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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深入推进，生态旅游与森林游憩、自然景观资源开发等逐渐成为各地践

行“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发展理念，实现生态价值转化的重要路径。景观美学已融入林学、生态学、风

景园林等传统学科，景观美学价值定量评估作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和景观设计的关键指标，成了相关研究

的热点领域。基于 CiteSpace 软件，运用文献计量等方法分别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 1 048 篇、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1 455 篇景观美学研究文献，从年发文量、主要关键词、景观类型、研究方法等多个

视角，分析国内外该领域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结果表明：国内的景观美学研究起步较晚，近几年科研产出量

显著增加，但与国际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研究对象类型以森林景观和城市景观，国外以湿地、荒野等自然生

态景观为主，国内偏向于小型景观，研究视野较为局限；国内研究重点关注景观美景度、景观规划配置等社会

价值方面的研究，国际上更重视景观美学资源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研究；国内景观美学方面存在研究方向

分散、评价方法主观性较强、成果创新性弱等问题。建议今后加强学科交叉融合与国际合作，完善景观美学研

究体系，更新研究技术手段，重视景观美学价值转化等方面研究。

关键词　CiteSpace; 景观美学; 美学质量; 文献计量; 可视化分析

  

景观审美是人对环境的一种景观体验，因人群

的审美标准视角不一而存在感官差异。随着社会进

步和城市化发展带来的视觉污染，景观的美学价值

日益受到社会关注，人们逐渐意识到景观资源生态

价值、美学价值的重要性。因此有研究者开始了对

景观体验感受的研究——景观美学。传统的观念认

为景观美学是一种视觉感受，现代以来对景观美学

的理解逐渐转向是人们的感官（包括视觉、嗅觉、

听觉、触觉）对于景观的体验[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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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

十年的发展，该领域形成了四大学派：专家学派、

心理物理学派、认知学派、经验学派[2]。

近年来我国生态旅游与森林游憩等生态产业方

兴未艾，自然景观资源开发成为山区转型发展的主

攻方向。自然景观美学价值定量评估既是指导生态

旅游景区和风景园林设计的主要指标，也是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评估、生态资产核算和建立生态补偿机

制的主要依据。景观美学已融入林学、生态学、风

景园林等传统学科，成了相关研究的热点领域。景

观美学的研究主要涉及景观美景度评价[3]、生态系统

服务文化价值[4]、色彩量化[5]、景观配置[6] 和景观设

计[7] 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研究进展，发表了大量研究

论文，但由于景观美学研究涉及多学科高度交叉融

合，各个领域研究报道较为零碎，缺乏系统的趋势

分析与梳理。尤其是对景观美学评价的研究虽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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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但方法各异，有必要对景观美学的研究现状

进行总结归纳。

文献计量分析是根据论文发表规律，运用数理

统计，客观评价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演变趋势

的方法[8]，本文以科学计量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为

工具，对 1991—2020年国内外景观美学领域研究成

果进行系统性分析，探讨了景观美学的研究态势及

热点前沿，并对我国景观美学研究进行了展望，以

期为未来我国景观美学研究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分别收集了外文文献和中文文献数据。

外文文献数据源自“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

库（WOS）文献检索平台，该数据库在国际上具有

较高权威性和查全率。中文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学

术期刊出版总库（CNKI），检索日期为 2021年 3月

20日。WOS 和 CNKI数据库作为知识基础索引工

具，数据源被广泛用于文献计量研究[9]。

对于外文文献数据，为确保文献的集中性与精

确性，将检索策略设定为主题：（“landscape aesthetic”；
“ landscape  esthetic*”；“ scenic  beauty”），语种：

（English），文献类型：（Article），将检索时间跨

度设置为 1991-2020年。两条检索结果合并后，经过

人工去除不相关文献，最终确定样本量为 1 455篇文

章。将检索到的文献记录下载保存为纯文本文件，

格式为“全记录和引用的参考文献（Full Record and
Cited References）”导出，作为本文分析数据样本。

对于中文文献数据，以 “景观美学”或“美景度”

