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8 卷 第 5 期
2017 年 10 月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No． 5

October，2017

国 内 外 视 觉 景 观 影 响 评 价 综 述*

李雪莹 齐 童 张国庆 赵晨旭

( 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北京 100048)

摘 要

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视觉景观影响评价的主要研究内容，分析美国三大风景资源管理系统、景观敏感度评价、
景观阈值研究、分形理论及 GIS 计算机技术等方法的优缺点及借鉴意义，对视觉景观影响评价的主要研究趋势进

行了展望． 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应放在敏感区域视觉景观影响评价及其方法上，从宏观和微观尺度充分考虑研究区

域的整体视觉效果、空间属性、景观敏感点、不同景观之间的相容性及景观要素本身的特征等方面来确定评价指

标，并结合分形理论及 GIS 技术等，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模型，为视觉景观资源管理、环境影响研究

及城市空间形态塑造等提供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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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人们对环境质量及其美学要求逐渐提高，人们渴

望一种景观和谐、环境优美的生存空间，视觉景观资

源作为环境资源一部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然

而，一些开发项目的建设严重影响了风景名胜区、自
然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的视觉景观环境，造成了视

觉上的干扰，景观的美学价值引起专家学者和政府

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 视觉景观影响评价作为环境

影响评价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显得尤为的重要．
对于视觉景观影响评价的研究源于西方国家，20 世

纪 60 年代，美国出台的一系列法规中提出要重视风

景资源的美学价值． 而我国对视觉景观影响的研究

晚于国外，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学者刘滨谊、
俞孔坚等开始借鉴和引进国外视觉景观影响评价的

方法［1-3］进行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 虽然视觉景观

影响领域在国内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但是多是借

鉴国外的理论方法，理论体系不健全． 在具体案例研

究方面，主要是结合三维建模［4-6］等，模拟人的视觉

感受，利用高度控制等单项指标对视觉影响进行分

析，评价指标单一，不能够全面的确定研究对象的视

觉影响程度． 视觉景观影响评价的研究内容主要集

中在能源设施［7-9］、道路建设［10-11］、风景名胜区项

目［12-13］以及其它单一或几个建设项目上，涉及到敏

感区域视觉景观影响评价的研究较少． 评价标准不

够完善，研究方法缺乏创新，主观性较大，多指标评

价与计算机可视化结合的评价模型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综合的理论方法体系尚未形成． 视觉景观影响评

价作为环境影响评价的一部分，在相关环境评价法

规制度中虽有涉及，但并未对其做详细的论述，该评

价内容在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中并未受到应有

的重视，视觉景观影响评价缺乏像水污染、大气污

染、生态环境、声环境等类似的国家标准，因此开展

视觉景观影响评价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回

顾国内外视觉景观影响评价研究内容及方法，分析

其存在的问题，探讨了视觉景观影响评价的发展趋

势，以期为景观资源管理、景观空间秩序优化及景观

影响研究提供相关参考．

1 相关概念

1. 1 景观及视觉景观

从国内外研究来看，学者对景观的研究侧重点

存在差异，景观在不同学科中被赋予的含义不同，主

要从美学、地理学、文化层次和生态学等研究角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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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进行定义． 毛文永［14］认为景观的含义与风

景、景色一致，大多数风景园林研究学者所理解的景

观主要是视觉意义上的景观，且一般指的是美学层

次上的景观，埃卡特·兰格等［15］认为景观不仅是一

种视觉现象，而且能为人们提供综合的感官体验． 齐

童等［16］在分析视觉景观研究进展时指出视觉景观

是在某一特定区域能够带给观察者较强的视觉感

知、视觉印象的地理实体． 景观是一个具有多层次

的、复杂的结构系统，俞孔坚［17］认为在西方地理学、
地貌学及其它地球科学中，“景观”一词主要用来描

述地壳的地理和地貌等属性，在此基础上，俄国地理

学家又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概念的内容，把研究生物

和非生物这一景观整体的科学称为“景观地理学”．
文化意义上的景观以诗歌、音乐、绘画、园林艺术、建
筑景观等形式反映出来，与民族文化、信仰及思维等

相关［14］． 随着景观研究领域的发展，生态学思想已

经渗入到景观概念中［18］，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曹

宇等［19］认为景观是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统

相叠加的复合生态系统． 景观是覆盖面广的、功能多

样的、复杂的、综合性的学科，景观和视觉景观既有

区别又有联系，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景观不

仅包括可被视觉识别的自然要素和人工要素，还包

括文化功能、生态功能、经济功能以及嗅觉、味觉、听
觉等［20］． 视觉景观是景观科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同

