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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园声景恢复性评价体系构建
——以福州金鸡山公园为例
费馨慧，吴元晶，陈健翎，林心影，赖鹏程，黄启堂
(福建农林大学园林学院，福建福州 350002)

摘要：从声景生态学及环境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以城市公园声景为研究对象，通过群体层次分析法及模糊综合评价
法，根据恢复性环境相关属性，参考视觉景观恢复性评价体系构建模式，文章确立远离性、吸引及兼容性、丰富性
作为声景恢复性评价的相关指标，建立集合判断矩阵对各指标赋权并建立等级制度，最终得出声景恢复性评价量化
模型。通过该模型对金鸡山公园的声景进行实地研究，提出了针对声景恢复性的景观提升建议。结果显示，三类声
景对恢复性效果的影响程度从高到低分别是：生物声(0.474 7)、地球物理声(0.362 7)、人工声(0.162 6)。对三类声景
恢复性效果影响程度最高的因素均是其对应的吸引与兼容性。据集合后权重得出三类声景及其各类属性对城市公园
声景恢复性效果影响程度高低的排序，以期能够通过声景恢复性评价体系的构建及实地研究经验，为今后景观空间
中的声景营造提供参考意见和数据支撑，让更多研究者关注到声景恢复性的相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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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soundscape restoration evaluation system in urban parks: take Fuzhou Jinji Mountain Park as an example
FEI Xinhui, WU Yuanjing, CHEN Jianling, LIN Xinying, LAI Pengcheng, HUANG Qitang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Fujian,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viewpoints of sound landscap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this paper takes the soundscape in landscape spa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links the soundscape with human body restoration. By means of
grou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GAHP)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attribute
of the restoration environment and referring to the construction mode of the visual landscape restoration evaluation
system, this paper takes remoteness, attraction, compatibility and richness as relevant indicators of soundscape restoration evaluation to establish the set judgment matrix and give weight to each indicator for hierarch analysis. Finally,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odel of the soundscape restoration is obtained. Based on this model, the soundscape restoration
of Jinji Mountain Park is studied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on of soundscape are put forwar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levels of three kinds of soundscape on restoration effect from high to low are biological sound (0.474 7), geophysical sound (0.362 7) and artificial sound (0.162 6).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restoration
effect of three kinds of soundscapes are attraction and compatibility. According to the weight values of the set, the order
of the influence of three kinds of soundscape and their attributes on the soundscape restoration effect of urban park is
obtain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soundscape restor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nd field research experience, a reference and data support could be provided for soundscape construction in landscape space in the future, so that more researchers pay attention to soundscape restoration related construction.
Key words: group analytic hierarchy;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storation; soundscape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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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社会竞争激烈，人们日常
感受到的压力不断增加，由此带来的人类心理疾病
问题日益严重，十九大提出了要“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 ，社会越来越重视人们的身心健康。立足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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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园林学科，如何使人们在园林景观空间中得到身
心恢复的研究就变得尤为重要 ，也是众多学者一
直以来追求的目标。而听觉作为仅次于视觉的景观
感知方式，人们对于声景的研究还远远不足，将声
景与人体恢复性建立联系的研究更是寥寥。
环境心理学相关应用十分重要的一方面是其
理论可直接指导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根据环境
心理学相关研究，最早 Kaplan 等 通过实验证明了
处于具有积极特征的环境，即恢复性环境有利于人
们压力的缓解及注意力的恢复；前人通过研究已有
一套较为完善的城市公园恢复性评价的模型，验证
了环境偏好、场所依恋与环境恢复性之间的关系 。
也有研究者基于联合分析法的基本思路，研究了不
同配置、组合的环境要素与环境恢复性效益之间的
关系 。在视觉景观与人体恢复性方面的相关研究
已较为成熟，而人体感知中重要性仅次于视觉的听
觉感知相关研究较少 。
“声景(soundscape)”最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期由加拿大环保主义者、作曲家 Schafer 提出，他
用“The Music of the Environment”来描述声景，将
其定义为“景观的听觉属性” 。在声景感知与评
价方面，根据众多研究者的研究结果，得出了交通
噪声及机械类声音往往带给人不舒适的声景体验，
而自然类和生物类声音则最容易被人们接受和喜
爱 ；洪昕晨等使用心理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对
声压级及声景协调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构建出
竹林声景协调度评价模型 ；同时该研究者使用层
次分析法，对城市森林公园中的叶声景进行评价研
究，为后续研究者针对森林公园的叶声景方面的研
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刘祎平等 基于大量文献研
究，总结出声景研究的三大热点内容，即人类声景
感知、非人类生物的声景响应以及声景生态学。
声景恢复性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1) 探
索构建声景恢复性效益分析模型，针对具体声景，
通过心理量的测量判断其正、负恢复效益 ；(2) 基
于实地调查，利用已有量表，对试验区域内某类声
音进行恢复性评价调查研究，通过分析讨论，为今
后恢复性景观中声景设计提供参考 ；(3) 针对视
听交互领域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已有量表研究某
实地视听景观对于人体恢复性的正、负效益 。关
于声景恢复性，至今还未有一套完善的声景恢复性
的评价体系。
声景生态学将声音分为三类，分别是人工声
(anthrophonies) 、生物声 (biophonies) 和地球物理声
(geophonies)。其中，人工声指由汽车、广播、喇叭
等人造器械所产生的声音，在景观空间中往往具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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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性、侵略性的特征；生物声指由人、动物等具
有生命特征的生物体所产生的声音，如鸟鸣声、交
谈声等，此类声音常具有复杂性和可塑造性；地球
物理声指由风、雨、雷电等不具有生命特征的非生
物体所产生的声音；地球物理声常常表现为与其他
声音相互混杂、叠加，通常由自然状况下产生的背
景声，具有掩蔽性、混合性的特质。在声景生态学
中，人工声、生物声以及地球物理声共同构成了声
景空间的特殊格局 。本研究根据声景生态学中对
声景的分类，基于群体层次分析法(Grou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GAHP)与模糊综合评价法，参考
前人对于视觉景观恢复性评价的相关研究，构建声
景的恢复性评价体系，以期能够为今后园林建设中
的恢复性声景营造提供参考及数据支撑。
[17]

