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2/09

专题学术主持人 Guest Editors of the Special

周详 ZHOU Xiang

邵钰涵 SHAO Yuhan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utheast University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本刊特约编辑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and contributing editor of this journal

刘滨谊 . 走向景观感应：景观感知及视觉评价的传承发展 [J]. 风景园林，2022，29（9）：12-17.

走向景观感应—景观感知及视觉评价的传承发展

Towards Landscape Interacti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Perception and Visual Evaluation
刘滨谊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LIU Binyi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标识码（OSID）

摘要： 基于笔者 40 年来的研究与实践，回顾了景观感知及视觉评价在风景园林学科专业中的重要影响及其
60 年来引领风景园林美学走向科学理性的积极作用。以生命体的视角，提出应从时空、能量、信息三维度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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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风景园林，进而依据人类 2 000 年来走过的风景园林景观 - 感知“五阶段”，重新认识、定义景观感知及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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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评价的关键作用；重温景观感知领域研究的缘起、初心及早期的科学研究观与创新成就，借以分析目前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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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研究的关键问题成因：重复性的应用研究有余而开创性的理论探索不足，分析、分解思维方法有余而综合、
整合体系的思维方法缺失。论证了以“交叉、综合、体系”理念发展景观感知理论的必要性，提出了景观感应
理论的基本思想，阐述了涵盖全景观感应五方面的 5 个“元素体”及其组成的“三元耦合”×“二元互动”×“主

刘滨谊 / 男 / 博士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客合一”的哲学主张，由此构建起了一个全面、综合、一体的景观感应体系化框架，旨在推进景观感知及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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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研究与应用走向体系化，让景观感应在风景园林学科及其美学领域中发挥更大的引领理论研究与指导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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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uthor’s 40 years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is research reviews the critical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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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entity, the research proposes to take a new look at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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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few integr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the landscape perception theory with the concept of “intersection, integr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puts forward
the basic idea of the landscape interaction theory, and expounds on the five “element bodies” covering the five
aspects of landscape interaction as a whole and a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composed of the element bodies
mentioned above that are featur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ernary coupling”, “binary interaction” and “unity of
subject and object”, so as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holistic and integrated systematization framework for
landscape interaction, thus promoting th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landscape perception
and visual evaluation, and enabling landscape interaction to play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lead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guiding planning and design practice in the discipline and aesthetics field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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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数字技术与景观感知 / Special: Digital Technology and Landscape Perception