时也是环境美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美学价

值通过视觉、嗅觉、味觉、听觉等来感知，其中，视觉

是美学感受的主要方式之一，一般人所理解的景观

主要是美学意义上的景观，即感知层面上的景观．
1. 2 视觉景观影响评价

对于视觉景观影响评价与视觉影响评价的概念

是没有区别的，只不过各个学者在进行研究时，所采

用的术语不同，而景观影响评价的研究内容则与前

两者有所不同． 景观影响评价主要针对景观布局、性
质、质量和特征等方面的改变，涉及大气、水环境、生
态及视觉景观等，而视觉影响评价主要从景观风貌

的改变以及这些变化对人的影响为研究方向［21］，因

此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景观影响评价更加

强调观察的客体，而视觉影响评价更加强调观察的

主体，即人的视觉感受［22］． 视觉景观影响评价是指

对景观中存在的正面或负面视觉影响进行分析，研

究角度主要包括人的感知( 主观) 和景观环境特征

( 客观) 两个方面，根据研究的目的、研究范围及研

究视角的不同，学者对于视觉景观影响评价概念的

叙述也有所差异． 齐童等［16］认为视觉影响通常是指

在原本比较协调的感知环境中，介入一种负面格调

的实体，使观察者感知到的视觉景观质量下降，包括

色彩、质感、体量的不协调以及视域的遮挡等． 王华

东和薛纪瑜［23］在《环境影响评价》中指出景观影响

评价是以环境美学理论为指导，利用相应的美学指

标，预测和评价建设项目引起的环境景观 ( 包括人

文景观和自然景观) 变化的程度、范围和内容等的

过程． Canter［24］指出视觉影响评价是对拟开发活动

在某一区域内造成景观潜在的美学或视觉影响的显

著性和强度进行预测和评价． 张征等［25］认为视觉影

响评价是预测和评价拟议开发活动在开发和运营管

理过程中可能给某一区域的景观及视觉环境带来的

不利与潜在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减缓措施，制订环境

监控规划，从而使开发活动对景观产生的负面影响

减少到最低程度的过程．
从以上概念中可以看出，景观影响评价和视觉

影响评价虽然其侧重点不同，但都涉及到人、视觉感

知、美学理论和景色等． 目前，环境影响评价中的景

观影响评价主要侧重于视觉景观影响的评价． 视觉

景观影响评价既要考虑景观要素组合状况、景观特

征、影响范围及景观变化程度等，还要考虑人的感知

变化，在进行视觉景观影响研究时要从微观和宏观

上进行综合评价，不仅要对敏感区域内所有景观要

素之间的视觉相容性程度进行分析，还要对景观要

素本身的结构、布局、形状及色彩等特征进行评估．

2 视觉景观影响评价的内容

在视觉景观影响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进行了

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对视觉景观影响的研究

内容主要侧重于能源设施 ( 风电厂、太阳能电厂及

水电厂 等 ) 、道 路 建 设、风 景 名 胜 区 等 开 发 建 设

区域．
1) 能源设施． 能源设施的视觉景观影响评价是

环境影响评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来能源设

施的建设不仅带来了环境生态问题，也造成了视觉

景观影响问题，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Kokologos 等［4］在研究中提到希腊相关部门基于可

再生能源设施的空间规划和可持续发展，对其美学

选址标准做了相应的立法，同时为特定区域的保护、
景观恶化的预防及视觉影响的减缓等提供了一些指

导．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政府积极推进

可再生能源用于发电，虽然风电场等可再生能源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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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比传统的发电设施更加环保，但是其带来的视觉