作为主题词，精确匹配检索结果，时间跨度设置为

1991—2020 年，获得 1 209条检索文献。对检索结果

进行人工去重、删去不相关文献，最终整理得到 1 048

篇文献。将筛选出的文献数据选用“RefWorks”格

式作为样本导出。 

1.2    分析方法

利用科学计量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为工具，对

景观美学研究的文献进行处理和分析，依据发文

量、研究对象类型、研究方法、关键词共词频率等

指标对主要研究对象、方法进行整理归纳，对高频

关键词突现、聚类分析，对比分析国内外发文年度

动态变化和机构、作者，总结分析了不同时期国内

外的景观美学研究热点，直观展示了国内外该领域

的研究异同，揭示景观美学评价领域的研究特点和

研究演变。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文量年度变化

从图 1的国内外景观美学研究发文量变化趋势

图可知，从 1991年到 2020年发文量总体呈稳步增

长趋势。国内研究起步虽晚，但后劲十足，近几年

发文量显著增加，个别年份甚至超过国外。1991—

1998年尚处于景观美学研究的萌芽期，研究成果较

少；1999—2011年开始了缓慢发展，呈现波形增长

形势，但年增长量相对较低且不稳定；2012年至

今，表现出比较迅猛的增长趋势，显示国内外对景

观视觉美学研究变得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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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内外发文年际动态变化
Fig. 1    Inter-annual dynamic chang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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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对象分析

中文文献通过 CNKI进行研究对象分析发现，将

森林景观作为研究对象，该类文献有 172篇；其次

是人工园林景观、城市景观、公园景观、道路景观

等，分别有 112篇、117篇、108篇、83篇；对于居

住区景观、校园景观等小型景观有一定的关注，发

表了 30篇、27篇（见表 1）。外文文献通过 Web of

Science进行研究对象分析发现，聚焦于城市景观

和森林景观较多，分别有 197篇、190篇文献；其次

较为关注水域景观、农业景观，分别为 123篇、

92篇文献。对自然保护区景观、荒野景观、湿地景

观等自然生态景观有一定关注，分别有 28篇、25

篇、24篇文献（见表 1）。总的来说，国内外均把

更多的目光投向森林、城市等景观，但国内研究区

域更为局限，对于湿地、农业等生态景观的关注相

对较少。

 
表 1    主要研究对象信息表

Tab. 1    Information table of main research objects

CNKI Web of Science

研究对象
Object

文献数量
Quantity

研究对象
Object

文献数量
Quantity

森林景观 172 城市景观 197

人工园林景观 112 森林景观 190

城市景观 117 水域景观 123

公园景观 108 农业景观 92

道路景观 83 植物景观 69

乡村景观 69 公园景观 67

水域景观 62 乡村景观 66

农业景观 36 住宅区景观 48

旅游区景观 31 道路景观 46

居住区景观 30 工业景观 31

校园景观 27 自然保护区景观 28

植物景观 21 荒野景观 25

桥梁景观 20 湿地景观 24

 
  

2.3    研究方法分析

景观美学研究的主要方式是开展景观美学评

价，常用的评价方法分别有美景度评价法（Scenic

Beauty Estimation）、比较评判法（Law of Comparative

Judgement）、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语义差异法（Semantic Differential）、问卷调查法（Ques-

tionnaire）、平衡不完全区组-比较评判法（Balance
Incomplete Block Dcsign-laws of Comparative Judgment）[10]，

以及模糊综合评价法、德尔菲法（Delphi）[11]、粗糙

集[12] 等其他评价方法。其中，美景度评价法因为其

经济、简便的优点得到广泛的应用[13]。国内外对于

景观美学评价方法虽然多样，但缺乏对不同类型景

观使用方法的归纳总结，对于评价方法的使用上还

需要进一步制定标准；距离建立更加科学、系统的

景观美学评价体系仍任重而道远。

从研究方法的发展来看，国外的研究中，Salma
Samiei从计算机视角度量城市街道的视觉影响，使

景观美学研究更加客观数字化[14]，Julie Vercelloni通
过虚拟现实技术，量化了基于人们感知的珊瑚礁美

学特征 [15]，减少室内评价与室外评价的审美误差，

Boris T使用社交媒体数据对景观价值进行大尺度的

量化，打破了采用社会调查等方式的局限性[16]。国

内学者采用的研究相对局限，尚处于定性评价与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过渡阶段[17]。因此，如何将遥感

