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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绿化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具有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市民生活质量等重要作用。绿化评价指标是衡量城市绿

化建设成果水平的重要标准。在我国，多年来一直将绿地率、

绿地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作为主要的城市绿化评价指

标，虽然可对城市绿地的二维平面绿化效果做出直观的量化

评价，但不能确切反映城市三维空间的绿色资源和景观效果 [1]。

迄今为止，欧美和国内学者对绿视率的研究关注较少，

而日本学者的研究则较为深入。在 Sciencedirect 数据库中仅

检索出 2015 年 6 月发表的一篇文献，内容是运用谷歌街景

地图对街道绿视率进行的研究 [2] ；运用 CNKI 检索工具查

询国内中文期刊，2002 年至今标题中包含“绿视率”一词

的文章仅 16 篇，且基本未涉及绿视率计量方法的内容；在

Google 中检索可发现 9 篇与绿视率相关的法律法规。而在日

本学术论文搜索引擎 CINII 检索则可得到与绿视率相关的文

献 74 篇。因此，认真了解日本学者对于绿视率的研究成果，

对提高我国城市绿化工作水平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绿视率（Visible Green Index）作为一项反映城市空间

绿化水平的物理量，由日本学者青木阳二于 1987 年提出，

2004 年成为日本政府认定的常规绿化评价指标之一。由于

人在环境中所接收到的信息有 90% 来源于视觉 [3]，因而应用

绿视率评价能让市民直观地了解城市绿化建设的水平。专家

通过统计“看到的绿色”的绿视率，可以了解城市三维空间

中的绿化效果，进而为有关部门合理制定绿化建设策略提供

依据。

1  绿视率的基本定义

有关“绿视率”的研究起源于环境心理学分支，有学者

认为人的心理感受与所处环境的绿量有密切的关系。日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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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城市绿化常用的评价指标，如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和人

均公园面积等，主要用于衡量城市绿地的平面绿量。1987 年，日本学

者青木阳二提出“绿视率”的概念，表达在人的视野中绿色所占的比重，

用以研究人居环境空间中绿色物质与人的感知之间的关系。2004 年，日

本政府将“绿视率”纳入城市绿化评价的常规指标。本文通过大量的文

献研究，概述了日本学者近 30 年来对绿视率的研究成果，论述了绿视

率的基本概念和常用计量方法，阐述了绿视率评价的应用领域。本文认

为，研究应用绿视率指标对于促进我国城市绿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主要

体现在：（1）绿视率可作为城市空间心理感知绿量的评价指标，（2）绿

视率可为优化城市空间植物景观构成提供技术依据，（3）绿视率可作为

制定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的补偿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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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梅棹忠夫（1969）研究发现，植物的绿色可以通过视觉刺

