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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评价和改善街道的步行友好性，对于引导城市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步行友好性的相

关理论研究，综合考虑出行目的地类型和空间分布、步行距离、步行环境等因素，利用POI与街景

图片等多源数据，构建步行友好性量化评价模型与方法。以长春市商业、办公、居住、学校等用地

集中区选取的典型街道为例，首先结合长春市作为寒地城市的特征，参考Walk Score基础模型，开

展步行指数评价；接着从步行环境方面，选取评价指标，建立了步行环境指数模型，并应用模型开

展步行环境评价实证；最后基于步行指数与步行环境指数两个维度的评价结果，建立了步行友好性

综合评价矩阵，并结合各类街道特征提出了分类导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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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aluating and improving streets walkabil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guide urban sustain-

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lated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walkability, considering travel destina-

tion's type and spatial layout, travel distance, travel environment, and other factors, this paper devel-

ops a walkability evaluation model using POI data, streetscape images, and other multi- source data.

Taking the typical streets selected in the commercial, office, residential, school, and other land-inten-

sive areas in Changchun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first evaluates the walking index referring to the

Walk Score basic model by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chun as a cold region. Secondly,

from the aspect of the walking environment, the paper selects a specific evaluation index, establishes

the walking environment evaluation index model, and applies the model to carry out the empirical eval-

uation of the walking environment. Finally,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both the walking index

and walking environment index, the comprehensive walkability evaluation matrix is established, and

the classified guidance and control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combined with various street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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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步行友好性是宜居城市的重要指标之

一。评价和改善城市街道的步行友好性，对

于引导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国内外关于步行友好性的评测方法主要

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步行环境，基于使用

者的主体评价对步行环境水平进行综合评

定，典型的方法如邻里环境步行性测量表；

另一类侧重于步行的目的，评价城市街道各

段能够满足步行出行目的的可能性。由美

国研究者于 2007 年提出的基于日常设施

布局的步行指数 (Walk Score, https://www.

walkscore.com)是第二类方法的典型代表，

也是目前较为通用的网络步行性评价系统，

已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广泛应

用。国内学者在引入Walk Score之后开展了

基于多源数据的步行友好性评价方法研究基于多源数据的步行友好性评价方法研究
———以长春市典型街道为例—以长春市典型街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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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应用性和改进型研究。文献 [1]基于

Walk Score的评价思路，将其计算方法进行

简化，对成都市的街道开展可步行性综合评

价。文献[2]应用Walk Score，以中国主要城

市中心区街道为对象，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

城市步行友好性评价。

步行友好性是一种空间属性，强调物质

空间环境对人的步行出行的引导能力，其核

心包含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的空间临近性以

及这两点之间步行的便捷性和舒适性[3]。其

中步行起讫点的种类和空间分布决定了步行

出行的可能性，而步行路径中的环境因素则

决定了出行的便捷性和舒适性[4]。因此，步

行友好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包含目的地类型和

空间分布、步行距离、步行环境三个方面。

其中目的地类型和空间分布是最直接的影响

因素，其次是步行距离，最后是步行环

境[5]。目前关于步行友好性的评测方法中考

虑的因素多为其中一部分，对各方面因素进

行综合考虑的研究较少。

本文综合考虑目的地类型、空间分布、

步行距离、步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利 用 日 常 设 施 兴 趣 点 (Points of Interest,

