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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景观视觉特征的多义性入手，指出景观视觉感知的内隐特征与研究难点。参考“旅游凝视”理论将旅
行照片作为视觉表征媒介，研究观察者对于旅游地景观视觉感知的偏向性如何构建。大数据时代数字足迹的普
及，使旅行者上传到互联网社交平台的评论信息及地理信息标记照片成为研究景观视觉感知的重要数据来源。
基于此，从 3 个方面展开研究。1）将 2 种类型数字足迹纳入传统景观评价框架，并从物像、视像与心像之间的
转化过程及其关联机制等方面对景观视觉感知评价方法进行创新。以南京历史城区范围内的秦淮河风光带为研
究对象，通过质性分析工具 NVivo 对数字足迹文本内容中蕴藏的景观感知要素进行编码识别，使用定性分析软
件 RQDA 对旅行照片进行编码处理。2）融合专家与公众视角，从自然景观价值、历史文化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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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数字技术与景观感知 / Special: Digital Technology and Landscape Perception

1 研究背景与理论基础

出：“旅游凝视”是一个将物像转化为视像，

些照片可以凭借强大的数据容量，为大规模

1.1 景观视觉感知与旅游凝视

进而依托旅行者的主观偏好形成心像的过程；

解析旅行者的视觉感知规律创造了可能。因

通过剖析该过程的形成机理与感知特性，可

此，图片型数字足迹的出现，有助于以新的

以深入地探索无形的旅行体验究竟是如何通

视角重建旅行体验。换言之，基于“旅游凝

景观是具备明显视觉特征的空间实体。
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人类的观景方式和审

[8]

美实践总是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相关联，从而

过具体的视觉形象而被旅行者所感知的 。

视”产生的视觉感知结果，将成为研究旅行

促使“观看”产生文化、美学以及社会学层

Cilkin 等也认为，摄影在构建及解析旅行的视

者对于潜在景点的偏好和评价的基础 [15]。

面的涵义 [1]。在这种语境下，景观的视觉特征

觉本质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他们

目前，有学者提出图片型数字足迹可以

不仅承载着传统的社会审美价值，同时也展现

还提出，通过视觉感知评价能够为深入解析

促使观察者通过拍照分享的方式，将旅行体

出在经济、文化、生态等维度上的相互关联 。 “旅游凝视”的偏向性特征，提供行之有效的

验的形式变得民主化（democratisation）。这是

[2]

[9]

鉴于景观视觉特征的多义性，景观视觉感知

解决办法 ，这便从方法论层面拓展了该理论

因为每位观察者均可轻易将其看到的任何东

与审美体验一直是景观研究关注的重点内容

的研究范畴。可以说，正是在“旅游凝视”的

西变成图像，通过这种方式每个人都能够成

之一。然而，由于景观视觉感知蕴藏在潜意

背景下，旅行体验的视觉质量（visual quality）

为一个业余的符号学家（semiotician）[1]。从这

识当中，存在一定的内隐性，并且受不同认

成为一项重要议题被纳入研究范畴 [10]。

种意义上看，当大众通过拍照的方式生成图

知方式影响而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因而在很

1.2 基于数字足迹的景观视觉感知评价

片型数字足迹，并在网络空间分享其线下体

长一段时间，大规模的景观感知与审美研究
[3]

难以有序开展 。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曾在《判断力批判》
（Critique

根据研究内容及方法的不同，澳大利亚

验时，这不仅可以为旅行地塑造新的景观含

学者安德鲁·洛锡安（Andrew Lothian）将景

义，也利于挖掘旅行地的多元景观特征。当

观视觉评价归纳为客观与主观两大学派

[11]

。

前，来自社交媒体的用户共享数据已被广泛

of Judgment）一书中，对审美活动的作用机理

客观学派将景观资源的物理特征作为视觉评

应用于可视化景观感知 [16]、公众参与景观规

展开过批判性研究，并首次从哲学层面阐释

价的基础，大多数研究基于专家评价对景观

划 [17]、文化生态系统服务 [18] 等多个领域。这

了审美体验与视觉感知的关联。他认为，在

资源的客观属性进行质性分析；主观学派则

些研究与应用表明，来自公众的包含自发地

没有利害关系的纯审美过程中，事物外形可

将视觉感知视作景观价值输出的一种方式，强

理信息的众包数据（crowd-sourced data），不仅

以直接引发美感体验 。康德的这一观点从底

调基于公众视角剖析景观资源的视觉感知情

能够用于揭示景观感知的审美偏好，而且正

层逻辑层面强调了视觉在形式感知中的重要

况。综合而言，基于专家视角的视觉感知评价

在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采用 [19]。然而，这类

作用，因而有学者提出：在一般性的审美活动

强调景观资源的形式美，在自然保护地的开发

研究也面临着用户背景信息缺乏、对平台技

[4]