1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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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层次分析法(GAHP)
对于景观视觉质量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基于数
理统计原理的方法已被广泛运用 ，群体层次分析
法广泛运用于企业项目进度计划预测 、区域综合
效益评价分析 等。本研究选择此方法作为构建声
景恢复性评价体系的主要方法。通过该方法，清晰
明确地构建出了评价体系下的各级指标，GAHP 通
过群决策综合多位专家评分，通过加权几何均值
法 集结个体判断矩阵(Individual Judgement Maxtrix, IJM)，得到集结后的各因子权重，能够明确各
个指标在评价过程中的重要性占比 。此方法能够
很好地排除个体偏好的影响而注重群体偏好，从而
得出具有代表性的数据。通过 GAHP 构建出的声景
恢复性评价体系，对于指导恢复性声景环境营造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模糊综合评价法
模糊评判是对可能性及不确定性的模糊评价
对象作出评定的过程，其评定的内容是比较模糊的
概念 ，如对研究对象的评价分为“非常好、较好、
一般、较差、非常差”等级 。模糊综合评价法应
用领域广泛，与风景园林相关的应用包括对某地自
然灾害风险的评价分析 、对某已建成区域进行评
价等 。本文针对难以量化研究的声景，运用群体
层次分析法确定声景环境恢复性的评价准则及指
标，通过问卷得到声景恢复性评价值，再通过模糊
综合评价法，得出声景恢复性的等级隶属度 M：
某环境声景恢复性综合品质指数 ×100% (1)
M=
某环境声景恢复性理想综合品质指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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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家意见及差值百分比分级法，将声景恢
复性综合品质划分为四个等级，其对应 M 值分别
为：Ⅰ级 100～80 分，Ⅱ级 80～60 分，Ⅲ级 60～
40 分，Ⅳ级 40-0 分。根 GAHP 建立的声景环境恢
复性评价体系，以问卷的形式对任意环境中的声景
恢复性进行评分，得出的 M 值即为该声景环境恢复
性的等级，同时得到声景恢复性评价的数学模型。
2 声景恢复性评价体系的构建

声景恢复性评价体系层次结构的确定
本研究得出的声景环境恢复性评价体系的层
次结构如表 1 所示。文献[27]中，Kaplan 夫妇的注
意力恢复理论认为，恢复性环境应该具有远离性、
迷人性、延伸性、相容性的特质，而前人的研究表
明迷人性和相容性表现为同一维度 。本研究采用
典型的调查法，向 30 位专家发放问卷，收集他们
对声景恢复性评价的准则、指标意见，综合后将本
评价体系中每一准则层下细分为远离性、吸引与兼
容性、丰富性三个要素，结合正、逆向语境设计问
卷。由此建立起声景环境恢复性评价体系层次结
构，如表 1 所示。
2.1

[28]

Table 1

表 1 声景恢复性评价体系层次结构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soundscape restoration
evaluation system

目标层(a)

准则层(b)
人工声(b1)

