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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游憩机会谱理论的城市公园体系研究
——以安徽省宁国市为例

□　王　敏，彭　英

[摘　要] 文章基于游憩机会谱理论，构建了城市公园体系规划框架，即首先对城市公园游憩机会清单进行梳理，其次从物
理环境、游憩活动和管理环境三个方面构建公园游憩机会评价指标体系，再次对环境因子进行描述性分析，最后建立公园体
系目标游憩机会谱及编制发展导则，并将该方法运用到宁国市公园体系的建设中，为提升城市公园体系的综合效能、提高居
民生活质量创建了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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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ity Park System Based On 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Theory: Ningguo City, Anhui 
Province/Wang Min, Peng Ying
[Abstract]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planning framework of city park system based on 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theory. It lists 
recreational opportunities, sets up an indices system from physical environment, activities, and management. It further analyzes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establishes the spectrum of recreation opportunities and development guideline. The method is practiced 
in Ningguo city park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it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city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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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公园体系发展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城市公园体系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城市公园体系对于保持城市
水土及改善区域环境具有重要作用，承担着城市外围
绿色屏障、城区绿肺空间及社区邻里绿点三大生态涵
养功能。另一方面，城市公园体系是城市文化特色的
重要载体，是人们利用闲暇时间放松身心、追求多样
化游憩体验、感受城市文化氛围的重要场地。然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规模的城镇建设蚕食了城
市绿色空间、高密度的公园使用破坏了生态环境质量、
低效的公园管理维护方式影响了公园效能的发挥，使
得区域整体环境逐渐恶化。此外，大多数的公园建设

还面临着游憩体验雷同、游憩场地闲置和资金投入
低效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不
利于城市的发展。

麦克哈格在《设计结合自然》中提到“理想地讲，
大城市地区最好有两种系统，一个是按照自然的演进
过程保护的开放空间系统，另一个是城市发展的系统。
要是这两种系统结合在一起的话，就可以为全体居
民提供满意的开放空间。”当前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作为城市总体规划阶段的专项规划，其实质性内容
主要包括对城市各类绿化用地的规划控制、建立城
市主要的绿地体系和拟定城市绿化特色三个方面 [1]，
面临着郊野绿色空间统筹、市民多样性游憩引导、
城市文化特色指引和公园管理体系发展等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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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缺乏具有针对性和普适性的规划
设计技术支持。

基于此，本文尝试结合游憩机会谱
(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简称“ROS”) 理论，以城市绿地系统规
划为基础，以安徽省宁国市为研究对象，
探索兼顾城市生态保护、多样化游憩体
验与可持续公园管理的城市公园体系发
展路径。

2游憩机会谱理论

美国林务局 (USFS) 和土地管理局
(BLM) 带头开发的游憩机会谱是一个涵
盖资源普查、规划和管理游憩经历及环
境的多目标框架，可在制定资源等级的
同时关注资源环境和娱乐者的体验 [2]。
游憩机会是指在环境条件合适的前提
下，游客拥有一个公平的选择机会，选
择在其偏好的环境中参与期望的活动，
以获得满意的游憩体验 [3]。其中，机会
的形成主要源于环境特征 ( 植被、景观、
地形和风景 )，与之相关的游憩使用 ( 使
用水平和类型 )，以及管理的基本条件
( 开发、道路和规章 )[4]。实践表明，在
游憩机会谱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游憩机会

清单可以增加公众游憩体验的多样性，
减少游憩设施的盲目建设。在过去的几
十年里，该理论已成为国外最有效的资
源和游憩管理方法之一 [5]，逐渐被应用
到森林游憩 [6]、河流游憩 [7]、公园游憩 [8]

和旅游公路构建 [9] 等方面，并在分配和
规划游憩资源、提供适宜的游憩机会等
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3基于游憩机会谱理论的城市公园

体系发展策略研究框架

基于游憩机会谱理论的城市公园体
系发展策略研究框架是以城市绿地系统
规划内容为基础构建的，包括资料收集
和对研究区域的实地调查等。首先，研
究通过梳理城市公园游憩机会清单，划
分出城区高密度使用型、城区中密度使
用型、城市边缘区较低密度使用型和郊
野区低密度使用型 4 种游憩机会类型。
其次，研究从物理环境、游憩活动和管
理环境三方面构建游憩机会评价指标体
系，通过实地问卷调研，对环境因子进
行重要性描述性分析与偏好程度描述性
分析，并对结果进行讨论。最后，在以
上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特色提升策略，

