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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索符合乡村个性特征的景观营造模式，提出优化乡村景观风貌的规划方法。【方法】以杭州市瓶窑镇

为例，从乡村景观特征识别和景观综合评价的角度出发，基于瓶窑镇的空间数据和调研信息，通过 ArcGIS 对景观特征

要素进行空间图示表达，划分景观特征区域，并构建与景观特征相联系的景观功能评价模型，对乡村景观特征区域进行

评价。【结果】①瓶窑镇形成北部山体林地生态文化区、中部平原农业文化区、东部平原遗址文化区、南部平原湿地生

态文化区 4 个乡村景观特征区域；②4 个乡村景观特征区的项目层指标得分从高到底排序分别是：北部山体林地生态文

化区 (生态性景观＞生活性景观＞生产性景观)、中部平原农业文化区 (生产性景观＞生活性景观＞生态性景观)、东部平

原遗址文化区 (生活性景观＞生产性景观＞生态性景观)、南部平原湿地生态文化区 (生态性景观＞生产性景观＞生活性景

观)。【结论】景观特征识别能为乡村景观规划提供准确信息，鉴于此，本研究为杭州市瓶窑镇提出了 4 种兼顾景观特征

和景观价值的典型乡村景观营造模型：瓶窑镇山地聚落景观营造模式、平原农业景观营造模式、历史遗址景观营造模式

和平原湿地景观营造模式，可为乡村景观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图 4 表 3 参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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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With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e rural landscape, the study is aimed

to  research  its  construction  model  and  propose  a  planning  method  for  optimization.  [Method]  First,  taking

Pingyao  Town  of  Hangzhou  as  an  example,  with  the  conduct  of  rural  landscape  character  identification  and

comprehensive landscape evaluation and the collection of spatial data and survey information, spatial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was carried out of the landscape features whereas the areas were divided using ArcGIS. Then a

landscape function evaluation model related to landscape character was constructed to assess the rural landscape

featured  areas. [Result]  (1)  Pingyao  Town  enjoys  four  rural  landscape  featured  areas,  namely,  the  northern

mountain  forest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area,  the  central  plain  agricultural  and  cultural  area,  the  eastern  plain

cultural area and the southern plain wetland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area; (2) Of the four rural landscape featured

areas,  the  northern  mountain  forest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area  (ecological  landscape＞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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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productive landscape) scored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plain agricultural and cultural area

(productive landscape＞living landscape＞ecological landscape), the eastern plain area of historical sites (living

landscape＞productive landscape＞ecological landscape) and the southern plain wetland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area  (ecological  landscape＞productive  landscape＞ living  landscape). [Conclus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ional and historical features of Pingyao Town in Hangzhou, four landscape construction models have been

proposed:  the mountain settlement  landscape model,  the plain agricultural  landscape model,  the historical  site

landscape model and the plain wetland landscape model, which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other and further

rur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Ch, 4 fig. 3 tab. 25 ref.]

Key words: landscape features; rural landscape evaluation; landscape construction model;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Pingyao Town of Hangzhou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在乡村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乡村景观环境建设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内

