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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park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elderly to carry out outdoor activities. Taking Nanjing Nanhu Par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understan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munity park and 

analyzes the landscape space preferred by the elderly. Combined with the data of behavior observation, questionnaire 

and random interview,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ehavior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and activity space of the elderly, and 

summariz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havior pattern of the elderly and the public activity space. 

Combined with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for the community park,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for public activity space and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the community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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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公园是老年人进行户外活动的重要场所。选取南京市南湖公园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了解社区公园

现状，分析了老年人偏好的景观空间。结合行为观察、调查问卷和随机访谈的数据，对老年人的行为模式特征

和活动空间进行分析，总结出老年人行为模式和公共活动空间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结合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和老

年人的实际需求，对社区公园提出优化建议，以满足老年人对公共活动空间的需求，提升社区公园的活力。 

关键词：行为模式；公共活动空间；公园景观；老年人需求； 
 

1.研究目的和意义 

截至 2021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 60 岁以上人

口已达 2.6 亿，已经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社会的发

展保障了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但在文化娱乐、社交活

动等方面的考虑较为缺失。近年来国内对老年人在社

区公园中的行为模式和活动倾向的研究成果也较为

有限。 

社区公园作为城市绿地的主要载体，是居民接触

自然、户外活动的直接渠道，并且承担着居民休憩娱

乐和交往社交的主要功能。由于老年人出行不便，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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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范围也具有局限性，社区公园成为了老年人进行户

外活动的首选项，老年人渴求在公共活动空间中通过

各种社交活动来获得信息，因此如何为老年人创建出

安全健康舒适的公共社交活动空间显得尤为重要。本

文通过实地调研、行为观察、调查问卷和随机访谈，

探究老年人的行为模式和活动空间，并分析现存问题

结合实际需求对社区公园提出优化建议。 

2.研究对象和方法 

2.1.调研对象 

南湖公园位于南京市西部的莫愁湖公园南侧，是

南京第一座开放式活水公园。与莫愁湖公园隔街相

望，与和平市民广场遥遥相对，2007 年底全面想公

众开放。南湖公园占地约 15 万平方米，其中湖面约

6 万平方米，分设市民广场、文化广场、极限广场和

东花园四大功能区。[1]周围住区大多为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建成（碧虹苑、长虹路三九五九巷、长虹街后

街小区、文体村、利民东村），公园附近有 1 所幼儿

园（南京市第五幼儿园）、1 所小学（南湖第一小学）、

1 所中专（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和 1 所大学（南

京广播电视大学），同时配备 3 个商业区（南湖新天

地、欢喜城、长虹大市场），和 2 个医院（南京远大

肠胃病医院、华世佳宝妇产医院）。（图 1） 

 