构建了公园体系目标游憩机会谱，并编
制了特色发展导则 ( 图 1)。

4宁国市公园游憩机会清单梳理

宁国市地处安徽省东南部，皖南山
区东北侧，东邻杭州市，西靠黄山市，
连接皖浙两省 7 个县市，素有“皖东
南门户”之称。宁国市的森林覆盖率达
75.33％，绿色植物覆盖率达 85％，拥
有“中国元竹之乡”“中国竹子之乡”
等美誉，市民崇尚翠竹精神。宁国市还
拥有著名的历史八景—儒峰叠翠、双
溪垂虹、岩窦清泉、紫岩暮烟、碧潭秋月、
西山春晓、海峰雪松和沙堤烟柳 ( 图 2)。
此外，宁国市在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属于
吴国、越国和楚国，秦朝时属于鄣郡，
具有丰富的人文生态底蕴，江浙文化、
皖南文化、红楼文化、畲族文化、古代
佛教文化及新型的移民文化在此相融交
汇，使宁国市成为一个开放、包容、多
元的城市。

研究主要对《宁国市绿地系统规划
(2013—2030)》中可供市民公共游憩使
用的主要绿地和广场用地进行了研究，
具体包括部分公园绿地 (G1)、附属绿地

图 1 基于游憩机会谱理论的城市公园体系发展策略研究框架 图 2 宁国市历史八景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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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 和其他绿地 (G5)( 图 3)。考虑到绿
地规模对游憩容量、生态效益等的影响，
研究主要选取面积大于 2　hm2 的绿地进
行研究，包括港口湿地公园、牛头山风
景区、宁阳公园、曹家冲公园和水阳江
滨河景观带等 40 个研究对象，研究范
围约为 2　709　hm2( 图 4)。

研究基于游憩机会谱的游憩环境
分区方法，以综合反映体验与环境质量
的游憩密度为基础 [10-11]，构建了城市
公园机会谱。同时，研究结合宁国市公
园体系自身环境特点及对市民使用行
为的调研，将公园游憩环境依次分为城
区高密度使用型、城区中密度使用型、
城市边缘区较低密度使用型和郊野区
低密度使用型 4 种类型 ( 这 4 种公园游
憩环境的平均使用密度依次降低，自然

资源依次增多 )( 表 1)。

5宁国市公园游憩机会评价指标

体系构建与环境因子描述性分析

5.1宁国市公园游憩机会评价指标

体系的构建 

综合美国林务局《ROS使用者指南》
(1982年)、《公园设计规范》等相关文献，
结合宁国市自然社会和公园体系特征，
研究构建了宁国市公园游憩机会评价指
标体系。其中，物理环境质量、游憩活
动质量和管理环境质量为一级分支；自
然资源特征、人文资源特征、服务设施
质量、公园使用状况、活动项目水准、
管理建设内容和维护管理水平为二级分
支；公园规模、空气清洁度、山水资源

面积、视觉美景度和公园文化主题等 24
项环境因子为三级分支 ( 表 2)。

5.2环境因子的重要性描述性分析

首先，研究分别对宁国市处于 4 种
游憩机会类型区域的市民进行了问卷调
研。调查小组共发放问卷样本 200 份，
最终回收且符合要求的问卷共 192 份，
合格率为 96％。其中，在城区高密度使
用型区域回收了 50 份问卷，在城区中
密度使用型区域回收了 50 份问卷，在
城市边缘区较低密度使用型区域回收了
48 份问卷，在郊野区低密度使用型区域
回收了 44 份问卷。同时，市民根据给
定的环境因子对其游憩体验影响的重要
程度进行打分，最低分为 1 分，最高分
为 5 分，分数的高低代表该环境因子对

