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1000-5641(2020)03-0119-10

“保基”原则下上海市养老机构服务可达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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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评价上海市养老机构服务可达性是判断其服务区域差异和优化其空间配置的重要前提. 考虑

到上海市养老机构须在“保基”原则的政策影响下提供服务, 本文通过引入幂函数型距离衰减函数、按机构

规模设置三级服务半径、加入行政区匹配对传统两步移动搜索法进行改进, 并基于供需点之间的实际驾车

距离计算上海市各乡镇 (街道) 的养老机构服务可达性 . 结果表明 : 上海市养老机构服务可达性远不及

2020 年规划要求, 每千人拥有达 35 张床位的乡镇 (街道) 机构占比不到三分之一. 对比分析考虑和不考虑

行政区匹配两种情景下的服务可达性, 结果发现: 为养老机构服务设置行政区壁垒后大部分乡镇 (街道) 的

养老机构服务可达性有所下降; 老年人口集中的中心城区可达性下降情况最为显著; 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养

老机构服务的城郊差异, 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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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ropriate  assessment  of  the  service  accessibility  of  residential  care  facilities  is  important  for

making policies on the allocation of residential care resources. In accordance with policy requirements for

the service of residential care facilities in Shanghai, this study modifies the traditional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2SFCA)  method  by  introducing  a  power  function  as  a  distance  decay  relationship,

employing multi-radius service areas, using the shortest driving distance to measure the distance parameter,

and  introducing  administrative  restrictions.  With  the  proposed  method,  residential  care  services  we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at  the  town  level.  Service  accessibility  results  were  then  compared  under  two

scenario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ervice accessibility of Shanghai residential care facilities is far below the

planning targets for 2020. Less than 1/3 of the towns had service accessibility values with at least 35 beds

per  thousand  elderly  people.  Comparing  the  results  from  two  scenarios  studied,  we  found  that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resulted in lower accessibility for most towns,  especially in urban areas whe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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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ly population density is high; consequently, this significantly enlarged the rural-urban divide.
Keywords: residential care facility;   service accessibility;   2-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   rural-

urban divide;   aging

0    引　　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 已成为世界性问题之一,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我国因受到计划生育和“二孩”政策的影响, 家庭结构发生改变, “421 家庭”普遍, 且已逐渐向“422 家

庭”发展, 居家养老压力增大. 上海长期以来吸引各方人才, 2016 年年底上海市常住人口密度仅次于澳

门和香港, 排全国第三 [1]. 1979 年, 上海市进入老龄化社会, 是我国内地最早踏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

也是目前我国内地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 [2]. 上海巨大的生活工作压力, 使得子女对老人的照顾愈发有

心无力. 目前已有许多老人主动或被动地选择入住养老机构安度晚年. 同时, 在加速建立完善社会养

老服务体系的发展要求下, 我国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养老机构发展的政策或规划

决定等[3], 养老机构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 但诸多调查表明, 养老机构资源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均衡

现象, 上海市尤为明显[4-8]. 科学衡量区域养老机构服务是否充足, 深入了解其地区差异, 从而有针对性

地制定发展策略, 对保证养老机构资源空间公平配置和均衡发展有重大意义.

空间可达性评价方法可以识别出公共服务的缺失区域, 是衡量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有效

途径. 常用方法包括基于统计、距离、机会累积和空间相互作用 4 类方法 [9]. 两步移动搜索法 (2-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 2SFCA method) 是基于机会累积的可达性计算方法之一, 目前使

用广泛[10-17]. 该方法模型较简单, 方便根据需要加入新的影响因素改进或扩充模型, 适合养老机构可达

性研究 [18-20]. 值得注意的是, 养老机构这类公共服务设施在提供服务时往往受到政策因素的约束. 例

如, 上海市养老机构按所属辖区分为市属和区属, 按机构性质可分为公办、民办和公建民营. 在实地访

谈中发现, 不同机构类型的养老机构服务范围不同: 市属和民办性质的养老机构面向全市老年人服务;

