~119°14′E，31°14′~32°37′N）位于江苏省西南部，地处长江下游、濒江

近海，是华东地区的中心城市，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本研究范围是南京市主城

区，根据《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8—2035）》中对主城区范围的界定，在行政区划上包括鼓楼区、玄武

区、建邺区、秦淮区、栖霞区（部分）和雨花台区（部分），总面积 311.48 km²。近年来南京城镇化与生

态建设发展迅速，2019 年南京城镇化率 83.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5.1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5.7 ㎡。

南京市现有公园类型包括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游园 4 类，总计 714 个，总面积为 7 846.64 

hm2[18]。在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方面，截至 2020 年，全市绿道总长度 1 377 km，绿道路网密度为 0.21 

km/km2[19]。至 2018 年南京累计建成公共自行车站点 2 000 余个，投放自行车近 10 万辆；现已成为全国公

共自行车投放数量最多的城市。 



 

研究对象为主城区内 39 处 10 hm²以上的大型公园绿地（以下简称大型公园），定义上指具备 10 hm²

以上用地面积与综合性设施内容，能够为市民提供休闲游憩、文化娱乐活动场所的开放公园绿地；根据

CJJ/T85—2017《城市绿地分类标准》与 2018 年《南京市城市绿线划定》的划分，包括 28 处已建成综合公

园及 11 处专类公园，各区分布情况如下：鼓楼区共有大型公园 11 个，总面积占鼓楼区面积比例 8.35%；

玄武区共有大型公园 9 个，面积占比 46.66%；建邺区共 4 个，面积占比 6.23%；秦淮区共 4 个，面积占比

2.51%；栖霞区共 6 个，面积占比 13.20%；雨花台区共 5 个，面积占比 10.96%。 

1.2 数据获取与处理 

本研究结合卫星影像图与现场调查确定南京主城区 39 处大型公园绿地的范围及入口[20]。通过 Python

代码抓取研究范围内所有住宅建筑 POI 和居住区围栏 AOI（area of interest），并利用百度地图提供的路径

查询功能抓取上述公园绿地总计 318 个入口至周边住宅建筑 POI 的推荐骑行路径，导入 GIS 平台进行数据

分析与空间可视化。同时采用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 100 m 人口密度图作为人口数据。编程与统计

软件分别为 Python 3.8 与 R Studio，空间分析软件为 ArcGIS 10.7。 

1.3 指标选择 

1）不同时间阈值下的最短骑行路径。本研究划分出 5、10、15 min 3 个时间阈值，以百度地图的推荐

骑行路径作为最短路径依据，统计不同时间阈值内从公园入口到周边住宅 POI 的最短骑行路径。在 GIS 平

台中，每条路径信息还包括空间位置、路径距离与直线距离等，以便于识别典型路径或区域及其周边环

境。 

2）大型公园的骑行可达性水平。本研究以公园入口为圆心、一定时间均速骑行（假设速度为 12 

km/h）的最远直线距离为半径作得缓冲区，这些缓冲区的交集即为大型公园的服务范围。本研究中对于实

际路径下的公园服务范围，采用一定时间内骑行可达的，即公园能够服务到的住宅 POI 数量、居住区围栏

面积以及公园服务面积、服务人口等指标来进行多层面测度（表 1）。其中居住区围栏面积通常指居住小

区被围墙所围合的面积。封闭式小区是我国城市中住区的普遍形态，在一定时间下，若居住区围栏内存在

最短路径能够到达的住宅单体，在本次研究中则认为整个居住区在该时间阈值下是可到达的，即不再考虑

居住区内部单元建筑之间的距离差异。在计算公园服务面积时，研究参考了其他学者提出的最短路径缓冲

区方法[21]，考虑到南京低渗透性城市形态，以最短骑行路径两侧各缓冲 50 m 后所得面积估算骑行方式下

大型公园的服务面积。通过所得服务面积叠加 2010 年南京市人口普查的栅格数据，估算大型公园的服务

人口。 

表 1 公园服务范围的相关分析指标 

Table 1 elated analysis indexes of the park service area 

分析指标 

analysis index 

定义 

definition 

描述内容 

content 

POI 数量 POI number 自公园入口骑行可达的住宅建筑 POI 数量 一定时间阈值下公园能够服务的住宅建筑数量 

服务面积 service area 自公园入口骑行一定时间内的可达区域面积 一定时间阈值下公园能够服务的区域面积 

服务住区面积 residential area 自公园入口骑行一定时间内可达的居住区总面积 一定时间阈值下公园能够服务的居住区面积 

服务人口 service population 公园服务区域内覆盖的人口数量 一定时间阈值下能够骑行到达公园的人口数量 

路径迂回值 directness ratio 公园入口到住宅间路径距离与直线距离的比值 公园与住宅之间的骑行道路网络渗透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南京主城区大型公园服务范围分析 