图 3 宁国市绿地系统布局 图 4 宁国市公园体系布局

表 1 宁国市公园游憩机会清单

游憩机会类型 城市公园体系构成 使用特点 主要游憩体验

城区高密度使用型 宁墩路公园、世纪广场、时代广场、南
山广场、平兴广场、独山路绿地等

以市区社区公园和广场为主，每天
早、中、晚全时段使用

日常户外锻炼、感受热闹欢快氛围

城区中密度使用型 宁阳公园、南山公园、小南河滨河公园、
铁道公园、翠竹公园、凤形公园等

以市区综合性公园和带状公园为主，
主要是每天早上和晚上使用

接触自然、促进亲友感情

城市边缘区较低密度使用型 独山山地生态园、刘村坝湿地生态园、
老虎山山地生态园、中津湿地生态园、
聚龙山山地生态园等

以城市边缘区的郊野公园和带状公
园为主，主要是周末使用

欣赏美景、感受人文风情、释放压力

郊野区低密度使用型 水阳江滨河景观带、包家山山地生态园、
恩龙植物生态园、鸡山山地生态园等

以偏远区郊野公园和风景名胜区为
主，主要是节假日使用

享受独处、刺激探险体验、康养休闲
体验

港口湿地生态园

包家山山地生态园

月亮湾湿地生态园 水阳江滨河景观带

三津湿地生态园

恩龙植物生态园

聚龙山山地生态园

嵩山风景区
老虎山山地生态园

独山山地生态园
刘村坝湿地生态园

中津湿地生态园

鸡山山地生态园

山门河公园

架子山山地公园

杜迁公园

风景林地

湿地

山地公园

公路
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
基础设施防护绿地
观光铁轨
氧源绿地
水体防护绿地
苗圃
铁路
商品林地
基本农田
风景区
中心城区范围
中心城区绿化用地
水域
水域生态保护区
规划区范围
城市建设用地
村庄建设用地
高速公路
市域范围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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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游憩体验影响的大小。调查小组使
用 IBM SPSS Statistics22 软件对 24 项环
境因子进行均值和标准差分析 ( 表 3)。

其次，研究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市民认为 24 项环境因子均
是选择公园游憩时的重要影响因素 ( 各
环境因子的得分为 3.65 ～ 4.78)，且各
环境因子的标准差均低于 1.00，说明指
标体系因子选择较为稳定，对于不同游
憩机会类型的公园均具有普适性。空气
清洁度(4.78)、环境卫生维护水平(4.59)、
环卫设施 (4.55)、视觉美景度 (4.45)、公
园文化主题 (4.12)、游憩设施 (4.12) 和
老年活动项目 (4.10) 等 14 项环境因子
的平均值均在 4.00( 重要 ) 以上，表明它
们对市民游憩体验的影响程度较高。其
中，空气清洁度与环境卫生维护水平对
市民游憩体验的影响最大，较低的污染
程度虽然对市民游憩体验的影响较小，
但是较高的污染程度却会对市民游憩体
验造成较大影响；公园文化主题、游憩
设施和老年活动项目集中代表了特色化、
人性化的规划设计对市民游憩体验的重
要程度，这也与公园体系构建依赖于规
划设计的现实相符合。

5.3环境因子偏好程度描述性分析

首先，研究对环境因子偏好程度进
行调研，并采用 Likert-5 分制，以了解市
民在特定游憩机会类型下对不同环境因
子的偏好程度，为游憩机会谱的构建提
供合理依据。其中，自然资源特征质量、
人文资源特征、管理建设内容和维护管
理水平的得分越高，表明市民对它们的
偏好程度越高；服务设施质量、公园使
用状况和活动项目水准的得分越低，表
明市民对它们的偏好程度越高 ( 表 4)。

其次，研究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在不同的游憩机会条件下，
市民在空气清洁度、植被覆盖率和视觉
美景度方面一致呈现出偏好程度较高的
特征，对于其他环境因子的偏好则有所
差异。

(1) 对于山水资源面积，市民在城

表 2 宁国市公园游憩机会评价指标 表 3 环境因子的重要性描述性分析

表 4 环境因子的偏好程度描述性分析

一级

分支

二级

分支

三级

分支

物理
环境
质量

自然资源特征 公园规模
空气清洁度
植被覆盖率
山水资源面积
视觉美景度

人文资源特征 公园文化主题
历史古迹等级

服务设施质量 环卫设施
游憩设施
休息设施

游憩
活动
质量

公园使用状况 游人密度
活动全时性
公园消费水平
交通便捷度

活动项目水准 活动类别多样性
老年活动项目
儿童活动项目
青年活动项目
家庭活动项目
残障人士活动项目

管理
环境
质量

管理建设内容 日常管理保障制度
水平
安全与智能化系统
水平

维护管理水平 遗产与自然资源保
护水平
环境卫生维护水平

三级分支 平均值 标准差
重要性

排序

空气清洁度 4.78 0.4　680 1
环境卫生维护水平 4.59 0.5　744 2
环卫设施 4.55 0.5　420 3
视觉美景度 4.45 0.7　922 4
安全与智能化系统
水平