1 景观感知及视觉评价研究在学科发
展中的作用

现代风景园林美学研究异军突起，近年更在
加速发展，进入了现代科学技术理论研究与

2 景观感知及视觉评价研究的初心及
演进

景观感知（landscape perception）及视觉评

多方面社会实践的新天地。理性推演、心理

景观感知及视觉评价研究总体上取决于

价研究与应用涉及三大领域，包括：1）如何

测 试、 实 地 验 证、 大 数 据、 手 机 App 等 层

风景园林学科认知。感知及评价是基于价值

有效保护和修复人类生存所需的大自然环境；

出不穷：一方面，航空航天遥感、测绘、计

的判断，价值观源于人类的需求，景观感知

2）如何规划、设计、建造、维护、管理人类

算机技术等现代技术手段实现了景观客体

及视觉评价的目标基于需求和价值观，需求

生活所需的绿色建成环境；3）人类感知响应

的精准描绘；另一方面，心理学、医学、社

和价值则源于实际问题，如此，研究的科学

风景园林的内在规律的探索揭示，这些规律

会学为深入景观主体世界、探索景观感应奥

问题将变得清晰明了、聚焦、具体。现代景

影响或决定了人与自然的价值观、目标、评

秘提供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依据和

观感知及视觉评价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资

判标准、政策导向，也是领域 1 和 2 的出发

科 学 实 证。30 年 前 的 前 瞻 性 设 想 正 在 逐 步

源管理的需求。带着明确的研究目标，基于

点和目标。在风景园林学科的这三大领域中，

实现，中国风景园林美学领域研究在研究目

将景观视觉美感作为与其他诸如矿产、动植

景观感知及其评价属于领域 3 的核心和本学

标理念、方式、技术及其应用等多方面已经

物等资源同等对待的价值观念，以 R. B. Litton

科重要理论来源。随着城市、乡村、原野人

产生重大转变，研究呈现出了新的方式、理

等为先锋的一批风景园林专业训练有素的设

居环境高质量发展取向和风景园林学科的现

念、技术。首先，美学研究的理念正在发生

计师，开启了国家林务局森林、原野等区域

代性转变，该领域正在引起广泛关注，后来

根本性的转变：面向人民大众的风景园林美

景观视觉的分析评价与实践应用，进一步研

居上，充满潜力。景观感知及视觉评价聚焦

学 研 究， 如 同 美 感 本 身 一 样， 鼓 励 丰 富 多

究编制了视觉资源管理（VRM）计划，并将其

于与人类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的风景园林审

彩、千变万化。美学机制规律需要探明，审

应用于土地管理部门，以求在国土空间等土

美，涉及人类的身心健康和心灵感知，覆盖

美基本标准需要确立，承载及反映一个国家、

地规划设计中融入环境空间美学。R. B. Litton

了从哲学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

一 个 民 族 价 值 观 的 审 美 标 准 需 要 确 立、 弘

著 名 的 研 究 报 告 Forest Landscape Description

到多学科专业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面临

扬。探索这种标准在各地的应用，建立一套

and Inventories: A Basis for Landplanning and

着许多未解之谜和矛盾难题，并且众说纷纭，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标体系，此类研究是必

Design [2]，其评价目标就是要将风景景观当作

错综复杂，真伪难辨，因而其在风景园林学

要的，但在建立指标体系的“引导”和“约

一种与其他自然资源同等重要的资源，以国

科发展中成为重要基础性理论问题，也决定

束”两者中，应倡导前者，避免后者。因为

土的视野予以识别、保护、发展的统筹。

着其他学科有关视觉感知研究应用的进展与

对于人人都要享用，却又因地、因时、因人

以解决实践应用问题为理论研究的动

兴衰。

而异的个性化的人类美感而言，后者违背了

力，在随后的 20 年间，由视觉评价引发的且

传统的中国风景园林审美研究，缺少景

人的自然和社会规律。其次，新型的集体团

较之更为宽广而深入的景观分析（landscape

观感知的现代科学研究，研究方式通常是个

队式的现代科学研究方式开始形成，这为完

analysis）吸引了来自多学科专业的理论研究、

体主观化的，缺乏现代科学的理性研究和实

成需要几代人传递接力的美学研究提供了可

技术创新与思想汇集，Landscape Assessment:

