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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回顾了景观概念的发展历史，根据景观的学科发展，将景观的研究分为景观地理学、景观美学、景观设计

学、景观生态学，并探讨了其理论和方法． 未来景观发展要注意以下几点: 增强专家、政府、普通民众三者之间的交

流; 重视景观“美”的功能; 计算机技术在景观研究中的应用; 景观地理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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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景观( Landscape) ，在中西方都是一个美丽而难

以说清的概念［1］，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涵义丰富的

概念． 近些年在中国的使用频率越来越广泛，各种关

于景观的设计和规划层出不穷，国内相关高校成立

了景观学系或景观研究所等机构． 人们喜欢在景观

的前面加各种修饰词，如“城市景观”、“人文景观”、
“室内景观”，使用“景观”一词似乎显得更加时髦，

景观也变得包罗万象无所不能，由此可见“景观”一

词被滥用［2］． 同时许多专业人士为了适应自己学科

的需要改变了“景观”的最初意思，使不同学科的景

观定义不同，这也是造成景观概念混乱的原因之一．
本文通过追溯景观的起源和演变过程，力求达到对

这一概念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1 景观概念的演变

“景观”一词最早出现的文献是希伯来文的《圣

经》旧约全书中［3］，用于对圣城耶路撒冷瑰丽景色

的总体描述，与犹太文化有关． 在欧洲，8 世纪末古

日耳曼语中出现了“Landschaft”意指地区、地域［4］．
约于 16 与 17 世纪之交，荷兰语“Landschap”作为描

述自然景色特别是田园景色的绘画术语引入英语

中，演变成现代英语的“Landscape”一词［5-8］，泛指陆

地自然风景［9-12］． 18 世纪末英国人汉弗莱·雷普顿

( Humphrey Ｒepton) 将景观引入园林设计中． 19 世

纪中叶，近代地理学家的创始人亚历山大·冯·洪堡

( Alexander von Humboldt ) 将景观作为一个科学的

术语引用到地理学中来，并将其定义为“某个地球

区域内的总体特征”，形成了此词的“自然地域综合

体”的涵义． 1913 年帕萨格( Passarge) 创造了“景观

地理学”一词，建立了一套地理学性质的景观学体

系，强调对分类要素的描述和解释［13］． 1939 年特罗

尔( Troll) 提出“景观生态”一词，景观的概念被引入

生态学并形成了景观生态学． 在古汉语中并没有

“景观”这一词，是由日本留学生引进中国，最早于

1930 年出现在陈植先生在其著作《观赏树木》［14］．
从景观的演变过程来看，景观概念的解读大致

可分为 4 类: 第一类与地区或区域相关; 第二类与感

知特征相关; 第三类与风景园林相关; 第四类与空间

单元的异质性相关．

2 地理学意义上的景观

2. 1 概念解读

景观在地理学上是一种具体的一元物体［15］具

有形式和结构，是区域或有限的土地，是地理学的研

究对象之一［16-18］． 洪堡提出的“自然地域综合体”赋

予了景观在地理学意义上的科学内涵． 前苏联地理

学者更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然地域与水域综合

体”的景观概念． 1913 年贝尔格 ( 前苏联) 提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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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景观”概念，认为地表是由客观存在的具有不同

