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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滨海城市山海眺望景观的问题

山海景观是依山靠海、自然条件优越的滨海城市所

展现出来的独特风貌景观。由于空间视野相对开阔、自

然地形变化复杂、山海岛礁等景观要素多样，垂直方向

变化的山脊线与水平方向灵动的海岸线相结合，从不同

的空间维度增加了滨海城市空间景观的丰富性。在这些

城市，眺望是市民观山望海、欣赏风光和感知风貌的主

要方式。在规划管理领域，对眺望景观进行系统控制对

于保护和塑造城市空间特色作用重大，如英美法等欧美

国家从 1960 年代开始在这一领域开展了相关研究实践，

并取得了丰富经验 [1]。其中，专门以滨海地区为对象开

展的山海眺望景观规划控制是眺望景观规划课题中的重

要内容之一。

在滨海城市及地区，保持适度的建筑尺度以形成整

体有序的山海格局和特色鲜明的眺望景观体系是突出滨

海城市山海景观特色的常用方法。但在城市建设普遍追

求高强度开发的背景下，建筑开发强度与高度增加往往

对滨海城市的整体景观造成难以逆转的结构性影响。此

外，滨海城市的山海景观资源往往十分脆弱和敏感，随

着城市的快速扩张，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公共岸线侵占、

山海景观遮挡、开矿设厂、取砂卖石和污染环境等问题，

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也对山海景观造成了损害。因此，

尽快形成系统性的山海眺望景观规划控制管理方法，对

于保持滨海城市山海空间特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案例选取

如何进行山海眺望景观规划控制的问题并非我国所

独有，我们的邻国日本作为海岛国家，山海眺望景观受

到重视，其规划控制方法也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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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ew planning problem between mountain and sea is very important 
for shaping the seaside space characteristics of coastal cities. In contemporary 
urban development process, seaside urban landscape is facing various challenges 
such as view barriers, landscape chaos, reduction of green space, and exposure of 
bare cliffs. As an island country, Japan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on view 
planning management between mountain and sea. Based on the cases of Japanese 
cities,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elements and main types of views. Moreover, it 
investigates view planning methods, which have great potential to be applied in 
the Chinese landscape planning practices. There are five main points regarding 
the view planning methods between mountain and sea as follows: range defining 
according to the boundary of view object, subdivision control according to view 
distance, building height control for view conservation, construction control 
combining with landscap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via the action plan. 
These method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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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村幸夫即提出，在多山的日本，保护城市背景山体等风

