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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乡村稻草景观选址评价
——江苏省常州市西夏墅镇为例

陆杏娜,王 浩*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7
摘 要: 本文以常州市西夏墅镇 12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从区域规划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各个行政村稻草景观发展

潜力综合评价来确定乡村稻草景观构建选址的适宜性。主要针对选址的各项要求，从资源条件、政策环境、地理环

境、村庄规模这四个方面选取稻草景观选址评价的相关指标，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出各个行政村稻草景

观发展潜力的综合分值。最后根据层次分析法得出的分值，将常州市西夏墅镇各个行政村发展潜力分为 4个等级，

选出最适宜进行稻草景观建设的基地。本文通过层次分析法在乡村稻草景观选址评价中的应用，提出了科学性、系

统性、定量化的乡村稻草景观构建选址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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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Rural Straw Landscape Site Selection Based on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Case of Xixia Town, Changzhou, Jiangsu Province
LU Xing-na, WANG Hao*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12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Xixiashu of Changzhou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planning, we determine the suitability of rural straw landscape construction site selection by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straw landscape in each administrative village. Mainly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site selection, the relevant indicators of straw landscape site selection evaluation are selected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resource conditions, policy,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village size, and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potential comprehensive score of straw landscape development in each administrative village.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scores obtained by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each administrative
village in Xixiashu Town of Changzhou City is divided into four grades, and the most suitable base for straw landscape
construction is selected. In this paper, a new method of scientific, systematic and quantitative rural straw landscape
construction site selection is proposed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AHP.
Keyword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rural straw landscape; site selection evaluation

随着乡村振兴、美丽乡村、新农村和城镇化的建设推动，全国各地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乡村

建设。然而，部分城市景观设计师以城市化的建设模式使得传统乡村景观向现代景观转变，这些逐

渐走向趋同与异化的景观使得原有的乡村景观格局和面貌产生了“建设性破坏”。因此，如何在乡村

景观可持续发展下保护乡村景观的特色是目前学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1]。本文就是考虑到了如何利

用当地乡土景观素材创造出更多的亮点为乡村旅游持续发展壮大做出的思考，从而提出了废弃稻草

资源景观化的开发和应用。研究表明：目前市场上稻草资源主要应用于生产及加工类用途，本文中

提出的对于农村稻草秸秆废弃物的开发利用，尤其是创新的应用于风景园林工程建设中，是乡村振

兴、新农村建设、缓解资源紧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2]。

乡村稻草景观在字面意识上可理解为“用稻草在乡村创造景观”，从深层含义上理解为这是生态

保护实践的一种方式，以稻草材料为主材，配合其他自然或人工的材料，结合特定的场所和文化基

础，采用合理的结构体系和施工技术创造自然的生态景观，并与周边要素联系密切，从而形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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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景观共同体。这种模式近年来逐渐在乡村兴起，也引发了一些景观设计热潮，但是却出现了

稻草景观选址不当的问题，忽视了乡村稻草景观选址的重要性，使得乡村稻草景观变得生硬、无序、

无趣，丧失了其原有的美感。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稻草景观建设区域的规划目标，依托基地地域经济

结构、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包括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空间特征，合理组织乡村范围内的稻草

景观发展及其空间组合，以达到乡村稻草景观建设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最佳[3]。各个乡村村落

的稻草景观建设条件不同，稻草景观构建的发展潜力是不一样的，因此，影响稻草景观选址的评价

因子需要详细分析，只有对特定乡村区域的地方性需求进行深入详细的研究，才能把握这一差别，

做到因地制宜的乡村稻草景观建设。

乡村稻草景观发展潜力涉及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这导致了构建乡村

稻草景观选址评价因子的复杂性。目前，对乡村发展潜力方面的评价主要是针对现有村庄布局规划

的，主要包括：指标体系、衡量区域差距的方法以及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本文对乡村稻草景观选

址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也表现在以上三个方面，主要以常州市西夏墅镇的 12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

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对其进行稻草景观选址评价的研究，最终得出发展乡村稻草景观选址的