POI)、街景图片等多源数据，分别从街道功

能引发步行出行的可能性(街道步行指数)与

步行环境两个维度建立长春市街道步行友好

性的综合评价矩阵，并在商业、办公、居

住、学校等用地集中区选取典型街道，利用

模型开展步行友好性评价与分析。

11 研究方法及对象研究方法及对象

基于步行友好性的主要影响因素，首先

以POI表示出行目的地，综合考虑POI的类

型、空间分布与步行距离两方面因素建立步

行指数模型，从街道功能引发步行出行的可

能性方面对街道可步行性进行评价。接着考

虑步行设施环境影响因素，建立步行环境指

数模型，从街道的设施供应水平方面进行评

价。以此为基础，以街道步行指数与步行环

境指数分别作为纵、横轴坐标，构建综合评

价矩阵，则可以对街道进行步行友好性综合

评价。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

本文在长春市的商业、办公、居住、学

校、工业等用地集中区选取了 10处典型区

域(见图 2)，以典型区域内的街道为例，开

展街道步行友好性评价研究。主要研究内容

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步行指数评价研究：从步行者出行

的目的地出发，依据 POI 数据，参考 Walk

Score计算方法，考虑不同类别目的地及步

行距离的影响，结合长春市的实际情况建立

步行指数模型，对长春市建成区内现状街道

进行评价。

2） 步行环境指数模型构建与评价研

究：梳理步行环境对步行行为的影响因素，

结合文献研究成果与长春市实际情况，建立

步行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

定评价指标权重，建立步行环境指数模型，

以商业、办公、居住、学校等用地集中区选

取的典型街道为例，借助街景等多源数据，

对区域内的街道开展步行环境指数评价。

3）步行友好性综合评价与街道分类导

控策略：从街道步行指数与步行环境指数两

个维度，建立街道步行友好性通用矩阵，根

据各类街道的特征进行分组，并制定针对性

的导控策略。

22 步行指数评价步行指数评价

参考步行指数基础模型计算方法，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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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思路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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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友好性评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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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研究范围分布

Fig.2 Research Scope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19
N

o.3
M

ay
2021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二二
一一
年年

第第
十十
九九
卷卷

第第
三三
期期

理论方法

分设施本土化，根据兴趣点设施的特点，将

在百度地图网站中爬取的2019年POI数据分

为9类，并按照类型赋以权重系数(见表1)。

利用 2018 年长春市建成区路网数据，

剔除其中的高速公路、快速路主路等禁止步

行的道路，利用ArcGIS平台构建步行路网

数据集，沿街道按照 100 m距离提取观测样

本点。

考虑长春市寒地城市气候特征，参考寒

地城市步行交通特征与步行距离衰减规律

的相关研究[6]，分别采用寒地城市普通季节

与冬季两套步行距离衰减函数。对于普通

季节，按照标准步行速度 4.8 km·h- 1计算，

当日常服务设施距离为 0~0.58 km，步行

意愿不随距离的增加而衰减；当距离为

0.59~1.62 km，步行可能性为 75%；当距离

为 1.63~2.20 km，步行可能性为 12%；超过

2.20 km 时，步行可能性为 0。寒地城市冬

季居民平均步行速度为4.65 km·h-1，步行意

愿衰减的距离分段节点分别为 0.43 km，

1.11 km，1.47 km。

利用 ArcGIS 中的网络分析功能、空间

分析等工具得到各出行点的步行指数得分；

然后利用通过样本点计算得到的单点步行指

数值对街道进行赋值，即可得到街道线性

空间的步行指数。由于项目中涉及的观测样

本点与POI数据量较大，故对观测样本点进

行拆分并利用 Python 语言实现数据的批量

处理。

参考Walk Score评分机制，根据街道的

步行指数得分将街道分为五级：90~100分为

高步行需求型街道、70~89分为较高步行需

求型街道、50~69 分为中等步行需求型街

道、25~49分为较低步行需求型街道、0~24

分为小汽车依赖街型道。由此得到长春市普

通季节与冬季的步行指数分布情况如图 3所

示。受寒地冬季气候影响，长春市冬季高步

行需求型街道分布范围较普通季节显著缩

小，其占比相对普通季节减小了约17%，而

较低步行需求型街道占比增加了10%。

33 步行环境指数评价步行环境指数评价

33..11 步行环境指数模型构建步行环境指数模型构建

综合步行环境对步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

步行环境评价的相关研究[2, 7-8]，考虑数据收

集的可行性，共选取 13项步行环境评价指

标。各项指标的含义、计算方法如表2所示。

借助Yaahp分析软件，采用层次分析法

实现权重计算目标[9]。确定权重的主要工作

步骤包括指标重要度调查方案设计、调查实

施、数据录入与分析、权重计算以及最终结

果的一致性检验。研究中邀请了 100名具有

城市规划背景的专业人士参与指标重要度问

卷调查，经过一致性检验与筛选，最终得到

表1 POI设施分类及权重

Tab.1 Classification and weight of POI facilities

设施分类

便利店

餐馆

商店

权重

3

3

2

设施分类

茶馆、咖啡店

银行

公园

权重

2

1

1

设施分类

学校

书店

娱乐场所

权重

1

1

1

0~24
25~49
50~69
70~89
90~100

北 北

a 普通季节 b 冬季

图3 长春市步行指数分布

Fig.3 Walk Scor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angchun

步行指数得分 步行指数得分

0~24
25~49
50~69
70~89
9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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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份有效数据参与群决策计算。利用软件内