景资源是风景规划的主要内容，对于滨海城市，自海上眺

望的景观控制与保护也将是重要课题 [1]17-18 ；2004 年，随着

《景观法》出台，景观规划中关于眺望景观保护的内容开始 

增多 [2] ；横山公一等在 2009 年通过对日本全国 98 项景观规

划进行统计，发现其中提到以山、海为眺望景观保护对象的

分别占到 44% 和 19%，如果考虑到台地、海岛等其他相关

要素，这一比例会更高 [3] ；吴玉兰以神户市为例进行调查研

究，发现在山体绿地、地标、海与港湾以及城市等四种主要

眺望景观中，市民印象最深的是海与港湾眺望景观 [4]。可见，

滨海地区以山海景观为重点的眺望是景观规划的重要内容。

在具体的规划管理实践中，如鹿儿岛和神户①的开发建设中

出现的海岛或山体眺望轴线被中高层建筑阻碍 [5-6]、开发建

设导致山坡绿化减少、断崖裸露等问题② [5] 均与我国浙江、

海南等东部、南部滨海城市面临的问题近似，说明了山海

眺望景观问题的普遍性以及对其进行规划控制的重要价值。

滨海城市景观规划控制的内容比较复杂。一方面，日本

城市景观规划以《景观法》为指导，涉及规划管理、公众参

与及评估机制等多项工作，内容上包含了划定景观规划区域、

提出目标方针、管制建设行为、保护重要建筑及树木以及对

重要空间要素进行规划引导③等诸多内容 [7-8]。另一方面，作

为滨海城市，海岸地区的规划建设也面临着景观塑造、灾害

防治、生态保护、岸线空间及资源的管理与利用等各类要求。

在众多内容中，本文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山海眺望景观规划控

制的专门领域内，选取鹿儿岛市、神户市、南城市、石川县、

松岛町等具有山海景观特色的县市作为研究对象，从眺望范

围划定、眺望层次划分、建筑高度控制、建筑风貌及建设行

为管制以及行动计划安排等主要方面进行分析，通过对其景

观规划或专门编制的眺望规划进行解读与比较，对上述方法

进行总结，以便为我国滨海城市开展眺望景观相关的规划管

理工作提供借鉴④。

选取案例的原则为：（1）位于日本不同区域，包含了

县、市、町等不同层面，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 ；（2）眺望

控制区域的尺度适中，其规划管理方法对于有条件进行整体

规划控制的滨海城市或片区具有直接借鉴意义；（3）山海岛

礁等滨海景观要素相对完备，具有良好的山海眺望景观基础； 

（4）景观规划有针对性地对眺望景观提出了要求或单独编

制了专门的眺望规划；（5）具体的规划控制内容包括了规划

设计引导和建设行为管制等较为完善的内容体系，有利于国

内城市进行参照（图 1）。

3  山海眺望景观规划控制的构成

3.1  眺望的要素
眺望景观按照构成要素划分，包括眺望点和眺望区域。

首先是对眺望点的选定及控制。除了某些适宜车行的滨海地

区提出基于车行流线进行动态眺望而将滨海岸线整体作为眺

望点（如日本南城市）以外，一般来说，由于岸线地区地形

复杂多样，眺望景观控制通常首先要对特定的眺望点进行识

别。眺望点的选择主要是指对视角较佳且有密集人流支撑的

重要观景地点进行选取 [9-10]，而并非不加区分地对所有具备

观景条件的区域进行笼统控制。综合鹿儿岛、南城等城市的

景观规划来看，眺望点的选择还需要以下条件 ：一是广大市

图 1  案例城市的区位及基本情况

① 本文以下所说的鹿儿岛、南城、石川、神户、松岛等县市及相关的山体、海湾等，如无特别说明，均指日本地名。

② 鹿儿岛的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中高层住宅的增加妨害了眺望樱岛的景观 ；主干道沿线出现较多色彩华丽的店铺与广告牌；开发建设分割

斜坡绿地，造成绿地减少；撂荒地增加，影响田园景观。

③ 具体包括：室外广告招牌表示法和设置法；道路、河流、城市公园、海岸、港湾、渔港及其他公共设施等对于形成良好景观较为重要要素的

规划内容；农业景观规划建设；与国家公园有关的区域的规划等。

④ 日本景观规划的编制依托于《景观法》，该法使景观规划成为可以指导其他相关规划的一种纲领性规划，并明确了编制这一规划的景观行政团体、

规划区域、建筑及树木等重要对象、维护机构以及协议会等完善的体系内容，保障了景观规划的有效落实。因此，除了本文所重点关注的具

体规划设计方法以外，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管理和维护机构、公众参与机制以及景观评价体系等支撑条件也是我国城市设计或风貌规划等

非法定专项规划目前尚不具备条件且需要向日本等其他国家进行借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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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能够认知、易达且安全的场所 ；二是眺望景观的维持管理