2.1.1 主城区总体层面 

研究共计抓取主城区内住宅 POI 点 30 668 个。以 1 km 直线距离为缓冲区的大型公园服务范围覆盖了

主城区 56.28%的住宅 POI，是基于 1 km 路径距离（即骑行 5min）实际能够到达的 POI 数量的 2 倍左右，

说明前者明显高估了公园实际的骑行可达性水平（图 1A，表 2）。 



 

 

图 1 基于直线距离与路径距离的大型公园服务范围（A）及主城区骑行可达居住区比例（B、C） 

Fig. 1 The service areas of large parks based on linear distances and route distances（A）and  

the proportions of residential areas accessible by bicycle in the main urban area and each district (B,C) 

随着骑行时间的增加，基于直线距离与路径距离的 POI 覆盖率差距逐渐缩小，对应服务人口的比例也

有相似趋势。并且不论是基于直线或是路径距离，当时间阈值从 5minmin 增加到 10minmin 时，公园服务

范围对 POI 覆盖率的提升都比较大；而从 10minmin 增加到 15minmin 对覆盖率的提升则相对不明显。 

表 2 不同测度方式与指标下的大型公园服务范围 

Table 2 The service area of large parks under different measures and indexes 

时间 

距离/ 

time-

distance 

基于直线距离 base on straightaway distance  基于路径距离 base on route distance 

POI  
以入口为中心的直线距离缓冲区 

 POI  
骑行路径两侧各 50m 缓冲区 

buffer centered on the entrances buffer of the cycling routes 

数量 比例/% 
 

面积
/km² 

面积占比
/% 

人口/万人 
人口占比

/%  
数量 比例/% 

 

面积
/km² 

面积占比
/% 

人口/万人 
人口占比

/% 

number proportion area proportion population proportion number proportion area proportion population proportion 

5 mins 17 260 56.28  139.44 44.77 185.64 50.76  7811 25.47  44.58 14.31 70.56 19.29 

10 mins 28 579 93.19  234.75 75.37 322.63 88.21  18 914 61.67  110.18 35.37 182.64 49.94 

15 mins 29 676 96.77  251.87 80.86 334.83 91.55  24 981 81.46  147.99 47.51 249.02 68.08 

以居住区的视角来看，主城区内有 88.2%的居住区分布在大型公园的 15min 服务覆盖范围之内（图

1B），对应大约 93%的居住区人口能够在 15min 内从家骑行至最近的大型公园。由于本次分析不计居住区

内部道路及相应的骑行时间，对于部分大型居住区居民而言，实际时间会更长，即公园服务范围会略小于

本次估测。总体来说，在建邺区南部和北部、秦淮区南部以及玄武、栖霞区交界等诸多片区仍然存在大型

公园服务匮乏、骑行可达性较差的区域（图 1）。 

2.1.2 行政区层面 

不同行政区的大型公园服务范围在不同指标下的结果略有不同（图 2）。从住宅建筑 POI 的角度来

看，主城区内大型公园的骑行可达性总体较高，其中建邺、秦淮区略低。鼓楼区在 5、10 和 15min 骑行时



 

间下的可达 POI 数量都是最多；雨花台区虽然住宅 POI 总量最少，但其可达 POI 占比在各时间阈值下都保

持较高水平。 

 

图 2 南京主城各区大型公园面积及服务范围 

Fig. 2 The areas and service areas of the large parks in each district of Nanjing city 