验实证，研究不成体系，难以满足与时俱进

能。再者，现代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方法的

Value, Perception and Resources [3]、Foundations

且不断丰富提高的人类环境空间审美需求，

普及流行使得曾经的遥不可及变成了现在的

for Visual Project Analysis [4] 等代表性文集类专

难解不断变化出新的美学机制规律，表现出

轻而易举。

著和一批研究报告带来了一场场头脑风暴，

理 论 发 展 的 缓 慢 滞 后。1991 年 5 月 在 扬 州

以冯纪忠先生为开创者，笔者的景观感

引导着这一新领域的研究与应用，景观感知

召开的中国首届、也是迄今唯一一届全国性

应研究团队走过了近 50 年的历程，先后完成

逐渐成为景观分析的核心前沿。羽翼渐成的

的风景园林美学学术研讨会，除了风景园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2 项、面上

四大范式学派及两大阵营，以空前的多学科

界，哲学美学界代表人物李泽厚先生等也与

项目 7 项、重点项目 1 项，出版著作、论文集

专业的共入交叉，为该领域带来了活力和迅

会学习交流，会上改革、改变、开拓创新中

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约 150 篇，完成博士学位

速拓展。作为新兴领域，景观分析为风景园

国风景园林美学研究领域的意愿心声强烈 。

论文 15 篇、硕士学位论文 70 篇，为发展景观

林提供了空前的现代美学理论与技术思想，

30 年后回顾此会，发现因其所展现的先锋研

感知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些工作让我们体会

成为风景园林学科公认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实

究与前瞻思想而可成为中国走向现代风景园

到：景观感知研究以其面向现代社会需求的选

践前沿。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中国风景名

林美学研究的新起点，这标志着中国风景园

题方向、理性的现代科学思维逻辑方法、高

胜区的快速发展，也显现出了评价风景资源

林美学研究根本性转变的启程。虽然此会之

新技术的数字量化手段，引领着现代风景园

的国家需求。以《组景刍议》《风景开拓议》

后 30 年 间 中 国 风 景 园 林 美 学 领 域 研 究 进 展

林美学发展，影响着风景园林学科基础研究

等论文为代表 [5-6]，冯纪忠先生的研究在吸收

仍不容乐观，但是以景观感知评价为代表的

的质量，其未来充满了希望。

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注重中国风景园林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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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传统的发掘继承，首先提出了创建风景评

知（landscape perception）中的“感”和“知”，

计的理论、方法、标准指标，致使以景观感

价体系的设想，不仅突出了景观视觉评价的

而要超越感知，寻求客观景观环境和主观感

应为导向的规划设计仍然处于众所纷纭、含

现代科学性，而且发展了景分旷奥的中国传

知的互动（landscape interaction）、合一，从景

混模糊的境地，处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统，通过凸显风景园林与景观感知的空间性，

观感知走向景观的“感知 + 应对”应运而生。

的“黑箱”之中。

以发展设计规划理论方法为导向，尝试将其

全面的景观感知研究应该包含“感”
“知”
“应”

更为紧密精细地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景观

三元，其中“感”是被动的美的接收所得到的

美学，将上述问题转化为现代科学问题，将

感知结合起来。在冯先生指导下，笔者完成

感觉感受，“知”是进入心理过程的认识理解，

缺失的内容补齐，解密“黑箱”，这将是景观

“应”则是人为主动的美之求索的意念、想象、

感应理论对景观感知及视觉评价领域的重要

“风景景观工程体系化” 的研究正是这一设

愿景，是有感而发、有意为之的精神活动及

突破。其核心思想是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将

想应对当时大规模风景区规划开发需求而为

物质实现。“物境”
“情境”
“意境”，传统美学

主观感性与客观理性相联系，并将主观感性

寻找更为科学理性的方法所做的尝试 。上述

理论的三境与上述感、知、应三元一一对应，

的美学问题延展转化为客观理性的科学问题，

各个评价研究的共同特征都是以“实践问题

其中，意境是有意为之的境，意境之于中国

进而予以客观理性的认知、分析、综合、判

为导向”，追求的是把研究写在大地景观上。

造园，本质所含正是这种主观能动的“应”，

断。该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冯纪忠先生始

寻找景观视觉美学规律，建构现代风景

这种“应”可以是园主人营造园林意愿，可以

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现代建筑设计方法论研

园林学科的美学理论，为风景景观与视觉资

是观赏者的理想愿景，亦可以成为造园师的

究 [11]， 其 核 心 问 题 同 样 是 价 值 判 断、 主 客

源管理提供科学评价标准及其理论支撑，为

设计意向。“感知”的研究与“应对”的探索，

观评价、确定影响因素、寻找评价标准和指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提供基于人类景观感知的