具有可持续性 [11-12]。

其次是对眺望区域的选定及控制。在水平方向，按照视

域宽度及空间形式的不同，眺望区域可以大致分为片区型

眺望区域和廊道型眺望区域两类，构成片区型眺望景观和

廊道型眺望景观两种形式。其中，片区型眺望景观以观赏

整个特定片区为目的而形成面状的眺望区域 ；而廊道型眺

望景观以观赏特定对景为目的形成带状的眺望区域，如沿

街道或河流，其构成除了眺望点，还包括地标建筑或山体

等眺望对景及廊道。

斯皮罗·科斯托夫（Spiro Kostof）认为，水边景观常常

是全景式的和逐渐展开的 [13]，在滨海地区更是如此。对于滨

海地区来说，眺望景观的规划控制有必要以较大区域为对象

进行管理，以保护和塑造整体山海景观特色，与局限在控制

特定宽度的狭窄眺望廊道相比，片区型眺望景观控制更有价

值。此外，滨海城市往往依山面海，山、海、岛、湾、沙滩、

岬角等空间要素众多，岸线形式多样，山、海、城空间形态

组合关系复杂。在城市整体尺度上，应结合山海格局的整体

特色提出原则性控制要求，并将城市依照山海格局（如沿不

同海湾）划分成符合眺望景观尺度的不同分区，分别进行片

区控制，有利于增强眺望景观规划控制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3.2  眺望的类型
眺望景观类型多样，按照不同的标准和视角，划分并不