从居住区的角度来看，鼓楼区与秦淮区的居住区总面积最大，玄武区与雨花台区面积最小（图

1C）。其中雨花台区在 5、10、15min 内的公园可达居住区比例始终最高。当骑行时间为 15min 时，除玄

武区与栖霞区外各区的可达居住区比例均超过了 90%。推测原因是因为玄武、栖霞区的主要公园都是大面

积的风景区，可达性较好的住区都集中分布在这些风景区周边。距离这些风景区稍远的居住区，居民可就

近前往的其他大型公园较少。 

从服务面积的角度来看，鼓楼、玄武区的骑行可达性最好，建邺、栖霞区相对较差。鼓楼区的服务面

积占比在 15min 骑行时间下要远高于其他各区，这与鼓楼区大型公园数量最多，以及靠近相邻行政区的大

型公园（如玄武湖公园、莫愁湖公园等）有密切关系。从服务人口的角度来看，鼓楼、秦淮区总居住人口

最多，公园服务范围内的人口占比也相对较高；栖霞区居住人口较少，公园服务范围内的人口占比相对较

低。 

2.2 南京大型公园服务效能评估 

分别测度主城区所有大型公园在相应骑行时间内服务覆盖的住宅、人口数量与居住区面积，能够大致

判断各公园的服务效能差异。从总体上看，紫金山风景区和月牙湖公园的服务效能最高（表 3）。 

表 3 不同骑行时间下服务效能最高的公园排序 

Table 3 Ranking of parks with the highest service efficiency during different cycling time 

公园名 park name 

POI 数量/个 

POI NO. 

服务面积/km² 

service area 

服务人口/万人 

service population 

居住区面积/km² 

residential areas 

5 min 10 min 15 min 5 min 10 min 15 min 5 min 10 min 15 min 5 min 10 min 15 min 

紫金山风景区 Zijin mount 1 269 3 011 4 395 6.79 15.31 23.58 8.97 23.03 40.57 4.09 7.05 10.75 

月牙湖公园 Yueya lake 690 1 728 3 168 3.35 8.37 15.36 9.52 23.72 45.59 1.77 4.48 7.87 

秦淮河百里风光带
Qinhuai scenery belt 

676 1 295 1 790 2.85 6.94 10.93 1.88 3.88 5.38 2.06 4.47 6.68 

玄武湖公园 Xuanwu lake 480 1 338 2 737 2.37 6.65 14.09 4.08 12.89 31.77 0.83 2.13 5.13 

小桃园 Xiaotaoyuan 438 1 382 2 677 2.10 7.16 12.64 4.85 18.13 34.08 1.03 3.60 5.98 

石头城遗址公园 Stone city 184 1 303 3 164 1.09 6.66 15.63 3.89 23.43 52.44 0.34 2.53 6.49 

其中紫金山风景区在各时间阈值下的服务覆盖 POI 数量、可达居住区面积、服务面积均处于最高水

平；但其服务人口数量却低于月牙湖公园等其他秦淮区的大型公园。这一方面说明人口密集的秦淮区对于

公园绿地的潜在需求更大；另一方面也说明紫金山风景区的服务效能还有提升空间。二桥公园与燕子矶公

园的服务效能则相对最低（表 4），二者都位于主城区边缘，周边居住密度较低。 

 

 

 



 

表 4 不同骑行时间下服务效能最低的公园排序 

Table 4 Ranking of parks with the lowest service efficiency under different cycling time 

公园名 

park name 

POI 数量/个 

POI NO. 

