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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城市的景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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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学院监察审计处，安徽黄山245000)

摘要：景观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很短，它是人类寻求人与自然相互和谐平衡的有效手段，提升人类生存

状态的良好途径。景观对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旅游城市中。景观需要契舍

旅游城市的特点，满足旅游城市的独特需求。景观应树立人本思想，吸引游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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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景观”．这一目前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在中

文中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精准的定义。这主要是由

于景观学的发展历史在中国还很短。在英语中，景

观被称为Landscape Architecture(简称LA)，它在牛

津字典中的意义为结合道路及建筑并规划设计整

体环境，使环境更具吸引力、更为和谐的设计。ti『】19

世纪中后期．西方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飞跃式发

展，大量人口从农村拥进城市，由于对城镇认识的

模糊及管理水平的低下．人类的活动对环境产生了

不可回复的破坏，资源的过度开采及利用已陆续在

全球各地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和人为抗争中表现

出来，环境劣化激发了人们对自身所处环境的关切

和期盼，也促使人们对周围环境保护与改造的自觉

行动。1899年，美国成立了景观建筑师协会

(American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s)，它以

提升生活品质、保护与保存自然环境即生活福址为

最高目标。1900年，哈佛大学创立了全球第一个以

“景观”专业教育(Landscape studies)为名的专业科

系。在20世纪中期，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

家现代景观设计和建设蓬勃发展，中国才刚刚有了

相关的大学教育。由于历史和社会发展原因，我国

早期的景观设计师从事的研究领域还多为古典园

林，特别是中国古典园林。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

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

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环境意识的提高使得景

观的建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景观从形式到内

容、从表现手法到内涵扩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景观从传统的花园、庭院、公园走出来．走到了城市

广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也走到

了与广大人民群众亲密接触的地方．如街头绿地、

大学、公司园区、街道、宾馆、居民小区等。1999年，

在中国发布的《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国家标准

GB50298—1999)中，把“景观”定义为可以引起视觉

感受的某种景象、或一定区域内具有特征的景象。

景观可以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大类型。自然

景观包括天然的景观(如瀑布、草原、高山、古树

等)，人文景观则包含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如

小桥、雕塑、古迹、花园等。在普通民众的概念上，景

观建设往往会与“园林”、“环境”建设相混淆。虽然

景观以园林为基础，但它侧重于整体性的调控，具

有公众观赏性和开放性。121而园林强调对自然因素

的研究，具有封闭性和私人观赏性。同时。景观与环

境艺术相比较。景观建设要考虑到把规划、管理等

多学科知识集于一身。而环境艺术则体现出较多的

艺术创作成分，因此，景观建设是人类寻求入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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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相互和谐、平衡的有效手段，是寻求空间、场地等

多种资源合理利用、达到提升人类生存状态的良好 3景观在旅游城市中的积极作用

途径。

2景观建设与城市发展

景观与城市之间的特殊关系引入深思。城市是

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结晶，是自然景观与人

文景观的有机融合，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标

志。景观建设的基础(或者说主体)是城市，它依附

于城市，没有城市的发展，景观就成了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另一方面。景观建设又对城市的发展以及

城市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2．1改善城市环境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城市转型、农

村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因城市入口集中、居住密集

造成公共空间的狭小甚至局部缺失，因生活设施不

足、城市管理不善带来了程度不同的脏、乱、差。由

于工业设施、建筑工地、汽车排放带来了空气质量

的恶化、噪音污染、水污染以及光污染等问题。这些

环境问题在人口数量巨大的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景观建设从公共空间的塑造、周围交通的安排、绿

