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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景观在国外的研究已经趋近于成熟，近些年在国内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各种关于景观的设计和规划层出不

穷，各种景观评价方法也被用于各种景观的美景度评价之中． 本文对景观评价中的描述景观指标法、公众偏好法和

整体量化法三种主要景观评价方法及其所包涵的模型进行了回顾，描述景观指标法更加具有科学性，公众偏好法

更贴近普通群众的景观审美意向，整体量化法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定量描述更加具有真实性，但是这几种方法都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任意性，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最后对景观评价方法及评价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总结，虚拟

现实技术是景观评价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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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景观应被视为一种资源，在土地利用决策时也

是应考虑的一个变量［1］． 在景观评价时，应该应用

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多与其他的评价者交流，更重要

的一点是要照顾到基本的学术声望［2］． 景观评价一

个较为完整的方法，应结合描述、分类、分析和评价，

为土地利用管理决策提供一个整体框架和建议［3］．
在美学影响量化评价方法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确

定每个景观元素在整体偏好中的比重．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景观评价发展

的一个重点是“客观”或者量化方法的发展而不再依

附大量评价以“主观”方法对审美或风景质量做出回

应． 这些方法作为评价工具，被应用于不同观察者，能

重复或在不同地区进行使用，使之产生可比较的评价

结果，从而使观察者对景观质量能够给出可靠和一致

性的信息． Unwin［4］总结了景观评价的三个阶段: 一是

景观测量，景观测量盘点了景观之中存在的主要因

素，将这些因素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 二是景观价值，

将景观各要素进行定量分析其内在价值，各景观要素

在视觉景观偏好中所起的作用就可以体现; 三是景观

评价，在景观价值的基础上根据个体或社会对不同景

观类型的偏好来评价视觉景观质量．

1 景 观

本文“景观”这个术语指的是景观的物理属性或

者更多指的是视觉属性，而不应把“景观”单单理解为

视觉属性．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许多文学理论中将

此明显混淆． Hull and Ｒevell［5］把景观定义为: 自然或

者人造的，可以被人直接感知利用的外部环境． 场景

是景观的一个子集，是从一个地点所看的一个方向的

视野内的全部． 景观所关注的是视觉属性和环境的特

征，这些包括能够从视觉上确定的自然和人造的元

素、物理和生物资源，而非视觉的文化历史价值、野生

动物和濒危物种、原野的价值、娱乐活动和一系列的

品味、气味和感觉并不包括在内［5］．

2 景观质量

景观质量的定义常常涵盖广泛的环境生态、社
会文化和心理因素． Jacques［6］ 指出区别“价值”和

“质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两个术语从景观上来

比较的话一个是人眼中的景观，一个是人心中的景

观． 视觉质量是美丽的代名词，但意在传达客观的印

象; 景观评价通过单一的或数值的形式来测量视觉

27

DOI:10.19789/j.1004-9398.2017.03.015



第 3 期 张国庆等: 视觉景观评价方法的回顾与展望

质量，或者更恰当的说“景观质量调查”; 景观价值

从景观类型中派生的审美所能满足个人的主观评

价; 景观评价———景观变化对景观价值的影响研究;

偏好———对一种景观类型的喜好要强于另一种［7］．
景观是否具有内在的或客观的美，在某种程度上是

可衡量可比较的，而风景秀丽是否只能主观地归结

为一个区域特定的价值，这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
与此同时，自然地理学家已经设计出多种方式来量

化景观参数从而反映景观的视觉质量，而人文地理

学家主要探讨个人和社会群体对景观的态度．

3 国外景观评价方法

近些年来许多景观评价方法不断涌现，其范围

可分为两极，一方面代表的是个人或群体对景观质

量的主观评价技术，另一方面是利用景观的物理属

性作为个人感知表达． Arthur 等［8］把景观评价方法

分为描述性指标模型和公众偏好模型，可以进一步

分成非定量和定量方法． Briggs and France［9］利用直

接和间接方法来细分模型; Crofts［10］描述了两类技

术———偏 好 技 术 和 景 观 组 分 技 术; Daniel 和

Vining［5］将景观评价方法分为生态、正式审美、心理

物理、心理、现象学模型． 而本文对方法的回顾分为:

