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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出行多模式下城市公园空间公平性研究

万    易1，毕    晨2，张金光1，赵    兵1

(1.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2.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城市公园是城市公共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空间布局公平性与资源分配的合理程度进行评估，有助于

对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提出针对性的优化策略。基于城市居民交通出行模式多样，且存在地上交通与地下交通结合

的实际情况，以两步移动搜索法对 5 种交通出行模式下南京市中心城区城市公园的可达性进行分析，计算城市公

园资源分配的基尼系数并绘制洛伦兹曲线，对城市公园资源的合理分配程度做出总体评价，以区位熵考量不同出

行模式下城市公园资源分配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南京市中心城区城市公园资源分配水平不理想；紫金山、玄

武湖是南京市重要的城市公园，其周边街道始终享有较多的公园资源；交通出行模式的变革有利于提高城市公园

分配的合理性，非机动车及地铁交通的普及有利于减少资源分配的差异。结合人口需求与生态基底，因地制宜地

进行公园规划，见缝插绿，推动绿道建设，有助于提高城市公园的服务价值，提升城市的宜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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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Equity of Urban Parks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in Nanjing
Based on Different Transpor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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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rban park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public resources. Evaluating the equity of their
spatial  layout  and  the  reasonable  degree  of  resources  allocation  is  helpful  for  proposing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analysis  of  parks  accessibility  in  central  urban  area  of  Nanjing  in
different  transportation  modes,  this  paper  calculates  park  resources  allocation  by  Gini  coefficient  and
Lorenz curve drawing to make the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park resources.
The paper assesses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arks distribution in five transportation modes by section quotient.
Changing  transportation  mode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reasonable  level  of  city  parks  distribution.
Considering population demand, park plann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green
patches  should  be  inserted,  greenway  construction  should  be  promoted,  and  green  travel  should  be
advocated,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urban park resources, improvement of service
value of urban parks and building of a living-friendly city.
Key words: urban park;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 spatial equity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追求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公

平分配，空间公平性被用于衡量公共服务设施空间

布局的合理程度
[1]
。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公共服务

资源及设施建设滞后于城市总体发展的情况广泛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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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园绿地作为重要的城市公共资源，研究其空

间公平性有助于对资源分布的合理程度进行评价，

从而进一步进行科学规划，提高城市公园的服务价

值与服务效率
[2]
。

城市公园空间公平性的研究始于强调“人均占

有”的均等分配思想。均等分配思想未考虑人群分

布及公园服务能力，随着更多学者的深入研究，可

达性、公园吸引程度、人群规模、人群差异等因素被

考虑入内，逐渐突破平均分配的桎梏，注重公园布

局与人群需求的匹配
[3]
。国外学者多将地理信息技

术结合问卷调查进行研究，侧重城市公共服务资源

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服务差异
[4-6]

。如 Erkip[7]
以公园

数量、人口分布等指标对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市公园

的可达性与公平性进行了分析。国内学者吴健生等
[8]

以可达性为基础对深圳市福田区的公园绿地分布空

间公平性做了定量分析；陈雯等
[9]
提出了包含可达

性、服务覆盖率等多指标的评价模型；唐子来等
[10]

在分析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基础上，结合基尼系

数、洛伦兹曲线及区位熵的方法构建了评价地域及

社会公平视角下城市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标

准。由此可以看出，可达性是量化研究空间公平性

的基础，空间公平性是对可达性研究的延伸
[11]

。可

达性研究关注居民到达公园的难易程度。在现有研

究中，步行、非机动车、机动车是产生不同成本阻力

的主要交通模式。出行模式的选择直接决定城市公

园可达性
[12]

，交通基础设施的便捷性也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居民活动范围，影响到城市公园资源的合

理分配。

在关于城市公园空间公平性的研究中，较少有

学者将交通出行模式的组合与变化考虑其中，多以

单一模式作为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而实际上，交

通工具的使用存在组合模式，不同出行模式以及居

民点位置的设定对城市公园的实际分配也产生影

响
[13-17]