置的几何平均法作为群集结方式计算各指标

的权重值，计算结果的组合一致性指标为

0.067 3，小于 0.1，通过检验。最终得到步

行环境指数模型为

SWEI= 0.254 7WCI+ 0.144 4BLI+
0.160 2BUI+ 0.094 2RAI+ 0.079 4BSI+
0.103 3CRI+ 0.029 1WDI+ 0.012 5IEI+
0.016 2PII+ 0.018 9PFI+ 0.041 9PLI+
0.020 5BTI+ 0.024 7GVI

，(1)

式中： SWEI 为步行环境指数；WCI 为人

行道连续度； BLI 为是否设置非机动车

道； BUI 为人行道与机动车停车位间是否

有隔离措施； RAI 为路网通达度； BSI 为
公共汽车站密度； CRI 为过街设施密度；

WDI 为人行道相对宽度； IEI 为界面围合

度； PII 为街道界面通透度； PFI 为是否有

休憩设施； PLI 为是否有行人照明设施；

BTI 为是否有行道树； GVI 为绿视率。

33..22 典型区域步行环境评价实证典型区域步行环境评价实证

利用上述模型计算街道的步行环境指

数。首先需要进行各观测样本点的指标数据

收集与计算。指标数据的收集方式包括四

种：1)利用街景自动识别系统得到绿视率、

界面围合度数据；2)利用街景辅助人工判别

系统得到行道树、照明、步道隔离、非机动

车道、休憩设施等数据；3)利用GIS数据库

得到公共汽车站、路网通达度等数据；4)结

合街景、地形图、影像等得到人行道连续

度、人行道相对宽度、过街设施密度等数据。

为消除指标数据不同量纲的影响，项目

采用min-max标准化法对前述得到的各项指

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将标准化的指标值输

入步行环境指数模型，即可得到各样本点的

步行环境指数值；利用ArcGIS的空间连接工

具，基于样本点的步行环境指数对各街段进

行赋值，即可得到各路段的步行环境评价

得分。

根据步行环境指数得分将街道步行环境

分为五级：90~100分为步行环境非常适宜型

街道，65~89 分为步行环境较适宜型街道，

50~64 分为步行环境一般型街道，25~49 分

为步行环境较不适型街道，0~24分为步行环

境不适型街道(见图4和图5)。

44 步行友好性综合评价与分类导控策略步行友好性综合评价与分类导控策略

44..11 步行友好性评价矩阵步行友好性评价矩阵

参考通用矩阵分析法，将步行指数与步

行环境指数分别分为高、中、低三档，从步

行指数、步行环境指数两个维度，构建街道

步行友好性综合评价矩阵(见图 6)。根据综

表2 步行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Tab.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pedestrian environment

指标分类

安全性

便利性

舒适性

评价指标

人行道连续度/%

是否设置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与机动车停车位
间是否有隔离措施

路网通达度/(km·km-2)

公共汽车站密度/(座·km-2)

过街设施密度/(座·km-2)

人行道相对宽度/%

界面围合度/%

街道界面通透度

是否有休憩设施

是否有行人照明设施

是否有行道树

绿视率/%

指标含义与计算方法

连续通行长度占路段总长度的比例

观测点前后 50 m范围内的路段上，设有独立的能连续通行的非机动车道，
取值为1；否则为0

观测点前后50 m范围内的路段上，人行道两侧无紧邻机动车停车位，取值
为1；有紧邻机动车停车位但有隔离措施，取值为0.5；有紧邻机动车停车位
且无隔离措施，取值为0

半径500 m范围内的路网密度

半径400 m范围内的公共汽车站数量

半径150 m范围内的过街设施数量

人行道有效通行宽度占道路总宽度的比例

沿街建筑物长度/路段长度

透明、半透明、不透明、栅栏、围墙

包括街边长椅、花坛及商家在街边提供的休憩设施

观测点前后50 m范围内的路段上有行人照明设施，取值为1；否则为0

观测点前后50 m范围内的路段上有行道树，取值为1；否则为0

街景图片中绿色植被的面积占比

注：本研究中按照每100 m距离沿街道提取观测样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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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评价矩阵，可将街道分为九类：高需求-