声景恢复性
评价体系

生物声(b2)
地球物理声(b3)

指标层(c)
远离性(c1)
吸引和兼容性(c2)
丰富性(c3)
远离性(c4)
吸引和兼容性(c5)
丰富性(c6)
远离性(c7)
吸引和兼容性(c8)
丰富性(c9)

指标评价问卷的确立
本研究参考了知觉性评价恢复量表，也称为知
觉恢复性量表(Perceived Restorative Scale) 、自评
恢复量表，也称为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等相关评价量表，通过访谈的形式
统计了共 30 位专家对于声景恢复性评价问卷具体
问题的意见及重要性比较结果，结合声景特点在三
个指标层下设计具体问卷，通过问卷信度检验最终
筛选设置共 20 项具体问题，确定了各个指标下的
具体问题描述，如表 2 所示。
2.3 声景恢复性综合评价模型的建立
为保证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及有效性，本研究首
2.2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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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先选取了具有风景园林专业学习背景五年及以上
的专家学者 30 位(男女比例为 1:1)，以访谈的形式
确定声景恢复性评价指标，记录并综合分析了每位
专家给出的意见，修改并最终确定了声景环境恢复
性评价体系的层次结构(见表 1)，再据此建立准则
层及具体的指标层判断矩阵(表 3～表 6)。在此基础
上，选取包括上述参与确定声景恢复性评价体系层
次结构访谈的专家在内的具有风景园林专业学习
背景五年及以上的共 40 位专家(年龄均在 20～25
岁，男女比例为 1:1)，分别对准则层、指标层的各
因子进行两两比较，判断其相对重要性并进行打
分，根据结果分别计算出准则层、指标层各因子的
权重值。
Table 2

指标
人工声远
离性(c1)、
生物声远
离性(c4)、
地球物理
声远离性
(c7)

人工声吸
引和兼容
性(c2)、
生物声吸
引和兼容
性(c5)、
地球物理
声吸引和
兼容性
(c8)

人工声丰
富性(c3)、
生物声丰
富性(c6)、
地球物理
声丰富性
(c9)

表 具体评价问卷

2
Specific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具体问题
日常接触此类声音环境的频率很低(d1)；
此类声音环境与日常所处声音环境相差很(d2)；
处于此类声音环境中，我远离了现实中的许多
压力(d3)；
处于此类声音环境中，我可以暂时放下日常琐
事(d4)；
处于此类声音环境中，我远离了人们对我的期
望(d5)。
此类声音环境能带给我新鲜感(d6)；
处于此类声音环境中，我可以感觉和思考很多
东西(d7)；
此类声音环境有吸引人的特质(d8)；
我想在此类声音环境中停留的时间久一些(d9)；
我感到自己与此类声音环境融为一体(d10)；
我的注意力会被此类声音环境所吸引(d11)；
处于此类声音环境中，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d12)；
觉得自己属于此类声音环境(d13)；
此类声音环境能够引起我的回忆或想象(d14)。
此类声音环境对我有一定的纪念意义(d15)；
处于此类声音环境中，我感觉很无聊(d16)；
我感觉此类声音环境很单调(d17)；
我感觉此类声音环境包含的声音太多(d18)；
处于此类声音环境中，我感觉很烦(d19)；
处于此类声音环境中，会让我觉得很混乱(d20)。

注：指标 c1、c4、c7 下的具体问题及评分标准一致，c2、c5、c8 一
致，c3、c6、c9 一致。

通过专家打分，最终得到 20 份不同专家对各
指标相对重要性的有效判断结果。通过加权几何均
值法，对结果进行集合，在集合个体判断矩阵时，
对其一致性进行检验，一致性比率均小于 0.1 的为
有效数据。结果集合后进行一致性检验，根据公式：
λmax ≈

1 n Ai
n∑
i =1 W i

(2)

式中： W 为判断矩阵特征向量，即各因子对应的
权重； A 为向量 A 的第 i 个分量。根据 I =
(λ − n ) / ( n −1) ； R = I / I 可以得出集结后各判断
i

i

max

C

C

C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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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I 、最大特征根 λ 、
一致性指标 I 、一致性比率 R 。最终得到的集结后
的判断矩阵及准则层、指标层相对重要程度及各因
子权重如表 3～6 所示。表 3～6 中相对重要程度指
准则层或指标层横向比纵向的相对重要程度，如表
3 中 0.367 2 表示准则层 b2 相对于准则层 b1 的相对
重要程度为 0.367 2。其余以此类推。
R