4.43 0.5　　774 5

公园规模 4.39 0.8　370 6
植被覆盖率 4.37 0.7　554 7
山水资源面积 4.37 0.7　554 8
遗产与自然资源保
护水平

4.29 0.7　906 9

日常管理保障制度
水平

4.24 0.8　044 10

休息设施 4.20 0.7　100 11
公园文化主题 4.12 0.8　071 12
游憩设施 4.12 0.7　300 13
老年活动项目 4.10 0.7　429 14
青年活动项目 3.98 0.7　770 15
交通便捷程度 3.92 0.8　859 16
活动类别多样性 3.88 0.7　808 17
游人密度 3.86 0.8　400 18
家庭活动项目 3.80 0.7　354 19
历史古迹等级 3.76 0.9　689 20
儿童活动项目 3.71 0.7　906 21
残障人士活动项目 3.67 0.7　743 22
公园消费水平 3.65 0.9　254 23
活动全时性 3.65 0.7　514 24

二级分支 三级分支
城区高密度使用

型平均值

城区中密度使用

型平均值

城市边缘区较

低密度使用型

平均值

郊野区低密度

使用型平均值

自然资源
特征质量

公园规模 2.00 3.00 4.00 5.00
空气清洁度 4.40 4.31 4.25 4.85
植被覆盖率 3.90 4.15 4.25 4.95
山水资源面积 3.90 3.31 4.01 4.86
视觉美景度 3.80 4.01 4.25 4.86

人文资源
特征

公园文化主题 2.90 3.92 3.75 4.29
历史古迹等级 2.80 3.15 3.01 3.86

服务设施
质量

环卫设施 2.20 2.01 2.50 2.14
游憩设施 2.70 2.08 2.14 2.25
休息设施 1.62 2.25 2.30 2.33

公园使用
状况

游人密度 2.38 2.80 3.75 4.57
活动全时性 1.60 2.23 2.57 2.75
公园消费水平 3.01 2.31 2.75 2.85
交通便捷度 2.20 2.38 2.25 2.29

活动项目
水准

活动类别多样性 3.10 2.46 2.75 2.71
老年活动项目 2.30 2.15 2.25 2.14
儿童活动项目 2.10 1.92 3.25 2.57
青年活动项目 3.40 2.92 2.25 1.95
家庭活动项目 2.30 2.08 1.75 2.57
残障人士活动项目 2.70 2.15 3.75 3.43

管理建设
内容

日常管理保障制度
水平

3.80 4.15 4.25 4.29

安全与智能化系统
水平

4.20 4.08 4.25 4.57

维护管理
水平

遗产与自然资源保
护水平

4.23 4.25 4.40 4.71

环境卫生维护水平 4.15 4.40 4.50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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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密度使用型游憩机会中对其的偏好
程度一般，在其他游憩机会类型中对其
的偏好程度较高。同时，由于宁国市冬
冷夏热的气候条件，市民在高密度使用
型游憩机会中期望有更多的山水景观以
丰富游憩活动、调节小气候。

(2) 对于人文资源特征，市民在城
区高密度使用型游憩机会中对其的偏好
程度较低，而在其他游憩机会中对其的
偏好程度较高。这与市民更倾向于在城
区高密度使用型游憩机会中获得健身、
锻炼等功能性体验有关。

(3) 对于服务设施质量，市民在不
同的游憩机会中对环卫设施、游憩设施
和休息设施一致呈现出偏好程度较高的
特征。这是因为市民游憩体验与游憩设
施质量密切相关。

(4) 对于公园使用状况，市民在不
同的游憩机会中对于游人密度、活动全
时性呈现出偏好程度逐渐降低的特征。
这与市民渴望在不同的游憩机会中获得
不同的游憩体验有关。例如，对于公园
消费水平与交通便捷度，市民更偏好较
低的消费水平和便捷的交通。

(5) 对于活动项目水准，市民期望
在城区高密度使用型游憩机会中减少活
动类别。这是由于在高密度使用的空间
中，活动类别过多会相互冲突，影响游

憩体验。另外，市民一致认为在不同的
游憩机会中应注重设置老年活动项目，
在郊野区低密度使用型游憩机会中还应
加强对青年活动项目的设置。

(6) 对于管理建设内容和维护管理水
平，市民一致认为其非常重要，并且期
望相关部门在日常管理保障制度、安全
与智能化系统、遗产与自然资源保护水
平及环境卫生维护水平方面提供高质量
的游憩管理。