激人的大脑，气味会使人产生反应 [4]。1974 年，石田基裕首

次采用绘图方式在室内对街道上的绿量进行评价，印证了街

道绿量与人的心理活动之间存在联系 [5]。1981 年，日本国立

环境研究所开始尝试运用定量统计分析方法来发现影响特定

心理变化的最主要刺激来源，找出能使人产生积极心理感受

的环境绿量区间 [6]。1987 年，该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青木阳二

正式提出“绿视率”的概念，指出绿视率是在人的视野中绿

色所占的百分比，是个可测算的物理量，宜作为有效绿色的

景观评价因素 [7]。

此后，青木阳二先生关于绿视率的基本定义在日本得

以沿用，但是其内涵在日本各个地方政府公布的绿视率调查

报告中又略有差别。例如，《京都市绿地建设基本实施计划

（2011）》将绿视率定义为：在人眼高度中所看到的绿色所

占比例，包括屋檐下的花卉、墙体绿化、草坪、远处的群山

和水体等，是立体的绿色计量指标 [8]。大阪府公布的《绿视

率调查研究指导（2013）》提到：广义上，绿视率指在绿色

开放空间和水域区域内可以直接通过视觉识别的树木（包括

树干、树枝）、草地、墙面绿化、草坪等绿色对象占视野的

百分比，视野中出现的仿生植物和绿色人工构筑物不在计算

范围之内 [3]。由此可见，绿视率一般是指在常人视野内自然

山水、植被等绿色景象所占视野面积的比率。

绿视率在日本城市发展建设中已受到较高重视。1984—
1993 年间，日本学者开展了许多关于绿视率指标化提案的研

究，包括对公园绿地绿视率测量方法、城市绿色空间植物配

置效果指标化评价、城市空间绿化建设成果与人心理感受的

关系等 [6]。2004年，日本政府正式通过“景观绿三法”，使“绿

视率”成为绿色景观评价体系的常规指标之一 [9]。

2  绿视率的计量方法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创新和城市绿化建设信息化水平的提

高，日本学者进行城市绿视率评估时可使用多种计量方法，

工作原理和步骤基本一致。其主要技术环节及要点如下。

2.1  合理选择调查时间
为了统计城市绿化最佳状态的绿视率，调查时间的选择

非常重要。绿视率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参数，植物的生长周期、

城市绿地建设周期、植物日常维护等因素都会导致测定结果

发生较大的变化 [10]。当城市处于节假日和大型集会活动期间，

街道上会聚集大量人流，不利于绿视率测量。因此，原则上

应选择在植物景观效果最佳、植物生长最茂盛且外界影响因

素最小的时间段进行绿视率测量，一般选择 6—7 月份。位

于热带地区的城市，可适当放宽调研时间的选择范围 [3]。

2.2  选取典型的观测点
绿视率观测点的选定要注重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观

测点应能客观反映场所空间实际绿化情况；且调查时不能影

响城市正常交通运行；同时，观测点在一段时间内应保持稳

定，以便后期跟踪调研。不同城市可根据自身特点，在保证

观测点具备上述三个特性的前提下另设限定条件，使观测数

据较为真实地反映当地绿化面貌。绿视率观测点常用的取样

方法有以下两种。

（1）系统抽样法

该方法又称为“机械抽样法”，一般将所调查的城市区

域看作整体，按照一个或多个限定条件将其均衡划分为若干

区域，再从中选择一个观测点。这种方法可提高观测点选取

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且易于理解，工作效率高，适用于范围

较小的区域。但是，如果研究范围是一个较大规模的城市，

系统抽样法会产生大量的调查样本，将导致前期的数据采集

和后期的数据处理需要耗费较多的人力成本和时间精力。

例如，东京江东区与纽约曼哈顿东村均采用这种方法

进行了绿视率观测取样（图 1）。基于人眼能看清事物轮廓

的最远距离为 250 m，东京江东区在进行绿视率调查选点

时用 250 m×250 m 的网格覆盖全区，并在网格内人为选择

图 1  东京江东区观测点选取示意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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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开展工作的观测点 [11]。纽约曼哈顿东村在选点前先确定