C

Sr = 0.035 7w1 + 0.064 1w2 + 0.062 8w3 + 0.100 6w4 +
0.219 6w5 + 0.154 4w6 + 0.113 8w7 + 0.150 3w8 +
0.098 7w9
(5)

max

C

Table 7

相对重要程度

b1

b2

b3

权重

b1
b2
b3

1.000 0
2.723 5
2.390 7

0.367 2
1.000 0
0.713 0

0.418 3
1.402 6
1.000 0

0.162 6
0.474 7
0.362 7

注：λ

，

=3.005 4 IC=0.002 7

max

，I =0.58，R =0.004 6
R

表 人工声 相对重要程度及各指标权重

相对重要程度

指标
层(c)

c1

c2

c3

权重

c1
c2
c3

1.000 0
1.870 0
1.689 8

0.534 8
1.000
1.020 9

0.591 8
0.979 5
1.000

0.219 5
0.394 1
0.386 3

，

，

，R =0.001 6

权重 指标层(c)

权重

0.162 6

生物声恢复性(b2)

0.474 7

c4
c5
c6

0.100 6
0.219 6
0.154 4

地球物理声恢复性(b3)

0.362 7

c7
c8
c9

0.113 8
0.150 3
0.098 7

注：λ

，

，

=3.001 6 IC= 0.000 8 IR=0.58

max

C

4
(b1)
Table 4 Weight of each indicator of artificial sound

注：λ

准则层(b)
人工声恢复性(b1)

0.035 7
0.064 1
0.062 8

Criteria layer weights

准则
层(b)

表 集合后综合权重

7
Comprehensive weight after assembly

c1
c2
c3

表 3 准则层(b)相对重要程度及权重
Table 3

739

，R =0.001 3
C

根据评价体系的设计，该体系为七分制评分，
为方便划分等级，应将最终得分转化为百分制，即：
S ' = S ⋅100/7
(6)
根据 S ' 分值即可评定声景恢复性等级。
r

r

r

3 声景恢复性评价实验

研究区域概况
本研究实验区域金鸡山公园位于福建省福州
Table 5 Weight of each indicator of biological sound
市晋安区，金鸡山为北岭山脉的支脉，公园总占地
相对重要程度
指标
权重
层(c)
c4
c5
c6
面积约 110 hm (1 hm =10 000 m )，大自然山林原始
c4
1.000 0
0.467 1
0.638 5
0.211 9
风貌保留程度较高，是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同时
c5
2.140 7
1.000 0
1.450 6
0.462 7
也是福州市十大人气公园之一。公园有南、西大门
c6
1.566 1
0.689 4
1.000 0
0.325 4
两个主要出、入口以及登云路东大门、水头村北大
注：
，
，
，
门等几个次入口，交通便捷，有多路公交车可到达，
表 6 地球物理声(b3)相对重要程度及各指标权重
周边有福州火车站、温泉公园、福建省图书馆、东
Table 6 Weight of each indicator of geophysical sound
二环泰禾广场等，公园人流量较大，游玩人员包含
相对重要程度
指标
权重
儿童、青少年、中年和老年在内的各个年龄段，有
层(c)
c7
c8
c9
利于大量实验基础数据的采集。公园内包含了人文
c7
1.000 0
0.785 5
1.111 8
0.313 7
景观、历史景观及大量自然景观。公园内包含丰富
c8
1.273 1
1.000 0
1.580 4
0.414 3
c9
0.899 4
0.632 7
1.000 0
0.272 0
的声音景观，人工声如广播声、音响声等；福建省
注：
，
，
，
观鸟协会工作人员在园区内共计发现了 16 种鸟类，
园区内包含丰富的生物声景观如鸟鸣声、虫鸣声
声景恢复性综合评价得分可用公式表示为
等；地球物理声如风吹树叶声、瀑布流水声等，该
S =S +S +S
(3)
式中： S 为声景恢复性综合评价得分， S 、 S 、 公园内丰富多样的声音环境有利于声景评价类实
验的进行。
S 分别为地球物理声、生物声、人工声恢复性的
主观评价得分。由式(4)结合表 7，可以得出声景恢 3.2 评价过程
复性评价式(5)。
本研究共选取了公园内包含人工声、生物声、
S = ∑ kw
(4)
地球物理声声景发生点的具有代表性且分布相对
式中：k 为指标层各因子权重，w 为指标层评分，n 均匀的测点共 20 个(如图 1 所示)。在 20 个测点向
为总因子数。
游客发放声景恢复性评价问卷 300 份，收回有效问
=3.001 8 IC= 0.000 9 IR=0.58