服务面积/km² 

service area 

服务人口/万人 

service population 

居住区面积/km² 

residential areas 

5 min 10 min 15 min 5 min 10 min 15 min 5 min 10 min 15 min 5 min 10 min 15 min 

二桥公园 Erqiao 1 43 104 0.08 0.60 1.66 0.02 0.16 0.85 0.00 0.07 0.45 

燕子矶公园 Yanziji 18 285 478 0.39 2.06 3.49 0.21 1.36 2.55 0.08 0.67 1.04 

柳营南路绿地 Liuyingnan 28 306 1 055 0.51 4.03 8.78 0.10 0.84 2.91 0.40 2.42 5.31 

北崮山公园 Beigu mount 38 268 1 143 0.36 1.84 5.61 0.45 2.43 8.28 0.13 1.02 2.83 

河西滨江公园 Hexi 43 619 1 450 1.10 5.29 12.51 0.30 3.68 11.43 0.23 2.81 6.69 

雨花功德园 Yuhua garden 65 315 971 0.31 2.08 5.99 0.16 1.71 6.47 0.26 1.07 3.00 

2.3 大型公园周边骑行路线迂回情况 

从住宅到公园入口的骑行路线距离受到二者相对位置及路线迂回程度的影响，通过计算迂回值能够反

映公园与住宅之间城市形态的骑行渗透性。此外由于自行车相较于机动车通常出行时间更短，因此路段交

叉口数量、过街时间等因素对通行时间的预估及出行体验都有一定影响[22]。研究计算了主城区所有大型公

园周边 15min 内共计 67 246 最短骑行路线的路径距离与直线距离的比值，得到所有路线迂回值的平均数是

1.43，中位数是 1.41，略高于部分典型欧洲城市[23]；平均迂回值较低或较高的部分公园见表 5。随着骑行

时间的增加，骑行路线的平均迂回值有所下降。 

表 5 大型公园周边骑行路线迂回程度排序（依据迂回值平均数排序） 

Table 5 Ranking of the directness ratios of cycling routes around large parks (ranking by the average of directness ratios) 

排序 ranking 公园 

park name 

迂回值平均数 

average of 

directness ratios 

迂回值中位数 

median of 

directness ratios 

平均转弯次数 

average turns 

从低到高 

low-to-high 

二桥公园 Erqiao 1.25 1.28 3.06 

燕子矶公园 Yanziji 1.27 1.25 4.46 

柳营南路绿地 Liuyingnan 1.28 1.28 4.80 

北极阁公园 Beijige 1.32 1.34 5.28 

莫愁湖公园 Mochou lake 1.33 1.34 6.45 

从高到低 

high-to-low 

北崮山公园 Beigu mount 1.81 1.72 5.70 

仙鹤门公园 Xianhemen 1.76 1.65 6.35 

雨花功德园 Yuhua garden 1.50 1.47 6.78 

古林公园 Gulin 1.56 1.55 7.03 

国防园 National defense park 1.53 1.50 5.71 

对于迂回值较高的骑行路线，以北崮山公园周边为例，主要分为 3 种情况：一是公园入口距离居民住

区较远，往往在公园的另一侧，需要绕行到达；二是封闭小区的固定出入口同样造成绕行；三是公园周边

的骑行道路系统不够便捷，通行路程较远。 

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百度地图开源数据，计算南京市主城区大型公园在骑行方式下不同时间内的服务覆盖范

围，发现在骑行 15min 内公园的服务范围已经覆盖主城区绝大部分居住小区和住宅，但不同公园的服务效

能亦有差距，部分公园的服务效能仍有提升空间。自行车作为一种低碳健康的出行方式，通过城市道路系

统连接居民住区与公园绿地，对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有积极意义。提高骑行在决策层

中的能见度有助于促进基于低碳移动性的绿色空间公平高效供给，进而筹划系统性的全域绿色骑行基础设

施，提高居民到访高质量公园绿地的时效以及沿途亲自然体验，以更高效、低碳的方式强化“15min 生活

圈”的绿色环境供给。 

3.1 大型公园的骑行可达性 

从研究结果来看，南京主城区大型公园的骑行可达性总体情况较好。在 15min 骑行时间内，大型公园

的服务范围能够覆盖 81.46%的住宅建筑与 88.23%的居住小区，主城区约 68%的居民都能在 15min 内从家

骑行到达最近的大型公园。 



 

以莫愁湖公园为例，骑行 15min 时间内公园的服务面积在所有大型公园中位列第五，服务人口数量位

列第二。莫愁湖公园周边绿道资源丰腴，不仅公园内拥有环湖绿道，在公园外沿水西门大街及秦淮河两岸

也存在荫蔽良好、景观较佳的骑行绿道；公园在 5、10、15 min 内至周边住宅的所有骑行可达路径中（重

复路段仅作一次计算），市域绿道（市级绿道与区级绿道）的占比分别为 13.5%、7.6%和 6.1%。这一方面

既是公园绿地影响范围的向外延伸，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大型公园与周边住区的联系，有望进一步释放公园

服务效能。 

在各行政区中，鼓楼区大型公园的服务覆盖率相对最高，推测可能与鼓楼区大型公园相对均衡的分布

状况以及通达的道路网络有关。相比之下，公园可达性较差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秦淮区南部、建邺区南部和

