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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海口市农业产业园的景观建设作为此次研究的对象，并运用层次分析法(AHP)进行权重计算，以

构建相应的评价体系．结果表明：1)指标层权重值的排序为：园区景观形象营造(0．286 4)>互动景观场所设

计(0．277 9)>基础景观设施建设(0．266 4)>景观附加效益考量(0．169 3)；2)次级指标因子权重值综合排

序的前三位分别是：卫生设施(0．093 9)、绿色生态(0．088 3)、交通设施(0．086 4)．根据分析所得数据，参考

类似的评估办法，制成海口市农业产业园景观的评价表，以期为海口市农业旅游走向特色化、规范化以及区

域可持续化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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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8年建省以来，海南热带农业的发展速度及成就备受世人关注．“十二五”以来，海南地区的热

带农业产业集群形成了“发展加快、布局优化、质量提升、领域拓展”的良好态势．“十三五规划”中提及，海

南省将着力推动12个重点产业，提出了要以加快发展互联网产业为首，做大做强具热带特色的高效农

业，提高旅游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等要求．海南省以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海口市又是我国第三大农业

开垦市，可见，农业旅游是省内全域旅游开展的本底．海口市农业产业园是岛内外游客与市民放松心情、

亲近自然的理想场所．这些园区依赖城市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风向，具备地理区位和交通优势，具有保护

城市生态环境平衡的功能．海口市农业产业园景观建设评价体系的确立对提升热带园区景观面貌“个性

化”表达，规范休闲体验场所的设计，引导休闲农业的本土化建设，促进海岛农业多元的可持续化经营具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目前，有不同的专家学者从AVC三力理论(吸引力Attraction、生命力Vitality和承载力Capacity)、农

业景观资源构成要素、农业旅游吸引力等角度对农业观光园的景观评价作了相应的研究，并就地方同类

园区的景观营造提出了具体的规划建议．基于AVC理论的景观评价体系侧重于社会、经济、环境三方面对

农业景观的综合影响；以景观资源为出发点的评价系统则对园区的自然景观资源、人文非物质景观资源、

人文物质景观资源进行了详细划分；基于旅游吸引力的评价系统则着重关注了游客的心理和生理需求．

本次研究在了解海口市有关农业旅游指导性文件的基础上，参考了以上农业景观评价方法和考量元素，

通过层次分析法获得了各项权重数值，进而绘制了海口市农业产业园的景观评价表，以期为海南地区休

闲农业的建设评估提供丰富的景观层面的指标内容．

1 研究方法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由美国运筹学家托马斯·塞蒂(T．L．Satty)于

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将定性问题转化为定量处理的有效办法．该计算方法能逐层把各关联指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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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进行两两比较，从而得到重要性排序，籍此可为分析和归纳乃至引导事物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和评价指标的选取基于海口市农业产业园景观的特性与共性，遵循综合性、

代表性、以人为本、可操作和可对比性这四项原则，在研读《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星级企业(园区)评

分标准》、《海南省乡村旅游点(区)等级的划分与评定(试行)》办法以及其他地区的有关评定办法和评估

方式的基础上，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最终选择层次分析法(AHP)作为此次研究的主要办法．农业产业园

景观是旅游行为与规模化生产的农业景观共同作用下的新型产物，综合旅游心理与农业景观结构成分，

可将基础景观设施的建设、互动景观场所的设计、园区景观形象的营造、景观附加效益的考量这四大项作

为海口市农业产业园景观建设评价体系研究的指标层内容，每大项还可细分至次级指标因子，共20个评

价指标(详见表1)．为了使评价结果更为科学有效，使其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本次研究共发放了调查问

卷100份，回收89份，有效问卷86份，其中专家组20份，游客组66份．专家组包括企业主、政府工作者、学

术专家三类代表；依照年龄区间也将游客组划分为三类：小于30周岁的游客为25人，处于30～50周岁之间

的游客为17人，大于50周岁的游客为24人．各位专家与游客是按照“不重要(1分)、一般重要(3分)、重要

(5分)、很重要(7分)、极为重要(9分)”这样的模糊评估标准来对评价体系中的定性指标进行打分的．

表1 评估指标的完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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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和一致性检验