max

C

表 5 生物声(b2)相对重要程度及各指标权重

3.1

2

λmax=3.000 4 IC= 0.000 2 IR=0.58

RC=0.000 4

λmax=3.001 6 IC= 0.000 8 IR=0.58

RC=0.001 3

r

geo

r

ant

r

bio

ant

geo

bio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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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293 份，同时统计各个测点区域内各类声景的代
表性声音。问卷评分基于表 2 中 d1～d12 的具体问
题，采用李克特七分制打分法 作为每项的评分标
准，选择“完全不符-非常符合”这一对词，对应分
值为 1～7 分。c1、c4、c7 的最终分值分别为其对
应的 d1～d5 问题的平均分，c2、c5、c8 的最终分
值分别为其对应的 d6～d15 问题的平均分，c3、c6、
c9 的最终分值分别为其对应的 d16～d20 问题的平
均分。
[31]

图 研究区域 金鸡山公园 概况

1
(
)
Fig.1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Jinji Mountain Park)

4 结果与分析

评价体系权重结果分析
从各准则层纵向比较来看，由表 3 可知，三类
声景的权重值由高到低分别是：生物声(0.474 7)、
地球物理声(0.362 7)、人工声(0.162 6)。可以看出，
对人体恢复性起到的效用从大到小排序的声景类
型为生物声类声景环境、地球物理声类声音环境、
人工声类声景环境。由此可以推测，偏向人工制造
的声音环境可能不利于人体恢复性或对增强人体
恢复性效用的影响很小，而偏向自然界的声音更有
利于人们在环境中获得恢复性体验。因此，在日后
进行恢复性声景环境营造工作中，应更加注重生物
声类声景环境的营造，多建造一些能够吸引鸟类、
蛙类等生物并利于其生存的生态景观。
从每类声景的指标层权重纵向比较来看，针对
不同种类的声景环境营造的侧重点应有不同。由表
4、表 5 可见，人工声及生物声的吸引和兼容性的
权重最高，其次为丰富性，远离性权重最低。可以
看出，对人工声及生物声来说，影响其恢复性的最
重要的因子为该声景环境的吸引和兼容性，其次为
丰富性，而远离性对这两类声景环境恢复性影响的
重要性最低。因此，在进行景观空间的人工声环境
营造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增加其吸引和兼容性及丰
富性相关景观的营造。由表 6 可见，对于地球物理
声来说，其各个指标权重值由高到低分别为：吸引
4.1

2020

年

和兼容性 (0.414 3) 、远离性 (0.313 7) 、丰富 性
(0.272 0)。可以看出，与上述两类声音一样，地球
物理声的吸引和兼容性对影响声景环境恢复性的
重要性最高。与人工声和生物声不同的是，对于地
球物理声，声景环境的远离性对声景恢复性影响的
重要程度比丰富性高。因此，在进行景观空间的地
球物理声环境营造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其吸引和兼
容性及远离性的营造。而从各准则层对应的对象层
权重横向比较来看，由表 4～6 可以看出，声景环
境的吸引和兼容性在三类声景恢复性指标中均为
权重最大的指标，即对于人工声、生物声、地球物
理声来说，声音环境的吸引和兼容性是影响其恢复
性的最重要因素。
从综合准则层、指标层权重得出的各指标层综
合权重(见表 7)纵向比较来看，声景环境恢复性影
响因子根据其重要性从高到低排序为：生物声吸引
和兼容性、生物声丰富性、地球物理声吸引和兼容
性、地球物理声远离性、生物声远离性、地球物理
声丰富性、人工声吸引和兼容性、人工声丰富性、
人工声远离性。由此排序作为参考，在今后的恢复
性声景环境营造的过程中应该尤其注重重要性占
比高的生物声吸引和兼容性(0.219 6)、生物声丰富
性(0.154 4)、地球物理声吸引和兼容性(0.150 3)、地
球物理声远离性(0.113 8)及生物声远离性(0.100 6)
的声景环境营造。
4.2 实地评价实验结果与分析
综合统计研究区内三类声景的远离性、吸引和
兼容性及丰富性的问卷评分，综合计算各项指标平
均分值 w～w 并化为百分制，结果如图 2 所示。将
计算所得各项分值代入赋权后所得式(5)得出研究
区域内声景环境恢复性综合得分，将得分带入式(6)
换算为百分制后得到最终分值为 72.200 2，根据分
1