中，视觉感知能够直接激发观察者审美体验
[3]

利用与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12]

。

术设施依赖、无法访问平台而导致选择偏差

层面的情绪变化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景

然而，由于客观学派的评价指标主要基于少量

等问题。因此，本研究通过综合专家评价和

观视觉感知与审美体验的探索途径得以拓展，

专家的定性判断，易受主观因素影响产生代表

公众参与的优点，尝试提出一种创新的景观

一种将视觉感知从美学理论中拓展出来的科

性不足等问题，因而常与其他研究方法配合使

视觉评价范式，即首先基于专家评价确定景

用。随着舆情数据分析技术的成熟，基于公

观资源的客观特征，然后根据公众在社交媒

众视角的视觉感知评价开始与“旅游凝视”及

体上传的数据完成景观视觉感知评价。这一

图像解析方法结合，以解释大众视觉感知的

研究范式的转换，不仅可以使景观视觉感知

[5]

学研究思路随之出现 。
由于受到技术方法与数据容量的限制，
传统的景观视觉感知研究在参数化及批量化

[13]

解析方面存在重大缺陷。然而，随着移动设

审美偏好。例如，杨阳等

采用调查问卷的

评价的应用范畴得以拓展，也为相关研究提

备拍照性能的增强，手机拍照为旅行体验的

形式，通过典型照片样本与美景度评价法建

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思路：即如何在景观视

内容生产及视觉消费带来指数级增长 ，于

立植物景观视觉感知评价模型。然而，由于

觉感知评价的主客观转译以及专家与公众的

是有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旅行摄影的研究潜

视觉感知极易受到个体情感与审美偏好的综

联动方面取得平衡，进而通过大样本数据搭

力。1990 年，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合影响，因此这种小样本评价容易造成受访

建更为综合的、可以纳入多元视角的景观视

Urry）提出“旅游凝视”（tourist gaze）理论。

者只能按照调查问卷提前预设好的框架作答，

觉感知评价体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一种

在他看来，“凝视”作为一种具体的观看方式，

这样难免会出现问卷内容信息的开放性与延

基于数字足迹的景观视觉感知评价模型，以

是旅行者主动施加于地方的一种作用力。同

展性较弱等问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期对上述研究思路进行有效回应（图 1）。

时，他认为照片作为视觉的缩影，由于其叠

数据外延及其广度与体量不断拓展，用户留

加了旅行者的“意识权重”，因而表现出非常

存于互联网的非结构与半结构化数据也开始

2 数字足迹支持下的景观感知要素分析

真实的丰富性，可被用于提取旅行者对于周

应用于各项研究 [14]。用户上传到社交平台的

2.1 研究对象选择

[6]

[7]

遭环境的感知印象 。基于此，有研究者提

旅行照片，是一种重要的视觉表征形式，这

秦淮河风光带以十里秦淮为轴线，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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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获取