4个不同适宜等级,并阐述了该指标体系的构成与现实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西夏墅镇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境内,周边为常州市国家高新区、滨江产业园、京沪高铁、沪

宁高速和常州机场以及长江常州港，整个区域地理环境优越，气候四季分明，水陆空交通便捷。西

夏墅镇辖 12个行政村和 3个社区，总面积达到 51.96 km2，耕地面积有 35998亩，户籍人口有 42174
人，其中暂住人口 6640人。2012年全镇国内生产总值就达 28.25亿元，并完成预算内财政收入 4.5
亿元，其综合实力位于前列，地方经济发展迅速，是常州市一颗璀璨的明珠。另外，研究区域内水

系纵横，位于江南水乡的长江入海冲击平原地区，土壤丰富、气候温和湿润，催生了独特的农耕文

化，形成了以大面积的水稻田种植为主的生产性景观，是全国著名的“鱼米之乡”，稻草秸秆资源非

常丰富，这为西夏墅镇稻草秸秆资源的利用和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4]。

2 研究方法

本文根据西夏墅镇的实际情况，以 12个行政村作为评价对象，对乡村稻草景观选址评价因子评

价。分别从资源条件、政策环境、地理环境、村庄规模这四个方面，应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

影响因子的权重，系统分析各村庄的发展条件，从而选出了最适宜进行乡村稻草景观建设的村庄[5,6]。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乡村稻草景观资源综合评价指标的确定涉及了自然环境、人文景观、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因

此，建立科学的乡镇景观资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是乡村稻草景观选址评价的前提和基础[7]。根据乡

村稻草景观选址评价的内涵及上述指标选取的原则，结合目前国内外关于乡村景观资源评价的方法
[8-10]，构建了西夏墅镇乡村稻草景观选址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 3个层次构成，其中第 1个层次为

目标层，即各行政村稻草景观选址评价的综合指数；第 2个层次为项目层，即乡村稻草景观选址评

价的主要内容；第 3个层次为指标层，是第 2个层次的子指标层，即具体指标层。

2.2 指标体系的选取

根据科学实用以及可操作性等原则，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基于稻草景观选址适宜性的研

究视角，征询相关专业背景的专家的意见，选取乡村稻草景观选址评价指标，并构建了西夏墅镇 12
个行政村的稻草景观选址评价指标体系（表 1）：各行政村稻草景观选址评价为目标层 A；资源条

件、政策环境、地理环境、村庄规模为目标层 B；C层为单项因子，包括资源条件中的稻草资源和

其它旅游资源；政策环境中的基础设施和政府扶持力度；地理环境中区位条件、交通条件、自然条

件；村庄规模中的人口规模和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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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确定指标的权重

评价因子权重的确定是关键的一步，它直接影响指标评价的科学合理性。这里指标权重的确定

主要通过 AHP层次分析法[11]，其中打分部分咨询了专业背景为园林景观学、城市规划、人文方面等

方向的多位专家学者。其主要的步骤如下：A向有关背景的专家学者发放调查问卷，根据征询的结

果来确定因子的相对重要性，并列出各项因子间相对重要性矩阵，B根据构造稻草艺术景观选址评

价标准相对重要性的判断矩阵，利用合积法计算出各层次因子相对重要性的权值并进行排序[12]。
表 1 西夏墅镇各行政村稻草景观选址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因子权重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factor weight of straw landscape in each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of Xixiashu
目标层

Objective level
评价项目层

Evaluation item level
权重
Weight

因子层
Factor level

权重
Weight

各行政村稻草艺术景观选址评价(A)

资源条件（B1) 0.4 稻草资源（C1) 0.22
其它旅游资源（C2) 0.18

政策环境（B2) 0.2 基础设施（C3) 0.1
扶持力度（C4) 0.1

地理环境（B3） 0.25
区位条件 (C5) 0.15
交通条件 (C6) 0.05
自然条件 (C7) 0.05

村庄规模（B4) 0.15 人口规模（C8) 0.05
耕地面积（C9) 0.1

2.4 指标的评价标准

通过以上分析，结合西夏墅镇 12个行政村的实际情况，对二级指标赋予不等的分值区间，为各

行政村总评价值的判定提供依据和参考标准，根据指标标准确定的难易程度将 9个二级指标分为 3
种类型：A可以直接进行量化的指标（一般通过规范的统计资料便可获得可靠的数据），包括人口