。本文模拟南京市中心城区多种交通出行模

式,包括单一交通模式和组合交通模式，即步行、非

机动车、车行、步行-地铁及非机动车-地铁，从居民

点人口分布的角度研究城市公园可达性，以基尼系

数和洛伦兹曲线对南京市中心城区城市公园空间布

局的合理程度进行评价，并以区位熵考量不同地区

公园资源分配的空间格局，为“公园城市”建设发展

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一、研究区域

作为南京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南京市生态基底

良好，城市绿地建设水平较高。本研究选择《南京市

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18]
所确定的中心城区

为研究区域，研究范围包括鼓楼、玄武、秦淮的全部

区域以及建邺、雨花台、栖霞、江宁、六合、浦口的局

部区域，规划总面积约  846 km2
，研究区常住人口

672 万人。

（一）数据获取与处理

研究需要的数据主要为来源于 Bigemap 地图数

据软件的 2019 年南京市卫星影像、南京市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以及通过笔者现场调研获得 143 个不收

取门票的公园、1 695 个居民点的相关数据。利用

ArcGIS 10.5 对城市卫星影像进行坐标配准、矢量提

取、目视解译等操作
[19]

，提取并建立了城市公园、交

通路网、水域、居民点人口分布的矢量空间图层。

（二）构建矢量数据库

1. 城市公园数据

本研究重点关注城市中具备一定公众开放性且

为公众提供游憩、休闲活动场所的公园区域。综合《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2017）》及笔者查阅的

南京市公园资料，将免费向公众开放的综合公园、

社区公园以及具有一定规模且免费开放的专类公

园，包括城市建设用地范围之内的风景名胜区、湿

地公园、森林公园、体育健身公园作为研究对象。

截至 2019 年 6 月，南京市中心城区有综合公

园 48 个、专类公园 47 个、社区公园 73 个，共计

168 个。通过笔者实地的调研、筛选及考察，研究选

择 143 个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公园，其中综合公园

46 个、专类公园 30 个、社区公园 67 个。综合公园

包括玄武湖公园、九华山公园等；专类公园包括紫金

山、雨花台风景名胜区等具备特定功能与价值的公

园;社区公园依托组团居住区分布，包括尧化门市民

广场、炼油厂公园等。

2. 人口数据

本文参照前人研究
[20]

，使用阴影长度法估算建

筑面积，再利用人均居住面积推算居住点人口数

据。南京中心城区人口分布呈现以鼓楼、玄武、秦

淮、建邺、雨花台为内核集聚，向仙林副城（栖霞区

局部区域）、东山副城（江宁区局部区域）、江北副城

（六合、浦口局部区域）发散的特征。受各区政治、经

济、生态基底条件及居住区分布的影响，鼓楼、秦

淮、建邺人口密度较大，玄武区人口密度相对较小，

栖霞、六合、浦口、江宁部分区域居住区较少，人口

分布总体呈现点状分散、局部集中状态。

3. 交通路网数据

依据南京城市发展与居民日常的多种交通出行

模式，构建步行、机动车、非机动车 3 类地上交通数

据网。参照前人研究
[19]

，设定步行速度为 1 m/s；非
机动车选取自行车为主要出行模式，设定速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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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s，设定十字路口平均等待时间 60 s[21]
。根据路

宽给道路分级，通过在“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中国

城市拥堵指数平台上搜集数据，机动车城市高速公

路速度设置为 60 km/h，一级道路设置为 45 km/h，二
级道路设置为 30 km/h，三级道路设置为 20 km/h[20]

。

结合已构建的地上交通数据网，建立南京地下

交通数据网。综合邓羽等
[22]

的研究以及笔者对南

京地铁的实际调研，设定南京地铁的平均速度为

60 km/h，站台换乘平均等候 5 min。实际生活中,城
市居民出行习惯多为步行、非机动车与地下交通的

混合模式，考虑地下交通与地上交通网络的隔离与

联结，以各地铁站点 20 min 可达的居民点及公园点

划定地铁服务范围，构建地下交通数据网，以增加

模拟居民出行模式的精准程度（见图 1）。

二、研究方法

两步移动搜索法是评价公共资源可达性研究中

的重要方法
[23-26]

。在交通学领域，基尼系数与洛伦

兹曲线已用于评价公共交通的分配水平
[27]

。在经济

学及地理学上，区位熵被用来衡量资源分配的空间

格局
[28]