组成了以提升美学价值为目标的更为完整的

标。 断 续 20 年 的 探 索 之 后， 在 冯 先 生 指 导

依据和指引。总结过去 60 年景观感知和视觉

评价研究内容。这是现代景观感知及视觉评

下，笔者以风景旷奥度的学位论文选题，围

评价领域，评价的目标可以概括为发展景观

价研究的重要趋势，为此，基于前期研究积

绕 风 景 旷 奥 空 间 美 感 量 化 的 科 学 问 题， 于

美学基础理论、实现景观资源管理、指引景

累，最初是将其作为同济大学景观学系高峰

80 年代走入了景观感知及视觉评价领域。随

观规划设计 3 个方面，其原则底线是基于公

团队建设的团队名称，笔者提出了“景观感

后，在《风景景观工程体系化》的博士学位

共的美学价值、面向群体公众的社会需求、

应”
（landscape perception and reaction）的概念，

论文研究中 [8]，作为留美交换生，遇见了美

遵循科学理性的思维逻辑。纵观 60 年演进，

经过 8 年研究，初步构建起了景观感应理论

国 老 师 Patrick A. Miller 教 授。 他 大 学 时 代 的

基本目标没变，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也在不

的框架。近年景观感知评价的理论发展和规

老师是 R. B. Litton，后来又在景观评价认知学

断发展。前 30 年属于开创性的填空补白，出

划设计实践，为景观感应理论的创立提出了

派代表人物之一的 R. Kaplan 教授指导下完成

现了不少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及新应用；

理 论 与 实 践 的 需 求； 形、 情、 理、 神、 意，

了 Visual Preference and Implication for Coastal

后 30 年，在诸如视觉传播、计算机视觉、视

中国园林历经 2 000 多年完成的人类 - 环境审

Management: A Perceptual Study of the British

[7]

的“风景旷奥度的景观空间感知评价” 以及
[8]

[9]

科学、理性、定量化研究中国风景园林

[10]

， Columbia Shoreline （《景 观 美 管 理 的 景 观 偏

觉地理、城市信息、环境视觉资源、视觉健

美进化的 5 阶段的调查分析及比较综合

康等多学科领域得到了扩展研究与应用。相

则为景观感应理论的提出提供了科学的研究

爱诸维度与景色质量分级程序评价的比较研

比之下，除了景观视觉模拟因技术的发展而

实证。景观感应理论是基于人类 - 环境审美进

究》）的博士学位论文 [12]。后来在留美博士后

日新月异，景观视觉评价核心理论研究发展

化，应时代发展而提出的现代景观审美及评

期间，笔者还趁机拜访了 R. Kaplan 教授、Yi-

停滞不前，数十年前就提出的设想和创立的

价理论，作为景观感知研究的发展，正在成

Fu Tuan 教 授， 也 与 R. S. Urich 教 授 和 Ervin

理论架构还是缺乏后续的深入细化，鲜有新

为未来景观评价的前沿引领。

H. Zube 教授有过交流，再后来结识了 Lange

理论的创立。其导致的结果：一方面，作为

景观感应及视觉评价的基本内容是寻找、

Eckart 教授。五六年前，Eckart 教授召集笔者

学科的现代基础理论核心，直接影响了风景

发现、破解人类空间美感美学机制规律，寻

等 10 位世界各国的景观评价领域的学者，向

园林学科的现代科学性的转变与创新的进程；

找制约机制规律运行的价值判断，即评价标

欧盟申请了有关景观视觉资源及其环境管理

另一方面，也限制了那些基于视觉感知与视

准指标；此外，更加关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实

的研究项目。这些学习交流，潜移默化地促

觉美学标准的多学科专业领域的应用发展。

践的是景观感应中“如何应对”的科学问题，

进了笔者在景观感知美学领域以及其他分支

这包括设计的思维路径、规则方法、以标准

方向上寻找科学、理性、体系化的景观感知

指标体现的目标追求等，从而诱导激发出规

研究方法。笔者在 40 年间于景观感知与视觉

人类的景观感知正在经历空前的转变，除

划设计实践的创意和创新。迄今，仍然缺少

评价领域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1）创立基于

了“感觉”“感知”“认知”，应景而生的主动

针对规划设计的景观知、感、应三位一体的

风景旷奥度的景观空间感知评价及其“三元

“反应”变得越来越重要。不再满足于景观感

研究，缺少基于景观感应研究的指导规划设

耦合”×“二元互动 × 主客合一”的景观感

3 从景观感知走向景观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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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旷奥理论 [13] ；2）开创现代中国风景园林景
观视觉数字审美研究，提出了“主观感知客
观数字表出”的景观评价的哲学命题 [8]，发
明了基于数字地面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空间数据数理统计的计算机量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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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on, SBE）模型 [8] ；3）组织开创中国风
景园林小气候适应性设计研究与应用领域，
规律的“动态热物理”理论，发展了室内可控
的“静态热物理”理论，为景观感应理论提