北部以及玄武、栖霞两区交界。这些地区同周边大型公园绿地之间存在较远距离，并且一定程度上缺乏便

捷通达的骑行路网，无疑提高了当地居民快速到达优质公园绿地所需要的时间成本。 

3.2 不同测度方法与指标的差异 

研究结果所得的大型公园服务范围在不同测度方法与指标下有所差异。根据直线距离划定服务半径的

方法计算得到的公园服务范围，缺乏对实际交通路网的考虑，明显高估了公园的服务水平。相比之下，基

于实际路径计算的服务范围更贴近居民出行的实际情况，且包含更多通行信息（例如过街次数、转弯次数

等）。基于此方法，研究所用住宅 POI 数量、居住区面积与服务面积三个主要指标反映的骑行方式下大型

公园服务范围也呈现出不同的结果。 

在相同时间下，大型公园服务覆盖的居住区面积总是相应呈现出最高的比例，其次是 POI 数量，而服

务面积的占比通常最低。具体来说，住宅 POI 包括居住区内的单元建筑与小区外的独立住宅，是居民出行

的直接起点，最能反映居民的整体受惠情况。居住区面积指具有明确小区边界的居住区围栏的面积，不考

虑除此以外的单体住宅。散落在居住区外的独立住宅不被纳入统计，会导致大型公园的服务覆盖率被偏

高。此外，由于居住区内部不同单元楼与小区入口之间的距离不同，部分单元楼的可达性结果存在偏差，

没有考虑到居住区内部的可达性差异。对于服务面积指标，其数值既取决于设定的路径两侧缓冲距离，也

受到道路路网密度的影响。当研究范围内公园以外的区域面积较大时，服务面积的占比会相应降低。 

3.3 城市慢行系统优化策略 

自行车交通在我国的发展中经历了一个曲折往复的过程。曾经作为主要出行方式的自行车在城市机动

化的快速发展时期逐渐没落，然而随之而来的交通与环境问题使社会各界重新意识到这类慢行交通的重要

意义。共享单车的出现更是让骑行再度回归公众日常生活。根据《2017 年共享单车与城市发展白皮书》的

数据显示，共享单车出现前后，自行车在居民出行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从 5.5%增加至 11.6%[24]。 

近年来南京也开始重视对城市慢行系统的建设。2018 年南京市通过了《南京市慢行（步行与自行车）

系统规划》，旨在构建完善的步行和自行车系统，建设适合于步行、骑行与公共交通的城市。当前南京主

城区的绿地规划相对完善，开辟新的大型公园并不现实。从提升大型公园骑行可达性的角度来看，除了对

公园入口进行适当增加或调整，还可通过加强公园周边的自行车交通建设，来提高公园的服务效能、改善

居民的出行体验。 

从道路交通网络方面来说，首先需要构建尺度宜人的自行车道路系统，倡导慢行优先，确保公园周边

的自行车道连续畅通。其次，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可以在自行车道的部分节点增设遮阳挡雨设施，减少天

气影响；并为公园周边车站换乘的居民提供足够的自行车停放设施。最后也是最具雄心的是，结合城市绿

地和其他自然、文化资源，顾及主要的供-需点位，营建串接公园、住区等的骑行绿道。通过交通信号、缓

坡天桥等保障骑行者安全，提高其在城市基础设施营建中的优先度，通过标识系统和宣传让潜在使用者充

分了解其存在和健康、环保意义。 

在数据获取层面，本研究以百度地图开源数据作为地理空间信息来源。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平

台限制或网络波动等因素可能产生包括建筑 POI、居住区 AOI 或骑行路径在内的部分信息缺失，造成研究

结果的少量误差。在研究对象层面，笔者所述 39 处大型公园绿地并不包含主城区内其他面积较小的专类



 

公园或社区公园，事实上这些公园在居民日常活动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分析指标层面，对于居住区

AOI 的统计没有考虑围栏内部存在的可达性差异；计算公园服务面积时设定路径两侧 50m 缓冲距离而不是

因路段而异也不够精细。考虑到道路分布的实际情况，该缓冲范围可能覆盖城墙、水体等其他城市空间，

造成研究结果的偏差。尽管如此，研究依然为将来的公园周边环境行为调查提供了较为准确的本底分析结

果，为决策者、规划者及公众认识南京的公园骑行可达性，进而考虑面向骑行促进的规划设计响应（如整

合公园与骑行绿道）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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