。通过这些方法，本文以可达性分析−资源

分配合理程度评价−资源分配空间格局为思路进

行南京市中心城区城市公园空间公平性的研究。

（一）两步移动搜索法

本研究以南京市实际交通网络为基础，选取居

住区与公园的真实入口进行点对点的成本计算，模

拟现实中居民点至公园点的出行情况，使可达性结

果较为准确。笔者通过对南京城市居民公园游憩活

动出行的极限时间进行调查，发现基于不同的出行

目的，居民愿意在交通出行上花费的时间成本在

20 ~ 60 min，故本研究以 20 min 为出行时间阈值，

生成居民在步行、非机动车、机动车、步行-地铁、非

机动车-地铁 5 种出行模式下的可达范围，所求的可

达性值即是在设定居民出行时间阈值内的实际人均

城市公园面积。公式为
[29-30]

：

Ai =
∑

j∈{ti j⩽t0}
R j =

∑
j∈{ti j⩽t0}


S j∑

n∈{ti j⩽t0}
Pn


(1)

式中，Ai 表示居民点 i 的可达性；tij 表示居民点至公

园点的出行成本，以出行时间（min）进行计算；Rj 表

示对每一个居民点出行时间阈值范围内的公园点

j 与出行时间阈值范围内居民点的供需比，即公园的

服务能力 Sj 与出行时间阈值范围内居民点规模

Pn 的比值，Sj 以公园面积（m2
）进行计算；Pn 以居民

点人口数量进行计算。 据式（1）可得供需比即代表

出行时间阈值之内的人均城市公园面积（m2/人）。

（二）基尼系数与洛伦兹曲线

基尼系数与洛伦兹曲线在公共资源服务水平评

价中具有较为广泛的应用价值。基尼系数的取值在

0 ~ 1 之间，基尼系数越小，表明资源在城市居民中

的空间分配水平更合理，其空间分布更公平。洛伦

兹曲线是对资源在居民人口中的实际分配情况进行

图样可视化表达。基尼系数计算公式为
[10, 29]

：

G = 1−
k∑

n=1

(Pn−Pn−1)(An+An−1) (2)

式中，Pn 表示居住点人口变量的累积比例，n=1, 2,
3，…，k，表示街道的数量，A 表示公共绿地资源变

量，本研究采用城市公园的可达性，即居民出行时

间阈值内的居民实际人均城市公园面积表示。

（三）区位熵

区位熵表示该单元中居住人口享受的公园资源

与整个研究区域居民人均城市公园资源的比值，可

用以表达研究单位资源人均分配公平程度的空间分

布格局
[28]

。区位熵值越高，表示研究单元内享有的

资源分配水平越高，当区位熵值大于或等于 1 时，研

究单位的资源分配水平达到研究区域的平均水平。

唐子来等
[10]

、张建中等
[31]

将公式总结并应用为：

LQ j =

(
T j

P j

)
/
(T

P

)
(3)

式中，LQj 表示 j 单元的区位熵，Tj 表示 j 单元中的

城市公园面积，Pj 表示 j 单元中人口的数量，T 表示

研究范围中城市公园资源的总面积，P 为研究范围

中常住人口的数量。本研究将该公式调整为：

LQ j = A j/
(S

P

)
(4)

式中，Aj 表示 j 单元居住人口在出行时间阈值范围

内享受的人均城市公园，即利用两步移动搜索法求

得的城市公园的实际可达性，S 表示研究范围内城

市公园总面积，P 表示研究范围内的总人口，S 与

P 的比值为研究区域内居民城市人均城市公园资源

的比值。

三、结果与分析

（一）交通出行多模式下城市公园可达性评价

利用两步移动搜索法对研究区域内 1 695 个居

民点进行步行、非机动车、机动车、步行-地铁、非机

动车-地铁 5 种出行模式下的可达性分析，生成出行

时间阈值 20 min 下的可达性结果，并利用 ArcGIS
10.5 软件的自然断点分级法将公园的可达性分为很

好、好、较好、一般、较差、差、很差 7 个等级。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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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下（见图 2）。
1）步行出行模式下，靠近紫金山、玄武湖的玄武