理论基础
景观视觉特征

景观感知要素编码表

研究分化

（主要感    知对象）
主观学派

文本语义分析

研究     聚焦

（分析游客评价主    要关注哪些内容）

景观资源物理特征

景观视觉感知过程

专家评价

公众参与

准则层

要关注历史景观的传统价值，又要兼顾现代

文本内容

元决策软件Yaahp

目标层

景观的时代价值，从而实现层积性的城市景

各层次因子权重

数字足迹

研究     趋势

对应

一致性判断矩阵

数据    类型1

方法 关注

对应

主客观学派融合

决    定
公众参与

来源：携程网、同程网
构成：评论信息、网络游记、旅行照片、签到数据
优点：体量大、广度足、外延宽、丰富性

景观价值的产生方式

景观资源的形式美

观的建议书》中所倡议的“遗产景观研究既

共同构成

关注 方法

方案层

（以各要素  出现概率排序构建）

研究     聚焦

客观学派

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历史性城市景

价值分析
（公众景观感知要素直接参与构建）

观在物质、社会、文化及时空上相互关联的

层次结构模型
决    定

整体性”，可以说是一处能够集中展现遗产景

专家评价

观与文旅消费之间复杂关系的典型区域。

景观视觉感知评价体系
数据    类型2

客观景象
物像

转化

视像

形成

心像

产生

带地理坐标的图片

内容挖掘

以各要素照
片数量排序

图像内容编码识别

景观视觉感知
综合价值评估

视觉感知要素共现分析

景观资源分级界定分类管控

旅行者主观偏好
叠加意识权重
（从旅行摄影转向对拍照动机的关注）
“旅游凝视”理论

构成

作为能够有效服务现代城市功能并满足

景观视觉感知
价值评分标准

图像内容

主观景象

居民游憩需求的景观资源集合 [21]，秦淮河风
光带不仅兼具显性的物质空间价值与隐性的非
1

物质文化价值，还具备良好的景观视觉价值，
是研究景观视觉感知的理想载体。因此，鉴于

  1 三叉河
  2 定淮门
  3 南京广播电视塔
  4 古林公园
  5 秦淮河
  6 南京艺术学院
  7 河海大学
  8 南京国防园
  9 石头城公园
10 清凉山公园
11 乌龙潭公园
12 凤凰西街
13 汉中门广场
14 莫愁湖景区
15 朝天宫
16 集庆门
17 愚园
18 南京城墙
19 中华门瓮城
20 大报恩寺遗址公园
21 晨光 1865 科技创意产业
22 雨花门
23 武定门公园

1
2

4

3
5
6

7
8
9

10

24 三条营历史文化街区
25 老门东历史街区
26 金陵美术馆
27 甘家大院
28 熙南里
29 净觉寺
30 瞻园
31 夫子庙
32 夫子庙大成殿
33 得月台
34 李香君故居
35 明远楼
36 中国科举博物馆 ( 江南贡院 )
37 夫子庙购物商圈
38 夫子庙秦淮风光带
39 泮池
40 文德桥
41 乌衣巷
42 桃叶渡
43 白鹭洲公园
44 圣保罗教堂
45 郑和公园

11
12

秦淮河风光带在南京历史城区遗产景观中的可
视性与代表性，及其在游客群体中的大众性与
普及性，完全符合“旅游凝视”理论所确立的
研究标准，本研究将南京历史城区范围内的
外秦淮河流域以及内秦淮河的南段与中段选
为研究区域；与此同时，利用数据挖掘程序对
南京历史城区范围内所有景观资源点的基础
信息及地理空间位置进行采集，并在地理信
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中
筛选出位于研究区域内且具有一定旅游热度

13

的 45 个资源点作为研究对象（图 2）。这些选
点不仅跨越区域较广，而且涉及的景观资源
15

14
N

0

250 500

27

1 000 m

28

29

研究范围内景观资源点
1-1 内秦淮河南段
1-2 内秦淮河中段
2

外秦淮河

2

1-2
17

18
19

44

筑集合体”的概念，包括了更加多元的城市背
景与地理环境，能够较好地体现研究区域内

42
35
31
36
32
37
33 38
34
39
43
40 41

30
16

类型较多，超越了以往“历史中心区”及“建

45

1-1

26

20

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的结合、历史景观与当
代景观的融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2.2 数字足迹与景观感知要素识别

25
24 23

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对大众旅游的影响，

22

21

本研究选取 2018 年 6 月—2019 年 6 月旅行者
2

1 数字足迹支持下景观视觉感知评价体系技术框架

2 研究区域：南京历史城区秦淮河风光带

Technical framework for evaluation of visual landscape

Research area: Qinhuai River Scenery Belt within the

perception under the support of digital footprint

historic urban area of Nanjing

在携程网与同程网上公开发表的文字与图片
信息，作为数字足迹内容分析的来源。本研
究之所以选择将携程网与同程网作为数据采
集平台，主要原因在于：1）两者是国内目前
规模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大量用户通过这

