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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行为科学为出发点,研究环境和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空间——使用者行为”,分析
使用者群体特点,并从其本质需求出发,通过对使用者的行为调查总结外部空间设计的方法,为创造生态
宜人的外部空间环境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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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behavioral science as the penetration point, research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interrelation, namely "space-user's behavio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ser groups, and
summarizes the methods of external space design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user's behavior, pointing out the
direction for creating an ecologically pleasant external space environment.
[Key words] user; external space; behavioral psychology; space design
引言

2 使用者人群分析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

2.1使用者的类别

2.2使 用 者 在 外 部 空 间 中 的 活 动
类型

活水平的提高,空间环境越来越被人们

经科学验证,众多因素中影响最明

使用者在外部空间中的活动类型主

所重视,从使用者行为需求出发创造外

显的是使用者的性别和年龄。因此,可以

要表现为交流、休憩、拍照、散步、儿

部空间环境变得至关重要。

从使用者的这两个方面来论述使用者的

童游戏等,有时也会进行一些体育活动,

类别与外部空间之间的关系。

例如：打乒乓球、羽毛球、跑步、舒展

1 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所带来的环

2.1.1使用者年龄的影响

活动等运动。外部空间应根据不同主题

境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也唤

使用者年龄在外部空间中呈现一定

充分容纳对应的活动,因此在空间布局

起了人们的“以人为本”和环境保护意识,

的规律性,小孩、学生、青年人、中年人

时应考虑使用者的不同目的、不同活动

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从使用者行为需求出

以及老年人他们的需求都有所不同,每

类型、不同心理等来进行合理设计。

发,创造生态宜人的外部空间环境,这便

个人的性格也有所不同。喜欢自由的、喜

要求在一种新的环境理念下去探讨空间

欢集体活动的等等,如下表1所示：

2.3使用者在外部空间中的行为心
理需求

环境与行为、心理之间的相互关系。自从

2.1.2性别对于使用者的影响

2.3.1安全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国的知名专家学者

不同的性别将会对使用者的行为产

使用者在外部空间中的行为心理需

就致力于研究环境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并

生不同的影响,男性更为主观和以自我

求中,安全是排在第一位的,并且心理学

相对应地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应用,很好的

为中心,按照自己的喜欢方式,更倾向于

家马斯洛也提出了安全性是仅次于生理

推动了我国建筑学科、园林设计学科的长

开放的空间或者空间的中心位置,单独

需要的基本要求。因此,在设计外部空间

足发展。当然,专家普遍性地认为,应该以

出行的比例较高；女性则更加喜欢获得

时,应该除了设计必要的护栏、防滑铺装

行为科学为出发点,研究环境和个体之间

他人的认同,与他人建立融洽的关系,倾

等安全设施以外,还要注意空间的尺度,作

的相互关系,即“空间——使用者行为”

向于封闭的空间或空间的边缘；集群出

为安静或私密的空间不宜过于开阔,因为

两者之间是能够相互影响、渗透的。

现的比例较高。

宽敞的空间也会造成使用者缺乏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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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影响因素。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表 1 不同年龄使用者在外部空间中的活动
年龄(岁)