图 1 南湖公园周边公共设施分布图 

2.2.调研内容和方法 

针对南京市南湖公园，基于老年人对户外活动空

间的需求，对行为模式特征和活动空间进行研究。 

（1）通过实地调研考察，对现场老年人使用行

为和所在活动空间进行观察、拍照并记录。由此获得

较为直观和较为详实的资料，认真分析现状资料，深

入探究现状问题。总结归纳出老年人偏好的社区公园

内的公共活动空间类型。 

（2）通过行为观察和问卷调查，整理归纳数据

分析老年人的行为模式和特征，总结出老年人行为模

式和活动空间的内在联系。主要包括：老年人的基本

个人信息（性别、年龄、职业）和到公园的行为信息

（一周到公园的频率、到公园的交通方式及所需时

间、在公园活动的时间段及停留时长、到公园的目的、

在公园中参加的活动及希望参加的活动、最喜欢公园

的区域及原因、不喜欢的区域及原因和对公园改造的

建议）。共计发放纸质调查问卷 50 份，有效回收 50

份。调查时间段为 5 月 24 日 13：00-17：00，6 月 9

号 9：00-12：00，6 月 16 号 14：00-21：00，共计

用时三天。在问卷填写过程中同老年人进行深入全面

交谈，便于深刻了解老年人对南湖公园的使用现状与

切实需求。 

（3）通过研究社区公园中老年人的使用情况，

分析归纳目前社区公园所存在的问题，结合老年人的

实际需求对公园空间及设施各方面提出提升建议。 

3.老年人户外活动行为模式和空间特征 

3.1.调研基本信息 

南湖公园老年使用者中，其中 60-70 岁的老年人

占 50%，其中 85 岁以上的仅有 3 人。男性进行户外

活动的人数占比 72%，远高于女性。公园内观测记录

和调研统计的活动共计有 15 种，其中参与人数最多

的活动从高到低依次为锻炼、带孩子、交谈、散步、

棋牌。南湖公园的老年使用者中，绝大多数为住在附

近的居民，步行到达公园在 10 分钟以内，少部分为

骑自行车到达。老年人选择来公园的时间段集中在上

午 7：00-9：00 和下午 13：00-15：00、15：00-17：

00（除去不固定的情况），中午 11：00-13：00 和下

午五点以后人数较少。停留时间多数在 2-3 小时。根

据问卷数据统计，最喜爱的户外公共活动为锻炼。（图

2） 

图 2 调研问卷基本信息 

3.2.老年人行为模式 

3.2.1.老年人出行频率、方式和交通时间 

通过问卷数据分析，有 60%的老年人每天都来南

湖公园进行户外活动。老年人的活动时间基本自由，

居家活动的空间有限，也较为缺乏丰富性。居住在公

园附近的老年人首选到公园中进行公共活动。有 12

人每周到公园 4-6 天，占比 24%，而仅有 3 人每周来

公园 1 天。其中选择步行的老年人占 76%，是主要的

交通方式，通过骑自行车的方式来公园的有 12%，乘

公交和地铁的有 4%，而骑电瓶车的仅有 1 人，其中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38