特点的地域( 地段) 所构成的，每个地域( 地段) 独特

的地形、气候、土壤、植物等自然要素都是有规律的

结合［19］． 美国地理学家索尔视景观由形式的独特结

合组成的地区［20］，用以代替区域或地区［21］． 村太

郎、肖笃宁主要考虑了景观的单元性和范围及可见

性［22-23］．《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景观的理解进行了概

括:①某一区域的综合特征，包括自然、经济、人文诸

方面;②一般自然综合体; ③区域单位，相当于综合

自然区划等级系统中最小一级的自然区; ④任何区

域分类单位［24］．
2. 2 景观地理学的发展

景观学始于德国近代地理学，是研究景观的地

理学综合性分支学科． 施吕特尔( Sehluter) 是德国景

观学派的创始人，他在 1906 年倡导把景观研究作为

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索人类文化景观． 1913 年帕

萨格( Passarge) 创造了“景观地理学”一词，建立了

一套地理学性质的景观学体系，强调对分类要素的

描述和解释［13］．
美国的景观地理学深受德国的影响，索尔把

“景观”引入到美国地理学中，把景观看作地表的基

本单元［25］，以他为代表的伯克利( Berkelcy) 学派研

究了大量景观变迁的实例，揭示了人在改变地球面

貌中的作用，促进了景观学派的发展［5］．
在前苏联地理学中“景观学”是区域自然地理

学的同义词［26-28］，是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分支． 景观

学主要研究景观的形态结构、发展规律，地理过程的

相互联系，人类对景观的影响及其经济利用的可能

性［24］． 其研究对象具备多种组分要素、结构要素和

功能要素［29-30］．
综合景观学的发展来看，景观学与景观地理

学的源流是一样的． 19 世纪 20 ～ 30 年代前苏联把

景观地理学推向了一个高潮，认为景观是地理学

研究的中心目的与基本任务． 但是，到 40 年代后

学者经院式的研究、方法学上的问题及景观概念

的定义不明确使景观地理学逐渐衰落［31-33］． 尽管

景观地理学衰落了，但是景观学在 1950 年后充分

吸收了生态学、系统学等重要思想形成了以景观

生态学为代表的新一代的景观科学． 80 年代以后

景观学更是涉及到建筑、风景园林、生态、等多学

科，成为一门建立在广泛的自然科学和人文艺术

学科基础上的应用性学科［34-37］．

3 感知特征上的景观

3. 1 概念解读

从感知特征上理解景观实际上是从景观的直观

意义上对其进行阐释，也就是说视觉［38］、听觉［39-40］、
嗅觉和触觉所观察到的物体都可以称之为景观［41］．
而涉及景观视觉属性的研究较多，即在特定地点位

于我们视域范围内的地球表面和天空就是景观． 景

观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心理感知，是一种特定的

审美对象，是在审美中介作用下审美主体与审美客

体建立审美联系的一种审美对象，这种特定的审美

对象是具有审美功能的景物［42］． 因此景观不是物体

的本身［43］，而是“景”与“观”的结合［44-45］． 同时“景

观”作为一个“知觉”的名词，由自然和文化两个维

度组成［46-47］． 也就是说景观不只是物理实体，也是

一种心理社会和文化［48-49］．
3. 2 景观美学发展

景观一直是美学研究的对象，但是研究不系统

没有形成成熟学科． 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受环境运

动的影响，景观美学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 1966
年赫伯恩( Hebborn) 发表论文《当代美学: 对自然美

的忽视》，第一次提出了“自然美”的问题，这标志着

景观美学的兴起．
景观美学被定义为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的具象

化和人居化，是建筑美学的延伸和拓展［50］，景观美

学需要面对具体的土地和人的关系． 景观美学是一

种景观经验，或者说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
这种交互作用被分为两个审美模式: 一个是康德的

分离式; 另一个是杜威的介入式的审美模式［51］． 景

观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景观质量评价、景观影响

评价及景观偏好［52］．
1) 景观质量评价． 目前的研究最多的是视觉景

观［53-60］、其次是声景观［39-40］． 视觉景观的研究有四

大公认学派: 专家学派; 心理物理学派; 认知学派; 经

验学派［52］． 景观质量评价的方法主要包括: 美景度

评估法［53-54］、复合分析法［55-56］、层次分析法［57］、语义

差异法［58-59］和 GIS 技术等计算机方法［60］．
2) 景观影响评价． 主要是对城乡建筑［62-63］、可

再生能源设施［64-65］进行评价． 运用 GIS 及可视化技

术，对不同规划方案中新建筑产生的视觉影响进行

量化比较，进而择优建设．
3) 视觉景观偏好． 研究主要考虑个体或群体特

征［66］、价值取向［68］和景观特征［69］． 主要有三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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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模式的视觉景观偏好研究: 基于专家的方法; 基于

进化原则; 基于“人文主义”方法．

4 风景园林意义上的景观

4. 1 概念解读

在园林领域有很多关于景观的定义，《园林基

本术语标准》中景观的定义是可引起良好视觉感受

的某种景象． 景观作为设计的一个对象的总称，与

“风景、园林”的含义有很大的不同: 景观一词可以

指自然风光，运用范围也比较广，偏向于地理学范

畴; 风景主要是指供人观赏的自然风光; 而园林是一

种环境空间，是一种能激发人的感官、思维和情绪的

境域．
4. 2 景观设计学发展

景观设计学(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是土地的

分析、规划、设计、改造、保护和管理的科学和艺术，

是一门建立在广泛的自然科学和人文与艺术学科基

础上的应用学科． 景观设计学的前身是风景园林

( Landscape Gardening) ，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

美国的早期园林实践活动．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

特德在1858 年首先提出了“景观建筑师”． 在园林文

献中最早较正式使用景观设计学作为行业术语的是

著名设 计 师 克 里 夫 兰 1870 年 的 著 作《Landscape
Architecture as Applied to the Wants of the West》． 景