人群

特点

选择区域

在外部空间设计时,首先应考虑多人同

0~3

婴儿

由老人照看,没有自主的选择权

康复疗养区、儿童嬉戏
区、休闲区和游览区

时使用的情况,涉及到道路尺度、座椅

4~22

儿童、青少年、大学生 身体锻炼、放松心情或者是拍照

体育锻炼区、游览区

22~28

青年人

健身锻炼、聚会

休闲区、体育锻炼区

28~55

中青年

主要是进行放松和释放压力

休闲区、游览区

55 以上

老年人

下棋、玩棋牌、聊天或者进行一
些简单的锻炼

康复疗养区、休闲区

数量、服务设施规模等,还应结合家庭
使用考虑不同年龄进行无障碍、游戏活
动等设计；而针对少量单独前来的使用
者应考虑安静私密的空间设计及健身
设施等。

2.3.2舒适性

鱼、南京玄武湖公园只有一次的使用者

3.4来园理由

舒适性也是使用者在公园中十分看

比例较高的原因；而来园5次及以上的游

调查问卷设定了名气大、植物景观

重的一点。在设计外部空间时,除了应该

客多为当地市民及外部空间周围的居民,

丰富、空间丰富、环境优美四个选项,

注意护栏的高度、健身设施的舒适感、座

该外部空间正是他们闲暇时光休息娱乐

使用者分别选出了他们来此处的理由,

凳的软硬度等对基本设施方面的需求,

的最佳场所之一,像上海顾村公园、苏州

数据统计发现,最具吸引力的是环境优

同时应该关注空间的明暗度、温湿度、动

桂花公园、苏州东园就是在此项占更高

美,其次是因为狮子林、花港观鱼、玄武

静分区等设计细节,这些都需要充分考

比例；2次至5次的人群则多为居住离该

湖作为当地著名景点的名声而被吸引；而

虑使用者的感受。

外部空间较远的本地市民,在周末或者

来到上海顾村公园、苏州桂花公园、苏州

假期来这里度过闲暇时光。

东园的主要是当地和周边居民为主,他

2.3.3宜人性
外部空间的宜人性,是使用者非常

3.2停留时间

们更关注空间体验感,因此更注重植物

关注的。例如景点的布局是否合理,视野

针对使用者停留时间的数据统计,

以及空间的丰富程度。

是否广阔,布局是否便捷,对使用者的休

使用者在外部空间逗留的时间主要受空

4 “空间-使用者行为”关联性

闲需求考虑的是否周到等,都是需要关

间规模、活动空间丰富程度、使用者类

4.1破坏性行为对空间影响

注的事情。

型等因素影响,苏州狮子林、杭州花港观

破坏性行为都是发生在人群密集的

2.3.4需求性

鱼多为1小时到2小时之间,因为两处空

地方、私密性较好的密林区、休憩区、

需求性是指使用者对于外部空间的

间游憩娱乐的场所并不多,只是单单观

水边地带等。人群密集的区域,会发生一

本质需求,例如：体育锻炼、文娱活动等。

赏景物的话2小时足以；上海顾村公园停

些乱扔垃圾的现象；密林区隐蔽性高,在

使用者需要将打球、下棋、唱歌等活动

留时间为2小时至4小时的使用者居多,

私密性较高的空间环境中使用者的行为

带到风景宜人、环境优雅的外部空间中。

主要因为公园规模较大、建成时间较晚,

缺乏足够的监督,乱扔垃圾、践踏草坪等

因此,外部空间的设计不仅要符合审美

功能场所丰富；苏州桂花公园、南京玄

破坏性行为较易发生；水边的区域,坐游

要求和具备多功能性,还需要综合考虑

武湖公园、苏州东园均为4小时及以上的

船时偶尔会发生向水中丢弃杂物的行为,

使用者的需求。

使用者占比较高,其中主要原因是这些

也有因为好奇或缺乏常识,使用者有时会

3 外部空间中使用者行为调查

人群多为本地或者附近的居民,在每天

违反规定在水边喂鱼的情况。在一些植物

选取苏州狮子林、杭州花港观鱼、

的早晨或者吃过晚饭之后到外部空间,

比较茂盛的区域,是使用者喜欢拍照的地

上海顾村公园、苏州桂花公园、南京玄

进行散步、健身、休息等活动,而另外一

方,选取合适的拍照角度时易对植物产

武湖公园、苏州东园共6处外部空间作为

个原因是玄武湖公园本身规模较大,拉

生破坏等。破坏性行为的发生不仅受使

取样样本,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观

长了整体停留时间；在外部空间停留的

用者自身素质的影响,还关系到公园管

察记录等方式,采集了利用频率、停留时

时间较短,主要在1小时以下的人群大多

理者的引导、外部空间的组织形式等。

间、结伴方式、来园理由等数据,总结分

是外地来的旅行团或者学生,可能受时

析使用者在外部空间的行为模式。

间和工作的限制,利用节假日来此短暂

3.1利用频度
通过调查问卷汇总,得出利用频率

4.2站立停留与空间环境
使用者在外部空间中拍照、观景、等

停留放松一下心情。

待他人或停下来交谈等站立停留行为是

3.3结伴方式

发生概率较高的行为特征。相对应的空

受外部空间的距离、外部空间设计规模

依据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统计及现

间环境具有下面几种特点：

以及供人使用的设施等因素的影响。到

场观察发现,大多数使用者是结伴同行,

4.2.1边界区域,如路边、林缘等。

外部空间只有1次的主要是旅行团以及

他们或为亲朋好友,多为2-4个人,拍照

边界区域的边缘空间为使用者观察空间

外地游客为主,空间本身具有名气附加

留念,散步聊天,或为家人亲戚,陪老人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边境区域所带

值,使用者为了一睹场所风貌,特来此地

游览,带小孩嬉戏；只有少数的游客是孤

来的心理安全感也特别受停下来的使用

打卡,这也正是反映了来狮子林、花港观

身而来,其中空间本身的景致吸引力是

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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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适度遮挡的区域。有适当的遮