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Mller［7］以丹麦日德兰半岛北

部为研究样地，基于历史和规划数据，利用区域景观

模型分析该地区在 1990—2010 年间涡轮机的可见

性，并计算了不同视觉影响阈值的视域; 结果表明，

一般来讲，涡轮机的数量减少 40% 和装机容量增加

20%将不会增添相对影响，然而其可见性模式将发

生变化，涡轮机可见性的均匀分布度将减弱． 许多人

工元素对乡村景观产生了视觉影响，如何将其对乡

村美景度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引起了人们的关

注． De Vries 等［8］以荷兰某乡村地区为例，分别研究

了风力涡轮机、商业区及农业建筑对该地区美景度

的视觉影响，并从其环境、设计、与观察者的距离、观
察者的特征及减缓措施等方面进行分析． Ｒodrigues
等［9］利用视觉影响面积等指标对大规模可再生能

源设施建设所产生的视觉影响进行定量化的研究，

该方法可对几个能源设施开发方案进行定量化的比

较． 刘海龙等［26］以怒江为例，以峡谷景观及文化景

观保护为出发点，从对大坝本身的影响、河流流动性

质改变的影响、水位落差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了峡谷

区域水电开发的景观影响，对其开发的适宜性和可

行性进行了景观影响评价． 其评价结果对水利设施

的选址及规划具有指导意义，水利设施的建设不仅

要考虑经济社会效益，还要顾及景观影响．
2) 道路建设． 道路建设为人们带来了交通的便

利，但其所造成的能源消耗、景观破碎化及视觉影响

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戴永立和王临清［10］利用

GIS 技术将青藏公路沿线景观进行分类，从景观美

学质量评价及视觉敏感度分析等方面对青藏公路沿

线景观进行视觉影响评价，并以此为基础划分了该

沿线不同区域的景观保护级别，为该工程项目实施

方案的优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道路在视觉景观中

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是视觉通道，另一方面是对

景观产生的视觉影响，Garré 等［11］定量的评估了比

利时某半农村地区的二、三级道路的视觉可达性和

视觉影响，研究结果为道路网的建设规划提供了参

考，尤其是对受城市蔓延影响的乡村地区．
3) 风景名胜区． 历史文化街区不仅是城市景观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然