湖街道、孝陵卫街道、月牙湖街道可达性很好，湖南

路街道、锁金村街道、新街口街道可达性好。瑞金路

街道、梅园新村街道、中央门街道等虽与规模较大

的公园距离较近，但受公园出入口位置及人口分布

的影响，可达性水平一般或更低。其他街道的可达

性受其区域内公园的位置与人口分布影响，呈现数

值各有差异。可达性很好、可达性好及可达性较差

的街道均占比 5%，可达性较好的街道占比 1%，可

达性一般的街道占比 8%，可达性差及很差的街道

占比分别为 22% 和 54%。

2）非机动车出行模式下，可达性很好及可达性

好的街道占比均为 4%，可达性较好的街道占比

7%。这些街道呈环状沿紫金山、玄武湖分布，由内

向外，可达性值逐渐降低。其他街道距此类大型公

园距离较远，基本不在公园的服务范围之内。可达

性一般的街道占比 12%，可达性较差的街道占比

18%，可达性差的街道占比 21%，可达性很差的街道

占比 34%。

3）机动车出行模式下，仅将综合公园、专类公园

作为出行目的地进行分析。可达性好的街道占比

18%，可达性较好的街道占比 6%，可达性一般的街

道占比 12%。较为特殊的是，可达性很好的街道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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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矢量数据库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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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交通出行多模式下城市公园可达性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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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1%，为距紫金山、玄武湖较远的西岗街道，该情

况是由于西岗街道机动车交通便利，在出行阈值

20 min 内可到达的公园数量较多且分布广泛。同

时，中心城区可达性较差的街道占比 14%，可达性

差和很差的街道占比分别为 18% 和 31%，主要分布

在六合及浦口局部区域组成的江北副城。

4）步行-地铁出行模式下,中心城区街道的公园

可达性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且可达性值很好、

好、较好的街道以玄武湖、紫金山片区为核心分布，

不同街道间可达性值由好向差的转变十分迅速。受

地铁站位置的影响，距离公园直线距离较远的街

道，存在可达性高于较近街道的现象。可达性很差

的街道超过 60%，在中心城区广泛分布。

5）非机动车-地铁出行模式下，总体来说，中心

城区街道的公园可达性分布以玄武湖、紫金山为核

心，由可达性很好的玄武湖街道、孝陵卫街道、锁金

村街道、月牙湖街道、梅园新村街道向周边过渡，可

达性等级逐渐递减。鼓楼区、玄武区、秦淮区、建邺

区等街道的城市公园可达性等级局部略有波动，江

北副城、仙林副城、东山副城可达性等级多为较差、

差、很差。

5 种交通模式下城市各区域的公园可达性呈现

出共性特征。可达性较好及以上的区域均围绕紫金

山、玄武湖分布，中心城区中大部分街道可达性为

较差及以下；老城区鼓楼、玄武、秦淮交通系统较完

备，区内公园建设较早，且距离大型城市公园较近，

这 3 区的街道公园可达性总体优于其他 5 区，多种

交通出行模式的介入使距离公园较远街道的可达性

有所提升；浦口、六合、江宁、栖霞，交通体系有待完

善，且区内缺少大型公园，导致各区总体可达性不

高，各街道可达性差异较大；建邺区虽有鱼嘴湿地公

园、南京国际绿博园等大型公园绿地分布，但这些

公园分布集中，且位置多偏于建邺区西部沿夹江分

布，导致建邺区总体可达性水平低于主城其他区

域，且各街道略有差异。在一定范围内，出行交通的

升级，使得街道公园可达性增加，公园的服务范围

扩大，地铁的介入，由于设置的居民出行目的地不

同，对街道公园可达性的提高作用并不明显，同时

受地铁站位置的影响，街道城市公园的可达性两极

分化明显。

（二）交通出行多模式下城市公园空间公平性

总体评价

基尼系数的数值大小反映不同交通模式下城市

公园资源分配的公平程度，将南京市中心城区各街

道的人口数量由多到少进行排序，累计计算各交通

出行模式下每 10% 的人口所享有的城市公园资源

的比例（见表 1，本研究用公园可达性指标表示），绘

制出不同交通模式下城市公园资源分配于人口的洛

伦兹曲线图（见图 3），并计算基尼系数。参照经济

学领域对基尼系数衡量与评价的标准，系数 G 越

小，平均程度越高，G 低于 0.2 时,资源分配高度平

均；G 介于 0.2 与 0.3 之间，资源分配比较平均；G 介

于 0.3 与 0.4 之间时，资源的分配较为合理；G 介于

0.4 与 0.59 之间，表示资源差距较大；当 G 大于

0.6,表示资源差距悬殊。同时，利用皮尔森相关系数

法
[32]