城墙为纽带，串联起南京历史城区众多文化

整合了城市零散的历史文化资源，实现了自

2 个平台分享其在旅行过程的全部体验，可以

景点，是集自然风光、山水园林、庙宇学堂、

然与文化的融合发展；在功能组织上，秦淮河

从中采集到不同类型游憩者的游记样本与照

街市民居、风土人情、美食购物、科普教育

风光带强调城市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线性关联，

片内容；2）两者包含了大量的文字型与图片

和节庆文化于一体的文化景观荟萃之地。在

是在历史层积的作用下，由人与自然共同形

型数字足迹，通过交替使用 2 种类型的数字

[20]

空间形态上，秦淮河风光带具有良好的景观

成的线形文化遗产群落

。综合而言，这一

足迹，能够对旅行者的景观视觉感知内容进

延展性，其依托城市河流这一自然线性本底，

区域具有较高的自然、文化与社会价值，符

行定量解析。鉴于原始数据库中存在大量噪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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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数据，本研究首先利用词频分析法对初始

表 1 景观感知要素编码
Tab. 1 Coding of landscape perception elements

文本数据库进行清洗，并对无分析意义的数
一级代码

代码频率

二级代码

代码频率

文字型数字足迹

图片型数字足迹

选择编码

/%

主轴编码

/%

编码参考描述

编码参考描述

出 2 个字以上的有效词汇。由于文本语义分

秦淮河

10.103

析能够有效识别游客的评价信息中的主要关

山

0.570

植物

43.181

天空

7.707

湖 / 水景

8.033

动物

0.684

石

4.156

量词、介词、冠词和助词进行过滤，从而输

注内容，因此本研究采用国际上主流的质性

自然景观

74.434

分析工具 NVivo 11 对文本内容进行编码分析，
从而对无规则的主观评价信息进行结构化梳

“莫 愁 湖 边 走， 春 光 满 枝 头，
花儿含羞笑，碧水也温柔”

以秦淮河自然资源为核心，
照片应为特写式或者占据照
片大部分画幅

理。通过开放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编码三级

历史遗迹

6.371

编码操作之后，研究发现：游客对于秦淮河风

名人故居

0.244

城墙

8.766

巷、李香君故居等众多古迹， 照片的主题和历史有关

博物馆

0.701

绝对是必须光顾的地方！”

园林

0.033

人物和美食 8 个方面。基于此，本研究尝试构

宗教活动

0.864

建包含 8 个一级指标和 37 个二级指标的秦淮

民俗节庆

2.281

手工艺品

0.831

艺术表演

1.075

装饰装置

19.211

光带的关注内容主要集中于自然景观、文物古

文物古迹

16.115

迹、民俗文化、城市景观、建筑、游憩服务、

河景观感知要素编码表（表 1）
，从而为后续图

民俗文化

26.055

片内容解析提供分类编码依据。由于该部分研
究强调从行动者视角来理解社会互动的过程，
并且直接从实证研究入手，因而能够较好地实
现游客行为与感知体验的匹配 [22]。

城市景观

24.442

2.3 景观视觉感知要素共现分析
基于上述编码结果，本研究尝试提取研
究区域内景点的地理空间信息，并抓取对应

建筑

55.891

景 点 的 评 论 照 片， 得 到 照 片 35 971 张。 鉴
于样本量过大，本研究将照片置入 Microsoft
Excel 2019 中进行随机抽样。由于抽样结果会

游憩服务

10.168

出现重复抽取的情况，在多次实验后发现：设
定单个景点的抽样数目为 200 张时，得到的
抽样结果最为理想。本研究最终得到 6 137 张
照片进行下一步研究。1）对图片进行编码
分析，采用基于 R 语言的定性数据包 RQDA

人物

美食

7.072

2.428

文创

1.793

街景

1.499

城市天际线

3.080

夜景

14.030

道路步道

3.927

广场

1.906

“里面还有诸如夫子庙、乌衣

“春节期间作为夫子庙灯会展 照片的主题反映传统文化，
的分会场确实是一个亮点”

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登上城墙视野很开阔，可俯 全景式展现秦淮河风光带城
瞰南京城景”

市及其周边环境

现代建筑

3.637

建筑是照片的主要焦点，展

桥梁牌坊

9.434

“一棵棵银杏与一幢幢古建筑 示城市发展风貌的现代建筑

传统建筑

26.071

既相依为伴，也相得益彰，更 归于此类别中，无具体焦点

建筑细部

12.253

相映成趣”