相同。英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城市景观保护工作的国家，伦

敦根据眺望景观的观看对象、视线范围和视角特点将其分

为伦敦全景（London panoramas）、线性景观（linear views）、

河岸景观（river prospects）和城镇景观（townscape views）等

四种类型 [14]。在日本，京都于 2007 年成为第一座制定眺望

景观保护条例的城市，按照眺望点和眺望区域的差别将其分

为境内的眺远、通路的眺远、水边的眺远、从庭院的眺远、

向山峦的眺远、向地标的眺远、仰望的眺远和俯瞰的眺远等

八种类型 [15]。

对于滨海城市而言，眺望景观的分类更关注山海景观的

空间特征及其与市民活动方式的关系，如神户按照观景主体

与景观对象的参与程度及空间关系，将其分为眺望型、环境

型和参与型三种类型 [16] ；松岛町按照眺望景观的视域宽度将

其分为全景和廊道两类，或按地形高低不同分为仰观景眺望

和俯瞰景眺望两类 [17] ；南城则按照地形特征及观景主体的活

动特点将其分为移动眺望和高地眺望两类 [18]。

在垂直方向上，由于山海景观要素普遍存在地形高度

的差别，滨海地区山海眺望景观按照视角可以划分为仰观景

和俯瞰景两种基本类型 [11,17,19]。仰观景是指从海岸甚至海上

的眺望点向海岸内侧城市或山体的方向进行眺望；而俯瞰景

则是指从城市高点或山顶的眺望点向海面及海岸方向进行眺

望。这两种形式既可能重叠形成山看海及海看山等双向眺望

景观，也可能只涉及单方向的眺望。从规划管理的角度看，

滨海城市的景观规划多以这两种基本类型为主提出规划控制

引导的相关要求。

在这两种基本类型的基础上，按照水平方向视域宽度及

形态的不同，又分别可以与片区型眺望和廊道型眺望两种类

型进行叠加。由于廊道型眺望景观往往以特定对象为观景目

标，且依托带状的道路或河流及两侧相对封闭的建筑界面作

为空间限定，其控制方法与一般的廊道型眺望景观基本一致。

因此，滨海地区的山海眺望景观更加关注具有整体特征的片

区型眺望景观规划控制的运作实效（图 2）。

4  山海眺望景观的规划控制方法

通过对鹿儿岛、神户、南城、石川、松岛等案例进行解

读分析可以发现，山海眺望景观的规划控制可以总结为五方

面主要内容 ：眺望区域的范围界定、眺望距离的层次划分、

眺望区域的建筑高度控制、建筑风貌与建设行为管理以及行

动计划安排。

4.1  参照眺望对景边界特征进行眺望范围的界定
山海眺望景观控制首先关注的是眺望景观范围的界定，

即将按水平视角划分的眺望景观范围与按垂直视角划分的仰

观景和俯瞰景两种类型结合起来，对重要的山体轮廓线和海

岸线进行识别和保护，防止开发建设对其进行破坏和遮挡。

因此，眺望景观范围的界定往往以作为对景的山体轮廓或海

岸景观边缘的可识别要素作为边界进行划分，并提出片区内

景观控制的相关要求。

如石川县的七尾湾以整个海湾为对象，设置眺望景观控

制区域，要求区域内建筑高度不得高于 15 m，并对影响景

观的老旧建筑和遮挡景观的林木植物进行整治 [20]。鹿儿岛

的滨海景观则以滨海山体城山和海上景观樱岛作为主要对景

限定控制区域，其中，由山（城山）看海（樱岛）的俯瞰景

眺望景观控制区以观赏到海岸对面的对景樱岛为边界，滨海

建筑高度的控制以不能遮挡防波堤为原则，以便山顶的观景

者能够观赏到岸线的整体形态；而由海看山的仰观景控制区

域则以观赏到整个城山的山体轮廓为原则，建筑整体控制在

45 m 以下，以避免对城山的山体造成遮挡（图 3）[5]。与之

类似，神户的景观控制也强调对眺望区域整体形态的保护，

如由港口向山体的眺望以看到菊水山和摩耶山的主体部分为

目标；而须磨海滨公园海滩向侧面山体的眺望则以海岸线端

点及旧灯塔顶点延长线与山体线交汇点为两端，以保护钵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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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眺望景观的分类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6-18]

图 3  鹿儿岛滨海地区眺望景观规划控制范围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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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旗振山和铁拐山景观全貌（图 4）[21]。

4.2  依据眺望距离进行层次划分
眺望景观控制的空间范围较大，因而需要依据距离的

远近形成近、中、远不同的景观控制层次。英国伦敦的战

略景观分为前景（foreground）、中景（middle ground）和背

景（background），前景和中景是眺望点与眺望区域之间的

范围，而背景是从前、中景延伸到远处的部分 [14]。在我国，

泉州城市天际线研究也提出将山海景观按照建筑细部、建

筑轮廓和城市轮廓的不同尺度分为近、中、远景三个层次 [22]。

与之相似，日本景观规划中的山海眺望景观同样采用了近、

中、远景三层次的划分 [2,11,17,23]，划分依据的是人、建筑和

林木三类要素的综合视觉识别效果，根据仰观景和俯瞰景

中眺望点的位置差异，近中远的内涵是从山到海还是从海

到山各有侧重。

眺望景观距离层次划分的依据是眺望者对人或物（建

筑、树木及其他景观）的视觉分辨程度按照距离的远近存在

着从局部到整体、从细节到概貌的层次变化。如日本的《景

观用语事典》中提出，400 m 是识别出单棵树木的视线距离

上限，而 1.2 km 则是人的视觉认知界限 [17] ；日本国土交通

省出台的《海岸景观形成指引》则借鉴樋口忠彦等人的研

究，提出 180~240 m 以内可识别单棵树木、3~4 km 以内可

识别树林组群、5 km 以上仅能识别山林轮廓的视觉界限划

分 [23]。因此，人、建筑和林木三种要素的可识别程度成为三

个眺望层次划分的重要依据。

在实例中，三个层次的距离尺度大同小异。《海岸景观

形成指引》提出近景 500 m、中景 500 m~1.5 km、远景 1.5 km

以上；南城景观规划提出近景 500 m、中景 500 m~2 km、

远 景 2 km 以 上；松 岛 町 则 提 出 近 景 400 m、 中 景

400 m~1.2 km、远景 1.2 km 以上等三个层次；此外，大津

市的北湖岸线地区眺望景观也按照 500 m、500 m~2 km、

2~5 km 划分近中远三个景观层次 [24]。上述案例说明了在滨

海或较大尺度的滨湖地区，三个层次大致可以划分为近景

500 m 以内、中景 500 m 至 1~2 km、远景 1~2 km 以上等区

图 4  神户滨海地区眺望景观规划控制范围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1]

图例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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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范围（图 5）。
虽然距离层次的具体划分有个案的差别，但划分的原则