253



有 6%的老年人选择步行或者骑自行车两种方式。公

园内中的老年使用者大多数居住在公园周边的住区

并对公园依赖性较高，64%的老年人在 10 分钟以内即

可步行到达公园，在 30 分钟以内可到达的老年人有

24%的，其余少部分超过 30 分钟。（图 3） 

 
图 3 老年人出行频率、方式和交通时间 

3.2.2.老年人出行时间及逗留时间 

公园的人流量在下午时段达到最高峰，同时上午

7：00-9：00 人流量也较大。老年人生活规律，喜欢

选择较早的时间段出门活动，而且出行时间相对较

长，一般会持续一上午。下午在老年人短暂的午休之

后，人流量出现一个高峰，到 15：00-17：00，老年

人接孩子放学并到公园休闲娱乐。其中少部分老年人

每天多次到公园活动，早上晨练，下午和晚上散步。 

老年人在公园的停留时间基本集中在为 1-2 小

时和 2-3 小时，分别占比 36%和 26%，停留 3-4 小时

的有 22%；其中只有 10%的老年人停留超过 4 小时；

停留 1h 之内仅有 1 人。（图 4）由饼状图中的数据

可知，老年人在城市公园中的停留时间具有短时性。

主要是因为老年人身体机能无法满足其长时间体力

活动的需求，从而形成了户外活动时间的短时性特

征。 

 
图 4 老年人出行时间及逗留时间 

3.2.3.老年人到公园的目的及期望活动 

通过行为观察记录和调研问卷统计的活动共计

有 15 种，其中参与人数最多的活动从高到低依次为

锻炼、带孩子、交谈、散步、棋牌。其中 30%的老年

人的户外活动类型主要集中在锻炼上，24%的老年人

会跟孩子互动玩耍，20%的老年人倾向于交谈，而仅

有 1 人会在公园内打太极拳。（图 5） 

 
图 5 老年人到公园的目的及期望活动 

3.3.活动空间特征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老年人的行为活动主要包括

锻炼、交谈、带孩子、散步、棋牌、观景等活动（图

5）。在公园的内部道路空间中，主要活动为散步、

观景、休憩，这类活动主要集中在早晚两个时间段。

在公园北门入口的市民广场和南门入口的文化广场，

主要活动为健身、唱歌、跳舞，此区域属于开敞空间。

在文化广场的南侧的廊架和景观亭，主要活动为交

谈、休憩、棋牌，此区域属于半私密半开敞空间。 

其中 30%的老年人对公园整体空间都很满意，有

20%的老年人喜欢北门入口的市民广场，此空间拥有

水上舞台和有遮雨功能的廊架，可供老年人开展广场

舞、棋牌等活动。12%的老年人喜欢南门入口的文化

广场，此空间较为宽阔、休息空间较多。还有 14%的

老年人喜欢选择林下休憩空间进行交谈、观景等活

动。 

有 36%的老年人建议增设休憩座椅、健身器材和

厕所，是占比最大的建议。（图 7）调查发现南湖公

园休息座椅有石质和木质两种材料，分为一桌四凳和

条形凳两种形式。条石凳位置摆放不佳，与乔木结合

较差未形成很好的遮阴效果，导致老年人在炎热夏季

对其使用程度较低，同时木质材料易损坏，维护不到

位极易影响使用。而石质坐凳冬季温度较低夏季温度

过高，体感较差，老人也鲜少使用。公园内基本没有

设置健身器材也仅有一处厕所，而且厕所设置在人流

量较少的西南处，给在北面市民广场和南面文化广场

活动的老年人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同时厕所室内的设

计不符合老年人日常使用的需求。 

30%

24%

20%

10%

8%

受欢迎的户外活动

锻炼 带孩子 交谈 散步 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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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老年人南湖活动类型和空间分布图 

 