建筑内部

4.496

景区设施服务

1.027

住宿及服务

0.049

解说牌游览图

5.849

游览车 / 船

3.243

游客自身

3.813

人群

3.259

特色小吃

0.961

餐厅佳肴

0.799

店招

0.668

建筑的城市街景则归类至城
市景观

“晚上乘船还是不错的，沿岸
都是灯光带”

“周末没事约上好友去打个卡”
“小吃也很有名，老字号有莲
湖、奇芳阁、永和园”

照片的某一部分焦点与旅游
服务系统或旅游基础设施有
关
人物位于照片的中央或者位
于照片的焦点处
食物是照片的焦点之一

来批量解析和编码图片内容。2）在识别图
像 中 的 视 觉 感 知 要 素 后， 应 用 上 述 编 码 表
中的代码与每个要素建立对应关系，直到所

觉印象；同时照片内容的聚焦对象为“建筑”，

有视觉感知要素均被编码为止。鉴于照片内

其中传统建筑所占比重最高，一定程度上反

一个视觉要素，节点越大，表示与该要素直

容的复杂性与照片要素间的关联性，本研究

映出游客对于秦淮河风光带历史风貌的视觉

接关联的照片数量越多，其在共现网络中的

将编码规则设定为：每张照片必须被编码成

感知状况。4）为了揭示照片中视觉感知要素

重要性越强。每条连接线则表示 2 个视觉要

至少 1 个一级代码；同时为了避免运算过于

的内在关联，利用 RQDA 的文本提取功能，

素间的关联强度，连线越粗表示关联越强。

复杂，每张照片被编码的二级代码不能超过

对所有样本照片的共现情况进行分析，以研

研究表明：夜景、植物与传统建筑在共现网络

4 个。3）在对所有照片完成编码后，利用基

判这些照片被 37 个二级代码两两共同编码的

中的重要性最强，秦淮河次之；四者关联紧

于 R 语言的统计学程序对代码进行描述性数

情况。在得到 37×37 型关系对称矩阵后，借

密，共同构成了一个显著的四边形结构。视

学统计，研究发现：在 8 个一级代码中，“自

助 Ucinet 6 软件的 Netdraw 功能对共现矩阵进

觉感知要素偏好组合大致包含 3 类：1）以历

然景观”是旅行照片表达最多的内容，说明秦

行可视化分析，最终得到视觉感知要素的网

史建筑为焦点，由传统建筑物与植物景观构

淮河风光带的自然风光给游客留下深刻的视

络共现关系与游客偏好照片组合类型（图 3）。

成的展示秦淮河风光带历史人文风貌的组合；

在上述网络结构关系中，每个节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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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Architecture

园林

城市天际线

石

游览车/船

物质空间感知
A. 自然景观

广场

城墙

天空
桥梁牌坊

D. 城市景观

E. 建筑

植物

现代建筑

道路步道

山

动物

湖/水景
夜景

秦淮河

夜景

传统建筑

秦淮河
历史遗迹
街景

民俗节庆

景区设施服务

传统建筑

人文空间感知

植物

住宿及服务

B. 文物古迹

人群
装饰装置

C. 民俗文化

历史
遗迹

建筑细部

艺术表演

城墙

游客自身

手工艺品

强相关
博物馆

弱相关

宗教活动

建筑内部

文创

装饰装置

消费空间感知

餐厅佳肴

特色小吃

F. 游憩服务

G. 人物

H. 食物

人群

店招

店招
名人故居

A 自然景观

B 文物古迹

C 民俗文化

D 城市景观

E 建筑

F 游憩服务

植物+传统建筑

老门东历史街区

G 人物 H 美食

游览车 / 船

3-2

秦淮河+传统建筑+夜景

白鹭洲公园

夫子庙

游客自身

3-1
天空+城墙+城市天际线

夫子庙秦淮风光带

中华门瓮城

南京城墙

3-2 景观视觉感知要素内在逻辑关联

3 景观视觉感知要素网络共现与偏好组合
Co-occurrence and preference combinations in the network of visual landscape

3-3
3

Intrinsic logical association between visual landscape perception elements
3-3 游客视觉感知偏好组合类型

perception elements
3-1 景观视觉感知要素网络共现关系

Combination type of tourists’ visual perception preference

Co-occurrence relationship in the network of visual landscape perception elements