感

时空

景 美 丽 度” 预 测 美 景 度 评 价（scenic beauty

提出创立了户外风景园林小气候适应性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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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景观感应“感”“知”“应”三通道

Three elements of landscape interaction: space-time,

Three channels of landscape interaction: “perception”,

energy and information

“cognition” and “interaction”

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应用 [14-15]。围绕景
观感应及视觉评价，本团队主持完成国家自然

人类风景园林关于万物生命体的三元追求。

前，就有“景分内外”的认识，不过，直到

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1 项、面上项目 5 项、

对于上述内容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正是“美”

1 000 多年前的宋代，才实现了两者密接“主

重点项目 1 项，出版著作 2 部、主编会议论

的本质所在，景观感应的作用在于寻找、释

客合一”的目标追求。发展至今，结论更为明

文集 2 部，发表期刊、会议论文 109 篇，指导

放、强化这种“美”的绩效，景观评价的本

晰，景观感应正是联系主客、内外的媒介，景

博士学位论文 11 篇、硕士学位论文 60 篇。其

质就是对于这种“美”寻找理想、设定标准，

观感应的方式是“主客合一”
“内外一体”的。

中，作为景观感应研究的重要标志，第 3 部

借以比较好坏、判定优劣、优化所求。其中，

据此，人类可以在景观的主观感知和客观构

分的工作促使在中国风景园林小气候适应性

代表美的标准和指示美的指标确是评价的关

成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让景观的主观精神审

研究方面形成了数十所院校、300 人研究队伍

键。理解“美”的本质作用和意义，如同英

美活动与客观的物质审美要素联系起来。探

的“大气候”。

文关于“ aesthetics ”
（美）一词的本意初心—

索景观主客观要素之间的联系，发掘主客结

“感性”
，即充满生命感知反应的东西。赏心

合的景观审美元素，寻求建立“景观元素周

悦目中暗含的是无限生机、明媚春光里小气

期表”，可以作为景观感应评价研究的基础。

4 景观感应的研究取向
对 于 空 间 时 间、 能 量、 信 息 三 者 的 感

候带来的是舒适惬意、鸟鸣山更幽传达的是

在人类五官景观感应的进化中，为了获

应，是人与自然、人与生存环境互动的三大

自然界万物的生命气息等，这种可以被人人

取生存所需的能量和信息，空间和时间成为

基本方面，因为三者是支撑生命体生息繁衍

感知得到的风景园林之美并非虚无缥缈、难

关键，耳听八方、眼观六路，与时空栓系最

的三要素。依据三者选择创造空间时间形态、

以捉摸，亦非只属于阳春白雪而难为大众欣

为直观的听觉和视觉，在数十万年的进化中，

统筹自然人文资源、有效高质地传递人类等

赏，更非仅限于人类高级精神活动而留于琴

得到了优先侧重的进化。受近现代快节奏生

生命体繁衍生息所需的信息，这才是风景园

棋书画和诗词歌赋字里行间的高高在上，而

活方式的驱使，景观视觉因其信息接收具有

林的根本。在“保护创造人类户外境域”的

是关乎每一人类个体的，从生理到心理及至

整体化、快速化、空间化等优势，占比更大，

背后，传递、赋予人类及万物生命才是风景

精神的全感活动；基于数十万年的进化遗传

远超其余感官，成为人类感应风景时空、认

园林学科的使命。关键是如何“传递”“赋

和当代社会文化的约定俗成，也不只是个体

知内外世界的主导途径，故而当代视觉感应

予”，景观感应正是传递的通道、赋予的桥梁

化的因人而异的捉摸不定，更有群体化的共

及其评价成了景观感应和研究的主体。

（图 1），风景园林赋予人类及万物生命的时