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建设，一些建设项目在形式、色彩

等方面对历史文化街区产生了视觉影响，因此应该

建立完善的视觉影响评价体系对拟建项目的视觉影

响进行预测和评价，并提出相应的减缓措施． 黄耀志

和罗曦［12］以苏州寒山寺景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寒

山寺及其周边环境景观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借鉴

生态规划的评价方法对寒山寺的视觉影响进行评

价． 胡刚［13］从植被、水体、人文及视觉等方面分析了

阳羡湖的建设对库区及周围不同景观资源的影响，

并从视觉空间分析、视觉阈值分析和视觉敏感度三

方面对该建设项目产生的视觉影响进行评价，为阳

羡湖景区油车水库及其周边的景观保护、减缓措施

及方案可行性等提供了相关依据．
4) 其它建设项目． Hernández 等［27］介绍了 GIS

技术在新建筑视觉影响评价中的应用． 石晓枫等［28］

指出当矿区建设有序、建筑群体线条、色彩等与自然

背景协调、原煤堆存方式恰当、建筑又具有多样性

时，庞大的生产设施不仅会增加矿区现代气息，而且

还能增强人们的视觉效果，对改善矿区景观环境是

有益的． 地表采矿和采石会造成较大的环境影响，其

中，景观改变是最大的环境问题之一，虽然景观的变

化不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健康，但是其可能对潜在的

观察者及其周边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Dentoni 和

Massacci［29］研究了意大利撒丁区某地表开采活动所

产生的视觉影响．
以上研究虽然在研究对象及方法上有所区别，

但都涉及到景观美学、景观保护及视觉感知等方面，

此外，国内外学者主要对单一或几个建设项目进行

视觉景观影响研究，研究的地域空间范围比较小，仅

局限于微观研究，而针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

所有景观要素进行敏感区域视觉景观影响评价研究

的文献很少．

3 研究方法

3. 1 美国三大风景资源管理系统

对于视觉景观的研究，比较成熟的理论主要是

美国的三大风景资源管理系统，分别为美国农业部

林务局的视觉管理系统( visual management system，

VMS) ［30］，美国内务部土地管理局所制订的视觉资

源管理( visual resource management，VＲM) 系统［31］，

及美 国 农 业 部 土 壤 保 护 局 的 风 景 管 理 系 统

( landscape management system，LMS) ［32］． 风景资源

管理系统评价过程主要包括一下几方面: 通过调查

和分析景观资源现状，对景观资源进行等级划分; 根

据景观的可视程度及人们的关注度等，评价其视觉

敏感度水平; 绘制景观视觉质量等级分布图和视觉

敏感度等级分布图，并将两者叠加，制定视觉管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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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分析和预测拟建项目的视觉影响程度，提出指导