容。但乡村景观环境建设仍停留在建筑、道路等物质环境层面，乡村景观的地方性和特色性不明显。究

其原因，一是规划人员缺乏对乡村景观地域性特征的认识，盲目模仿城市景观或套用其他乡村的景观营

造模式[1]；二是对乡村景观资源的优劣认识不足，没能科学地分析乡村景观资源，从而导致资源利用效

率低[2]。因此，亟需识别乡村独有的景观特征并明确其景观价值，确定合适的景观营造模式。

景观特征是指某个区域内使景观与众不同并创造出一种特定场地感受的因素，景观特征评估作为理

解和表达景观特征的一种工具已经被很多国家运用于国家、地方尺度的景观特征评估[3−6]。在国内主要

应用于各种规模尺度的城镇、乡村、风景区和自然保护地层面[7−11] 的景观特征评估。景观特征评估包括

2个阶段：一是“特征化”阶段，即景观特征识别，目的是对景观特征进行识别、绘制、分类和描述；

二是“做出判断”阶段，即景观特征识别结果的应用，目的是根据景观差异形成景观政策分区和发展目

标，确保随着时间的变化和发展不会破坏特定景观的特征。景观特征评估强调的是景观的差异和多样

性，坚持价值统一原则，认为每处景观都是独一无二的，而要确定景观的“好坏”，有针对性地提出改

善景观的对策，则应结合景观评价等其他方法对景观特征进行价值评估。在村域尺度进行的景观评价主

要是从乡村生态学[12]、景观美学[13−14] 等单方面进行评价，或者从乡村景观质量[15−16]、景观功能[17] 等角

度进行综合评价[18−19]，但很少将景观特征识别和景观综合评价结合起来研究乡村景观的营造模式。为

此，本研究选择浙江省杭州市瓶窑镇为案例，以景观特征识别的结果为依据构建景观综合评价模型，进

行乡村景观的特征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乡村景观营造模式，为乡村景观规划提供理论支持。 

1    研究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地概况

瓶窑镇位于杭州市北郊，距杭州市中心 25 km，下辖 13个建制村 (外窑村、南山村、张堰村、长命

村、西安寺村、石濑村、塘埠村、凤都村、大观山村、崇化村、窑北村、彭公村、奇鹤村)和 6个社区

(图 1)，总人口 5.78万人，总面积 128.81 km2。瓶窑境内，人文资源中以良渚文化及其遗址最为突出，

苕溪文化、老街文化、南山文化、民俗文化等多元文化是对良渚文化内涵的丰富和延展，除了有以物质

形态为主的“有形”文化遗产，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余杭纸伞、风筝制作技艺等。瓶窑镇处于天目

山系的末端，宏观构造特征大体可分为西部山地丘陵区和东部平原区，境内地势由北向南倾斜，以东苕

溪为界，西部为山地丘陵河谷，东部为水网平原。镇境西北属天目山东麓山脉之余脉。因苕溪而成的河

谷平原分布在南、中、北 3条苕溪谷口至东苕溪一带，低河漫滩，地势起伏，自然资源丰富。在良渚遗

址申遗成功和全域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旅游资源的快速开发使瓶窑镇的乡村景观发展面临极大的机遇和

挑战。 

1.2    景观特征识别方法 

1.2.1    资料收集    景观特征识别所需资料包括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文字资料包括相关的研究文献、该

地区的规划报告、历史文化信息等。图片资料包括瓶窑镇村庄行政边界、城乡用地现状图 (浙江省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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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研究院)；4.12 m分辨率天地影像图、8.24 m
分辨率数据高程模型 (DEM)和 2020年 30 m分辨率

地表覆盖图 (来源于 91位图助手)；人文景观矢量图

为笔者自绘，通过文字资料和实际调研获取景观点

的地理位置和景观资源等级，在谷歌地球中根据获

取的地理位置进行坐标校对后绘制景观点，最后将

其导入 ArcGIS，根据景观点的影响程度即景观资源

等级给景观点赋予权重值，构建瓶窑镇人文景观信

息数据库。 

1.2.2    初步分类     通过地理信息系统 (GIS)中的重

分类、聚类分析、核密度分析等空间分析工具，对图片和文字资料进行处理分析，得到景观特征区域的

初步分类图。具体步骤如下：①要素筛选。总结乡村景观分类的相关研究[20−22]，参考乡村地区的景观特

征识别案例，根据瓶窑镇的现状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景观特征要素，包括自然和人文 2种类型，其中自