风太强或太弱的开放空间都不是使用者

总结分析出使用者在外部空间的行为规

挡或者遮阴的区域,空间环境中的适当

坐下来休息的首选。上层具有一定遮蔽

律,并引导建立“空间-使用者行为”关

遮挡可以限定出独立的区域和范围,既

植物和设施,营造了“大树下好乘凉”的

联性模型,找到受使用者喜爱的空间环

不会阻挡使用者视线,又会提供安全交

空间氛围,这样的空间更受使用者欢迎。

境特征,具体如下：

往空间。

4.3.4良好的朝向和视野。保持良好

(1)空间结构丰富多样,在布局上：

4.2.3提供支撑的区域。能够给使用

的空间面向和不受干扰的视野,可以更

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半私密空

者身体提供依靠的区域,比如粗壮的植

好地适应使用者对于观察周围活动和风

间——私密空间等合理过渡,不同游憩

物、灯柱、较为光滑干净的墙,或是形成

景的需要。

需要的使用者都能找到合适的场所进行

凹面、角落、入口等区域,都可以通过倚

4.3.5休闲设施的设计。通过布局合

靠而在小范围空间上形成一个供人休息

理的休闲设施,可以营造自然环境无法

(2)小气候良好,春天百花争艳,夏

的场所,使用者喜欢在这些区域驻留。

活动。

达到的空间氛围,如利用亭廊、座椅、景

季有高大乔木可遮阴避暑,冬季晴天时,

4.2.4地形比较平坦、开阔的区域。

墙 等 进 行合理布局,可以营造出舒适

在草坪上能够享受温暖的阳光。

长时间的站立停留需要保持身体的平衡,

实 用 的 空间,当其形状和布局符合使

(3)空间可达性好,便捷通畅的空间

在下坡的区域、地面高低不平的位置保

用 者 休 憩停留的需要,就会成为使用

环境更受使用者喜爱,设计不同尺度、距

持平衡较为困难,因此使用者的站立停

者的首选。

离的观赏路径,同时考虑无障碍设计。

留行为往往对应平坦开阔地形。
4.3坐憩与空间环境

4.4拍照与空间环境
使用者拍照的行为是由于其被视觉

从所需的空间条件来看,坐憩空间

被吸引,符合使用者自身的审美情趣或

所需要的环境跟驻足停留环境基本上是

满足其好奇心,容易引起使用者的摄影

相同的。然而,与短暂的停留相比,坐着

欲望,停留拍照的空间特征概括如下：

休息对使用者来说需求更为迫切,因为

4.4.1背景有明确的含义。通常为使

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当外部条件合适时,

用者拍摄具有明确或历史意义的景观建

人们才会找个地方坐下,确定座椅位置

筑作品。

(4)景观主题确切,极具特色,只此
一处的景点更能让使用者驻留,可以结
合文化、技艺、特色活动等。
(5)有一定参与性,除了观赏,还可
以设计如健身、游船、互动景观等可以
让使用者充分参与的活动空间。
综上所述,对外部空间进行设计实
际上是活动组织的过程,在外部空间设

比确定停止和停留位置更费时费力。因

4.4.2形状和颜色独特的物体。如造

此,坐下和休息对周围环境有更高的要

型独特或开花的植物,有设计特点的建

求,适合这类行为的空间环境应满足下

筑小品等都会成为使用者拍摄和合影的

才能立足于设计整体,充分贯彻“以人为

列一个或几个条件：

对象。

本”的设计理念,从而保证空间设计符合

计中,设计师要充分考虑人的个体差异、
行为心理、使用规律、活动特点等因素,

4.3.1适当的空间尺度。在半私密空

4.4.3代表外部空间特色的景观。有

间和私密空间中,适当的空间尺度可以

明确主题的公园、广场等具有体现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坐者和休息者的私密

内涵、创意的空间、设施等,也是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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