9

图 三类声景的恢复性评分

2
Fig.2 Restoration scores of three kinds of soundsc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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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标准确认金鸡山公园的声景恢复性等级为二级。
由 w～w 得分分值可以明显看出，研究区域内
人工声类声景恢复性的三个相关评分项
( w 、w 、w )得分，均低于生物声及地球物理声类
声景环境，而根据实地调查及问卷统计得出的研究
区内人工声类声音主要有汽车鸣笛声、工地施工
声、广播音乐声、汽车行驶声四类，通过多选题百
分比值归一化计算，得出四种声音占比如图 3(a)所
示。其中占比最高的声音为对人体恢复性有正效益
的广播音乐声(50%)，其次为具有负向影响的汽车
行驶声 (25%) 、鸣笛声 (16.67%) 及工地施工声
(8.33%)，该类声音多为公园外围周边区域的公路、
建筑工地等产生，从公园内部环境改造提升的角
度，建议增加声音遮挡类景观措施，如在靠近马路
的公园入口处密植足够宽度的较为高大的阔叶常
绿乔灌木，植物的选择以细枝多、叶大而厚、带有
绒毛、树叶浓密的植物为优。通过植物种植形成“绿
墙”，对公园外部区域的噪声起到遮挡、反射、吸
收、消减作用。同时园区内广播除播放音乐外，可
以增加鸟鸣声、流水声等对人体恢复性具有正向影
响效益的声音的播放。以以上的方式来提高园区内
人工声的远离性、吸引和兼容性及丰富性。如图 2
所示，研究区域内生物声及地球物理声类声音的远
离性及吸引和兼容性评分较高，丰富性评分低。
生物声中各种声音的占比如图 3(b)所示。其
中，生物声类声音中鸟鸣声占比最高(42.86%)，其
次是虫鸣声及交谈声，占比均为 28.57%。建议通过
增加主要景观点周围引鸟景观的设置，如引鸟林、
竖向绿化，增加种植榕树等具有鸟类可食用果实的
树种；增加植物的密集度；在相对隐蔽、地形较为
复杂、植物茂密的位置安置鸟箱，以此吸引更多鸟
类在园区内栖息、繁殖，以达到提高生物声类声音
环境丰富性的目的。
地球物理声中各种声音的占比如图 3(c)所示。其中
以风吹树叶声占比最高(46.67%)，其次分别是雨声
(26.66%)、流水声(20.00%)、雷声(6.67%)。对于自
然界的雨声、雷声是无法控制的。因此，为提高地
球物理声的丰富性，建议可在瀑布景观周边增加芭
蕉、龟背竹、荷花等大叶面植物的种植，以营造雨
打芭蕉类声景观；增加竹林类景观，营造风吹竹林
类声景观；增设小型喷泉等水景。由此提高园区内
地球物理声类声景的丰富性。
综上，总体来看，研究区域内人工声类声景恢
复性的远离性、吸引和兼容性及丰富性的三个维度
均需提升，生物声及地球物理声类声景的丰富性需
适当改善提升。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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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a)

人工声

(b)

生物声

(c) 地球物理声
图 3 各声景种类及占比

Fig.3 Types and proportions of different soundscapes

5 结 论

听觉作为仅次于视觉的第二景观信息获取方
式，在人们感受环境、认知景观中起到难以替代的
重要作用。良好的声音环境如生物声中的鸟鸣声，
人工声中的古典音乐声，地球物理声中的风吹树叶
声、流水声等声音环境，对人体在景观空间中的身
心恢复、压力缓解等方面均会起到积极的作用。然
而声景的特性决定了其难以进行量化研究的局限
性。本研究通过群体层次分析法及模糊综合评价
法，建立了城市公园声景恢复性评价模型，分析了
人工声、生物声及地球物理声对恢复性效果的影响
及三类声景对应的远离性、吸引和兼容性、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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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三类声景恢复性效果的影响程度；并对福州
市晋安区金鸡山公园进行实地声景恢复性问卷调
查，得出该环境中声景恢复性综合评价得分及等
级，提出金鸡山公园恢复性声景环境改造提升意见
及建议。主要的结论有：
(1) 城市公园声景恢复性可根据游人对声景及
其属性的评分，通过公式 2.2 节中式(5)计算得出。
(2) 三类声景对恢复性效果的影响程度从高到
低分别是生物声、地球物理声、人工声。
(3) 生物声能产生较好的恢复性效果，其中通
过提升生物声的吸引和兼容性对其恢复性效果提
升的影响程度最高，其次是远离性、丰富性。
(4) 地球物理声中对其恢复性效果影响最大的
因素是吸引和兼容性，其次是远离性和丰富性。
(5) 人工声对恢复性效果的影响程度较低，其
中影响程度最大的因素是吸引和兼容性，其次是丰
富性，远离性的影响程度最低。
(6) 综合声景类型及其属性来看，对恢复性效
果影响程度高低的排序为：生物声吸引和兼容性>
生物声丰富性>地球物理声吸引和兼容性>地球物
理声远离性>生物声远离性>地球物理声丰富性>人
工声吸引和兼容性>人工声丰富性>人工声远离性。
恢复性声景的营造是景观规划设计中的重要
环节，而声景恢复性评价的量化研究能够为营造恢
复性效果良好的声音景观提供理论基础和数据支
撑。本研究一定程度上为声景恢复性评价研究提供
了思路与经验，同时希望能够为今后恢复性环境营
造中的声景环境营造及改造提升提供参考，为环境
的恢复性建设做出贡献。
参 考 文 献
[1]