了 300 个样本数，用 ArcGIS 随机在地图上进行选择（图 2）。
由于已知整个区域的道路总长度，可设定最短的两个观测点

距离不能小于 30 m，故样本数量能保证观测点平均距离在

100 m 左右 [2]。

（2）分层抽样法

每个城市根据自身特点设定一个或几个对观测点影响较

大的划分条件，将总体分为若干区域，再从中随机抽取一定

数量的观测点，合起来组成样本。此类观测点的代表性和针

对性较强，研究意义较高，但是因为在划分过程中带有一定

的主观性，容易造成人为误差。

例如，东京中央区就采用单一限定条件，根据辖区内的

行政区域划分观测地块，按行政区域面积大小决定观测点数

量 [12]。这种方法简单方便，但是限制条件单一而缺乏针对性。

大阪与京都这类具有多重定位的城市在进行观测点选取时根

据自身特点有所侧重，一方面可以减少非重点绿化建设区域

的观测点数量，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在城区绿化评估与

优化时能做到主次分明（表 1）。在日本，有三类区域是绿

视率调查的重点，分别为城市重点景观绿化区域、人流量大

及人群集中区域和绿化提升有一定潜力的区域。

总体而言，选择绿视率观测点应具有普遍性、可操作性

和可持续性，一般应位于接近市民生活的区域，并要特别考

虑进行绿视率调查时会否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等问题。

2.3  获取绿视率观测图像
研究表明，人眼的视野范围在水平方向上为 80~160°，

在垂直方向上为 130°，水平与垂直方向均以 60°为清晰视

野范围 [3]。据国家卫计委 2015 年发布的中国成年人平均身

高数据，调研拍摄点高度可在 1.5~1.6 m 之间选取（图 3）。
用照相机定点拍摄获取人眼视野范围的图像，方法简便，

对设备的要求低，可推广性强，是目前应用最普遍的方式。

根据普通相机的焦距成像原理，经对比发现：焦距 24 mm

的镜头成像效果最接近人眼的视野范围（表 2）。
调研拍摄方向主要由道路形态决定。城市道路应朝道路

沿线和垂直方向拍摄；丁字路口应于交叉点上朝道路方向拍

摄；多条道路交叉口应分别在转折处取点朝道路交汇中心拍

表 1  大阪与京都城市绿视率观测点选取原则

城市 绿视率观测点选取原则

大阪

绿化建设推进区域 优先选择市民接触机会较多，且可以进

行持续性观测的地点

城市重要节点 交通终点站、街头、旅游观光景区、商

业街等

铁路沿线 能够从车窗看到沿途风景

区域内的节点 区域内的铁路车站、市政府周边、商业

设施等

绿化面积较大的生活空间 绿化建设力度较大的区域

高层代表性建筑区域 市民可以接近的高层建筑

京都

以植物造景为主的区域 公园、旅游观光地、市政府等

市民可亲近且需要重点维护

的绿地

绿化面积较大的宅旁绿地、居住区游园、

广场等

能看到通过借景手法将群山

引入城市的区域

城市内的道路绿化、交通沿线绿化

需积极推进绿化建设的区域 城市绿轴、绿心和绿核，即城市道路、

商业区，重要绿化景观节点等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8] 绘制

表 2  不同焦距照相机镜头的视角范围

焦距 对角线视角 水平方面角度 垂直方向角度

20 mm 94° 83° 61°

24 mm 84° 74° 53°

28 mm 75° 64° 45°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

图 2  纽约曼哈顿东村观测点选取示意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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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眼的平均视野范围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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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交通岛的拍摄方向取决于相交道路的数量（图 4）。
随着城市空间图像获取渠道的增多，全景拍摄、谷歌街

景图下载都可以用于绿视率的计量研究。全景拍摄能更客观

地反映人在空间活动时的真实感受，但是对拍摄设备有较高

要求 [3]。街景图像可直接在网络上获取，效率高且操作简便，

但缺乏时效性，图像限制因素较多 [2]。

2.4  绿视率计算与数据统计
关于绿视率的计算有精算和估算两种。精确计算时，在

观测点拍摄的照片中，绿色植物在照片中占据的面积比率即

为该点拍摄方向的绿视率。计算公式如下：

绿视率 =（照片画面中的绿色面积 / 照片画面视野面积）× 

100%

精算绿视率的软件主要有 Photoshop 和 GIMP（图 5,

图 6）。Photoshop 可用于提取照片中绿色植物的轮廓，其中

彩叶植物、水体和远处青绿色山体均在计算范围之内，植物

的枝干和遮挡植被的构筑物、汽车和行人不作计算；然后在

直方图中查看画面上绿色所占的比例。这种方法精确可信，

但效率不高。GIMP 软件多用于网格法计算，通常是将拍摄

图像按 40×40 网格划分，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统计绿色方

块所占比例。这类方法相对简单，但会产生一定的误差 [13]。

每个观测点的平均绿视率可采用表格形式记录，也可以

用 ArcGIS 软件在地图上定位，以更直观地表示区域内的绿

视率情况 [14]。

估算绿视率方法可根据视野中植物的生长形态，快速判

图 4  不同类型城市道路的绿视率研究拍摄方向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5  Photoshop 计算计数率