2）以秦淮夜景为特色，由秦淮河景观与传统

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建议书》中，为全面识别、

过程中被剥离而遭受遗弃。因此，鉴于秦淮

建筑群构成的展示夜间沉浸式游玩体验的组

综合评估历史性城市景观的遗产价值，提供

河风光带的历史层积性及其线性本体价值的

合；3）以天空为背景，由明城墙与城市天际

了一个相对宏大的可持续发展框架。在这个

特殊性，本研究尝试综合专家意见与公众数

线构成的展示城市新旧发展情况的组合。

框架中，历史性城市景观的遗产价值主要是

字足迹来构建景观视觉感知评价体系。

从时间连续性的角度进行甄别，强调在不同

1）构建层次结构模型，通过文献研究与

3 数字足迹支持下的景观视觉感知评价

时期及不同城市发展机制影响下产生的不同

本地专家咨询来确立评价体系的准则层。准

3.1 景观视觉感知评价体系构建

变化及其所具备的积极意义。由于这种方法

则层的一级因子包括秦淮河风光带的自然景

目前，国内研究者对于各类景观遗产价

尊重了包括传统和现代在内的、不同时期中

观价值、历史文化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这

值的评估认定，大多基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

留存下来的城市历史印记，因此能够较好地

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所确定的遗产价

准则》所强调的历史、科学、艺术、文化以

使当代干预行动与历史环境中的遗产和谐共

值基本相符。其中，自然景观价值主要是指

及社会价值。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

处，避免遗产价值因在现代城市规划和发展

研究区域的地形、地貌、水文和自然特征；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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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景观视觉感知价值评价体系及其权重

表 4 景观视觉感知综合价值评估前 10 项

Tab. 2 Evaluation system and weights of landscape

Tab. 4 Top 10 landscapes in terms of the comprehensive value of visual perception