描述景观指标法，公众偏好法和整体量化法． 描述景

观指标法包括生态和正式审美模型． 公众偏好法像

心理和现象学模型模型经常通过问卷调查，来检验

公众偏好的一致性． 整体量化法利用的是主观和客

观的结合，包括心理物理模型和景观组分模型．
考察景观评价模型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确定对模

型所做任何假设都是非常重要的． 内部和外部的有效

性是任何视觉景观评价系统的衍进都应值得关注的．
在某种程度上，外部效度反映了系统所产生的评价如

何与已知的视觉质量对应起来，内部效度反映如何做

好系统的内部逻辑从而经受测试和检验假设［11］．
3. 1 描述景观指标法

描述景观指标法是风景资源评价最重要的方

法，通过分析和描述景观的组分来评价景观，主要包

括定量和定性描述． 分类方法主要以整体相似度为

基础调查单位进行分类，然后对所形成的集群进行

分级或评价———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就是正式审美

模型． 非分类方法尝试确定所选的景观组分和环境

质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利用这些关系来预测景观质

量． 描述景观指标法依靠的是组合功能来评价，比较

由专家确定整体景观组分，在景观组分中包括物理

景观要素和景观设计要素． 定量设计指标法进行景

观评价时主要假设整体景观的风景质量能够根据景

观组分的整体评价来解释．
描述景观指标法包括两个假设: 一个是景观的

价值可以根据它的组成成分的价值来解释; 另一个

是风景美嵌入在景观组分之中，它是景观的物理属

性，然而风景美取决于观察者和观察对象． 描述景观

指标法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景观组分的任意确定，

专业人员对景观组分的任意打分，以及缺乏实证研

究来证明这些组分是风景质量的决定因素．
1) 正式审美模型

正式审美模型的基本理论是景观属性所固有的

审美价值． 这些属性包涵: 基本形式、线条、颜色和纹

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

主要通过景观种类、景观单元、景观完整性和其他形

式特征来进行分类，此种模型由于需要事先的模拟，

该方法常常被专家、景观设计师所应用． 正式审美模

型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农业部林务局开发的视觉管理系

统( visual management system，VMS) ［12］． 它主要在土地

管理框架内对风景资源进行评价并呈现出风景质量与

景观种类和多样性的直接关系． VMS 利用特征分类( 如

峡谷，山脉，丘陵和高原) ，种类分类( 形态，线条，色彩

和纹理) 和敏感水平( 指景观作为视觉或娱乐资源的相

对重要性) ． 在某些情况下 VMS 应用整体量化技术要

多于描述景观指标法． 然而，该模型已被发现在敏感度

和可靠性的基本原则上存在严重的缺陷［5］．
2) 生态模型

在生态模型中，与景观质量相关的环境特征是生

物和生态． 景观的特征主要根据动植物的种类、生态

区域、演替阶段以及其他的生态进程指标来确定，这

个模型特征也说明了人类是景观的使用者． 生态模型

的一个主要的假设是景观质量直接关系到自然或生

态系统的完整性． 模型的有效性依赖于这样的假设:

自然区域在没有经过人类影响将拥有最高的景观质

量． 可靠性取决于“生态专家”应用该方法所做出的一

致性和准确性的评价． Leopold 的“独特性比率”说明

了主要基于景观生态模型来进行景观评价，一个给定

的景观独特性是由多个物理、生物和人类利用的维度

来定义，从而反映出所隐含的假设: 美学价值是生态

准则的主要功能［7］． 由于生态模型设计用于特定的区

域，因此一般只能针对特定的景观区域做出评价．
3. 2 公众偏好法

维护公共土地美景度的高潮运动促进了基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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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美景度评价的研究，在逻辑上可以认为存在这样一