而区属公办和公建民营性质的养老机构则遵循“优先保证满足本区基本养老需求”(以下简称“保

基”) 原则, 在“保基”前提下, 适度向外区老年人提供服务. 由于老人入住区属非民办养老机构时有严

格的限制, 则度量养老机构的可达性时需要考虑行政区匹配问题. 基于此, 本文以上海市为例, 考虑到

养老机构服务的政策约束条件, 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 对上海市养老机构服务可达性进行测算和讨论,

分析其可达性分布的空间差异, 为其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1    研究区与数据

上海总面积约为 6 340 km2, 辖 16 个区, 其中静安区、杨浦区、虹口区、普陀区、长宁区、黄浦区和

徐汇区为上海市中心城区, 宝山区、嘉定区、浦东新区和闵行区为近郊区, 崇明区、奉贤区、金山区、

松江区和青浦区为远郊区[21], 如图 1 所示.

本文所用的数据包括: 养老机构数据和人口数据. 养老机构数据来源于上海市养老机构日常管理

系统 (http://yljg.shmzj.gov.cn/), 从该系统中可以获取名称、地址、核定床位数、机构性质、机构类

型、床位使用率、收费标准等信息. 其中, 机构类型包括敬老院、养老院、老年公寓、福利院、养老社区

等; 机构性质包括公办、民办和公建民办. 首先利用百度地理编码 API 获得养老机构的百度坐标, 之

后通过数学公式将百度经纬度坐标转换成标准的 WGS84 坐标, 并将其定位到地图上. 图 2 为养老机

构点密度图, 无论是公办、民办还是公建民营养老机构, 主要都分布在中心城区及近郊区, 民办与公建

民营机构尤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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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据来源于上海市公安局按建筑物统计的分年龄段详细人口统计数据 (2016 年). 通过处理,

得到上海市各乡镇 (街道) 的老年人口 (60 岁及以上) 数据. 图 3 为老年人口的分布图. 从老龄化程度

来说, 中心城区及远郊区的老龄化程度严重, 尤以崇明区为最. 而老年人口高密度地区依然主要分布

在中心城区及中心城区与近郊区的结合地带, 与养老机构的空间分布情况相似, 说明养老机构的设置

主要以本地老年人实际需求为导向.

2    研究方法

养老机构的供需情况通常用“千人床位数”这一指标反映. 我国民政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

布的《关于加快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要求: 到 2020 年, 每千名老年人

拥有养老床位数要达到 35~40 张 [22]. 考虑到空间因素对床位拥有量的影响 , 本文通过改进传统

2SFCA 方法, 使之适用于遵循“保基”原则的上海市养老机构服务可达性计算.

2.1　两步移动搜索法

早期的一步移动搜索法是假设搜寻区域内的服务对域内所有居民都可以充分利用. 这一假设导

致一步移动搜索法存在过于理想化的缺点[18], 例如搜索区域内的服务与居民间的距离可能超出服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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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域图

Fig. 1    Map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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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养老机构密度图

Fig. 2    Density of residential care facilities
 

第 3 期 陈    洁, 等: “保基”原则下上海市养老机构服务可达性评价 121



身提供的服务半径 . 为了满足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 , Radke、Mu[23] 以及 Luo、Wang[17] 等学者修改

FCA 方法, 并称之为两步移动搜索法 (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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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老年人口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第一步

k1

k2

k5

k6

k4

k3

d
0

j

第二步
l1

l2

l3

l5

l4

i

d
0

图 4    传统 2SFCA 方法示意图

Fig. 4    Illustration of the 2SFCA method
 

两步移动搜索法描述如下[17-18]:

第一步　以任一供给点位置 j 为中心, 服务供给的极限距离 d0 为半径, 建立搜索区域. 查找搜索

区域内所有的需求点位置 k, 计算搜索区域内供给与需求的比值 Rj.