[2]

[3]

[4]

[5]

翟宇佳 基于环境心理学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策略初探 以自
然环境偏好理论为例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年会论文集

年

ment theory[J]. Chinese Gardens, 2019, 35(6): 39-44.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黄雪丽, 张蕾. 森林康养: 缘起、机遇和挑战[J]. 北京林业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18(3): 91-96.
HUANG Xueli, ZHANG Lei. Forest health: caus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18(3): 91-96.
ZHAO J W, WU J X, WANG H 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streets
in relation to perceived restorativeness[J]. Journal of Exposure
Science &Amp, Environmental Epidemiology, 2019, 30(2):1-11.
.
——
[C]//
2016
,
2016: 105-113.
KAPLAN R, KAPLAN S. The experience of nature: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42.
,
,
,
.
——
[J].
, 2019, 35(6):
39-44.
LIU Qunyue, WU Yu, XIAO Yiheng, et al.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model of restorative evaluation of urban park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preference and place attach-

2020

[16]

[17]

[18]

刘群阅 吴瑜 肖以恒 等 城市公园恢复性评价心理模型研究
基于环境偏好及场所依恋理论视角 中国园林

[19]

何琪潇, 谭少华. 社区公园中自然环境要素的恢复性潜能评价研
究[J]. 中国园林, 2019, 35(8): 67-71.
HE Qixiao, TAN Shaohua. Evaluation of restorative potential of
na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community park[J]. Chinese
Gardens, 2019, 35(8): 67-71.
.
[C]//
2018
, 2018: 423-426.
SCHAFER R.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J]. Zhurnal Vysshei Nervnoi Deiatelnosti
Imeni I P Pavlova, 1999, 38(3): 569-570.
TAMURA A. An environmental index based on inhabitants'recognition of sounds[C]//Noise Effects'98: Proceedings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Noise as a Public Health Problem,
1998: 556-559.
,
.
[J].
,
2019, 38(6): 657-664.
LIU Yiping, ZHAO Bing.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undscape preferences of domestic forest tourists[J]. Technical
Acoustics, 2019, 38(6): 657-664.
,
,
,
.
[J].
, 2018, 37(9): 234-238, 242.
HONG Xinchen, PAN Minghui, YUAN Yinan, et al. An evaluation model of sound landscape coordination for bamboo space[J].
Vibration and Shock, 2018, 37(9): 234-238, 242.
,
,
,
.
[J].
, 2016, 35(2): 91-94.
HONG Xinchen, LIN Zhouyu, ZHANG Wei, et al. Evaluation of
leaf soundscape in forest park based 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J]. Technical Acoustics, 2016, 35(2): 91-94.
,
,
.
CiteSpace
[J].
, 2020, 39(4): 468-474.
LIU Yiping, HU Mengjun, ZHAO Bing. Knowledge map analysis
of English references in soundscape research based on CiteSpace
software[J]. Technical Acoustics, 39(4): 468-474.
.
[D].
:
, 2016.
ZHANG Yuan. A Study on restorative effect of soundscape in urban public open space[D]. Harbin: Harb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6.
.
[D].
:
, 2018.
GE Tianji. A study on the soundscape of birdsong in urban parks
based on perceptual recovery[D]. Harbin: Harb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8.
.
[D].
:
, 2019.
XIA Tingting. Effects of sound landscape on mental restric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and its application[D]. Xuzhou: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2019.
VELARDE M D FRY G TVEIT M. Health effects of viewing
landscapes—Landscape types i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J].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2017, 6(4): 199-212.
,
,
,
.
[J].
(
), 2017, 38(3): 72-77.
ZHANG Guoqing, QI Tong, LIU Chuanan, et al. 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visual landscape evaluation methods[J].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7, 38(3):
72-77.
,
.
[J].
, 2003, 38(3): 354-358.
LIN Qiang, LUO Yizhi. A study on project schedule based on
group decision[J]. Journa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2003,

朱晓玥 基于压力恢复作用的城市自然环境视听特征研究进展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年会论文集