是共通的，即依据对人的外貌及行为、树木、建筑形态的识

别以及对建筑的色彩、材质等形式的感知。其中，近景是指

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识别出人脸表情与动作、单株树木的特征、

花坛植物、建筑单体的数量，并感知到建筑的色彩、材料、

图案等特征的空间范围 ；中景可以识别出有人活动的存在、

组群的树林、建筑群体的轮廓及天际线 ；远景则难以分辨人

的存在，可感知树木与地形、建筑与地区形成的整体轮廓。

在这一原则基础上，眺望景观的规划控制可以按照

近、中、远不同景观层次分别提出针对性要求和相应的管理 

重点 [11,17,23]。在近景部分，首要问题就是防止林木生长和建

筑建设行为造成对观景实现的直接遮挡 ；其次，由于近景区

域能够观察到环境细节，因而建筑细部的设计管理受到重视；

在中景部分，需要对整体建筑高度、造型、色彩等要素的协

调性进行控制 ；在远景部分则重点关注对山体轮廓线、海岸

线和天际线等要素的保护（图 6）。

4.3  保障眺望景观的建筑高度控制
眺望区域内的建筑高度控制是山海眺望景观规划控制的

重要内容。仰观景的建筑高度控制以保证山体整体轮廓不受

建筑高度的遮挡侵害，以便形成协调的空间形态为原则 ；而

俯瞰景则以观赏到滨海地区全貌，特别是海岸线和海上岛屿

等重要景观不受遮挡为原则。

总体上建筑高度控制依据的是从特定眺望点进行眺望

时所必须保护的山体线或海岸线轮廓范围及可视部分的特定

比例。如鹿儿岛俯瞰景控制要求滨海地区开发建设不能遮挡

山顶眺望者观赏到防波堤 [5]。神户市仰观景的建筑高度控制

基准是在面状眺望区域内，建筑高度不能超过菊水山和摩耶

山之间的最低点，同时要求 60 m 以上的高层建筑向城市主

干道沿线 40 m 区域集中 [16]。我国香港城市设计指引则提出，

山脊线 20% 不被建筑遮挡，但特别地标建筑不受此限，凡是

滨海地区位于眺望景观控制区域的建筑，控制在 30~40 层 [9]。

在国内近年来城市滨水地区的相关规划中，也往往采用类似

的原则与方法，如俞孔坚等参照香港标准，以台州椒江为例，

提出南岸山体应保障 20% 高度可见、北岸保障 60% 山体可

见的控制要求 [25]。台州市路桥区的城市风貌规划则按照近中

图 5  眺望层次划分 图 6  山海眺望景观分层次规划控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1,17,23]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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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和远景划分了两套视廊控制线，近中景按能看见上部 1/2
山体控制，远景按照能看见上部 1/3 山体控制 [26]。

为了保障眺望景观控制方法的可操作性，在规划中应考

虑将建筑高度与所影响用地区域的土地功能进行结合，通过

对用地的性质、建筑密度、容积率进行整体分析，划定高度

控制线，以保证控制建筑高度控制的合理可行。如鹿儿岛即

采用了结合用地功能控制建筑高度的方法，以商业用地为例，

规划首先对用地功能进行划分，并按照不同地块给定的容积

率，测算在不同建筑密度（如40%~80%）及层高（3~3.5 m）

条件下建筑高度与眺望控制基准线之间的关系，以确保开发

建设不造成对山体的景观遮挡（图 7）[5]。

4.4  建筑风貌控制和建设行为管制相结合
日本滨海城市的山海眺望景观规划控制关注建筑风貌控

制和建设行为管制两大方面。如石川县眺望规划中，通过编

制表格进行管理控制，一是以建构筑物为主要对象进行风貌

设计控制，主要包括建筑位置和高度、形态、风格、色彩、

材质以及绿化等内容；二是建设行为管制，主要包括填挖土、

斜坡处理、树木植栽等 [20]（表 1）。
风貌设计控制与我国城市设计导则的作用类似，而建

设行为管制的对象主要是指超出一定规模、改变地貌及景观

的具体开发建设行为①。以南城为例，建设行为管制主要包

括：（1）土地开垦、挖土开矿及其他改变土地形态的行为； 

（2）林木采伐；（3）土地填挖等开发行为；（4）建筑物

建造；（5）构筑物建造；（6）土石、废弃物等场地堆积； 

（7）水面或海面填埋等七类主要内容（图 8）。这个部分颇

值得国内滨海城市的规划管理进行借鉴，其具体的控制内容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过程管制的特点，不仅包括建设要求，