同判断，虽然属于人类的个体主观活动，但

随之而来，信息时代景观视觉感应的时

空、能量、信息正是通过生命体感天应地的

也有基本规律机制可寻。寻找提取这种全感

空范围正在空前地扩大，感应的方式变得更

。溯源中国风景观，大

的、群体的、共同的判断标准也就成了现代

加多种多样，在不知不觉之间，传统的景观

地之风与日月之景是风景赋予生命体的能量

风景园林学科景观感应及视觉评价研究的基

静态感知正在被现代的动态感应需求取代，

基础，风之声韵律和景之光影形是风景传达

本前提和出发点，而时空、能量、信息及其

曾经由点线面体构成的景观意象，伴随着人

给生命体的信息源泉，寻找最佳的空间方位、

三元耦合正是景观感应所要研究的体系框架

类视觉感官的进化和科技手段进步而正在悄

迎合准确的日月星辰辨方正位，寻找建立最

和主要线索（图 2）。

然改变，待之而起的是由景观视觉感知网络

景观感应而实现的

[16]

佳的能量获取与信息接收方式，以获得最大

对于物质物理环境构成的客观之景和人类

化的风景空间、能量和信息，这是自古以来

感知内心形成的主观之景，中国早在 2 000 年

组构、真实与虚拟互动所展现的新景观意象。
今天，多种新方式、新渠道、新概念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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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景观感应理论框架

理

于景观时空、能量和信息的接受；5）
“意”—
形、情、理主客感应的综合结果，是一种发

情

自内心的景观时空、能量和信息的发送传递。

客观世界 Objective world
自然科学 Nature science

分析“意”的景观感知过程：主观意向—心

科学

从方案构思、设计绘图到实施建成，正是这

Science

形

理意象—实现形象，可以看出，规划设计师
种“意”的景观感知。
进一步的研究就是将五元素体系化。景

环境
Environment

观感应理论体系框架（图 3）可以直角坐标
系 示 意， 坐 标 系 的“三 轴” 指 坐 标 系 XX ’、
YY ’、ZZ ’轴，代表着景观感应的 3 个基本
通道，即形、情、理，坐标系的原点标志着
景观感应的综合，即神与意。景观感应理论
体系以形、情、理、神、意五元素的关系及

社会规律
Social law

其共性为基础。1）五元素处于不同层级，形、
3

情、理三元素位于第一层；神、意元素位于
第二层。2）每一元素都包含主观、客观两方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andscape interaction

面，其中，第一层级的形、情、理各自以坐
标系实轴代表客观方面，以虚轴代表主观方

感应正在孕育而生，飞速转变，既有空前的
挑战，更有无限的机遇，首要的是如何应对。
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人类环

5 景观感应理论与实践的体系化思考
将之前支离分散的单一元素分析、分解

面，并且主客是连续合一的；发自于坐标系原
点的第二层级的神、意，体现着“二元互动”；

的研究扭转为多重元素领域综合协同的研究， “主客合一”后的“意”，属于第三层级，同

境感应及其相应的景观感应研究大体有 3 条

这是景观感应与实践的体系化思考总目标，

样以坐标系为原点。3）神代表着形、情、理

路径：1）宇宙生物圈的认知和实践—从地

首先要发现诸“元素体”，其次是寻找“元素

三元耦合、主客一体的源于外界感知的结果，

[17]

球演进、人类文明进化到绿水青山、人类命

体”之间的联系，进而形成体系

运共同体、生态学、环境学、社会学；2）人

形、情、理、神、意五阶段的演进，已为寻

美学精神，“物境 - 情境 - 意境”是其目前已

体自身感知的认知实验 —从生理、心理到

找“元素体”提供了线索，可以从五阶段中凝

知的基本感应模式；意是形、情、理三元耦

精神的审美欣赏，涉及医学、心理学、伦理、

练出形、情、理、神、意 5 个“元素体”，其

合、主客合一的发自内心的应对，意的生成

哲学；3）规划设计的认知和实践—从空间、

所展现的就是景观感应研究的 5 个重要领域

“有法无式”，如“意在笔先”之法。其“法”