规模、耕地面积；B可通过间接手段获取数据进行量化的指标，包括稻草资源、其它旅游资源、基

础设施、扶持力度、自然条件；C难以量化的指标（采用专家打分法进行量化），包括区位条件、

交通条件（表 2）[13]。
表 2 行政村稻草景观选址二级指标评分标准

Table 2 Secondary index scoring standard of administrative village straw landscape site selection
指标名称
Index

评分标准 Scale of marks
80分~100分 70~80分 60~70分 60分以下

稻草资源 C1 资源丰富 资源较好 资源较差 没有资源
其它旅游资源 C2 资源丰富 资源较好 资源较差 没有资源
基础设施 C3
扶持力度 C4

设施较好
扶持力度强

设施中等
扶持力度适中

设施较差
扶持力度较差

设施最差
没有扶持力度

区位条件 C5 优越 较优越 较差 最差
交通条件 C6 镇级以上道路通过 镇级道路通过 乡村路 山间小路
自然条件 C7 适宜建设区 适度建设区 生态缓冲区 生态保护区

人口规模（人）C8 >2000 1000~2000 500~1000 <500
耕地面积（hm²）C9 >170 100~170 30~100 <30
根据李勤，苏世鹏等人对农村经济发展实力的研究[14,15]，以上述乡村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为基

础，以此作为选取稻草景观构建选址的参考，计算出西夏墅镇 12个行政村的发展潜力得分，村庄发

展潜力分值 Si的计算公式如下： 



n

j
jiji WPS

1

，Si：村庄发展潜力综合评价值；Pij：评价指标权重，

Wj：评价指标量化值。
表 3 西夏墅镇 12个行政村发展潜力综合评分表

Table 3 Development potentia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able of 12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Xixiashu
排序
No.

行政村名称
Village

综合得分
Score

聚类
Cluster

排序
No.

行政村名称
Village

综合得分
Score

聚类
Cluster

1 东南村 95.10 Ⅰ 7 新口庄村 59.42

Ⅲ
2 梅林村 90.35 8 牛郎村 58.65
3 康西村 88.23

Ⅱ

9 浦西村 54.48
4 浦前村 87.22 10 水塔口村 53.12
5 戎家村 75.54 11 丁村 52.90
6 西观庄村 73.93 12 蓼沟村 38.50 Ⅳ
最终将发展潜力得分由低到高排序并归到 1~100区间范围内，分值越大代表村庄稻草景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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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越好，最终获得西夏墅镇 12个行政村稻草景观发展潜力由高到低得分表，分值越高，发展稻草

景观的适宜度越高（表 3）[6]。

然后根据以上 12个行政村稻草景观发展潜力综合得分，对综合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分析，将其划

分为Ⅰ、Ⅱ、Ⅲ、Ⅳ类（表 4）。以上是西夏墅镇乡村稻草景观发展潜力的定量分析，但是乡村稻草

景观发展潜力设计很多因素，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在构建乡村稻草景观选址发展潜力指标体

系时还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考虑问题。
表 4 指标类别划分及内容

Table 4 Classification and content of indicators
类别
Class

综合分值
Score

评价
Evaluation

内容
Detail

Ⅰ类 >90分 高度适宜 重点发展
Ⅱ类 60-90分 较适宜 依发展态势合理引导发展
Ⅲ类 40-60分 勉强适宜 限制发展
Ⅳ类 <40分 不适宜 不予发展

图 3 12个行政村稻草景观发展潜力适宜等级
Fig.3 Appropriate grade of 12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straw landscape development potential

3 评价结果分析及建议

在西夏墅镇 12个行政村的综合评价基础上，结合定性分析可知（图 3）:得分在 40分以下的蓼

沟村其综合得分较低，主要原因是此村庄自从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纺织染印工业园区开始以后，