，计算城市公园资源与各街道人口分布的相关

系数。

具体分析如下：①步行出行模式下，基尼系数

为 0.634 14，资源分配差距悬殊；皮尔森相关系数为

−0.031 5，城市公园资源的分配与街道人口分布呈极

弱相关性。②非机动车出行模式下，基尼系数为

0.622 72，资源分配差距悬殊，皮尔森相关系数为

−0.030 8，城市公园资源的分配与街道人口分布呈极

弱相关性。③机动车出行模式下，基尼系数为 0.477 42，
资源分配差距较大，皮尔森相关系数为 0.040 4，城
市公园资源的分配与街道人口分布呈极弱相关性。

④步行-地铁出行模式基尼系数为 0.652 82，资源分

配差距悬殊，皮尔森相关系数为−0.029 8，城市公园

资源的分配与街道人口分布呈极弱相关性。⑤非机

动车-地铁出行模式基尼系数为 0.581 92，资源分配

差距悬殊，皮尔森相关系数为−0.033 9，城市公园资

源的分配与街道人口分布呈极弱相关性。

随着交通出行模式便捷程度的改善，公园可服

务范围扩大和可达性提高，公园资源分配面向范围

更广的居民，基尼系数变小，资源分配向更公平的

趋势变化。尽管复合交通模式下居民出行的目的地

 
表 1   街道人口占比累计与城市公园资源占比累计 %

公园可达性占比累计 街道人口

占比累计步行 非机动车 机动车 步行-地铁 非机动车-地铁

    0     0     3     0     0   10

    0     0     6     0     0   20

    0     0   10     0     2   30

    0     2   17     1     5   40

    7     3   21     2     8   50

  17     8   26     8   13   60

  27   18   36   20   28   70

  48   37   45   38   42   80

  59   70   60   68   62   9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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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及数量减少，但资源分配数量总体差异较小，