6宁国市公园体系游憩机会谱构建

与发展导则编制

6.1宁国市城市公园体系游憩机会谱

构建

结合现有游憩机会类型与内容，研
究对宁国市公园体系进行提升，构建了
“三脉六节，八景十二园”的公园体系
结构，贯通九山围城的山脉、三江汇流
的水脉，复兴皖赣线铁路的城脉；进一
步完善绿道网络，增加交通便捷度(图5，
图 6)。由于市民崇敬翠竹精神，研究结
合“坚、进、和、雅、逸、谦”的翠竹
精神，恢复重建“宁国八景”，并建设
12 个园区；研究根据市民对不同环境因
子的偏好程度，结合对游憩活动与游憩
体验的分析，初步确定了每个环境类型

中适宜进行的游憩活动。

6.2基于游憩机会谱理论的宁国市

公园体系发展导则

6.2.1城区高密度使用型公园游憩机会

的内容建设

宁国市城区高密度使用型公园游憩
机会的内容建设需从以下六个方面展
开：①在活动项目设置方面，应力求贴
近生活，关注儿童、老年人的使用需求，
提升活动项目的品质。②在服务设施建
设方面，应完善无障碍设施、游憩设施、
休息设施与环卫设施的配置。③在景观
设计方面，合理配置趣味型山水小景，
并点缀种植疗养型、芳香型植物。④在
建筑材料的选择方面，以原生自然型铺
装材料为主。⑤在活动项目设置方面，
应注重对全时性活动项目的建设，提高
公园在早、中、晚、阴、晴、雨、雪等
不同情况下的使用效率，同时建议设置
较少的活动类别，鼓励发展自发性游憩
活动并为其预留充足的空间。⑥在公园
管理制度建设与环境维护方面，应加强
对日常管理保障制度、安全与智能化系
统的建设，提升遗产与自然资源保护水
平、环境卫生维护水平。例如，位于宁
国市政府前面积为 4　hm2 的世纪广场，
其建设要突出“以人为本”的特征，以

图 5 宁国市绿道网络规划 图 6 宁国市公园体系目标游憩机会谱

 

1 三泉广场       8 独山路绿地   16 牛头山公园   25 燕子山带状公园     34 刘村坝湿地生态园            
2 平兴广场       9 总部公园     17 泗联河公园   26 小南河滨河公园     35 包家山山地生态园           
3 港口广场       10 杜迁公园    18 城西湖公园   27 中津湿地生态园     36 月亮湾湿地生态园             
4 南山广场       11 青山路公园  19 三泉河公园   28 老虎山山地生态园   37 水阳江滨河景观带             
5 世纪广场       12 宁墩路公园  20 山门河公园   29 嵩山风景区         38 恩龙植物生态园             
6 时代广场       13 南山公园    21 凤形公园     30 聚龙山山地生态园   39 鸡山山地生态园             
7 奥林匹克公园   14 曹家冲公园  22 凤凰绿地     31 港口湿地生态园     40 三津湿地生态园        
                 15 宁阳公园    23 翠竹公园     32 架子山山地生态园                                      
                               24 铁道公园     33 独山山地生态园

图例

民俗文化活动  

水上特色活动 

野外探险活动 

游赏漫步活动  

体育健身活动

康疗休养活动

游戏娱乐活动

科技教育活动    

城区高密度使用型

城区中密度使用型

郊野区低密度使用型

城市边缘区较低密度使用型   

 

 

 

一级游憩线

二级游憩线

风景林地

区域驿站

一级驿站

二级驿站

高速公路

铁路

规划区范围

市域范围

图例

港口驿站

港东驿站 落花汤驿站

月亮湾驿站
高速北入口驿站

泗联河驿站

奥体中心驿站

恩龙山驿站

高铁站区域服务枢纽

龙潭公园驿站

中津驿站
鸡山村站

高速东出口驿站

湖南村驿站

老虎山驿站老火车站驿站

宁阳公园驿站

中津湿地驿站

翠竹公园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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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特色铺装为主，点缀喷泉水景与
景观树池，同时设置一定的健身设施，
满足居民日常体育锻炼的需求。
6.2.2城区中密度使用型公园游憩机会