然景观特征包括 2类景观要素 10个要素因子，人文景观特征包括 3大景观要素 12个要素因子 (表 1)。

②要素特征区域划分。重分类与聚类分析：通过 ArcGIS10.2软件按照分类标准对自然景观信息数据

库中的数据进行重分类，得到每种自然景观要素的空间图示表达，然后使用地图代数法，在 ArcGIS中

输入地形起伏度和地表覆盖类型 2个因子进行聚类叠加分析[10]，得到聚类稳定的乡村自然景观特征类

型，对特征类型进行命名，得到自然景观特征客观分类图。

将人文景观资源点作为源点，对筛选出的每种人文景观要素进行核密度分析，源点的核密度越高，

核密度分析的颜色越深，表示事件发生的概率越高[23]。将人文景观要素核密度分析图影响范围的轮廓作

为划分人文景观特征区域的边界参考。利用 ArcGIS将各要素的核密度图进行加权总和。在划分人文景

观特征区域时优先考虑区域内的关键文化特征，将同样或比较相似的文化景观相连成片，同时弱化并整

合离散和异质的区域，得到乡村人文景观特征初步分类图。 

1.2.3    场地调研    场地调研的目的是对自然和人文景观特征初步分类图进行完善和修正，同时对资料中

描述不全面的土地利用情况、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景观感知等方面的信息进行补充。调研记录主要包

括土地现状利用和景观覆盖情况，景观特征区域的特色和特征描述，景观价值和质量评价。 

1.2.4    特征分区和描述    将调整和修正后的乡村自然景观特征空间分类和人文景观特征空间分类进行空

间整合，得到最终的景观特征分区图，根据每个区域的景观特征对划分好的景观特征区域进行命名，根

据调研时记录的景观信息对每个景观特征区域的地形地势、水体特征、植被特征、农产业特征、聚落特

征和人文特征进行描述。 

表 1    瓶窑镇景观特征要素分类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 elements in Pingyao Town

自然景观要素 要素因子 面积/km2 占比/% 人文景观要素 要素因子

地形起伏　　

平原(0~30) 68.12 52.88

遗址遗迹　　 人类活动遗址、废弃生产地废城、聚落遗迹
台地(30~70) 20.92 16.25

丘陵(70~200) 39.60 30.74

山地(200~500) 0.17 0.13

地表覆盖类型

耕地 55.27 42.91

人文旅游地　
康体游乐休闲度假地、宗教与祭祀活动场所、文

　化活动场所、军事观光地
森林 51.22 39.76

草地 4.12 3.20

湿地 1.89 1.47

景观建筑设施
单体活动场馆、景观建筑与附属型建筑、传统与

　乡土建筑、归葬地、交通建筑
水体 2.17 1.68

人造地表 14.14 10.98

　　说明：地形起伏要素因子括号内数据为海拔(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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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村落位置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village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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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景观综合评价方法

C =
m∑

i=1

(WiDi)

B =
n∑

j=1

(W jC j)

景观综合评价分为 2个步骤：一是评价指标和权重的确定。在选取评价指标时，以研究区的景观特

征识别结果和乡村的关键特征作为选取指标的依据，参考“结构-功能-价值”对指标进行分类[24]。选择

风景园林、城乡规划、旅游规划等不同领域的 15位专家筛选指标，构建指标体系。因素层和指标层的

指标权重通过德尔菲法[15] 及层次分析法来确定，依据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两两判断矩阵，邀请 15位专家

采用“1~9标度法”对判断矩阵进行打分，整理专家填写的判断矩阵，求解每个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λmax 以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 ω，对求出的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得到权重值，并对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二是景观评价结果的计算和分析。釆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求各指标的评价分值： ，