性的建议［33］．
美国的三个风景资源管理系统虽然运用的评价

方法类似，但是在使用范围及规模等方面有一定的

区别． 在景色分类方面，林务局的视觉管理系统主要

适用于森林覆盖的山地风景环境，土地管理局的

VＲM 则主要用于相对稀疏的林地、平原和丘陵等较

广泛的环境，LMS 通常利用实地拍摄幻灯片的方法

来评价景色质量; 对于视觉影响评价这一部分，林务

局的 VMS 侧重于风景环境本身对外界影响的抵抗

或同化能力，土地管理局的 VＲM 则强调拟建项目

对目前风景环境所产生的人工影响［34］． 在应用技术

方面，早期的风景资源管理主要是数据资料方面的

处理，大部分图形的制作是通过手工完成或利用脱

离数据库的计算机辅助制图，难以实现数据的可视

化分析，视觉模拟技术的发展为风景资源管理提供

了新的研究途径．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大

多数风景管理往往利用视觉模拟技术实现的，这一

时期的工作主要是集中于一些特殊的工程和风景规

划方案［35］．
虽然大 多 数 风 景 园 林 师 认 为 美 国 林 务 局 的

VMS 没有太大的缺陷，但是 VMS 在敏感水平及结

果的 准 确 性 方 面 等 还 存 在 一 些 问 题: Laughlin 和

Garcia［36］认为公众对于风景质量的关注程度不能够

通过该系统的敏感水平较为准确的测量出来; 另外，

VMS 主要应用专家评价的理论思想，忽视了公众参

与的重要性等． 基于之前对风景资源管理系统的研

究成果及经验，并针对该系统所存在的一些缺点，美

国林务局的《景观美学: 风景管理手册》( 1995 ) ［37］

对早期的视觉管理系统进行了改进，并提出了风景

管理系统( scenery management system，SMS) 来代替

VMS，该系统把生态系统思想和公众参与风景评价

纳入其中，这是风景资源管理系统的一个重要的

进步．
美国林务局和土地管理局的风景资源管理系统

应用较为广泛，而有关土壤保护局的 LMS 研究相对

少． VMS 提出了景观属性的多样性等级划分、视觉

质量研究和敏感度评估等风景评价的过程，主要采

用遮挡等措施来提高视觉质量［30］，并在风景资源管

理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美国的风景资源管理系统虽

然研究的侧重点有所区别，但均采用专家学派的评

价方法进行视觉景观影响研究． 将美国的风景资源

管理系统与 GIS 等技术相结合，能够及时监测风景

资源的现状及变化，并对其进行高效的空间数据分

析，从而实现对风景资源的动态管理及其数据的可

视化，促进风景资源管理系统的发展．
3. 2 基于景观敏感度及景观阈值理论的研究方法

景观敏感度评价和景观阈值评价是视觉景观影

响评价的重要方法，景观敏感度是景观被注意程度

等的综合反映，其与景观本身的线条、色彩及形状等

因素有密切联系，景观敏感度评价包括生态敏感度

评价和视觉敏感度评价，景观视觉敏感度评价是通

过分析相对坡度、视距、视觉几率及景观醒目程度 4
个因素对景观视觉敏感度的影响，分别绘制各单一

因素景观视觉敏感度等级分布图，然后将得到的各

因素景观视觉敏感度等级分图进行叠加，最后进行

景观视觉敏感度的综合评价，分析其视觉景观影响

程度; 景观阈值主要指生态学和视觉方面，其中，视

觉景观阈值是景观对外界干扰所造成的视觉干扰的

同化能力或掩饰能力和其遭到破坏后的自我恢复能

力的量度，视觉景观阈值评价是根据景观抗视觉干

扰的能力对其视觉景观阈值进行分级，并绘制视觉

景观阈值等级分布图，最后进行视觉景观影响综合

评价［2，38］．
随着景观敏感度和景观阈值理论的不断发展，

一些学者将其应用于实证研究，周锐等［39］从视觉感

知的角度，根据景观敏感度研究的原理，结合 GIS 空

间分 析 技 术 和 层 次 分 析 法 (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采用定量化的方法对猴石国家森林

公园景点的景观敏感度进行了评价，建立了景观敏

感度综合评价模型． 在进行景区开发时，应该做好景

观保护这方面的工作，从而使景区更具有吸引力． 聂

康才等［40］从景区保护的角度出发，对千佛山风景名

胜区的景观敏感度和用地适宜性进行了综合评价，

首先基于景观敏感度和阈值理论，对景区进行评价

并将其划分为不同等级的敏感区; 然后评价景区的

用地适宜性; 最后将以上两项评价结果进行叠加，从

而得到综合的景观保护分布图，并以此来制定相应

的优化措施等． 造林会使森林景观的生物、生态、水
文和美学等属性产生变化，Scarfò 等［41］以意大利南

部的赛尔公园作为研究对象，对景观可见度、森林景

观质量、视觉脆弱性以及视觉敏感度进行分析，最后

综合评价造林所产生的视觉影响，该方法为保护区

内森林管理、景观美学质量的提高及视觉影响的减

缓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景观敏感度评价对城市规划建设、风景名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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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及其景观保护等具有重要的意义，规划者等应

了解规划区域的不同等级景观敏感区分布情况，并

以此为前提采用不同的建设方案，以减缓视觉景观

影响和保护景观资源． 景观敏感度评价和景观阈值

评价在视觉景观影响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应用，可结

合 GIS 及计算机模拟等技术对视觉景观影响进行更

加全面的、科学的及有效的研究．
3. 3 分形理论

分形的原意是破碎、不规则，分形体本质的特征

是自相似性或非标度性，齐立博和李艳萍［42］以景观

美学研究为视角，阐述了分形美的非欧几何美和自

相似性美两大美学特征，并认为分形美是指分形艺

术所提供给人在感受和认知方面的愉悦之情，即分

形艺术之美，该研究对于景观美学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 秦耀辰和刘凯［43］在研究中指出分形维数是用以

定量表征分形的参数，它是研究分形的主要工具． 分

形理论在视觉景观影响研究中的应用较少，只有少

数学者基于分形理论，将分形维数或者分形维数的

比值作为定量评价指标之一，进行视觉景观影响的

综合 评 价，该 方 法 有 待 于 进 一 步 探 讨． 学 者

Chiabrando 等［44］选择德国具有代表性的光伏电厂

作为研究对象，运用 OAISPP 方法对其进行视觉影

响评价，OAISPP 参数是电厂的可见性( 子参数 Iv ) 、
电厂的颜色与当前环境颜色对比度( 子参数 Icl ) 、电
厂的形状( 子参数 If ) 及在相同电厂中的电池板类

型的一致性( 子参数 Icc ) 4 个子参数的加权和; 该研

究分别对各个子参数进行分析以确定 OAISPP 值，

其中子参数 If的测定基于电厂形状的分形维数 Df，pl

和其背景环境的分形维数 Df，ba的比值( Df，pl /Df，ba ) ．
这种方法通常利用可视化模拟进行美学和景观影响

的评价，该方法的优点之一是具有客观性，能够使设

计者在监管批准之前对建设项目进行清晰的评价，

从而达到较好的景观相容性，然而评价结果受到照

片拍摄条件的影响，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怎样

通过设计模拟工具来确认照片中的真正颜色( 着色

选项) ，并分析评价结果被照片影响的程度以及怎

样降低这种影响．
3. 4 与可视化等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利用 GIS 空间分析、3D 模型及可视化等计算机