化的多种手法处理、水及水景的利用等方面着手，

逐渐成为改善城市环境的非常重要之手段。

2．2阐释城市文化、继承城市精神

当城市化不断加快的时候，我们遗憾地发现，

古老的城市景观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消失．如古

亭、廊桥、水车、古城墙等等，导致了城市历史感及

特色的丧失。城市如果仅仅以高楼大厦、大马路、拥

挤的车流作为单纯的城市景观，则是对现代化意义

的平面理解．也忽视了文化传承对人们重要的心理

意义。城市需要特定的文化内涵，景观可以阐释城

市文化的内涵。这种文化是该城市独一无二的、并

用以和其它城市相区别的，同时以城市文化孕育出

来的城市精神能够透过景观的形式表现出来。并继

承之、使之不断流传下去。

2．3促进城市文明

景观的创造从规划、设计、竣工到使用、欣赏的

过程，一直强调大众的参与。大众的聪明才智是无

垠的海洋。景观的创造不仅应该充分理解大众的精

神需求和物质需求，而且大众还可以为景观创造提

供多方面的、有较高艺术水平的创意和方案。大众

的积极参与是建立良好的民主决策和公共社会的

基础。也培养了大众对城市公共事务及管理的关注

和信心。

城市体现了时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同

的城市有着不同的面貌、不同的城市气质。旅游城

市是指旅游业占主要地位或者重要地位的城市。随

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人

们已经把满足精神需求放到了一定的高度。很多人

参与休闲、旅游、观光、探险中去，而且中国雄伟神

奇的山河、悠久灿烂的文化、多民族独特的风情也

深深吸引了众多外国人来华游览观光，因此许多国

内城市越来越重视旅游产业，兴建旅游设施、建设

旅游景观，打出“旅游兴市”的牌子，以吸引中外游

客、提升旅游产业水平。在这样一类城市中，景观已

被赋予了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在具备一定的使用功

能基础上。它不仅给市民提供了生理上的舒适感、

心理上美的感知。同时也作为城市的亮点、城市文

化的载体吸引着游客、丰富着游客的休憩体验、创

造了旅游资源。因此该类景观需要契合旅游城市的

特点，满足旅游城市的独特需求。我们认为，为达到

景观在旅游城市中发挥良好作用的目的，应在以下

几方面认真研究并精心处理。

3．1景观与自然风景的关系

自然风景中的景观不能仅仅以其使用功能为

标志，它既是人们休闲、旅游、观赏的对象，又为人

们游览观赏提供了场所和外部条件。它的选址要起

到点景和观景的作用．同时景观的风格、造型应与

风景相协调、统一。在更高层次的要求上，景观还应

能为景色增辉。例如。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坐落在

天安门广场上。它一改中国景观建筑坐北朝南的传

统，将碑的正面朝北，与天安门、故宫相对应。[31

3．2景观与城市文化的关系

中国的历史悠久、传承丰富，各城市中都有很

好的传统文化。在旅游城市中，景观更应该考虑与

地域文化的关系。中国旅游城市的政府部门也很重

视挖掘、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大力重修、重建了一些

历史古迹。开拓新的旅游资源。但重建历史古迹应

结合当地社会发展的需求予以开展，皖南的徽州古

村落在这方面就做的很好。以西递、宏村为代表的

徽州古村落的人文景观特征是营造了和谐的人聚

空间。使得村落园林化。从铺陈点景、水口关锁、古

木桥涵、密林修竹。到青石巷道、高墙小窗、门饰、兽

脊，组成了徽州古村落的景黟i系列。在村落的选址、

布局、古民届建筑形式、古宗祠建筑、砖雕、木雕、石

雕艺术上，都充分体现了徽州文化特色。西递宏村

作为旅游资源，当地政府并i殳有盲目地扩建、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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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改善周边基础设施、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对部

分损坏的宏村旅游资源进行保护性修复。“修旧如

旧”，得到了各级政府、组织、游客的好评，2000年被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对于一些国内新兴的城市，由于其历史较短．文

化底蕴不深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城市的优
势。它缺少了传统的束缚和历史沉淀的羁绊，可以在

景观的设置上有更大的空间，能选择反映时代特色

和开放精神的景观。深圳这是一座改革开放之后新

建起来的特区城市，1984年，雕塑家潘鹤在此兴建

了一座著名的城市景观——雕塑“孺子牛”(也称拓

荒牛)，它代表了奋力前进、开拓进取、吃苦耐劳的一

种城市精神，给深圳市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3．3树立入本理念，吸引游客参与

“以人为本”，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应该落实

到具体行动中，作为我们景观建设的指导原则。在

规划和设计阶段，鼓励公众参与和决策。同时注重

对游人(包括城市公民)的入文关怀，这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首先，对游人旅游、观赏的引导、启发、服