图 6  GIMP 网格法示例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断一个街区绿视率的高低。一般的计算程序是：首先将植物

分为地上绿化、屋顶绿化和立面绿化三个部分；然后按照树

形将场地中的植物抽象为圆形、椭圆形、三角形和多边形；

再用该街道树木统计棵数乘以树木的平均绿色面积得到绿视

面积（S）；之后统计该街道的总长度，并估算出该街道建筑

的平均高度，代入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15]。

绿视率 =（绿视面积（S）/ 街道长度（W）×建筑平均

高度）×100%

这种估算方法多用于城市街区之间绿视率高低的比较，

不能确切反映实际的绿视率。其优点在于计算速度较快，在

不需要得到实际绿视率、仅作几条街道的绿化景观对比时可

以采用。

3  绿视率的评价应用

绿视率从人的生理感知出发进行人眼视野绿量测定，能

直观地表达三维空间绿量高低并间接反映视觉环境质量，可

以作为衡量城市绿化建设水平的基本评价指标之一。

3.1  绿视率可作为城市空间心理感知绿量的评价指标
绿色环境会对人的心理变化产生一定影响。日本学者青

木忠尚通过实验模拟人的视野范围，分别计算视野内的绿视

率、构造物视率（构造物面积占视野比率）和空视率（天空

面积占视野比率），并与市民一起对调研场地的心理感知评

价进行对比，发现绿视率与市民心理感知综合评价相关性远

高于其他两项 [16]。一般情况下，高绿视率的场所能使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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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清凉、湿润、放松、舒适、色彩鲜艳和景观丰富的心