Rj =
Sj∑

k∈{k: dkj⩽d0}
Pk

. (1)

dkj
∑

k∈{k: dkj⩽d0} Pk式中,   为 k 点与 j 点的距离, d0 为搜索半径; Pk 为落入搜索区域内的 k 点的潜在需求量;  

表示 k2、k3、k5 三点的需求量之和, 即为 j 点的潜在需求量; Sj 为 j 点的服务供给量; Rj 为 j 点供需比.

第二步　以任一需求点位置 i 为中心, 为获得服务而出行的极限距离 d0 为半径, 建立搜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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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查找搜索区域内所有的供给点位置 l, 将这些位置的供需比加总求和, 即为 i 点的可达性 Ai.

Ai =
∑

l∈{l: dli⩽d0}

Rl. (2)

dli其中,   为 l 点与 i 点的距离; Rl 为给定阈值内 l 点的供需比.

两步移动搜索法简单易行,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近年来, 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改进了最初提取的

两步移动搜索法, 使其更符合实际情况. 例如, 由于欧氏距离不能反映出现实中复杂的空间距离, 目前

许多研究以路网交通距离 (或时间成本) 代替[20]. 又如 “一刀切” 的二分可达与不可达仅考虑了阈值范

围内的供给点, 阈值外的一律不计, 而阈值内的各点无论位置远近对需求点的影响相同, 未考虑供需

点之间的距离衰减效应. 针对该问题, 有些研究在传统方法中引入了距离衰减函数, 包括分段函数、高

斯函数、核密度函数和重力模型中的距离衰减函数等[24-25]. 此外, 最初提取的两步移动搜索法假设所有

供给点的服务范围相同, 没有考虑到不同类型供给点之间的服务差异. 实际上, 许多公共服务的服务

范围不同具有不同的有效服务半径. 例如, 陶卓霖等 [19] 在对北京市养老设施的可达性进行研究时发

现, 可变有效服务半径结果与单一服务半径结果相比, 北京市中心城区、西北和东北部养老设施的可

达性有所降低. 换言之, 多数设施集中区可达性降低, 而近郊和远郊的大部分地区可达性均有提高. 经

结果对比发现, 考虑多级服务半径更符合居民行为规律, 评价更合理.

2.2　考虑“保基”原则的两步移动搜索法

基于前人的改进研究, 考虑到上海市养老机构的“保基”原则, 本文所用的 2SFCA 方法相比传统

方法有 4 点改进: ①引入幂函数型距离衰减函数[19]; ②基于上海市养老机构实地问卷调查[26], 考虑到机

构养老的老年人出行多数以乘车为主, 故本研究用实际驾车时间距离代替路网估算距离 (以街道几何

中心位置和养老机构位置为起止点, 调用百度 Web 服务 API 中路线规划接口获得起止点间驾车所需

的最短时间, 并避开早晚高峰时段); ③参考陶卓霖等[19] 学者研究中的三级有效服务半径, 按养老机构

规模设置多级服务半径, 从大到小依次将有效服务半径设定为 2 h 可达距离、1 h 可达距离和 0.5 h 可

达距离; ④考虑行政区匹配问题. 需求点 i 的可达性可表示为

Ai =
∑

j∈{l: dli⩽d0}

Sjd
−β
ij∑

k∈{k: dkj⩽d0} Pkd
−β
kj

. (3)

dij式中,  表示需求点 i 和供给点 j 之间的距离; b 为距离摩擦系数, 取值为 1[19]. 具体方法流程如图 5

及图 6 所示.

· · ·如图 6 所示, k1,  , k6 表示各个需求点, i 表示任一需求点位置. 假设: l 2 为 B 区民办养老机构,

l 3 为市属养老机构, l 5 为 C 区公办养老机构. 在第一步中, 不考虑行政区匹配问题时, k2、k3、k5 均可

纳入需求量计算. 考虑行政区匹配时, 若 j 是市属机构、区域民办或公建民营, k2、k3、k5 均可纳入需

求量计算; 若 j 是区域公办机构, 则仅有 k5 纳入计算. 在第二步中, 不考虑行政区匹配时, l 2、l 3、l 5 均

可纳入计算; 考虑行政区匹配时, 由于 l 3 为市属养老机构, 不受“保基”政策限制, 因此 l 2、l 3 可以纳

入可达性计算.