资源分配的平均程度相差不多。5 种交通模式中，

城市公园资源的分配与人口分布均呈现出极弱相关

或不相关的关系，说明城市公园的设置及规划与所

服务人群的数量及需求不吻合，资源分布不合理。

（三）交通出行多模式下城市公园公平性空间

格局

以“区位熵”对不同交通模式下各街道实际城

市公园资源分配与街道人口进行匹配，从而了解城

市公园资源实际分配公平程度的空间格局。将各街

道的区位熵值分为很低、低、较低、一般、较高、高、

很高 7 个等级，街道区位熵值等级一般代表实际人

均城市公园资源分配为平均水平。

1）步行交通模式下，区位熵大于 1 的街道为孝

陵卫街道、玄武湖街道、锁金村街道等，占比约

10%，多分布在面积广阔的玄武湖、紫金山周边，人

口分布不集中，人均城市公园资源较大，高于平均

值；41% 的街道适中；49% 的街道人均城市公园资

源低于平均水平，这些街道主要分布于六合区、浦

口区、雨花台区、建邺区、栖霞区，公园资源有限甚

至无城市公园，但人口分布较为集中且数量较大。

2）非机动车交通模式下，人均城市公园资源水

平达到平均值的街道占比 74%，其中区位熵大于

1 的街道以玄武湖、紫金山为核心分布。区位熵小

于 1 的街道主要位于工厂分布较多的六合区、浦口

区以及中心城区边界的雨花台区、栖霞区、江宁区。

除缺少面积较大的公园以外，部分区域居民点分布

集中，公园资源匮乏。

3）机动车交通模式下，出行时间阈值内，

81% 的街道区位熵大于或等于 1，人均城市公园资

源水平达到或超过均值。未达到均值的主要分布于

六合区雄州、马鞍、长芦等街道，浦口区顶山、沿江

等街道，雨花台区西善桥等街道，江宁区秣陵、淳化

等街道。这些街道普遍缺乏规模较大的城市公园。

4）步行-地铁交通模式下，受地铁站点位置的影

响，人均城市公园资源水平达到均值的街道占比仅

19%，这些区域多为鼓楼、玄武、秦淮等主要地铁线

路经过区域；7% 的街道区位熵大于 1，这些街道均

为紫金山、玄武湖所在区域。受地铁站及居民点位

置的影响，尽管西岗街道距离大型城市公园距离较

远，但其人均城市公园资源达到平均水平。区位熵

小于 1 的街道在中心城区广泛分布，浦口、六合、江

宁 3 区的街道人均公园资源均未达到平均水平，除

缺乏城市公园外，部分街道人口居住区较多。

5）非机动车-地铁交通模式下，51% 的街道区位

熵大于 1，区位熵值较高的街道以紫金山、玄武湖等

集中分布的城市公园为核心环绕分布。49% 的街道

区位熵小于平均水平，包括中心城区范围内的六

合、浦口及栖霞、江宁、建邺、鼓楼、雨花台的部分街

道，这些区域缺乏集中分布的城市公园资源，且居

住点距离地铁站及城市公园较远（见图 4）。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　论

1）从 5 种交通出行模式下南京中心城区城市公

园分配的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来看，出行时间阈

值范围内，基尼系数均大于 0.4，城市公园资源未达

到分配合理及空间公平的程度。交通出行模式的升

级有利于提高城市公园资源分配的合理程度。机动

车出行模式下，公园资源分配差距较大，略优于资

源分配差距更加悬殊的其他 4 种交通出行模式。但

机动车出行受到出行群体与出行目的地规模的限

制，对城市生态环境与健康生活有负面影响，在城

市居民进行公园游憩活动时并非优良选择。

2）结合南京市中心城区城市公园可达性及各街

道区位熵分级来看，在一定时间内，5 种交通模式

下，可达性一般及以上且人均城市公园资源分配水

平超过一般水平的街道多围绕紫金山、玄武湖两个

大规模城市公园分布。随着地上交通模式的升级以

及地铁交通的介入，距离紫金山、玄武湖较远的鼓

楼、秦淮、栖霞部分街道的可达性及人均城市公园

资源分配水平也有所提高。该地区是南京市人口集

聚、资源融合发展的重要地段，因此紫金山、玄武湖

对该地段城市居民休闲游憩、享受城市生态资源与

美好健康生活以及提升南京市中心城区人均城市公

园资源分配公平与合理程度有重要作用。

3）建邺、江宁、六合的部分街道距离玄武湖、紫

金山较远，人口分布较为密集，但依靠现有自然基

底及居住区分布建设各种规模的公园，其可达性较

好。在多模式交通的介入下，人均城市公园资源分

配可达到或超过一般水平。

4）受到城市自然生态基底位置的影响，距离较

大规模的城市公园如紫金山、玄武湖较远的区域，

交通出行模式的升级对其城市公园可达性与人均城

市公园资源分配影响极小，城市公园的空间不公平

未显著改变。由于生态基底及交通体系水平的限

制，这种空间不公平现象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扭转。

（二）建　议

1）重视对玄武湖、紫金山生态基底的利用与保

护，融合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历史文化特色，注重

公园或景区内部的景观管理，使场地保持吸引力与

旺盛生命力，彰显南京的城市特色，提升居民的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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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感与幸福感。

2）重视城市绿色交通设施建设，重视公众日常

生活中非机动车对步行及轨道交通在实际使用中的

补充作用。非机动车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交通拥

堵，增加居民出行效率。南京城市生态基底较好，应

多构建适宜于步行、非机动车出行的日常交通绿色

慢行廊道，与公园道路体系衔接，提高城市公园资

源分配的空间公平程度，推崇环保、安全的出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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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交通出行多模式下城市公园可达性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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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交通出行多模式下区位熵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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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构建绿色、简约的交通体系，形成通达、一体化

的城市公园游憩路线。

3）对于用地紧张、城市公园可达性有待提高的

鼓楼、秦淮、建邺等区域，应当“见缝插绿”，建设口

袋公园及结合地域水文特征布局滨水公园等线性空

间，提高城市空间的利用效率。

4）根据城市人口分布及居住区组团，合理规划

满足居民需求的城市公园，契合地域景观文化特

征，提高公园建设质量。

（三）讨　论

由于基础数据条件限制，城市各居民点人口数

据的准确性有待提升；城市中的道路数据、交通工具

的行进速度存在一定误差，同时文中的交通组合仅

能代表部分居民生活中的出行模式。除此以外，城

市公园的实际服务水平还可能受到居民年龄、性

别、个人偏好、职业、经济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在后

续的研究中可进一步考量与细化，从而对建设满足

公众需求可持续发展的公园城市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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