也包括开展建设以后如何减小负面影响的对策，体现了对整

个规划建设链条全流程控制的思路，景观规划中往往会针对

挖山开矿等景观环境破坏行为提出明确的修复方法指引，并

辅以相应的图示，如要求防止在公共界面区域进行施工挖掘，

在施工区域外围设置林木、围挡进行遮蔽，且明确要求在完

成阶段性施工后，应对完工区域进行景观修复，以保障空间

美观等内容 [11]（图 9）。

4.5  通过行动计划进行分解落实
作为景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眺望景观的规划控制内

容也体现在行动计划的制定方面，通过明确项目与实施，保

障相关工作的有序推进。一般来说，日本景观规划的行动计

① 建设行为管制的对象一般有明确的规模规定，如涉及该管理要求的新建、改建或增建建筑是指重点地区的全部建筑以及一般地区占地超过

300 m2、高度超过 10 m 的建筑；再如林木采伐、水面或海面填埋等则是指占地超过 500 m2 的建设行为等。

图 7  鹿儿岛眺望景观区域建筑高度控制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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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石川县眺望规划中的设计控制及建设行为管制要素

石川县眺望规划 项目 眺望景观形成基准

建构筑物设计控制

位置、规模（高度）
从观景点出发不损害眺望景观的位置与高度；

从观景点出发眺望七尾湾海岸线的位置与高度

形态、设计

采用与周边景观协调的形态与设计；

在自然景观优越的场所，采用与自然环境协调的形态与设计；

坡屋顶设计需采用与周边协调的形态

色彩
建筑物等外观的基调色所采用的颜色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注意色彩的平衡

材料

采用与周边景观协调的材料；

采用具有耐久性、适应不同天候且长年使用老旧化但外观不难看的材料；

在大范围使用金属板或玻璃的场合，需要考虑与周边景观的协调

植栽

尽可能进行绿化，在用地周边设置围篱；

植栽时，考虑缓解来自建筑的压迫感和突出感；

尽量确保树木采伐等行为不出现在观景区域，努力使绿化与周边植被相协调

其他
防止过度的户外照明；

改造影响景观的建筑，优化环境

建设行为控制

填土、挖土

填挖土不能破坏日本海的岸线，山体、林地的天际线；

不能采用造成土地破碎的分割或再分行为；

开展能够激发自然和现有地形活力的规划

坡面
防止产生大规模边坡的建设行为；

灵活使用挡土墙的石材，进行绿化，与周边的景观相协调

树木等
保护和活用用地内的树木及水系；

结合景观需求开展植栽规划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0]

图 8  南城市景观规划中的建设行为管制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1]

图 9  南城市滨海地区的景观修复指引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1]

划与我国城市规划编制实践中的行动计划结构类似，包括目

标、对策和行动三个主要部分，目标是整个行动计划的主旨，

对策指出达成目标的工作方向，行动则将对策向具体的空间

与项目进行落实，形成完整的实施计划体系。其中，山海眺

望景观规划控制的内容会以对策和行动的方式融入后续的行

动计划。

鹿儿岛景观规划中将行动计划框架分为大项目、小项目

以及实施策略三个层面：大项目是指景观规划的四个主导方

向，如“确保活火山樱岛的眺望景观”；小项目是指基于这

一目标形成的行动计划，如“保护向鹿儿岛地标——樱岛方

向的眺望景观”；实施策略则是指具体的工作安排，如“眺

望保护范围内建筑高度、屋顶绿化、色彩引导”及“户外广

告规制引导”等 [5]。它们分别涉及景观规划与景观条例等不

同方面的工作，并向不同分区进行具体落实，纳入下层次分

区景观规划（表 2）。
与眺望景观相关的内容体现在多方面的工作中，如在规

划管理方面，鹿儿岛将眺望景观规划控制的内容纳入 2008
年编制的《鹿儿岛市景观规划运用手册》[27]，深化管理要求；

在户外建筑广告管理中，结合眺望控制对禁止屋顶广告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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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进行了明确 [28]。在规划落实方面，下层次的矶地区景