理感受 [17]。

将绿视率作为人对空间环境绿化质量的心理感知指标，

可通过实验研究划定能使人产生积极心理的绿视率范围。青

木阳二研究发现：绿视率高于 25% 时，人会有周边环境绿

化较好的感受；高于 50% 时会产生绿化很好的心理 [7]。折原

夏志将绿视率按五段评价划分：绿视率少于 5% 的绿量感知

差；5%~15% 的绿量感知较差；15%~25% 的感觉有一些绿化；

25%~35% 的感觉有较多绿化；35% 以上的感觉绿化很好 [9]。

2005 年，日本负责城市建设的国土交通省发布社会调查结果，

提到高绿视率环境可以给人带来安静、湿润和清爽感，能带

动周边的商业气氛，起到聚集人流的作用。该官方文件首次

认可绿视率高于 25% 能给市民绿化较好的感受，因此绿视

率在 25% 以上成为许多城市绿化建设的目标 [18]。

我国现行的城市绿化统计方法侧重以平面绿量作为衡量

城市绿化水平的考核指标，影响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因素也

主要考虑绿地的规模大小和布局形式等，较为忽略市民对空

间绿化质量的心理感知水平。绿视率测定用定量方式综合考

察城市三维空间的绿化程度及市民的心理感知状态，是城市

空间物理绿量与心理绿量相结合的统计指标，能较好地反映

市民对城市空间的心理感知绿量，充实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指

标评价体系。

3.2  绿视率可为优化城市空间植物景观构成提供依据
在城市规划建设实践中，绿视率可以作为评价城市空间

内植物景观质量、指导绿化景观建设的一项指标。如果某个

空间环境中的绿视率高，市民对其景观的评价会倾向于使用

“传统”“绿色鲜艳”“自然”等形容词。一般情况下，良好

的植物景观就意味着较高的绿视率 [19]。

研究城市空间绿视率的影响因子，是提高区域绿视率的

重要前提，也是优化城市绿化水平的基本依据。相关实验发

现，城市道路空间中的乔木数量、路幅宽度、绿带数量、种

植结构均对绿视率有较大影响 [20]，特别是立体绿化，虽然在

平面上对城市绿地率上贡献不大，但对城市空间绿视率的贡

献却不可忽视。此外，由于乔木冠大荫浓，故一般绿化覆盖

率高的区域绿视率也较高 [21]。不过，若乔木长得太高，超出

人眼正常平视的上部视野区域，绿视率反而会降低。因此，

在城市绿化建设中，可根据空间绿视率高低有选择地对街区

绿化植物结构进行调整，在高大乔木树冠下适当增加灌木和

地被植物，有效提高街区空间的绿视率。

绿视率受绿色植物种类与生长方式的影响较大，与不同

的植物布局、群落结构、配置类型、冠幅大小等因素也有关 

系，可以通过研究植物景观质量与绿视率的相关性，确定合

理的城市绿化种植实施方式。这就为优化城市空间的植物景

观构成提供了依据。尤其是在我国的高密度城市中，当没有

足够的用地拓展城区绿色空间时，可考虑从提高绿视率的角

度优化城市绿化方式，如增加立体绿化、调整植物配置等，

进而营造舒适宜居的城市空间。

3.3  绿视率可作为制定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的补偿指标
研究和应用绿视率指标，能对城市绿化建设起到促进作

用。例如，日本近畿地区的政府部门近年来已将绿视率指标

引入城市建设管理条例。2011 年 5 月，大阪府提出“绿色之

风促进区域”，将绿视率指标作为放宽建筑物容积率和密度

限制的若干条件之一。即：若建筑周边环境满足“绿视率达

到 25% 以上”，城市沿路地区的建筑密度就可以从 60% 放宽

至 80%，城市中心区的建筑容积率控制指标有机会从 3.0 放

宽至 4.0。在日本兵库县西宫市和宝塚市部分城区，要求新

修或改造建筑须达到“绿视率”的最低标准。松原市从 2011
年 10 月起，池田市、守口市、门真市、高石市和泉大津市

从 2012 年 4 月起，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引入并适当修改了

相关的绿化奖励政策 [22]。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京都

市 2011 年调查了市内 37 处地点的绿视率，要求其中绿视率

未满 10% 的 13 处地点要在 2015 年以前达到 10%[23]。此外，

研究表明：绿视率与城市住区环境的经济价值呈正相关性，

高绿视率会拉动周边的房产售价 [13]。

从日本的经验看，在进行城市空间发展的规划控制时，

绿视率可作为放宽建筑容积率和建筑密度限制的补偿指标。

尤其是在城市人口高密度发展的现实条件下，建设“紧凑城

市”已成为我国大部分城市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绿视率作

为一项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的补偿指标，可以为城市空间紧凑

型可持续化发展提供新的政策保障。

4  绿视率指标应用的积极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专业领域对于城市绿化水平的三维度量

已探索了多种方法，绿视率便为其一。其工作流程清晰，计

算方式也较其他方法简便，在实践中应用绿视率指标具有一

定的积极意义。

（1）绿视率测定与计算方法较为简便，易于操作，便于

发动市民参与相关的统计工作。这样既能让市民切身感受城

市绿化的建设成果，也可以通过公众参与增加绿视率测定的

基础点，让研究区域内的平均绿视率数据更加真实可靠。

（2）绿视率研究能为城市绿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路。通过

绿视率的研究，政府可评估市民对空间绿量的心理感受，更

好地制定绿化工作方案。同时，绿视率指标能科学地评价城

市植物景观质量现状，有助于优化城市绿化植被结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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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方式，避免简单地“多种树”。特别是在高密度的城区内，

虽没有足够用地进行绿化种植以提高绿地率，也能够通过发

展立体绿化显著提高空间绿化水平。

（3）对于高密度城市的宜居空间发展，绿视率作为补偿

指标的政策在日本已被广泛接受。我国的城市规划建设可加

以借鉴，在进行紧凑型城市建设的同时兼顾城市绿色空间的

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学术界对城市绿视率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

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绿视率

有望成为指导我国绿色城市建设的重要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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