技术、地理信息系统、虚拟现实技术、大数据等科

技手段应用于景观美学价值研究，是国内学者下阶

段亟待的努力方向。 

2.4    关键词分析
 

2.4.1    发文量年度变化

关键词能高度反映文章的研究内容，频率较高

的关键词可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趋势[18]。绘制

景观美学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2），根据关键词共

现分析结果，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的主要信息表 (见
表 2)。从表 2中可以看出， CNKI 中景观美学、美

景度评价法（SBE）、景观评价、景观、评价、美学

评价等关键词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值和共现频率，对景观美学研究的发展有

重要影响，可以认为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Web
of Science中频次最高的是景观（landscape）、感觉

(perception)、 管 理 (management)、 美 景 度 (scenic
beauty)、美学（aesthetics）、偏好（preference），此

类出现次数较多的关键词，初步判断为国外该领域

的热点。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包括管理（mana-
gement）、 景 观 （ landscape）、 感 觉 (perception)、
美学（aesthetics）、保护（conservation）、偏好（pref-
erence），此类关键词多出现于 20世纪 90年代后

期，在景观美学中重要性较高，与其他关键词关联

陈琪，等：基于 CiteSpace的景观美学文献计量分析  综述与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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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密切，同一时期的研究以此为中心，主要关注：

景观（landscape）偏好；景观美学；景观的后期保护

和管理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 2005年以后生态系统服务

（ecosystem service）、指标（indicator）等关键词开

始显现，说明景观美学在生态价值核算、生态补偿

等方面得到了重视。 

2.4.2    关键词突现分析

采用突现主题术语算法分析关键词词频，更好

的分析该领域的研究前沿 [19]。1991—2020年 CNKI

中共有 13个关键词出现了突发，Web of Science中

则有 14个关键词突发。由表 3可知，CNKI中突发

持续时间最长的关键词森林景观，为 13年，表明自

2000年至 2012年，研究者一直十分重视对森林景观

这样的自然资源进行美学研究。风景林作为关键词

的突发强度最高 (7.06)，突发持续时间为 5年，表明

自 2010年以来研究人员对风景林美学研究开始重

视。除检索词景观美学以外，近几年来突发性较强

的关键词有美学、风景园林、风景游憩林等，这代

表了同行研究者对景观林美学质量评价研究领域的

关注以及近年来的研究趋势。Web of Science 中景观

（ landscape）的突发强度最高，突发持续时间为

7年，文化服务价值（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和

美学价值（aesthetic value）的突发强度较高，且突发

时间为最近几年，这表明近几年研究人员关注的是

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的角度来研究景观的美学

价值。结合关键词可视化图谱和文献研读分析，可

以认为研究者的关注点在于观赏游憩型景观美学价

值的评估和景观的色彩量化，注重景观创造的美学

体验。 

2.4.3    关键词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作为统计分析常用技术能识别隐藏在

文本数据中的语义主题 [20]。根据术语的相对关联

度，聚类分析将若干个关键词分为多个知识群组，

有助于在研究领域内确定研究主题、趋势及其相互

联系[21]。

 

CNKI Web of Science

图 2    关键词共现网络
Fig. 2    Keywords network of co-occurrence 

表 2    关键词共现网络主要信息表
Tab. 2    Main information table of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CNKI Web of Science

关键词
Keywords

词频
Frequency

中介中心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

年份
Year

关键词
Keywords

词频
Frequency

中心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

年份
Year

SBE法 177 0.24 2004 landscape 312 0.2 2000

景观评价 91 0.23 2002 perception 248 0.19 2001

景观美学 82 0.29 2002 management 205 0.22 2001

美景度 74 0.22 2007 scenic beauty 164 0.13 2001

植物景观 58 0.12 2007 aesthetics 156 0.18 2001

AHP法 54 0.12 1993 preference 156 0.14 2001

美学价值 45 0.08 1994 biodiversity 141 0.08 2000

景观 41 0.18 1998 ecosystem service 132 0.14 2005

景观设计 33 0.08 2009 conservation 129 0.15 2000

评价 30 0.15 2001 quality 124 0.12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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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为基于关键词共引网络的知识结构图谱，