。其中：C 为要素指标得分，m 为功能指标的个数，Wi 为第 i 个功能指标的权重，Di 为第

i 个功能指标的得分；B 为项目指标得分，n 为要素指标的个数，Wj 为第 j 个要素指标的权重，Cj 为第

j 个要素指标的得分。定量指标数据来源于相关文献资料，结合指标的具体定义给定指标的上下限值作

为定量指标的评分区间，再将指标的实际调查值参考评分区间进行赋分，进而得到定量指标的分值；定

性指标由专家打分获得评分值。 

2    景观特征识别

通过景观特征识别，将各自然景观要素叠加后得到 17种自然风景特征单元，聚类分析后划分为

6种乡村自然景观特征类型，经人工修正和调整，最终得到细化的乡村自然景观特征分类 (图 2)。可见

瓶窑镇主要呈现为村镇聚落特征类型 (包括不同类型和区域的村镇)和自然地理特征类型 (包括山林、河

湖、湿地、田园等)两大类；村镇特征类型在瓶窑镇全域范围内均有分布；北—中—南呈现出不同的自

然地理特征类型，北部以山林景观为主，中部以田园景观为主，南部则以湿地景观为主。

通过对人文景观要素中的遗址遗迹、人文旅游地、景观建筑设施共 3种景观进行核密度分析，再将

各要素的核密度图进行加权总和，每个要素的权重值默认为 1，最终得到人文景观特征空间分析图 (图 3)。
图 3表明：瓶窑镇人文底蕴丰厚，文化和建筑设施遗存较多，几乎遍布整个研究区域，瓶窑镇人文景观

呈现以良渚文化为内核、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

将瓶窑镇乡村自然景观特征分类图和人文景观特征分类图进行叠加，绘制瓶窑镇乡村景观特征图

(图 4)。瓶窑镇乡村景观可分为北部山体林地生态文化区、中部平原农业文化区、东部平原遗址文化

区、南部平原湿地生态文化区 4个乡村景观特征区域和 1个东南部平原城镇区 (不在分析范围)。其中北

部山体林地生态文化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有少部分平地；水体以水库和自然溪流为主，水面景观开

阔，水质清澈；植被覆盖率高于 80%，自然植被以毛竹 Phyllostachys edulis 居多；农田面积很少，产业

以林场以及竹制品加工业为主；聚落沿道路和河流顺应地形呈狭长带状分布；文化资源包括古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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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瓶窑镇乡村自然景观特征分类示意图
Figure 2    Classification  map  of  rural  natural  landscape  features  in

Pingyao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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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瓶窑镇人文景观特征空间分析示意图
Figure 3    Spatial  analysis  map  of  human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in

Pingyao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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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古戏台、古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余杭纸伞