visual perception value
一级

权重

因子

二级
因子

权重

景观

0.333

价值

自然
景观

0.333

（W 1）

线性
文化

0.355

历史
文化

0.527

价值
（W 2）

现代
文化

活动
事件

社会
效益

0.076

0.196

0.750

0.140

价值
（W 3）

经济
效益

0.250

秦淮河

6.576

5.757

3.025

5.647

2

泮池

6.450

4.990

1.460

4.982

白鹭洲公园

6.765

4.613

1.290

4.864

0.026

3

植物

0.378

4

夫子庙秦淮风光带

5.461

5.016

2.842

4.860

天空

0.108

5

石头城公园

7.248

3.824

1.756

4.675

湖 / 水景

0.094

动物

0.059

6

桃叶渡

6.057

4.220

1.825

4.496

石

0.028

7

南京城墙

6.228

3.868

1.720

4.353

秦淮河文化

0.667

8

夫子庙

4.116

3.915

2.869

3.835

城墙

0.333

9

夫子庙大成殿

3.011

4.156

2.516

3.545

园林

0.028

10

莫愁湖景区

5.810

2.401

1.866

3.461

桥梁牌坊

0.170
0.313

史文化价值则包含物质层面的建成环境，以

将包含景观视觉感知要素的照片数量按照数

手工艺品

0.053

及非物质层面的文化传统与社会活动，两方

据 大 小 分 成 5 段， 分 别 表 示 价 值 低、 较 低、

装饰装置

0.259

面内容既涉及历史承袭的传统部分，也包括

一般、较高和高 5 个层级，并赋予相应的分

历史遗迹

0.105

名人故居

0.030

当代创造的时代价值，基本符合《关于历史性

值来确定价值评估准则（表 3）。

博物馆

0.042

现代建筑

0.127

经济价值则主要包括社会实践及价值、经济

文创

0.037

过程及效益两方面内容。2）基于前文分析得

街景

0.034

到的景观感知要素编码表来构建方案层。由

城市天际线

0.078

式中：W i 为表 2 中三级评价因子的权重，X i

道路步道

0.162

于通过数字足迹得到的景观感知要素指标之

为表 3 中对应指标因子的分值。

广场

0.047

间彼此相对独立，并且客观、真实地反映了

夜景

0.516

公众对于秦淮河风光带的景观视觉感知状况，

进行赋值与评价计算（式 2），得到各资源点

宗教活动

0.105

因此评价体系方案层的因子将由编码表中的

的综合景观视觉感知价值 V ：

民俗节庆

0.637

景观要素构成，并由专家决议各因子归属的

艺术表演

0.258

人群

0.433

游客自身

0.466
0.101

（解说牌）

经济

综合价值 V

0.307

景区设施服务

社会

社会经济价值 V 3

秦淮河

（内部、细部）
文化

历史文化价值 V 2

1

传统建筑
传统

自然景观价值 V 1

权重

0.373

本体

景观资源点名称

三级因子

山
自然

序号

城市景观的建议书》所确立的遗产内涵；社会

将前文计算得到的权重和因子分值代入
加法模型（式 1）
，计算各项景观价值 V i ：

Vi = ∑ni=1 W i X i 。

（1）

对图 2 研究范围内 45 个景观资源点逐一

V =0.333×V 1+0.527×V 2+0.140×V 3。 （2）

准则层。3）将编码表中各感知要素出现的频

式中：V 1、V 2、V 3 分别对应景观资源点的自

率，作为重要性排序依据构建判断矩阵，并

然景观价值、历史文化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

在元决策软件 Yaahp 中利用和积法（asymptotic

最终，计算得到各景观资源点视觉感知

normalization coefficient, ANC） 计 算 各 层 次 因

的综合价值（表 4）。其中，“秦淮河”作为研

子权重。由于传统的基于专家赋分的层次分

究区域内最显著的线性景观，综合价值位列

住宿及服务

0.055

游览车 / 船

0.440

特色小吃

0.292

析法易受主观因素影响，使评价结果偏差较

首位。这说明该景观资源作为南京历史城区

餐厅佳肴

0.141

大，本研究将采用“旅游凝视”视角下公众

中重要的历史性城市景观，不仅可以串联起

店招

0.072

景观视觉感知的偏好结果代替专家判断，作

区域内各类景观资源，还带动了周边的经济

为评价因子排序的依据（表 2）。

发展与人群活力提升。而夫子庙秦淮风光带、

3.2 景观视觉感知价值评估

白鹭洲公园以及石头城公园，因其突出的自

表 3 景观视觉感知价值评分标准
Tab. 3 Scoring standard for the vale of visual landscape
perception

由于照片是游客景观视觉感知偏好的真

照片数量 / 张

价值描述

相对分值 X i

0~10

低

  2

11~30

较低

  4

31~50

一般

51~100
>100

然景观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同样成为秦淮

实再现，照片内容反映出的景观要素被认为

河的重要景观节点。

是游客在旅行过程中切实感知到的有价值的

3.3 景观视觉感知价值分级界定与分类管控

  6

内容。因此，为了充分发挥图片型数字足迹

将秦淮河风光带景观视觉感知的综合价值

较高

  8

的大数据优势，提高景观视觉感知价值评估

评估结果与地理信息耦合，可以发现（图 4）：

高

10

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本研究通过自然断点法，

南京城南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价值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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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景观视觉感知综合价值分析
Analy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value of visual landscape perception
5 景观视觉感知综合价值分级分类界定
N

Classification defini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value of visual landscape
perception
5-1 景观视觉感知 4 类价值点空间分布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our types of value points in visual landscape
perception

社会经济价值
历史文化价值
自然景观价值
综合价值

4

5-2 景观视觉感知价值散点图
Scatter diagram of the value of visual landscape perceptio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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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级价值点表示 3 个价值合格标准均满足；二级价值点表示满足其中 2 条价值合格标准；
三级价值点表示只满足 1 个价值合格标准；四级价值点表示 3 个价值合格标准均未满足。