务等，既表现在物质方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不能

认为游人的活动范围限于旅游点和风景区。他们也

会深入到城市的宾馆、公园、街道、广场等方方面

面，比如，很多游客旅游时往往喜欢到一些步行街

购物。这种具有传统街巷特征的步行街不仅满足了

人们一部分具体行为和购物的需求。在心理上可以

产生一定的归属感。在步行街建设的景观应比较小

巧，在安排一些喷泉、雕塑、绿化等街景的同时，还

需考虑建设一些有具体服务功能的景观，如门楼、

电话亭、书报亭、广告灯箱等等，部分沿街建筑可以

选用骑楼、挑廊、拱廊等形式，以防游人日晒雨淋。

而在人车混行街上，应利用绿化带、行道树、植被的

生态功能，隔离噪音及废气，植物可以调节温度、增

加湿度、防风固沙、吸收有毒气体、阻滞烟尘、杀菌

净化空气和维持空气中二氧化碳与氧气的平衡。【4】

为行人创造舒适的心理感受。

其次．“以人为本”还体现在鼓励、吸引游人参

与到景观之中。游人参与到景观中，不仅增加了城

市旅游资源。同时也使游人对景观有更深刻的印

象，对游览有更多的主动性，旅游城市的吸引力也

得到极大的丰富。在规划设计时应考虑建设如湖

泊、池塘、小桥、草坪、球场、广场、游乐园等景观，供

游人开展垂钓、游船、打网球、打高尔夫球、游园、采

摘、party聚会、小型演讲、表演等各式活动，充满了

人文活动的乐趣。

4结语

无论是入文景观还是自然景观，景观在旅游城

市中是一项很好的旅游资源。它身在风景中，服务

于风景，又融入风景中。另一方面，它对改善城市空

间环境、完善城市功能、塑造城市形象也有非常大

的作用。重视旅游城市的景观建设，应加强城市旅

游景观规划，科学设计本土特色的景观。对已建成

的景观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实行长效化、规范化管

理．不让优美的景观受毁坏、污染，这一点在不少旅

游城市中都是薄弱环节，需加大力度、多种形式宣

传景观保护知识．提高市民和游人对景观的保护意

识，加强环境立法工作，把景观管理纳入法制轨道，

使得旅游城市的景观成为一颗颗、一串串璀璨的珍

珠。在城市的旅游事业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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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音乐文化并非是一个新的概念,但这一研究在我国音乐领域却是相对薄弱的.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趋同性思维模式被多元的现代社会意识

所替代,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呈现出了音乐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对于中国城市音乐文化研究具有了一种现实意义和紧迫性.汤亚汀先生的《城市音乐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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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著.

2.学位论文 常青 城市地域绿色景观演变与典型生态环境响应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2008
    城市地域是区域乃至全球生态环境变化的热点地区。景观生态学中的格局、过程与功能研究为剖析和解决复杂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综合思路。作为

维续城市生态服务功能的基础，绿色景观，是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探讨城市地域生态环境问题的最佳切入点。      深圳地处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经

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目前已成为没有农村、少有农业的高度城市化区域，景观特征和生态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是国内城市化与生态环境问题研究

的典型区域。      论文选择深圳市域为案例区，以绿色景观为着眼点，在城市景观生态学理论与方法支持下，详细剖析城市化以来绿色景观演变与城

市生态环境动态特征，系统探讨绿色景观演变与生态环境动态的响应机制。全文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础研究，包括绪论、绿色景观

与相关研究进展；第二、三部分为绿色景观类型结构及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研究；第四、五部分分别以植被覆盖度和城市热环境响应为例，分析城市生

态环境状况变化及其与绿色景观演变的响应机制。具体研究方法与结论如下：      (1)绿色景观是从景观功能角度、对城市地域传统景观类型的重组和

整合。它是由反映城市自然条件或生态特征的土地单元镶嵌组成的综合地域，是维续城市生态环境的基础。本文根据绿色景观的自然特性，划分为近自

然森林、灌草、园地、农田、复合型园林、草坪、湿地和水域八类：针对研究区城市土地利用、植被及数据源特征，将深圳市域绿色景观划分为林地、

园地、农田、城市园林绿地、高尔夫球场、湿地和水域七类。较城市绿色空间或绿地系统而言，绿色景观概念更具有层次性和空间异质性特征。

(2)基于1986-2005年五期遥感影像与GIS等空间信息技术，综合运用地理信息图谱及变化轨迹分析方法，对深圳市域绿色景观类型结构及时空演变进行系

统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初深圳市以绿色景观为主体的景观特征已不明显，绿色景观向中高海拔区域推移、且具显著的圈层式、轴向梯度分布特征。

绿色景观类型结构时空演变过程可划分为长期稳定过程、(类内)趋异化过程、波动过程、萎缩消失过程和恢复重建过程等五类。随城市化过程推进，绿

色景观不仅被直接占用萎缩消失，而且间接导致的类内转化过程较为频繁，且具有时段性，造成其结构不稳定性增强。在城市发展中，特别是后者更值

得引起关注。      (3)基于绿色景观类型图，采用梯度分析、景观指数及变化指数等空间动态过程判定方法，定量研究绿色景观空间格局特征及其时空

演变规律，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深圳市域绿色景观破碎化明显，并具空间梯度分异特征。绿色景观格局演变过程与城市空间演进具有明显对应关系，城