技术，可以更加直观的观察和预测景观变化带来的

视觉影响，也更加容易得到相关数据，GIS 空间分析

能够对大规模的区域数据进行快速有效的分析，3D
模型可以模拟和预测多种规划方案，以便通过分析

各方案来制定出降低视觉影响的措施． Hernández
等［45］利用 GIS 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对乡村建筑的

视觉影响进行了评价: 首先利用 GISCAD2. 0 分别对

区域承受能力、社会经济子系统及人类居住系统等

进行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系统进行综合分

析，最后通过制作建设项目的三维模型、分析景观布

局及景观背景环境等对乡村建筑的视觉影响进行评

价，从而找出视觉影响最低的方案及措施． 吕竞和王

斌［5］运用 ArcView 软件制作三维模型法，并应用该

软件的可视区分析功能对都江堰拉法基水泥厂建设

工程进行视觉影响评价，该方法通过分析建设项目

的可视区域范围来判断其视觉影响的程度，进而得

出视觉影响的可接受性． Kokologos 等［4］以希腊的一

个风场为研究案例，利用西班牙方法等建立视觉景

观影响评价模型，通过改进后的计算机模拟图片来

获取视觉影响阈值，并利用天际线等工具进行视觉

影响的定量化评价，最后结合 3D 模拟技术进行视

觉影响的综合评价，提出相应的视觉影响减缓措施．
Ｒogge 等［6］在研究温室园区对乡村景观的视觉影响

时，利用地图、航空照片和实地调查来获取温室区域

环境特征，并利用 GIS 对其进行分析，制定温室园区

视觉影响最小化的方案，利用 Arcview 9. 2 的空间分

析及 3D 技术对拟建方案的视觉影响进行可视化分

析; 在进行视域分析时，该研究没有考虑植被的透明

度，即此分析假设植被是不透明的，这个结果与夏季

植被特征相一致，但由于植被的季节性变化，此结论

对于其它季节来讲是不太准确的，为了减少误差，应

该将季节因素考虑在内． Cox 和 Schofield［46］利用计

算机绘图方法定量的评价拟发展规划方案对景观所

产生的视觉影响，该方法利用规划建设前后已建和

拟建环境的计算机生成模型和专业软件来测定景观

风貌变化率，此方法可以减少偏差和主观性的影响，

使研究结果更加精准． Hurtado 等［47］利用 3D 分析风

场及其周边环境从而获得潜在受影响村庄的模拟图

像，并建立风场附近村庄的视觉影响评价模型．

4 现有研究的不足

通过分析国内外视觉景观影响的研究现状发现

该领域在研究内容及方法等方面均存在不足．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技术评估导则》［48］( 2011 )

对拟建项目的景观美学影响评价标准做了相关规

定，没有指出敏感区域视觉景观影响评价的标准，也

没有指出具体的一些评价指标． 视觉景观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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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像环境影响评价一样的评价标准，研究者在进

行视觉景观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很难把握其中的深

度，评价指标的选取不能够较为全面的说明视觉景

观影响程度，评价结果主观性较大，对于视觉景观影

响的程度不能做出确切的解释．
国内外对某区域内单个或者几个建设项目的视

觉景观影响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多，而很少有学者进

行敏感区域视觉景观影响的综合评价研究，这类单

一或几个项目的评价不能够准确预测区域的总体视

觉景观及空间秩序的变化和影响，也不能够制定较

为合理而有效的视觉景观保护措施．
随着 GIS 可视化等技术的发展及视觉景观研究

的进一步深入，目前，对于视觉景观影响评价的研

究，单一的定性描述相对来说较少，更多的是定量评

价方法，并且在定量评价方面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这是视觉景观影响评价的一大进步，但评价指标的