3    结果分析

利用 2SFCA 方法计算养老机构的可达性时, 服务供给量指养老机构的床位数, 需求量指需求点

的老年人口数, 搜索半径是指各机构的有效服务半径. 根据公式 (1) 和 (2) 推断可知, 可达性的单位为

张/人, 表示该地区每名老人所拥有的养老机构床位数. 为统一计量单位, 将传统公式的计算结果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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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 令其表示“千人床位数”, 称为“服务可达性”. 本文计算考虑行政区匹配和不考虑行政区匹配两

种情景下的上海市养老机构服务可达性, 并以《通知》中要求的 35 张/千人作为达标标准进行评价和

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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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考虑行政区匹配的 2SFCA 方法

Fig. 5    Flow chart of the 2SFCA method considering th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restr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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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考虑行政区匹配的 2SFCA 方法示意图

Fig. 6    Illustration of the 2SFCA method considering th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restrictions
 

结果表明 , 无论是否考虑行政区匹配 , 在街道尺度上 , 上海市养老机构服务可达性均呈现较大

的地区差异 , 如图 7 及表 1 所示 . 未考虑行政匹配时 , 服务可达性在 15.25~48.37 之间 , 而考虑行政

匹配后 , 服务可达性的差异加大 , 其中千名老人可及床位数小于 20 的乡镇 (街道 ) 由 4 个上升为

23 个 . 而变异系数从 0.17 上升到 0.29, 说明从全市范围来说 , 考虑行政区匹配后 , 地区之间的差异

更为明显.

从空间分布来看, 各市辖区差距较大. 表 2 为未考虑行政区匹配情景 (情景 A) 与考虑行政区匹配

情景 (情景 B) 下达标街道情况. 情景 A 时, 全市总共有 65 个乡镇 (街道) 的养老机构可达性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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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中的规划目标. 其中浦东新区、静安区及虹口区达标街道数位列三甲; 而嘉定及奉贤区未有乡

镇 (街道) 达标. 情景 B 时, 达标乡镇 (街道) 相比情景 A 减少了 9 个. 虹口区、静安区及杨浦区下降尤

其显著, 共有 5 个市辖区无乡镇 (街道) 达标; 而闵行区与松江区上升明显, 尤其是嘉定区从 0 上升到

11 个, 位列全市之首. 可见两种情景下, 市辖区尺度可达性的差异也非常显著. 表 2 亦列出了两种情景

下达标乡镇 (街道) 的名称. 全市共有 26 个乡镇 (街道) 在两种情景下都达标, 其中静安区有 5 个街道,

位列各区之首.
 
 

(a) 未考虑行政区匹配 (b) 考虑行政区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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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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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两种情景下的服务可达性评价

Fig. 7    Comparison of service accessibility evaluation results under two scenarios
 
 

表 1    两种情景下的服务可达性统计

Tab. 1    Statistics on service accessibility under two scenarios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达标街道数

未考虑行政区匹配 32.46 48.37 15.25 5.44 0.17 65

考虑行政区匹配 30.61 56.03 9.73 8.76 0.29 56
 
 

值得注意的是 , 从城郊差异来看 , 在情景 B 下 , 中心城区达标街道大幅减少 , 而近郊 (如嘉定

区) 的达标街道大幅增加. 表 3 描述了两种情景下中心城区、近郊区及远郊区的可达性统计情况. 情

景 B 时, 中心城区的可达性平均值下降了近 15%, 而达标街道数从 34 个下降到 10 个, 下降幅度明显.

近郊区的可达性均值上升了 13%, 达标街道数上升了 68%. 而远郊地区虽然达标街道数增加了 2 个,

但可达性平均值从 30.3 下降到 26.0. 这一结果说明在考虑了行政区匹配后, 远郊地区总体可达性下降

显著, 造成更严重的城郊差距.