建造了一个污水处理厂，离村庄只有三、四十米，污水、污气近十年时间里严重影响了蓼沟村近 150
多户人口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因此此处最不适宜进行选址开发。得分在 40~60分的新口庄村、牛郎

村、浦西村、水塔口村、丁村具有一定的稻草景观发展潜力，但是相对而言各方面基础比较薄弱，

因此发展潜力明显偏小、偏弱，只能纳入勉强适宜区，限制其发展。得分在 60~90分的康西村、浦

前村、戎家村、西观庄村，评价结果显示处于中游水平，各项指标都处于中游水平，可以作为待定

发展村，在后续发展规划时再从中选出较适宜的村，合理引导发展。得分在 90分以上的东南村和梅

林村由于该区域稻草资源丰富，村庄经济发展迅速，基础设施较完善，领导干部大力支持在保证基

本耕地的基础上发展有机农业，因此这两个村在 12个行政村中发展潜力明显偏大、偏强，应优先纳

入高度适宜区，是最适合发展稻草景观的乡村。

根据以上评价结果、综合影响因素及未来的发展情况，确定了位置适宜、发展实力强、生态环

境适宜性等级高的东南村和梅林村作为稻草景观建设的最优发展区域。研究结果符合当地以乡村稻

草景观选址评价为着眼点，从资源条件、政策环境、地理环境、村庄规模 4个方面建立了稻草景观

选址评价，为西夏墅镇稻草景观构建选址和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4 结 语

此次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西夏墅镇 12个行政村进行稻草景观选址评价，根据稻草景观的分布特点

和稻草景观构建的本质要求，提出了 4个评价项目和 9个单项因子层的稻草景观选址评价指标体系，

得出了评价指标体系各因子的权重，根据综合打分，再结合定性分析，最终确定了最适宜发展稻草

景观的村庄。指标构建过程中，各层级的指标数据得到了清晰表现，方便更完善、深入地评价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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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西夏墅镇 12个行政村的稻草景观发展潜力。同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权重，使得评

价体系更加公正，提高了评价结果的系统性与科学性。此方法对于稻草景观建设的应用，使得乡村

稻草景观选址更趋科学化、客观化、合理化，有利于今后乡村稻草景观的建设，不仅能丰富乡村景

观建设研究的理论体系，同时也是乡村景观建设的关键所在。但是其用地情况受到不同区域的特点

和政策制度的相关影响，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区域性，不同地区的稻草景观选址需要根据自身

特点进行研究，景观选址问题的研究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因素较多，研究方法也在不

断的探索中，希望将来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求最科学的方法解决乡村稻草景观选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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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的综合勘察方法体系：“大场景”三维立体遥感技术与现场野外调查相结合的地质调绘方

法、现场钻探、各类物理勘探、综合测井、水文试验等结合后形成了一套快速、准确、高效的综合

勘察方法体系，丰富了铁路地质勘察手段，大大提高了山区铁路的地质勘察工作效率，为铁路山区

地质勘察的新创举，是越岭山区铁路综合地质勘察成功的案例，对越岭山区铁路地质勘察工作有很

大的借鉴意义；

（2）复杂地质环境山区越岭铁路空间地质综合选线原则：对于长大区域断裂等地质构造复杂、

山区不稳定斜坡广泛分布以及岩溶发育的越岭山区铁路，线路方案应从平面位置和纵向坡度的优化

调整进行空间地质综合选线，为铁路山区地质选线的新突破，是越岭山区铁路综合地质选线成功的

范例，对越岭山区铁路地质选线工作有重大的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1] 李 响.西北铁路工程地质特征及成就[J].铁道工程学报,2005(12):112-122
[2]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至十堰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R].西安: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2017
[3] 王恭先,徐峻龄,刘光代,等.滑坡学与滑坡防治技术[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4
[4] 孟祥连,周福军.真实感场景遥感技术在铁路工程勘察中的应用[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7(5):1-7
[5] 肖述文.三维“大场景”遥感技术在西康高铁地质勘察中的应用[J].铁道标准设计,2018(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