刘祎平 赵兵 国内森林旅游者声景喜好特征分析 声学技术

洪昕晨 潘明慧 袁轶男 等 一种适用于竹林空间的声景协调度
评价模型 振动与冲击
洪昕晨 林洲瑜 张薇 等 基于应用层次分析法的森林公园叶声
景评价研究 声学技术
刘祎平 胡孟君 赵兵 基于分析软件“
文文献知识图谱分析 声学技术

”的声景研究英

张圆 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声景的恢复性效应研究
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 哈

葛天骥 基于感知恢复的城市公园鸟鸣声景研究
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 哈

夏婷婷 声景观对于城市绿地精神缓压效应的影响及应用研究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
，

，

张国庆 齐童 刘传安 等 视觉景观评价方法的回顾与展望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林强 罗宜志 基于群决策的项目进度计划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
学报

第6期
[20]

[21]

[22]

[23]

[24]

[25]

费馨慧等：城市公园声景恢复性评价体系构建——以福州金鸡山公园为例

38(3): 354-358.
,
,

张精 陈培彬 林庆林, 等. 基于 AHP 的福建省漳州市生态农业
综合效益评价研究 [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9,
13(6): 137-142.
ZHANG Jing, CHEN Peibin, LIN Qinglin, et al. Study on comprehensive benefit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zhang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 based on AHP[J]. Journal of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2019, 13(6): 137-142.
,
,
,
.
[J].
, 2019, 49(8): 218-225.
LIU Kaidi, PANG Yanjun, LI Wenguo, et al. Misleading interpretation of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weighted average model[J]. Practice and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s, 2019, 49(8):
218-225.
.
[J].
, 2019(20):
131-132.
SUN Baoming. Evaluation method and application of landscape
of garden plants[J]. Modern Horticulture, 2019(20): 131-132.
,
.
[J].
, 2015(4): 138-139.
ZHU Yuancheng, LIU Junling. Application of fuzzy mathematics
i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J]. Wireless Internet Technology,
2015(4): 138-139.
,
,
,
.
[J].
, 2014, 30(2): 65-68, 75.
YUAN Chunhong, JIAO Lixiang, ZHANG Hui, et al. Application
of fuzzy theory in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geological environment
in Linyi city[J]. Shandong Land and Resources, 2014, 30(2): 65-68.
75.
,
,
,
.
[J].
, 2018, 49(5): 84-89.

[26]

刘开第 庞彦军 栗文国 等 模糊综合评判加权平均模型的误导
性阐释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孙保明 园林植物景观评价方法及其应用 现代园艺

朱元诚 刘俊岭 模糊数学在综合评价中的应用 无线互联科
技

[27]

[28]

[29]

[30]

袁春鸿 焦丽香 张慧 等 模糊理论在临沂城区生态地质环境评
价中的应用 山东国土资源
敬双怡 莘明亮 于玲红 等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大同市山洪
灾害风险评价 水利水电技术

[31]

743

JING Shuangyi, XIN Mingliang, YU Linghong, et al. Evaluation
of mountain flood disaster risk in Datong city based on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J].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Technology, 2018, 49(5): 84-89.
,
.
[J].
, 2019, 60(11): 2152-2155.
XIE Xiaomei, HU Bao.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development level of creative agriculture in miguo town based 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J]. Zhejiang Agricultural Science, 2019,
60(11): 2152-2155.
HARTIG T, KAISER F G, BOWLER P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 of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Restorativeness[J]. Institute for Housing Research, 1997, 5(1) :1-23
,
,
.
[J].
, 2010, 18(12): 1515-1518.
YE Liuhong, ZHANG Fan, WU Jianping. Compilation of recuperative environment scale[J].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10, 18(12): 1515-1518.
HARTIG T, KORPELA K, EVANS G W, et al.Validation of a
measure of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restorativeness[J]. Gateborg
Psychological Reports, 1996, 26(1): 1-64.
,
,
,
.
[J].
(
), 2018, 2(4): 66-71.
LIN Na, XIE Yushu, ZHUO Zhixiong, et al. Measur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elf-assessment recovery scale in urban park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2018, 2(4): 66-71.
.
[J].
,
2006(2): 18-23.
QI Laibin.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Likert scale[J]. Shandong Science, 2006(2): 18-23.

谢小梅 胡豹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米果果小镇创意农业发展水平
模糊综合评价 浙江农业科学

叶柳红 张帆 吴建平 复愈性环境量表的编制 中国健康心理
学杂志

林娜 谢雨纾 卓志雄 等 自评恢复量表在城市公园环境中的测
量及应用 西南林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亓莱滨 李克特量表的统计学分析与模糊综合评判 山东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