确定及其权重的分配方面，主观性较大，其评价结果

不具有全面性，不能够准确说明视觉景观影响的程

度及范围，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综合方法有待

于进一步探讨，近年来，大多数评价方法结合 GIS 可

视化模拟等技术对视觉景观影响进行研究是一个主

要趋势．

5 结论及展望

通过分析国内外视觉景观影响评价的研究，发

现该领域的研究存在一些问题，为了促进视觉景观

影响评价的发展，应该从一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建

立综合的评价体系．
1) 应完善评价标准及指标体系，探讨综合的评

价方法． 相关部门、研究者及公众应该加强合作，尽

快完善视觉景观影响评价标准，建立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的评价体系． 视觉景观影响程度不仅与景观内

部要素有关，还与其周边环境的景观构成相关，视觉

景观影响评价指标的选取应充分考虑研究区域的景

观敏感点、空间属性及不同景观之间的相容性等方

面，并结合可视化模拟等进行综合研究．
2) 视觉资源未来的一个新研究方向是敏感区

域视觉景观影响评价． 视觉资源并非受到单一开发

项目的干扰，敏感区域内所有景观要素都有可能对

其产生视觉上的影响，敏感区域视觉景观影响评价

是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视觉景观进行综合研究，

涉及范围较广，其中包含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强调把

整个敏感区域内的所有其景观要素作为一个整体进

行视觉景观影响评价，并对该区域内景观要素之间

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和预测，具有时间上的超

前性，为单项规划 ( 诸如景观规划、城市天际线规

划) 及区域规划提供相关依据，有利于制定合理的

开发建设方案及建立视觉景观资源管理体系． 视觉

景观影响评价的研究内容应该从以单项建设工程为

重点向敏感区域研究转移，推动敏感区域视觉景观

影响评价的发展．
3) 开发视觉资源可视化实时监控系统． 视觉景

观影响评价的研究方法目前主要涉及基于照片的心

理物理学方法、专家评价法、层次分析法、景观敏感

度及景观阈值评价、GIS、遥感、GPS 技术等，研究方

法没有创新性． 可视化模拟等计算机技术的兴起为

视觉景观影响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思路，可结合

GIS 等计算机技术开发可视化的信息共享系统，对

敏感区域视觉景观进行实时监控，并对不同方案进

行对比 分 析，建 立 管 理 体 系，从 而 获 得 最 佳 规 划

方案．
4) 将分形理论运用于视觉景观影响评价． 城市

天际线是城市空间组成要素和城市视觉景观环境的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悦目的天际线具有自然美、层次

美、曲线美、均衡美等美学特征，是城市竖向空间形

态的主要视觉影响因素．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大量高层建筑的出现，使得城市天际线遭受了严

重的影响，干扰了城市的视觉景观环境． 目前对于天

际线的研究多是主观的描述，缺少客观定量的方法，

而分形理论为天际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国内

外以天 际 线 为 指 标 来 分 析 视 觉 景 观 影 响 的 研 究

较少．
5) 健全视觉影响评价法规制度． 我国应借鉴英

美等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建立视觉资源管理方面的

法规制度，将视觉资源视为与其它自然资源一样，具

有法律地位，受到法律的保护． 健全视觉影响评价制

度是减缓视觉景观影响及保护视觉景观资源的有效

措施，对于优化建设项目的选址以及规划区域的合

理布局有着重要的作用． 增强视觉影响评价制度的

可操作性，对于视觉景观影响较为严重的开发活动，

应对相关负责人进行处罚． 相关部门要做好建设项

目规划、施工及运营管理等各个阶段视觉景观影响

的监督工作，提高全民的视觉审美及视觉景观资源

保护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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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n Assessment of Visual Landscape Impact at Home and Abroad

Li Xueying Qi Tong Zhang Guoqing Zhao Chen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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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ree scenic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of America，

landscape sensitivity assessment，landscape threshold research，fractal theory as well as GIS and others，reviewing
the main study contents of visual landscape impact eval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main trends of visual landscape
impact assessment are forecast． The emphasis of this field should be placed on visual landscape impact assessment
in sensitive areas and methods． In order to determine evaluation indexes，overall visual effect，spatial attributes，
landscape sensitivity points，landscape compatibility and landscape element characteristics are fully considered from
macro and micro scale，combined with fractal theory and GIS to set up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visual landscape management，environment impact study and shaping of urban space form
and other aspects．

Key words: visual landscape，visual landscape impact，sensitive region，eval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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