社会经济价值

2.500

5-1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自然景观价值

5-2
5

中于内秦淮河的南段与中段之间，呈现团块

如南京城墙作为城市天际线最佳观赏点之一，

最终聚焦于“喜欢什么”。通过深入解析物

集聚特征；自然景观价值则主要集中于外秦淮

应在尊重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将文化遗产的

像、视像与心像之间的转化过程及其关联机

河与内秦淮河中段以南。综合来看，老门东、

保护融入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实现历

制，本研究证实了数字足迹支持下的景观视

夫子庙一带作为游憩活动的聚集地，拥有突

史景观与现代景观的协同发展；二、三级价

觉感知评价，有助于从人本视角精准识别旅

出的综合价值；外秦淮河的部分景点，如中

值点应根据其主要价值属性选择适宜的保护

行者的景观偏好与游憩需求。相关研究也证

华门瓮城、石头城公园、清凉山公园和莫愁

或开发模式，如内秦淮河周边的老城区具有

实了，通过对网络社交媒体中用户生成内容

湖景区等，也具有一定的综合价值潜力。

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未来发展应秉持保存

（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的影像数据进行

将研究范围内 45 个景点的自然景观、历

街区历史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原则，使景观资源

主题聚类分析，能够有效分析旅行者的游憩

史文化与社会经济价值的几何平均值作为合

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四级价值点则应重点强

心理画像，从而实现心理画像技术服务大众

格标准（即自然景观价值 V 1>3.382，历史文化

化其与秦淮河在空间上或文化上的关联，进而

公共游憩生活的应用价值 [23]。然而，也有研

价值 V 2>2.074，社会经济价值 V 3>1.425）进行

强化秦淮河线性文化景观概念的整体认知。

究者提出，当使用用户自主生成的影像数据

分类。以保护和发展 2 条准则作为评估依据，

来研究旅游凝视时，“即使最详细、最全面的

按照四级价值点所满足的合格数量依次递减

4 结论与讨论

内容分析，也难以完全确定一组特定图像的

的标准划分，最终得到景点价值分类结果与

4.1 从专家评估到公众参与的景观视觉特

象征意义”[24]。因此，在对景观视觉特征进行

三维价值坐标系分布情况（图 5）。这一评价

征分析

感知评价时，纳入专家评价观点则十分必要；

结果的作用在于：可以通过对景点综合价值

本研究从景观感知的视觉特征出发，利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基于专家视角的

的分级评定，分类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遗产保

用 2 种类型的数字足迹归纳总结出秦淮河风

景观评价无法准确或充分反映公众观点，因

护与发展策略。例如，一级价值点宜采取保

光带景观资源的形象特征与视觉偏好，将研

而广泛的公众参与也非常重要 [25]。基于上述

护与可持续发展同时兼顾的复合经营模式，

究焦点从“看到什么”，转换为“关注什么”，

考量，本研究首先依靠专家经验构建评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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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目标层次结构，确定景观资源的客观特

一种多元多重表征的影像循环构建的过程 [27]。

征；然后通过文字型数字足迹确定公众景观感

本研究目前只是从单向的感知角度解释了公

知的主要对象，并利用图片型数字足迹根据

众如何理解和感知景观视觉要素，即从建成

公众感知偏好确定评价因子权重，最终在对

环境的视角探讨了景观要素对于公众视觉感

主客观转译与联立的基础上完成景观视觉感

知的影响机制。然而，如何从另一个方向解

知评价体系的构建。相比基于小样本问卷调

释“凝视”行为参与旅游地的形象建构过程，

查的评价方法，本研究提供了一种较为新颖

则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思考。美国城市

[16] DUNKEL A. Visualizing the Perceived Environment

的范式，能够基于大样本数据为城市景观规

数据研究者莎拉·威廉姆斯（Sarah Williams）

Using Crowdsourced Photo Geodata[J]. Landscape and

划与管理提供更加多元而综合的信息。同时，

在《数据行动：为公共利益使用数据》（Data

本研究构建的分析方法在面向更大尺度及更

Action: Using Data For Public Good）一书中指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n the Landscape Planning and

加复杂的景观环境时，具有节约人工与时间

出：数据行动不仅能够引发政策讨论，影响

[18] GLIOZZO G, PETTORELLI N, HAKLAY M. Using

成本、增加评价客观性的优势。实际上，数

公众选择，还可以为大众设计提供多元信息，

Crowdsourced Imagery to Detect Cultural Ecosystem

字足迹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或“文化遗产”，

保障数据所代表的群体声音既不会被边缘化，

Society, 2016, 21(3): 6.

生产者通过描画并分享某个特定的景观，促

也不会被忽视 [28]。因此，数据作为一种公共

[19] BUBALO M, VAN ZANTEN B T, VERBURG P H.

使社交媒体正在迅速构建起一个“元景观”
（即

物品，理应为公共利益服务。威廉姆斯的这

and Preferences: A Review[J]. Landscape and Urban

景观的景观），并通过较长时间内人与景观的

一论述不仅为本文的研究意义作出理论注解，

互动塑造了地方认同

[26]

。本研究从“元景观”

也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指明一条可行的方向。

Ecosystem[J]. Coastal Management, 2022, 50(2): 10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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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Planning, 2015, 142: 17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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