低品质型，高需求-一般品质型，高需求-

高品质型，一般需求-低品质型，一般需

求-一般品质型，一般需求-高品质型，低

需求-低品质型，低需求-一般品质型，低

需求-高品质型街道。每一条街道根据其步

行指数得分与步行环境指数得分，都可以在

综合评价矩阵中找到其所处的类别。对于寒

地城市，考虑冬季不利气候条件影响，综合

评价阶段宜采用冬季步行指数。

44..22 街道分类导控策略街道分类导控策略

1）第一优先级：亟须改善步行环境的

高需求街道。

高需求-低品质型与高需求-一般品质

型街道均属于潜在步行需求水平较高，而现

状街道环境品质较低的街道，其步行供需矛

盾最为突出，应作为第一优先级改善对象

(见图 7a)。该类街道大部分位于城市中心区

的支路或胡同，周边用地功能丰富，在吸引

大量人流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的机动车停车

需求，大量的机动车挤占了步行空间，步行

出行安全性较低。因此，该类街道步行友好

性改善的主要途径是处理好停车问题。需要

进一步分析区域停车问题的原因，对于贪图

方便、省钱的违法占道停放，应加强交通执

法管理；对于因停车空间不足而挤占步行空

间问题，近期应参考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中关

于人行道空间的相关要求，在保障至少满足

人行通行空间下限要求的前提下，充分利用

空闲道路资源，实施分区域、分时段的停车

供应方式，结合停车收费等管理措施缓解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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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各研究区域内的街道步行环境评价结果

Fig.4 Results of pedestrian environment index evaluation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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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街道步行环境分级示例

Fig.5 Examples of pedestrian environment classification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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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需求挤占步行、绿化空间的矛盾；中远期

在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服务的基础上，结

合城市更新改造落实停车配建指标，发挥静

态停车的需求导向作用，引导居民出行转向

公共交通、步行与非机动车等绿色出行方

式，同时完善过街设施，照明、绿化等配套

设施，优化建筑临街空间，建设高品质的步

行环境。

2）第二优先级：亟须改善基本步行环

境的街道。

一般需求-低品质型与低需求-低品质

型街道建议作为第二优先级改善对象(见图

7b)。该类街道一般分布在新城开发区或大

型地块内部，周边步行可达的设施较欠缺，

同时缺乏基本人行空间或人行道连续度较

低。对于大型地块造成的步行通达性低问

题，应结合地块内部道路设置，选择合适通

道对行人开放，提高人行道网络密度，加强

地块配套设施建设，提高步行通达性。对于

新建道路未同步建设人行道而导致的人行道

缺失问题，建议相关部门在补齐人行道设施

的同时，应加强对步行交通设施建设与管理

方面的考核。

3）第三优先级：依托环境提升功能的

潜力街道。

一般需求-高品质型与低需求-高品质

型街道的步行设施条件较好，但周边服务设

施的步行适应性较低，属于可以依托环境提

升服务功能的潜力街道，建议作为第三优先

级改善对象(见图 7c)。该类街道一般位于城

市外围临近山水资源区。自然资源的优势提

升了步行环境的品质，但受区位和用地功能

的影响，城市的各类服务设施与业态难以在

步行距离范围内覆盖，导致街道服务性不

足。应结合周边用地功能与人流出入口分

布，适当增加沿街服务设施密度与业态类

型，以提升该类型街道的服务性功能。

4）第四优先级：待进一步提升功能改

善环境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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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Comprehensive walkability evaluation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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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街道改善优先级别示例

Fig.7 Examples of walkability improvement by different priorities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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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型两类街道，建议作为第四优先级改善

对象(见图7d)。该类区域一般位于城市中心

区外围，多为通勤导向的街道，建议根据实

际条件，结合周边居民实际需求适当增加服

务设施，进一步优化街道步行环境品质。

5）第五优先级：高需求-高品质型街道。

高需求-高品质型街道作为第五优先级

的改善对象，未来进一步提升品质与功能。

55 结语结语

本文从街道功能引发行人步行出行的可

能性与步行环境两方面，分别建立了长春市

步行指数与步行环境指数评价模型，并基于

这两个维度的量化评价结果构建了步行友好

性综合评价矩阵。该方法综合考虑了目的地

类型和空间分布、步行距离、步行环境等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利用POI、街景图片等多

源数据，能够较全面且直观地反映街道步行

友好性特征。本文利用步行友好性综合评价

矩阵从需求与设施供应两个维度对步行友好

性进行综合评价，并基于此制定街道改善优

先级与分类导控策略。这对于城市街道改善

决策支持具有普遍意义，可以助力城市规划

和城市设计实践的科学化，更好地协助品质

活力导向下的相关规划与城市设计、“城市

双修”等工作。此外，文中结合寒地城市气

候特征，建立的冬季步行指数模型对于其他

寒地城市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在构建步行环境指数模型的过程

中，限于数据收集不便，对步行环境影响因

素的考虑不够全面，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优

化数据获取方式，细化模型中的评价指标，

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应用和评

价，更高效地支持街道改善工作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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