制作技艺、风筝制作技艺、笋干制作技艺)。中部平

原农业文化区地形以平地为主，有少部分的丘陵；

水体以水塘和沟渠为主，水塘较小且形状破碎，水

体景观性较差；植被分布在散落的林地斑块区以及

村庄内的公共空间；农田是主要的农业土地利用类

型，农田分布集中且边界规整，农家多种稻、养

蚕；聚落组团或呈格网状分布，聚落周边多为乔木

林地和农田；区域内包括南山文化、窑业文化和民

俗文化 (如石濑花灯、石濑花灯舞)等人文景观资

源。东部平原遗址文化区地形以平地为主，边界处

地势略高；水体以溪流为主，有少量规则的鱼塘，

水质一般；植被覆盖率较低，集中在溪流边坡地带

以及人工林地区；耕地多为人工规划种植区，以果蔬大棚种植为主、人工种植林及水稻作为辅；聚落整

体呈组团分布，林地斑块和果蔬园地围绕聚落分布；良渚文化及其遗址是该区域内最为突出的人文景观

资源。南部平原湿地生态文化区地形以平地和洼地为主，湿地旁有较高的堤坝；水网密布且形式丰富，

沟渠和坑塘与农田镶嵌呈格网状规则分布；植被覆盖率高，以自然、湿生植物为主，人工生态林为辅；

农业主要以水田、经济果蔬为主，农田和水网之间有大量的鱼塘发展渔业；聚落散落分布在农耕用地之

中，房前屋后仅靠水塘和农田；在人文特征方面，以水网、湿地草荡、田园景观为基地，融合苕溪文

化、窑山文化、老街文化、禅修文化等文化资源，形成稻作、渔业、水利等风俗。 

3    景观综合评价
 

3.1    评价指标和权重的确定 

3.1.1    评价指标的选取    自然景观特征以自然和半自然景观为主，包括生产性景观和生态性景观，如农

田耕地、森林、草地、湿地等，人文景观在空间上则表现为以生活景观为中心，两者镶嵌构成“社

会—经济—环境”复合生态系统。评价模型的项目层从“生活—生产—生态”共 3个层面分为乡村生活

性景观、生产性景观和生态性景观三大指标，因素层的指标以瓶窑镇乡村景观构成要素为依据，指标层

的指标则以瓶窑镇乡村景观特征和要素指标的主要功能为依据，以此建立景观特征与评价指标的联系。

邀请 15位相关专业的专家对指标进行分析筛选，最终确定了 4个层次 3个项目层指标 8个因素层指标

22个功能指标 (表 2)。 

3.1.2    指标权重的确定    构建综合评价体系的目的在于通过生活性景观、生产性景观和生态性景观指标

的得分排序，结合评价区域的关键特征和各指标得分情况，选择适合乡村的景观营造模式，因此项目层

的指标应是等权重的，即生活性景观、生产性景观、生态性景观 3项指标权重均为 1/3[25]。依据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 C1~C3、C4~C5、C6~C8、D1~D2、D3~D6、D7~D10、D11~D13、D14~D15、D16~D17、D18~D20、

D21~D22 等 11个两两判断矩阵，对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得到权重值 (表 2)。11个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比率

分别为 0.017 6、0.000 0、0.051 6、0.000 0、0.003 9、0.050 4、0.051 6、0.000 0、0.000 0、0.017 6、0.000 0，
均小于 0.1，通过了一致性性检验，权重分配合理。 

3.2    景观评价结果分析

由表 3可见：4个乡村景观特征区的项目层指标得分从高到低排序分别为北部山体林地生态文化区

(生态性景观＞生活性景观＞生产性景观)、中部平原农业文化区 (生产性景观＞生活性景观＞生态性景

观)、东部平原遗址文化区 (生活性景观＞生产性景观＞生态性景观)、南部平原湿地生态文化区 (生态性

景观＞生产性景观＞生活性景观)。
由 4个乡村景观特征区的因素层指标的评价分值 (表 3)可见：北部山体林地生态文化区和南部平原

湿地生态文化区最突出的特征是自然生态景观，北部山体林地生态文化区距离城镇较远而拥有丰富的自

然景观和生物资源以及较低的人口密度，由此体现出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南部平原湿地生态文化区拥

有磨盘滩湿地等绝佳的生态资源，使得该村有宜人的生态居住环境；中部平原农业文化区最突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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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业景观，该区为典型的江南平原农业景观类型，区域内较高的农业用地面积及其景观特色度为休闲

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东部平原遗址文化区最突出的特征是人文景观，因为该区拥有以良渚遗

址为核心的优越的文化资源。
 

4    结论与建议

景观特征识别作为一种获取研究区域景观特点的工具，能为各种类型的乡村景观规划设计提供准确

的信息参考，避免在规划设计的过程中破坏乡村原有的景观风貌。基于本研究结果，针对瓶窑镇提出

表 2    乡村景观综合评价体系的指标与权重
Table 2    Indicators and weights of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rural landscape