CNKI数据库聚类关键词得到 7个共被引簇，聚类块

分别为：#0美景度，该类群主要是对景观的美景度

的研究；#1景观美学，主要是对景观美学理论的探

究[22]；#2色彩量化，研究集中在对植物景观的色彩

量化[23]；#3评价方法，这一聚类主要讨论景观美学

价值评价的理论与方法[24]；#4审美测量，从主观角

度的人群审美[25]；#5sd法，常配合问卷调查法用于

大尺度景观美学评价的方法[26]；#6景观设计，这一

聚类反映的是景观设计理论及方法以景观美学为基

础[7]；#7景观评价，最初的景观评价主要是对景观美

学评价的研究[27]。对 Web of Science样本数据的关键

词聚类，得到7个共被引簇： #0 农用林业（agroforestry），

该群组主要是对农用林业景观的美学研究[28]；#1旅

游业（tourism），该类群主要针对旅游地的景观美

学研究[29]：#2视觉效果（visual impact），探讨了景

观产生的视觉效果 [30]：#3持续性（sustainability），

该群组通过景观美学的持续性[31]：#4景观感知（lands-

cape perception），研究被测者对景观的感知效果[32]：

#5城市绿地（urban green spaces），主要关注城市绿

地景观的美学[33]：#6美（beauty），主要是对景观美

景度的研究[34]。

从关键词知识群组可以看出，中文文献表明国

内学者更倾向于从观赏游憩层面出发，对景观美学

资源的评估与对比分析，而外文文献表明国际上则

更多关注景观美学资源与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生

态系统服务的关系研究。这提示国内学者在未来研

究目标方面，要突破侧重于景观审美单一层面研究

的视角局限，尽量交叉融合多个学科领域，深入探

讨景观美学的生态服务价值和文化价值内涵，扩展

景观美学的研究的深入和广度。 

3    结论与展望
 

3.1    研究结论

通过对景观美学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可以看

出，景观美学研究领域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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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关键词共现聚类
Fig. 3    Keyword co-occurrence clustering 

表 3    关键词共现网络主要信息表
Tab. 3    Main information table of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CNKI Web of Science

关键词

Keywords

突发强度
Strength

时间跨度

Time span

关键词

Keywords

突发强度

Strength

时间跨度

Time span

风景林 7.06 2010—2014 landscape 9.84 2002—2008
美学 6.7 2006—2014 scenic beauty 7.88 2005—2010

风景园林 5.32 2017—2020 vegetation 6.93 2008—2012
风景游憩林 4.38 2007—2008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 6.44 2016—2020

SD法 3.89 2016—2020 landscape preference 6.05 2011—2017
景观生态学 3.63 2005—2011 aesthetics 5.96 2007—2011
森林景观 3.63 2000—2012 classification 5.39 2016—2017

景观 3.51 2011—2013 rural landscape 5.3 2009—2017
景观美学 3.48 2006—2007 ecology 4.94 2002—2009
景观规划 3.28 2005—2012 community 4.82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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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足：国内景观美学研究工作起步较晚，通常是

根据国际较为成熟的理论方法及成功经验，结合国

情对实际案例进行研究[35, 36]，但存在研究方法客观

性、创新性不足，研究内容深度不够等问题[37, 38]。景

观设计规划、生态旅游与森林游憩、自然景观资源

的生态服务价值核算等科技需求，景观美学价值评

估研究已融入林学、生态学、风景园林等传统学

科，成了相关景观生态等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1]。基

于 CiteSpace软件，针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

中收录的 1 048篇、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1 455篇

景观美学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1）国内景观美学起步较晚，近几年科研产出

量显著增加，但与国际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2）森林景观和城市景观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