个主观的问题，景观质量最高的评价来源于普通公

众． 尽管规划者们声称，在引导大众的品味这些事情

上，这是他们的责任，景观的视觉吸引力，是把所有与

景观有关的个人意见汇总的产品． 景观视觉质量的高

低主要基于观察者个人对整个景观的偏好． 偏好方法

的本质是在整体上对景观进行评判，而不是测量技

术，它依赖于要素的定义，来解释景观质量的变化．
问卷或口头调查是对不同群体美景偏好调查最

常用的非定量方法． 它们是收集快捷信息的重要来

源，但一味追求速度可能有失其精度． 调查问卷的

“替代品”，也可以提供视觉刺激进 行 评 价，如 照

片［13］，也可以使用其他刺激，如声音［14］． 过去的研

究表明，观测者的背景、观察角度、观察持续的时间、
景观物理特性的类型、组分的动态性和复杂性都会

影响评 价 结 果． 这 种 评 价 方 法 同 样 有 其 他 的 问

题———人们的心理是最具有不确定性; 定量或半定

量结果的有效性必然是有问题的; 而为了得到社会

群体的意见，他们需要大量的、耗时的调查．
1) 心理模型

心理学方法在多项研究中已被用于人们对不同景

观偏好维度分析之中． 这些研究表明，不同的心理结

构，如复杂性、神秘性、逻辑性和连贯性是人文景观偏

好的重要预测因子． 心理模型是指人们居住、游览、或
查看景观的感觉和感知． 高品质的景观唤起积极的情

绪，如安全、温暖、快乐和幸福; 低质量的景观与紧张、
恐惧、不安全感、约束、阴郁、或其他的负面情绪相关．

因为心理方法需要多个观察者参与，对一个或

多个待评价景观的量化，它们的可靠性和敏感度，可

以精确地确定． 这是一个重要的优点，因为这些评

价，用户可以知道其精确度，并证明在景观评价时产

生的信心． 该方法是基于景观评价时人们体验或者

使用景观时的反映和评判．
2) 现象学模型

现象学模型更加重视个人的主观感受、期望和理

解． 景观感知概念化为一个人与环境之间的亲密接

触． 评价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详细的个人面谈或口头调

查问卷，现象学模型常常不需要将景观根据美景度来

分类． 现象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可靠性，从而

来获得较高的敏感度水平; 由于过度强调个性化、体
验和情感因素，景观的视觉属性变成仅仅与景观体验

相关，这个模型代表是极端的景观特征的主观判断．
这种模型无法建立心理反应和景观特征之间的系统

关系，仅仅强调个人经验、意图和期望的作用，另一方

面，现象学模型在景观上也特别指出人的重要性．
3) 一致性

大多数景观评价方法都提出这样的假设: 景观价

值存在广泛的一致性． 这个假设可以和另一个相联系

“视觉质量”是景观的内在属性，并且可以被客观地说

明． 观察者的一致性问题是景观感知与偏好的一个主

要议题． 景观偏好的研究不应该只依赖于偏好一般等

级，也应该考虑其他发展趋势，受测者在评价相对景

观特征时表现出来的不一致由多种原因造成，例如社

会文化或心理因素可能影响景观偏好［15］．
一致性变化的真正原因仍然是难以确定的． 有

研究表明感知吸引力和一致性水平之间几乎没有相

关性，一致性水平并非随着熟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事实上，那些在当地景观拥有更少的了解，却在他们

谨慎和保守评价展现出更高水平的一致性． 而那些

拥有更多景观知识却对各种景观质量表现出批判

性，他们的反应表现出更大的差异． 对评价的一致性

程度，一般随着对景观熟悉程度的增加反而下降．
3. 3 整体量化法

整体量化法结合了两种方法: 量化公众偏好法和

景观特征指标法． 景观质量的测量应系统的将环境有

关的物理、生物和社会特征联系起来，以便对环境变

化做出准确的预测． 其中 Shafer［16］等人所创建的模型

为代表，将景观元素单个评价尺度的相加( 描述性方

法) 作为景观整体偏好的评价方法，通过评价整个照

片的美景质量( 偏好模型) 来强调景观元素之间的相

互作用，从而总结创造了整体量化法，例如心理物理

模型和组分替代模型． 这种方法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

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在景观的组分和观察者美景度

偏好之间建立数学统计关系，从公众那里收集来的偏

好等级计算出各个景观组分的权重．
这些预测模型作为研究方法在视觉质量上的应

用要多于在视觉影响上的评价，根据量化存在的景

观属性，来预测景观质量［17］． 为了得到有意义的结

果，隐含在心理物理学方法中的原则是观察者的感

知过程不需要在所有方面都是完整的． 虽然这个假

设并不符合格式塔心理学派( 有关部分之和代替整

体) ，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现代经验心理物理学

所支持． 传统的心理物理模型，对美景度偏好或视觉

质量做出的预测，也不是“货真价实”的解释能力．
1) 心理物理模型

景观评价的心理物理学方法试图确定景观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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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和观察者的感知判断之间的数学关系． 这主要