场所、领域到历史、文化、功能，涉及规划

分支。

学、设计学、地理学。当前 3 条路径都以各

。事实上，

1）
“形”—围绕景观客体，对于具有物

涵盖了景观感应传递、展现的风景园林景观

亦可以有多种感应模式，有待揭示。神与意
构成了景观感受的二元互动。

自方式在各自领域快速发展，在不经意间，

质物理形态的景观客体在空间视觉上的感知，

人类环境感应、景观感应、视觉感应原本是

包括赖以生存的客观环境之形和感知而来的

应的时空、能量、信息三通道，三轴相交的

综合一体的研究对象，被分解支离而与现实

主观空间形态之形；2）
“情”—围绕景观主

坐标系实现了三通道的三元耦合，位于坐标

渐行渐远，单一角度、碎片化、表象化的研

体，因客体景观引发的内心所产生的与之有

原点的神，这是所有的理论、评价维度、标

究让原本不明的本真更加扑朔迷离。问题的

关的感受，属于景观“情感”的感知，包括

准、指标的起因原点，同样位于坐标原点的

严重性在于现代科学的分析、分解、分离方

基于自然进化客观规律的五官感受、生存行

意，则决定着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目标、

式阻碍并破坏了综合、协调、协同类的环境

为、身心健康和基于文明进化主观规律的文

广度和深度。

景观感应及其研究。还原人类景观感应的本

化、心理、精神；3）
“理”—围绕景观客体，

真，将多学科观念知识的 3 个方面交叉、融

经过入木三分的观察、科学思考与社会伦理

汇、耦合，基于分析走向综合，这是景观感

判断，对景观的理解感受，包括客观的自然

20 世 纪 60 年 代 以 来， 在 景 观 评 价 的 理

应研究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为此，首先需

规律之理和主观的社会规律之理；4）
“神”—

论领域产生了四大学派和两大阵营 [8]。认知

要构建综合研究的框架。

形、情、理主客感知的综合结果，是一种对

学派认为景观所具有的可解性与可探索性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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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景观质量越高。经验学派用景观的历史

态数据景观感知评价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

机制，创造出源于自然、高于生活、丰富多

文化背景判定景观的价值。专家学派以视觉

总体上看景观感知评价领域的多模态数据应

彩的景观感应“化合物”，为了实现这一设想，

要素（线、形、色、质）和景观形态的标准，

用还处于起步阶段。

笔者愿与同仁一道竭尽全力。学术需要积累，

以形式美原则评价景观。心理物理学派把景
观 - 审美的关系理解为刺激 - 反应的关系，并

探索需要先锋，对于景观感应及视觉评价领
域，今天最大挑战是伴随着之前 60 年两代人

识别影响审美的关键景观要素。其中，经验

7 结语：景观感知及视觉评价研究的
未来

的退离所呈现出的后继问题，景观感应及视觉

学派与认知学派注重理论研究，心理物理学

迄今为止，景观感知及视觉评价存在的问

评价的未来，首要的是研究队伍的前赴后继。

派和专家学派注重以实际问题为导向解决问

题可以归纳为 3 类。1）围绕景观感知机制原

题。两大阵营分别是基于自然科学的多学科

理及其评价标准尚存许多未知、难解。2）所

领域的景观认知和基于社会科学的多学科领

提出的评价理论和标准指标、建立的诸“评

域的景观认知。同时代的研究方法领域，C.

价公式”，有的虽然大方向没错，但尚属于缺

E. Osgood 于 1957 年提出了语义差异法，又称

乏深入细化的“粗算公式”；有的基于“未知”

“感知记录法”，用于评定主观感知和环境内

而建立的理论存在争议；有的甚至假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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