1．2．1构建成对比较矩阵评价选择“1～9标度法”构建成对比较矩阵，以上一层级的要素为基准，将同

层级内的任意两项要素两两相比，用1、3、5、7、9分别表示“根据经验判断，要素i与要素J相比”：同样重

要、稍微重要、明显重要、尤其重要、绝对重要，2、4、6、8则表示上述两个判断对象间的折中值．根据表1中

的层次结构关系，构建A一(B。～B。)、B。一(C。一C，)、B：一(C。一C，：)、B，一(C。，～C。。)、B。一(C。，～C20)5

种成对比较矩阵类型，将问卷所得原始数据进行计算和处理．

1．2．2权重计算和一致性检验列出各指标因子间相对重要的标度值矩阵，采用求根法计算某一成对

比较矩阵每行元素乘积的／／,次方根W，将其归一化处理后得到特征向量的近似值形，其即为该层指标因子

相对于上一层某个指标的相对权重值，从而获得指标因子的单排序．按照固定公式求得特征向量形所对

应的最大特征值A斜。缸，可以利用它与乃之差进行一致性检验，以保证最终结论的合理性．次级指标因子

的综合排序权重值可通过它的单排序权重值乘以对应的上一层指标排序权重值而获得．

计算步骤如下：

广飞一
舢2√珥。一。“，2⋯．，曲， ②形：善，

∑埘i
i=1

③A一一-n。((AW。)i)；

④CI=害；CR=面CI．
(RI表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若CI<0．1、CR<0．1，则成对比较矩阵一致性可以接受．)

2结果分析

2．1指标层排序分析如表2所示，在海口市农业产业园景观建设内容的重要性排序中，专家组认为：

园区景观形象的营造(0．281 6)>基础景观设施的建设(0．257 2)>互动景观场所的设计(0．256 2)>景

观附加效益的考量(0．205 0)；游客组则表示：园区景观形象的营造(0．287 8)>互动景观场所的设计

(0．284 5)>基础景观设施的建设(0．269 2)>景观附加效益的考量(0．158 4)．可见，风光旖旎乡情浓郁

的农业美景是各领域专家针对产业园开展休闲旅游活动而提出的首要的建设任务，也是真正吸引游客出

行，实现园区经济增收的第一要素．虽然在基础设施和场所设计两项指标上双方的代表意见相左，但也符

合各自的考量视角，具有科学参考价值．
表2指标层权重及排序

2．2次级指标因子单排序分析次级指标因子的权重数据资料显示(见表3)，两组代表均认为基础景

观设施建设中的卫生、交通、服务这三方面是整体园区景观打造过程中的根本．只有做好基础的细节处

理，才能辅助主题景观的全面成型，才能符合并满足游人在活动项目中的体验需求，进而有助于园区本土

特色产业的发展，从而使其自身的良性可持续化经营焕发内生动力，最终为周边环境和农村社区做出贡

献．此外，在整体景观把控中，应首先维持并进一步优化产业园绿色生态的农业本真，展示其应有的角色

属性，其次应注入蕴含农耕文化、民俗文化、旅游文化等人文内涵的活性元素，让产业园景观拥有历史艺

术的灵魂．在游客中，10．53％的游客主动表示非常愿意支持本土特色产业的发展，并希望园区在景观精

致化方面加大打造力度，以此来满足消费者的休闲享受期望．

2．3综合权重与排序分析综合两组代表的意见，采用平均值计算方法，获得了综合权重与排序(见表

4、图1、图2)．研究表明：在次级指标因子的综合权重值中，卫生设施(0．093 9)的得分最高，其次为绿色生

态(0．088 3)，再次是交通设施(0．086 4)．在20个次级指标因子的综合排序中，前五名分布在基础景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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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园区景观形象两个指标内容之中，可见，相较于互动景观场所的设计与景观附加效益的考量，完善的

基础设施建设和正确的园区形象定位对海口市农业产业园的旅游经营更为重要．

表3次级指标因子权重及排序

因此，对于海口市农业产业园的景观建设，第一步要做好的是园区景观形象的设计，要摸准定位，确立营
造的主题，尤其是要在绿色生态和优雅人文两方面做出努力．第二步是要规划好余暇体验项目，设计好互动
景观场所．由于即便是同地区的产业园，也仍然拥有个性鲜明的不同优势资源，因此，在场所构思中应合理并