图 7 影响户外活动空间因素和改造建议 

3.4.分析总结 

根据调研总结出老年人的行为模式可分为个体

活动、亲子活动和朋友邻里活动三类。其中多人参与

的群体型行为的发生比例远高于个人型，同时群体型

行为会吸引其他老年人驻足围观，各类活动相互促

进，引发其他活动，从而促进空间行为多样化。在老

年人的行为模式和活动空间中，动态性的活动行为偏

好开敞空间，静态性的活动行为偏好私密空间和半开

敞半私密空间，公园内需要设置多种公共活动空间以

供选择。[2]基于问卷数据分析，空间适宜性、景色

宜人性、氛围舒适感和设施便捷性都是影响老年人户

外活动的环境特征。空间的安全性、功能性是老年人

选择户外活动空间的重要因素，亲近自然景观给老年

人带来了良好的活动体验，休闲设施、服务设施和老

年人的户外活动的频率成正比。（图 7） 

4.优化建议   

通过对南京市南湖公园老年人使用状况的实地

调研和调查问卷，通过对老年人行为模式和公共空间

的分析，总结出了老年人进行户外活动的实际需求，

并且结合目前公园中存在的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对

南湖公园提出以下建议： 

4.1.丰富空间形式，实现场地功能复合化 

4.1.1.提高空间的安全性和可达性 

根据实地访谈得知老年人经常使用园路健步走

来锻炼身体，充分考虑老年人行走的独有特征，步行

道设计应避免长而直，可以在道路两侧每相距 200m

处设置休闲座椅，以供老年人休息。园路布置应兼顾

安全性，平坦耐磨、地面防滑。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

方向感不强，因此步道系统应形成环路，尽可能明确

化和无障碍化，减少叉路口，为了防止老年人迷失。

在不可避免的岔路口应多设置指示牌，以增强导向

性。 

4.1.2.增设代际互动空间 

根据问卷数据统计，带孩子是仅次于锻炼和交谈

的参与人数较多的活动类型，建议扩大儿童游乐场面

积和增加游乐设施的人数众多，并且部分老人反应儿

童游乐区没有设置可供休息的座椅和亭廊。在社区公

园的建设中应留有充足的亲子玩耍的代际互动空间，

形成闭合的空间，保障儿童的安全。[3]通过共同活

动增加亲子间的亲密度。代际互动空间在植物选择上

应栽无毒害、无污染的树种。 

4.1.3.增设植物康养空间 

根据实地调研，公园内的植物大多以常绿乔灌木

为主，植物层次和色相变化较为欠缺。植物康养空间

宜选择在僻静的地方设置，利用植物形成较为私密的

空间。其栽植形式应以乔灌草结合的种植方式，形成

不同的景观层次。植物选用上应结合当地的地形及气

候合理选择当地的乡土树种，少量引进外来树种，防

止生态系统失衡。同时以老年人身心健康需求为导

向，结合植物对老年人感官的疗愈作用，多选择观赏

价值与疗愈价值兼具的保健植物类型，避免有毒、易

产生飞絮、带有针刺的植物。具有疗愈功能的植物景

观空间既可以提升公园景观质量，又能够调节适宜的

空气湿度。同时有助于疗愈老年人的各类病症。 

4.2.融入地域文化，提升空间氛围感 

为了避免社区空间的同质化，可以在公园内融入

地域特色文化，营造一个传承和发扬地域文化特色的

景观空间。[4]老年人身上有着先辈传承下来的文化

瑰宝，将其用各种形式保存下来，包括歌曲、舞蹈等

方式。适当设置文化交流传承空间，该区域一般设置

在开敞的广场为宜，铺装纹理应设置能体现地域特色

的文化符号和标志，多设置地域景观小品和雕塑，必

要时可以开设小型文化场馆，使老年人在天气差的情

况下，也可以有活动的空间。 

4.3.增加服务性设施，保障使用需求 

公园内应适当增加布置休憩设施、健身设施、有

遮雨功能的景观构筑物和导视标识。公园内可以在园

路两旁增设林下座椅，场地座椅设置要考虑老年人

“坐、卧、停、 留”的多种需求，结合场地形态与

植物方位设置多种形式和不同围合方式的休息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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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老年人独自休息、聊天交往、打牌娱乐等多种

使用需求。在满足功能和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可结合

场地状况适当增设适老性的健身器材，丰富老年人运

动锻炼形式，促进身体健康。公园内还需进一步完善

导视系统，更新老旧导视牌、警示牌。注重色彩搭配

与字体大小。并在有高差地形处增设警示牌和台阶上

布置夜光警示条，方便老年人夜间辨别道路。同时增

设亭廊构筑物，加强公园遮阴遮雨效果，提升公园人

性化。 

4.4.增强无障碍设计，人性化设计 

由于老年人的生理状况，公园中存在的高差地形

会带来不便。在一些高差变化较大的活动区域，设计

增加无障碍坡道和无障碍设施的改造。公园内开敞的

广场和儿童游乐区应铺设防水、防滑的塑胶地垫，滨

水的活动区域可以用塑木来代替现有的木质，在保障

老年人活动安全的前提下，延长材料使用寿命和减少

维修工期带来的活动不便。同时可以在活动锻炼场地

（健身、广场舞、太极）旁设置休闲座椅和储物设施，

提高老年人活动的便利性。 

5.结论 

人的行为活动是公共空间活力的主要体现。本文

研究表明老年人行为模式可主要分为个体活动、亲子

活动和朋友邻里活动三类，偏好多功能的空间结构。

公共空间的空间适宜性、景色宜人性、氛围舒适感和

设施便捷性影响老年人的交往活动。空间的安全性、

功能性这两个环境因子的影响程度高。休闲设施、服

务设施的数量和老年人的户外活动的频率成正比。 

通过对老年人行为模式的分析，总结老年人进行

户外活动的实际需求，并结合目前公园中存在的问题

所考虑，公共活动空间可以通过丰富空间形式，实现

场地功能复合化、融入地域文化，提升空间氛围感、

增加服务性设施，保障使用需求、增强无障碍设计，

人性化设计等方面进行综合提升，以提高周边老年人

进行户外活动的积极性和保障老年人活动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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