的内容建设

宁国市城区中密度使用型公园游憩
机会的内容建设需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①在公园建设方面，应注重对公园特色
文化主题的打造，同时避免大面积的挖
湖堆山。②在服务设施建设方面，配置
足够的游憩设施、休息设施与环卫设施。
③在活动项目设置方面，应注重对全时
性活动项目的建设，重点设置儿童活动
项目、家庭活动项目、老年活动项目与
残障人士活动项目。④在公园管理制度
建设与环境维护方面，应加强对日常管
理保障制度、安全与智能化系统的建设，
提升遗产与自然资源保护水平、环境卫
生维护水平。例如，位于老城核心区面
积为 47.94　hm2 的宁阳公园，其建设主
要依托自然山地环境，恢复重建了“宁
国八景”之一的海峰雪松，以传达宁国
市坚韧的城市精神。
6.2.3城市边缘区较低密度使用型公园

游憩机会的内容建设

宁国市城市边缘区较低密度使用型
公园游憩机会的内容建设需从以下四个
方面展开：①在资源保护方面，应加强
对优质山水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并
注重对园区历史古迹的保护。②在服务
设施建设方面，配置足够的游憩设施、
休息设施与环卫设施。③在活动项目设
置方面，应丰富活动项目的类别，注重
对家庭活动项目、老年活动项目和青年
活动项目的建设。④在公园管理制度建
设与环境维护方面，应加强对日常管理
保障制度、安全与智能化系统的建设，
提升遗产与自然资源保护水平、环境卫
生维护水平。例如，位于中津河与东津
河交汇处面积为 69.39　hm2 的中津湿地
生态园，在建设时将“谦”作为公园的
文化主题，并以雨洪管理理念为指导，
优化其涵养调蓄的生态功能。此外，在
植物配置方面，主要采用乡土植物，力

求保持朴野、自然和原生的状态。
6.2.4郊野区低密度使用型公园游憩

机会的内容建设

宁国市郊野区低密度使用型公园游
憩机会的内容建设需从以下四个方面展
开：①在资源保护方面，应以优质山水
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开发为主，并强化对
园区历史古迹的保护。②在服务设施建
设方面，需配置足够的游憩设施、休息
设施与环卫设施。③在活动项目设置方
面，重点进行特色青年活动项目与老年
活动项目的建设。④在公园管理制度建
设与环境维护方面，既要完善日常管理
保障制度、安全与智能化系统，又要提
升遗产与自然资源保护水平、环境卫生
维护水平。例如，位于港口镇东部面积
为 155.20　hm2 的包家山山地生态园，
其恢复重建了“宁国八景”之一的儒峰
叠翠，通过建设旅游度假设施，打造避
暑休闲胜地；加强对公园内野生动物的
保护，构建野生动物迁徙廊道；设置跳
伞、山地骑行等郊野型游憩项目，以及
寻幽访古、森林漫游等疗养型游憩项目。

7结语

公园建设如果只是追求数量的增长，
而不在主题内容、特色上加以丰富的话，
终究难免出现“千园一面”。城市公园
体系作为城市生态保障、自然山水审美
和户外游憩体验的重要载体，是珍贵的、
贴近市民日常生活的绿色开放空间，在
公园发展过程中往往体现着城市可持续
发展和市民健康生活的多种诉求。面对
日益突出的资源保护需求与公园使用冲
突，多样化成为公园景观发展导控的重
要内容，这不仅是因为公园发展用地在
地理区位、规模形状、自然环境和服务
对象等方面存在差异，还是追求视觉美
学效果、满足大众游憩和大众审美需求、
实现生物多样性的内在要求。

本文将游憩机会谱理论应用于宁国
市公园体系的构建与发展，筛选绿地系
统规划中可供市民进行多样化游憩活动

的绿地，并对其进行游憩机会判定和游
憩机会谱构建。由此形成的资源特征突
出、游憩主题丰富、管理方式各异的公
园发展模式，既有利于解决容量超载、
环境污染、游客不满和管理混乱等现实
问题，也有利于实现公园景观资源的高
效配置和进行科学管理的决策。然而，
本文主要以具有明确管理主体、面积大
于 2　hm2 的城市公园绿地为研究对象，
后续还需对面积小于 2　hm2 的公园绿地
与其他自发性活动场地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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