指环境( 如地形、植被、水等) 和心理反应 ( 偏好判

断、审美价值或美景度) 的物理特征之间的利益关

系． 测量景观特征，如土地覆盖、土地利用、林分结

构，然后利用相关统计学做出景观质量判断． 现在常

利用一些模型作为定量评价景观的一种手段，如配

对比较、李克特量表、分类和排序表等; 近年来，用来

确定这些关系最常用的技术是多重线性回归［18］．
公众对美的感知已被证明是微小的敏感景观变

化和心理功能在景观和观察者中引起的综合反响． 测

量的顺序或时间间隔尺度，这些细微的变动，心理物

理学方法都能够给出不同的景观质量评价． 心理物理

学评价在环境管理、景观特征中有许多益处，如定量

精确，客观性较高、将公众感知和判断与景观联系起

来． 评价不是基于某个专家的意见，而是以公众为代

表的观察者一致性的反应． 然而，由于成本的原因，该

模型比较耗时，而且被限制在一种景观类型，必须指

定观察者的数量、观察场景，显然这并不很高效．
2) 替代组分模型

组分技术的基础是确定和测量那些能够代替美

景度质量的景观物理组分． 各个组分之间是孤立的，

确定和评价它们的组合效用． 由于在这个模型中以

组分的等级来表现整体的偏好等级，某些特定组分

对美景度的贡献力可以根据方差测量来解释［19］． 主

要组分包括宏观地貌、相对高差和水的存在形式

( 河网密度测量) 所表达的景观框架 ( 各类地形测

量) ． 组分的整体变化，如表面纹理和整体结构，尤

其某些特定的特征，如二维轮廓和三维形式凹凸，都

是孤立存在的．

4 国内的景观评价方法

4. 1 美景度评估法( SBE 法)

SBE 法是应用最普遍的方法，以心理物理学理

论为基础，基本思想是把风景和审美的关系理解为

刺激———反应的关系，主张以群体的普遍审美趣味

作为衡量风景质量的标准． SBE 法被认为是不收评

判标准和得分制影响的理想美景度代表方法． 宋力

等通过运用不同的心理物理学派美景度的评价方法

一美景度评估法、平均值法和成对比较法，对沈阳城

市公园植物景观的美学质量进行了评价研究［20］．
4. 2 层次分析法( AHP 法)

AHP 法进行评价时，首先要建立指标体系，然

后构造判断矩阵，计算因子相对权重，对层次单排序

及总排序的一致性经行检测，最后计算综合评价指

数． 唐东芹等在景观的视觉评价过程中都采用层次

分析法构建综合评价模型［21］． 朱紫薇等运用 GIS 的

空间分析功能，并借助层次分析法对研究区域进行

定量分析，是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可行［22］．
4. 3 地理信息系统( GIS) 与其他计算机技术结合

李月辉利用 ArcGIS 的视域分析功能，对辽宁省

国家森林公园内可达景点、不可达景点和游道的视

域特征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运用计算机技术进

行景观视觉预测的方法［23］．
4. 4 语义差异法( SD 法)

选取典型的景观照片，结合景观照片确定合适

的形容词和评价尺度，然后根据研究研究需要选择

被调查对象，通过幻灯片实施问卷调查，最后对调查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常用因子分析法． SD 法的突出

特点是采用形容词的形式测定人的直观感受． 曹娟

等运用 SD 法制成调查问卷，对北京市的 7 个自然

保护区进行景观的评价和调查，以分析不同保护区

的景观特征和空间认知模式［24］．

5 视觉景观评价的可行性

利用美景度评价法对北京市郊野公园视觉景观

质量评价，美景度评价法主要通过室内问卷的方式

实施，评价步骤一般分为三个过程: ( 1) 测定景观的

美景度( SBE) 量值，获得公众对该景观的审美态度;

( 2) 分解景观要素并测定各要素量值; ( 3) 建立美景

度量值与各要素量值之间的数学关系模型．
本实施方案的方法思想是将专家学派和心理物

理学派相结合，对北京市四环—五环的的郊野公园

进行视觉景观质量评价． 首先，由课题组成员组成评

价小组分别在各个公园选取典型的样本对所有评价

因子进行实地评价，并拍摄照片; 其次，以从实地获

取的照片作为景观样本，并组织大量公众对样本的

综合质量进行评分，并取评分的平均值作为每个景

观样本的美景度值; 再次，对每个景观样本的美景度

值进行排序，在其中挑选典型的景观照片，请 20 位

专家对其中的主观性因子评分，并与实地评价的数

据做一致性检验，以实现对主观性因子的修正; 最

后，建立景观样本美景度值和因子得分的线性回归

模型，以明确哪些景观受公众偏爱以及哪些景观因

子对视觉景观质量的影响最大．

6 展 望

国外的景观评价方法主要分为描述景观指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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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偏好法和整体量化法三种方法． 描述景观指标法