目标层 项目层 权重 因素层 权重 归一化权重 指标层 权重 归一化权重

乡村景观综合评价A

生活性景观B1 1/3

道路景观C1 0.387 4 0.129 1
道路通达性D1 0.833 3 0.107 6
道路的景观性和舒适度D2 0.166 7 0.021 5

人文景观C2 0.443 4 0.147 8

历史遗址丰富度D3 0.227 0 0.033 6

历史遗址知名度D4 0.423 6 0.062 6

非物质文化遗产辨识度D5 0.227 0 0.033 6

人文活动丰富度D6 0.122 4 0.018 1

聚落景观C3 0.169 2 0.056 4

景观建筑设施多样性D7 0.553 6 0.031 2

聚落空间有序性D8 0.099 0 0.005 6

民居建筑统一性D9 0.232 2 0.013 1

聚落整体美观性D10 0.115 2 0.006 5

生产性景观B2 1/3

农业生产景观C4 0.500 0 0.166 7

农业用地面积D11 0.344 5 0.057 4

农业耕作景观特色度D12 0.108 5 0.018 1

地方农产品丰富度D13 0.546 9 0.091 2

农业休闲景观C5 0.500 0 0.166 7
休闲农业景观吸引力D14 0.833 3 0.138 9

农业景观整体性D15 0.166 7 0.027 8

生态性景观B3 1/3

地文景观C6 0.217 6 0.072 5
地形地貌丰富度D16 0.800 0 0.058 0

地形地貌美感度D17 0.200 0 0.014 5

水域景观C7 0.691 0 0.230 3

水域景观多样性D18 0.558 4 0.128 6

水体亲水性D19 0.122 0 0.028 1

水体观赏性D20 0.319 6 0.073 6

植物景观C8 0.091 4 0.030 5
植被覆盖率D21 0.857 1 0.026 1

乡村植物多样性D22 0.142 9 0.004 4

表 3    乡村景观特征区综合评价结果
Table 3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sults of rural landscape

项目层 因素层
北部山体林地生态文化区 中部平原农业文化区 东部平原遗址文化区 南部平原湿地生态文化区

得分 总分 得分 总分 得分 总分 得分 总分

生活性景观

B1

道路景观C1 0.738 0

2.097 6

0.981 2

2.141 5

1.071 6

2.767 9

0.925 2

1.906 6人文景观C2 0.972 6 0.830 6 1.291 3 0.623 4

聚落景观C3 0.387 0 0.329 7 0.405 0 0.358 0

生产性景观

B2

农业生产景观C4 0.657 7
1.471 7

1.409 1
2.803 8

0.835 3
1.885 5

1.092 0
1.861 7

农业休闲景观C5 0.814 0 1.394 7 1.050 2 0.769 7

生态性景观

B3

地文景观C6 0.533 6

2.337 0

0.232 0

1.359 0

0.365 4

1.680 9

0.471 3

2.689 8水体景观C7 1.533 3 0.974 5 1.163 0 1.996 2

植物景观C8 0.270 1 0.152 5 0.152 5 0.22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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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种兼顾景观特征和景观价值的典型乡村景观营造模式：①自然纯朴、强化本土价值的山地聚落景观营

造模式。北部山体林地生态文化区的景观营造模式应该以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为前提，充分挖掘人文

景观资源，强化本土价值的塑造、自然纯朴的回归，疏解工业发展与自然生态的矛盾，通过发展绿色环

保产业维持乡村经济可持续力，如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深厚的人文资源开发餐饮、民俗、民宿等旅游

产品，打造山地康养度假地、户外运动休闲基地等吸引游客观光体验。

②创新田园、结合娱乐体验的平原农业景观营造模式。充分考虑中西部平原农业文化区的景观特征

和资源条件，立足于典型江南平原乡村景观、生态农业和文化积淀，打造休闲与观光相协调、农业与创

新相结合、文化产业相促进的田园休闲景观发展模式。一方面，强化休闲农业资源点，植入文创产业和

艺术产业元素，使其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游憩娱乐节点；另一方面注重水域、林地与农田景观的结合，增

强平原农田景观特征区域景观形态多样性；最后，可以利用农业和自然资源条件，建立农业生态园、农

艺园、农学教育基地等来实现生态田园创新发展。

③文物保护、突出文化主题的历史遗址景观营造模式。对于中东部平原遗址文化区的景观营造模式

建议是在保护文物遗址的同时，不缩小现有稻田、水库、水渠、潭堰等水体的面积，同时采取封山育

林、水源涵养等措施维护遗址区周边的生态环境，维持生物多样性和植被覆盖率；另外，整合遗产、乡

村等资源和元素，集遗址再现、文化科普、田园休闲等功能，打造历史文化主题突出的乡村景观。

④多元循环、紧密遵循生态的平原湿地景观营造模式。为保护南部平原湿地生态文化区的水域湿地

等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应防止农业生产破坏自然用地的完整性和多样性，建议采用还原生态用地，引

导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的景观模式，如建设湿地公园，以生态为本底、亲水为吸引，在打造湿地的生态观

光和休闲功能的同时能够有效的保护自然景观资源，促进景观特征系统内部的循环可持续发展。另外，

通过建立生态资源的价值补贴机制，逐渐缩减建设用地，并分阶段使低效耕地退出生态影响区，使得乡

村生态资源的多元价值实现，形成长效利用的景观营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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