观规划确定以鹿儿岛景观规划中提出的保护樱岛眺望景观的

目标为上位规划要求开展相关规划工作 [12]6（图 10）。而眺望

景观相关的工作也会渗透到城市建设的其他方面，如 2008
年鹿儿岛开展了城山观景台眺望点的标识设计征集工作，将

眺望景观与城市品牌塑造结合起来。景观审议会对征集方案

进行了审议，重点关注设计者对樱岛、城山和锦江湾等特色

空间要素主题的表达 [29]。

5  总结

综上所述，日本滨海城市的山海眺望景观规划控制可以

总结为五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各部分各有侧重：（1）参照眺

望对景的边界特征界定眺望区域的宽度和范围，以保障片区

景观控制的整体性；（2）依据眺望距离进行层次划分与分段

控制，有利于增加规划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结合用

地功能、强度、密度等要素进行建筑高度控制，以便向法定

规划落实；（4）建筑风貌控制和建设行为管制相结合，对具

体开发行为提出明确的要求，有助于从静态管理到动态修复

的整体管控；（5）将眺望景观规划控制落实到行动计划，使 图 10  鹿儿岛山海眺望景观规划的落实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2,27-28]

表 2  鹿儿岛景观规划的行动计划

制定景观规划的主要视角 对       策

大项目 小项目

1  确保向“活火山

    ‘樱岛’”的眺望

保护向鹿儿岛地标“漂浮在锦

江湾的樱岛”的眺望景观

■◇眺望保护范围的划定、高度控制、屋顶绿化、色彩引导等

●◇户外广告的引导

2  保护“鹿儿岛”的

    地形、历史、风土

    景观特色

塑造“鹿儿岛特色”保护和培

育“景观格局”

■ 大规模建筑景观引导

●◇沿街户外广告引导

● 保护斜坡绿地

●◇促进屋顶绿化

● 促进公共建筑周边的绿化

● 推进公共建筑外构立体植栽绿化

● 保护和培育通往重要公共设施的主要干道景观

● 考虑开发行为、土石的采掘、露天土石堆积的安全性，制定标准

保护和培育日本近代化之地

“维新城市景观”

■ 划定景观形成重点地区

◇ 划定景观保全型广告整备地区

◇ 划定广告协定地区

■ 认定、保全和活用历史资源景观重要建造物

■◇促进建筑夜景的塑造

培育作为“鹿儿岛特色”基底

的风土文化

发掘培育“身边的景观”

■ 认定、保全和活用具有地方特色、广受欢迎的良好景观资源、重要建构筑物

■ 发掘和活用地方景观资源

■ 发掘和活用身边的眺望点

● 对企业的建筑、招牌的设计和色彩与周边环境协调

●◇促进屋顶及邻近道路场所的绿化

●◇户外广告规范引导

■ 划定景观形成重点地区

3  营造以市民、企业

    为主体的景观

市民、企业为主体与政府形成

整体，共同致力于景观营造

○ 开展地域景观营造会议、景观协议会

○  城市与市民协调，共同推动制定景观形成重点地区的景观规划、划定景观地区，制定色彩推荐准则

○ 支持景观法相关活动

○ 充实建筑文化奖等表彰制度

4  宣传“国际观光城

    市鹿儿岛景观”

结合旅游振兴策略，宣传“景

观”魅力

■◇促进建筑夜景的塑造

■◇观光地及观光线路周边地区的景观营造与宣传

注：●依据景观规划的对策 ○依据景观条例的对策 ■依据景观规划和景观条例的对策 ◇依据其他法规政策的对策。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5]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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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具体问题纳入到城市整体景观规划体系中，有利于从城

市整体特色塑造视角推进相关工作开展。

上述经验以景观规划为主要载体，构建了山海眺望景

观的整体管理体系，具有过程控制的特点，切合我国提出的

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的“城市双修”工作思路，具有较好的

可操作性，既能够促进城市景观风貌的优化，也能服务于滨

海地区生态环境的提升。对这些方法进行总结，有利于我国

城市在进行滨海地区山海眺望景观规划工作中进行借鉴和尝

试，以便增加规划管理实效，进一步保护和塑造滨海空间 

特色。

注：文中未标注资料来源的图片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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