是风景资源评价最重要的方法，通过分析和描述景观

的组分来评价景观，主要包括定性和定量描述，描述

景观指标法运用组合功能来评价更加具有科学性，但

是它也存在不足之处，专业人员对组分的任意打分、
组分的任意确定，都使得评价结论缺乏科学性; 公众

偏好法的评价来源于群众，采用问卷或口头调查法，

更加贴近普通群众的景观审美意向，但是由于人们的

心理是最具不确定性的，结果却在一定的任意性，并

且为了得到社会的群体意见，调查问卷耗时过久; 整

体量化法通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建立景观各组分与

观察者美景度偏好之间的统计关系，定量描述更具有

真实性，但是这种方法需要对景观偏好作出预测，还

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从适用范围来看，景观指标

法适用范围最广，只要将待评价地区选取区合适的指

标，就可以进行评价，相对景观指标法，公众偏好法的

适用范围要小一些，公众偏好法比较适宜对公园等贴

近居民生活的景观进行调查，而整体量化法更适宜于

对未建成的景观进行预测分析．
国内应 用 的 方 法 主 要 有 SBE 法、AHP 法、与

GIS 结合法及 SD 法，SBE 法是在我国应用最为普遍

的景观评价方法，以心理物理学为理论基础，主张以

群体的普遍审美作为衡量标准，具有普遍性． 这四种

方法的主体思想都是运用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虽然

调查问卷可以体现群众的普遍审美，但是的确存在

一定的主观性，并且国内的景观评价方法大多沿袭

国外的方法，缺乏创新性，同时也相对落后一些．
在视觉景观领域，各种评价方法还没有达到和

谐统一，一方面是基于主观学派或心理学派 ( 基于

个人) ，而另一方面是客观学派或物理学派( 基于专

家) ． 这两种学派在相互对立中发展，在统一中相互

促进． 未来的发展必然是多种方法的相互融合，取长

补短． 在评价技术上 GIS［25-26］、遥感卫星影像［27］会

被广泛的采用，从而解决了景观评价的时空尺度问

题，同时也为数据的可得性、数据的处理提供了多种

便利． 虚拟现实技术也是景观评价发展的一个重要

技术趋势，模拟被评价场景，使评价者有置身于景观

之中的真实感，才能提高景观评价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 总之，未来该领域的学科综合性会更加明显，只

有吸取各科之精华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研究，才能有

所创新． 在做景观规划设计时，由于拥护者和反对者

之间常常存在争执，所以建立虚拟模型，是观察者深

入其中，已经势在必行． 现在，越来越多的移动设备

能够显示复杂的 3D 图形，并且同时能够进入高容

量的移动电话网络，如 iPad 和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

都可以支持增强现实技术，从而扩展了当前可用的

规划设计工具包，来体验现场真实世界的增强现实

画面，同时也给用户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感官体验．
上述新的发展将为视觉景观研究提供新的途径，同

时也将为风景园林学多重感官体验的一体化而扩展

人们的视野，从而为评估我们的景观提供一种更为

全面综合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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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 and Prospective of Visual Landscape Evaluation Method

Zhang Guoqing Qi Tong Liu Chuan’an Li Xueying

( College of Ｒ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Abstract
Ｒesearch on landscape had already tended to be mature abroad，and the use of landscape in the domestic also

was more and more widely． All kinds of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ing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and various
landscape evaluation methods were also used in scenic beauty estimation of landscape．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ed
descriptive inventories method，public preference method，quantitative holistic method and some evaluation models
of the three methods． Descriptive inventories method was more scientific，public preference method was closer to
landscape esthetics of human，quantitative holistic method was more authentic by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of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A summary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landscape evaluation methods and
evaluation technology was made in the end．

Key words: landscape， landscape evaluation method， inventories method， public preference method，

quantitative holistic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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