图 8 为情景 B 及情景 A 下可达性的差值图. 约有 57% 的乡镇 (街道) 在情景 B 时可达性降低, 主

要分布于中心城区及远郊的崇明区. 中心城区为老年人口和养老机构集中地区, 辖区面积较小. 在不

考虑行政区限制时, 老人可选择邻近辖区的养老机构入住养老, 选择对象较多; 而考虑行政区限制之

后, 老人失去很多邻近却属于其他辖区的养老机构的入住机会, 因此该区域的养老机构服务可达性降

低. 崇明区养老机构的规模大多为中小型, 床位总量较少, 当限制行政区时老人失去很多去外区养老

的机会, 该区可达性降低得非常显著. 郊区的大部分地区的可达性有所增加, 尤其以宝山区与嘉定区

为最, 主要是由于郊区人口密度不高, 限制老年人口跨区养老后, 本地养老机构床位资源不会流向其

他地区, 所以该地区的养老机构服务可达性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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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种情景下各区达标乡镇 (街道) 统计

Tab. 2    Statistics on the towns that met the standard under two scenarios

市辖区 所属区域
达标数

两种情景下达标乡镇(街道)
情景A 情景B

静安区 中心城区 10 5 临汾路街道、大宁路街道、曹家渡街道、北站街道、宝山路街道

杨浦区 中心城区 5 0

虹口区 中心城区 8 0

普陀区 中心城区 3 3 甘泉路街道、万里街道、石泉路街道

长宁区 中心城区 2 1 新泾镇

黄浦区 中心城区 4 0

徐汇区 中心城区 2 1 凌云路街道

宝山区 近郊区 1 4 庙行镇

嘉定区 近郊区 0 11

浦东新区 近郊区 14 8 浦兴路街道、高行镇、唐镇、三林镇、张江镇

闵行区 近郊区 4 9 莘庄镇、莘庄工业区、古美路街道、梅陇镇

崇明区 远郊区 5 0

奉贤区 远郊区 0 3

金山区 远郊区 3 4 吕巷镇、亭林镇、朱泾镇

松江区 远郊区 3 7 车墩镇、佘山镇、小昆山镇

青浦区 远郊区 1 0

 
 

表 3    两种情景下服务可达性的区域差异

Tab. 3    Rural-urban divide of service accessibility under two scenarios

所属区域
可达性平均值 达标街道数

情景A 情景B 情景A 情景B

中心城区 35.5 30.1 34 10

近郊区 31.2 35.3 19 32

远郊区 30.3 26.0 12 14
 
 

4    结　　论

考虑上海市养老机构服务的“保基”原则, 本文通过引入幂函数型距离衰减函数、按机构规模设置

三级服务半径、加入行政区匹配环节对传统两步移动搜法进行改进, 并基于供需点之间的实际驾车距

离计算各乡镇 (街道) 的养老机构服务可达性. 对比考虑和不考虑行政区匹配两种情景下的服务可达

性计算结果, 发现: 为养老机构服务设置行政区壁垒后大部分乡镇 (街道) 的养老机构服务可达性有所

下降; 老年人口集中的中心城区可达性下降情况最为显著; 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养老机构服务的城郊差

异, 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 针对上海市养老机构存在地区不平衡的情况, 规划需要因地制宜, 有

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合理分配资源. 例如, 在老年人口密度较大且老人床位数相对较多的中心城区,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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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打破行政壁垒, 满足老年人口跨区就近入住养老机构的需求, 提高养老机构的服务可达性; 而在

远郊区, 应努力提高养老机构质量和老人床位可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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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两种情景下的服务可达性变化

Fig. 8    Difference between service accessibilities of residential care facilities in two scenarios
 

由于养老机构可达性评价的复杂性和客观条件限制, 本文仍存在不足之处. 比如文中虽借鉴了前

人研究引入距离衰减函数, 但对各种距离衰减函数及其参数未作过多讨论, 在以后的相关研究中将尝

试对引入 2SFCA 方法中的各种距离衰减函数及其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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