观设计学包括景观设计和景观规划两个方面［69］．
要注意的一点是景观设计学不同于传统的中国

园林，传统的中国园林强调的是诗情画意即园艺美，

解决的是“美”的问题． 而现代的景观设计学强调的

是人类发展和资源及环境的可持续性解决的是“人

－ 地关系”的危机． 因此俞孔坚强调中国的景观设

计学的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土地设计学”［69］，彻底

抛弃唯美论，摆脱小农意识，关注整个人类生态系

统，真正地把人与土地的和谐关系作为设计的核心．

5 生态学意义上的景观

5. 1 概念解读

在航空照片可以广泛获得的背景下，德国区域

地理学家特罗尔定义景观为某一区域、地段内以生

物群体 形 成 规 律 为 核 心 研 究 机 制 的 地 域 空 间 形

态［70］． 80 年代以后，景观生态学把土地镶嵌体作为

对象研究，使景观生态学成为一门有别于系统生态

学和地理学的科学［71］． 景观是由相互作用的生态系

统镶嵌构成，并以类似形式重复出现，具有高度空间

异质性的区域，是生态系统的载体［72］，在自然等级

系统( natural hierarchy) 中居于生态系统之上［73］． 综

合考虑来看，生态学意义上的景观应该是一个有机

的系统，是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统相叠

加的复合生态系统［74］．
5. 2 景观生态学发展

德国区域地理学家特罗尔( Troll) 于 1939 年创

造了“景观生态学”一词，提出“将地理学的区域空

间分析与生态学的结构功能研究相结合”的景观生

态学新方向． 1981 年在荷兰召开首届国际景观生态

学讨论大会． 1984 年出版的《景观生态学: 理论与应

用》是景观生态学领域的第一本教科书，理论系统

包括生态系统学、生物控制论、一般系统论． 1986 年

出版的《景观生态学》的出版标志着景观生态学发

展进人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98 年国际景观生态学

会将景观生态学定义为: 对于不同尺度上景观空间

变化的研究，它包括景观异质性的生物、地理和社会

的因素，它是一门连接自然科学和相关人类科学的

交叉学科．
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可概括为三个基

本方面:①景观结构，即景观组成单元的类型，多样

性及其空间关系;②景观功能，即景观结构与生态学

过程的相互作用，或景观结构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

③景观动态，即指景观在结构和功能方面随时间推

移发生的变化．
景观生态学理论基础是整体论和系统论，还包括

生态进化与生态演替理论、空间分异性与生物多样性

理论、景观异质性与异质共生理论、尺度效应与自然

等级组织理论、生态建设与生态区位理论等［74］．
现代景观生态学研究方法有: ＲS 和 GIS 技术;

景观指数; 空间统计学和地统计学方法; 计算机模拟

和景观模型的建立．

6 结论与展望

几十年来各专业的学者对景观一直争议不断，

对景观下一个统一的定义，让各行业各学科都满意，

这显然不可能． 通过以上对景观的阐释可以看出: 景

观是一个审美对象，具有符号性、自然性、艺术性、科
学性、系统性，具有动态性、地域性、异质性、尺度性，

具有经济、生态和文化的多重价值，与风景、园林、区
域、生态系统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地理学是最早把

景观赋予科学内涵的，但受思想和方法的限制，逐渐

没落． 景观美学中的景观质量评价，方法缺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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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于研究对象的多样化; 景观影响评价多与

GIS 等计算机手段相结合，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景观生态学和景观设计学在世界

范围内的研究依然是热点，同时更多的关注到景观的

自然和人文价值． 未来景观的发展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增强专家、政府、普通民众三者之间的交流．
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讨论景观研究的共同问题和成

果，交流经验; 加强专家与行政部门的交流，更好地

在把研究成果应用与实践中，并在研究中融合更多

的实际问题; 扩大与普通民众的交流，更广泛地听取

各种意见，真正地在研究中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2) 对“美”的忽视． 目前景观设计更注重景观的

生态结构和功能，而忽视了景观的“美”的功能． 在

今后的景观规划设计过程要兼顾生态因素和视觉因

素． 此外景观具有自然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今

后要将景观的生态结构和社会经济、文化相融合． 而

可持续的景观设计应该超越功能或生态学上的作

用，在社会及文化的层面上产生效果．

3) 计算机技术在景观研究中的应用． 随着 GIS
和 3D 可视化等技术的发展成熟，它们在模拟景观

动态变化方面的优势日益突出． 虚拟景观不止是具

有 3D 效果，还会给予人类更多的感官体验，比如听

觉、触觉，嗅觉感受． 这在提高公众的参与性，景观影

响评价和景观规划中会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4) 景观地理学的复兴． 人口的持续膨胀，“人 －

地关系”的矛盾会日益尖锐，城市的发展不能只考

虑某一个行政区，需要多城市的协调发展． 景观设计

学和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单位多是行政区域，研究涉

及到利益群体，发展必定会受到限制． 景观地理学考

虑的是自然区域而不是行政区域． 因而景观地理学

将地理学中人地相互作用过程与生态学中结构与功

能关系的研究有机融合，形成以不同时空尺度下格

局与过程、人类作用为主导的理论框架，强调自然与

人文因素相结合． 景观地理学在解决“人地关系”矛

盾中更具优势，实现景观地理学的复兴就显得十分

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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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the Landscape Geograph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the Landscape Geoyraphy

Wu Mingxia Qi Tong Liu Chuan'an Ma Xiao

( College of Ｒ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48)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landscape，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landscape，the

landscape is divided into several sections: landscape geography，landscape aesthetics，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ecology． Then，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the landscape discipline are discussed． Finally，some possibl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the prospects of the main research aspects in the future are also related．

Key words: landscape，landscape science，landscape geography，landscape aesthetics，landscape architecture，

landscape ecology．

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