主要对象。国内学者在偏向于小尺度的小型景观，

研究视野较为局限；国外学者对于湿地、荒野等自

然生态景观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

（3）景观评价方法虽然多样，但缺乏系统归

纳；研究手段参差不齐，评价结果的主观性强，学

界认可度不高；尚未形成科学系统的景观美学评价

标准与学科体系。

（4）国内外学者研究兴趣多聚焦于观赏游憩型

景观美学价值的评估和景观的色彩量化，注重景观

创造的美学体验。美景度评价是国内学者的研究热

点，景观感知与管理保护是较为关注的方向。

2005年以后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等作

为关键词开始频繁显现，学者们试图从生态系统文

化服务价值的角度来研究景观的美学价值。这充分

表明，景观美学在生态价值核算、生态补偿等方面

得到了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 

3.2    对我国未来景观美学研究的展望

（1）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

景观美学研究是集成多学科研究的理论，涉及

景观生态学、景观哲学、文化生态学、环境心理

学、环境地理学等领域。欧美国家关于景观美学研

究拥有相对成熟的知识体系，国内起步比较晚，在

评估模型构建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国内学者虽然

研究队伍在壮大，发文量处于国际前列，但多为引

进国外方法，研究较为浅显，跟踪性研究偏多，创

新性不足。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加强国际合作交

流，深化学科理论与方法创新、优化景观美学评估

体系、提升景观美学研究的科学性和综合性。

（2）加强景观美学研究与景观价值转化研究

通过生态旅游与森林游憩等途径，实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价值转化，既是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求，也是贫困山地转型发展

的战略选择。景观美学价值研究，可为生态旅游规

划、自然景观资源科学开发、风景园林景观设计等

提供科技支撑，对于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精准

核算生态资产、推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意

义。国内学者目前的研究方向更多局限在对城市、

街道等人工景观的美学评估，虽然对于景观配置和

保护管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研究视野和学科发

展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建议国

内研究者在景观美学价值的研究与评价对象上，增

强对自然生态景观的关注度，系统研究不同类型景

观的美学价值形成机制、价值计量与评估模型、景

观美学的价值转化与实践路径等学科方向；加强对

景观美学价值、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福祉依存

关系等方面研究。

（3）高度重视景观美学研究手段的智慧化

国外近几年的研究在积极探寻客观数字化的研

究方法，而国内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定性描述、定

量计分的阶段，存在信息化整体发展机制与技术创

新不足等问题。建议国内外学者聚焦景观美学价值

技术体系研究，围绕景观美学评价要素筛选、景观

美学影响源强识别、关键评价指标参数率定、评估

模型构建与优化等基础性研究工作，充分运用空天

地一体化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全景虚拟

漫游、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等高技术手段，探索

景观美学计量研究与评估的信息化与智能化方案，

促进景观美学研究手段的智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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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or “基于 CiteSpace 的景观美学文献计量分析”

Metrological Analysis of Landscape Aesthetics Literature
based on 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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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eco-tourism,  forest
recreation  and  natural  landscape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so  on  have  gradually  become  important  ways  for  all
regions  to  practice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of  "green mountains  are  gold and silver  mountains"  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value. Landscape aesthetics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such as forestry,
ecology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tc.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landscape  aesthetics  value  has  become  a  key
indicator of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accounting and landscape design, and has become a hot field of relevant research.
Based on Cite Space software, using bibliometrics and other methods,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 in
this  field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main  keywords,
landscape types, research methods and so on respectively, from 1 048 landscape aesthetics research literatures collected
in CNKI database and 1 455 landscape aesthetics research literatures collected in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search on landscape aesthetics in China started late, and the outpu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had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years,  but  there was still  a  certain gap compar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he
types  of  research  objects  were  forest  landscape  and  urban  landscape.  Foreign  countries  mainly  focused  on  natural
ecological landscapes such as wetlands and wilderness, while domestic countries tended to small-scale landscapes, with
limited research horizons. Domestic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social value of landscape beauty, landscape planning and
allocation,  whil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cological  value  and  cultural  value  of  landscape
aesthetic resources. In domestic landscape aesthetics, there we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scattered research directions,
strong  subjectivity  of  evaluation  methods  and  weak  innovation  of  achievements.  In  the  future,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mprove  the  research  system  of  landscape
aesthetics,  updat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methods,  and  emphasize  the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dscape
aesthetic values.

Key words　CiteSpace; Landscape aesthetics; Aesthetic quality; Bibliometrics; Visu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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