积极融入地方的农业元素，以扩大园与园之间的景观差异度．在项目策划中，可定期对体验者进行满意度调

查和意见访谈，这样做有助于园区的中长期经营与经济收益．第三步则是要把控好具体的基础设施建设，简
言之，就是要功能与美观并重，贴心与细节为伍，就这方面而言，企业主需予以一定重视，因为消费者愿意与
友人分享的往往是经历中印象最深刻且美好的微妙细节．园区的景观建设只有做好了以上三方面，才能取得

景观附加效益，才能在未来推动地方社会的共同进步．

表4海口市农业产业园景观建设评价指标的权重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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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分标准的建立

参考类似旅游景点的评估机制和评分原则，结合本次研究所得的各层次指标因子的权重值，以海VI

市区域范围内的农业产业园景观作为评价对象，可生成模拟评分表(即表5)．

表5海121市农业产业园景观的评分表

评分内容 标准分值

说明：(1)园区景观形象的评分依园区主题风格而定，绿色生态型最高可得29．0分，优雅人文型最高可得24．0分，科

技时尚型最高可得21．0分，简约质朴型最高可得19．0分；(2)评分实行100分制，依分值总数进行等级认定．

地方相关部门可以定期对行政区域内的农业产业园的景观建设进行评估，划分等级认定，给予认证
标志或证书，以此引导海口市农业旅游项目朝着特色化、规范化、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类目明确的评价
体系既可以促进园区建立个性化的品牌形象，帮助消费者辨别优质旅游景点，又可以让企业主检视园区
景观打造的水平，进一步促进区域范围内农业旅游服务品质的全面提升．

4小结

本次研究在综合旅游行为心理和农业景观结构成分的基础上，结合园区工作者、政府工作者、学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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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游客等代表们的建议意见，建立了海口市农业产业园景观建设的评价体系，根据权重分值与现状评分
的计算，得出海口市农业产业园景观的评分表．研究结果显示：在景观建设的大方向上，园区景观形象的
打造最为重要；在详细的设计层面上，卫生、交通及服务这三项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影响游客体验感知的主
要因素，尤需引起重视．

绿色生态的高比分权重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向往，是当下社会美学观与价值观的展现；对旅游环境
卫生的高要求体现了人们讲究的生活态度，是健康和谐的文化品位宣言．因此，海口市农业产业园在景观
规划时要把握好园区的基本属性，选择最适宜自身性情的叙述性景观设计，要运用符合农业逻辑的秩序
美学为游人打造内心所预期的旅游胜地，要从基础设置这些细微处做好科学布局和人性关怀，并进一步
在互动景观场所设置中表达园区自有的特色农艺，触发游客的体验需求，以此配合省内全域旅游工作的
推进工作．与此同时，为提升游客旅游的满意度，还要做好从业人员角色转化这一工作，使从业者掌握出
众的社会软性技能，这样可以极大地提高他们的对外服务水平，再配以可观、可赏、可游、可玩的“硬性”景

观，可令游客体验和享受精妙绝伦的和身心放松的生活，这才是产业园经营休闲农业的持久之道．
此项研究中，定性指标层暂时择取了园区景观建设中的四方面，覆盖广度上留有深化空间，所以在后

续的研究工作中还可继续增添突显海口市不同类型农业产业园所具备的优势资源的评价小项，扩大比对
因子和样本基数，并就地方旅客的游憩偏好与农业景观设计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此来完
善评价体系，使其更为科学合理，更加扣合地方评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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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Construction Evalu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Park in Haikou

Zhou Jiaoqing，Xu Xiansheng，Lin Lingzi，Tang Yinying，Song Jueying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 Mehitecture，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Abstract：In the report，the landscape construction of agn‘cultural industrial park in Haikou was used as the re—

search subject，and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was used to calculate weight to construct the corre-

sponding evaluation system．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index layer weights were sort from big to small as fol-

low：landscape image construction in the industrial park(0．286 4)，interactive landscape design(0．277 9)，

landscape infrastructure(0．266 4)，the additional benefit consideration(0．169 3)；(2)the top three of second—

ary indicators weights are health facilities(0．093 9)，green ecological style(0．088 3)and transport facilities

(0．086 4)，respectively．The similar evaluation method was used as the reference，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data，the landscape evaluation form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park in Haikou was formulated，which are helpful

for agricultural tourism towards specialization，standardization and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Haikou；agricultural industrial park；landscape evaluation；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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