市发展初期表现为孔隙化过程，以稳定林地和半自然化为主；进入快速工业化时期则表现为分割化和破碎化过程，以稳定林地、半自然化和波动变化为

主；城市化中后期，绿色景观严重萎缩，主要以半自然化、波动型和萎缩过程为主；在城市化发达区域，人工绿地新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绿色景观破

碎化，主要对应人工化、波动和萎缩三类结构变化过程。因此，整合了城市发展背景信息的景观梯度分析和格局演变过程研究，能够实现景观指标和以

往定性的格局动态过程的空间化和可视化；与整个景观水平上的量化相比，可更好的连接景观格局与过程，深入功能方面的研究。      (4)植被覆盖及

其变化是区域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指示。深圳市域绿色景观演变的植被覆盖动态研究表明，城市化以来植被覆盖下降明显，其中全、高、低植被覆盖等

级组分大幅下降，中植被覆盖组分下降但降幅不大。引起植被覆盖度下降最显著的绿色景观类型结构变化过程为波动和萎缩消失过程，并以低植被覆盖

农田景观的早期萎缩和趋于萎缩过程为主；其次为趋异化过程，并以半自然化过程(林地景观→园地景观)为主；此过程是现存绿色景观全、高植被覆盖

组分面积大幅下降、中植被覆盖组分面积未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自身植被变化引起的植被覆盖下降不明显，其中以林地景观自身植被覆盖下降为主。

对绿色景观空间格局特征及演变过程而言，萎缩化过程引起的植被覆盖降幅最大，其次为破碎化过程、分割化过程、破碎化恢复过程和孔隙化过程；绿

色景观破碎度与区域植被覆盖动态关系表现为“U”型曲线特征，即在绿色景观破碎度低的区域，破碎化引起的植被覆盖下降显著；当破碎化增加并达到

一定水平后(本研究中斑块数目破碎度=1.0)，破碎化引起的植被覆盖度下降幅度减弱。因此，基于绿色景观类型结构和空间格局演变过程，可定量化判

定绿色景观演变对植被覆盖影响的性质与程度，对于深入城市绿色景观结构-功能耦合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5)基于归一化亮温指数划分城市热环

境响应强度，借助热环境响应类型演变与格局分析方法，能够很好表征城市热环境发展过程和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深圳城市热环境响应

强度整体上升，降温效应过程面积下降而增温效应面积上升，二者趋于破碎；无明显热环境响应过程面积增加且连片分布。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热环境

响应强度变化与绿色景观自身不稳定性(趋异化过程和自身植被覆盖变化)及波动、萎缩消失过程的关系密切；城市化中后期则主要受波动、萎缩消失过

程的影响。不同绿色景观面积下，城市热环境对于斑块数量破碎化与斑块形状特征具有明显不同的响应特征。植被覆盖度低于40％时，植被覆盖度提高

的城市热环境降温响应最显著。林地景观对城市热环境响应的缓解能力最强，其次为以园地为主的农业绿地景观，再次为人工绿地景观。      综上所

述，基于城市景观生态学理论与方法，采用融合城市化过程和城市空间演进因素的综合定量分析方法，进行以绿色景观为主体的景观演变与城市生态环

境响应的系统研究，不仅能够明晰城市地域绿色景观格局的时空特征与动态过程，而且能够定量化绿色景观格局演变与城市生态环境响应间的作用关系

。在基础研究中，可为深入多尺度绿色景观结构-功能耦合研究提供基础和更明确的切入点，特别是与中微观定量实测结合方面；在应用实践中，可为城

市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依据。

3.期刊论文 覃烨.易思蓉.QIN Ye.YI Si-rong 城市高架轨道交通景观评价体系研究 -铁道工程学报2007,24(3)
    研究目的:目前国内对于城市高架轨道景观评价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成熟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为此需首要建立一套较为客观、简捷、实

用,又能得到专家和公众认同的景观评价体系.研究方法:本文选用"目标-指标层次结构"模式,就是AHP层次分析方法,从动态景观和静态景观2个方面去构

建城市高架轨道交通景观评价体系,并以重庆轻轨2号线中的2个有代表性的区段景观,对该体系进行验证.研究结论:经实例验证,本文建立的城市高架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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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景观评价体系能够具体体现出高架轨道景观的差异性,并能反映具体差异点及差异程度.可明确量化地反映高架轨道交通的景观评价等级和其中单项

指标的景观等级,并具有可比性,其结果能准确、客观地反映城市高架轨道交通景观的实际情况,方法简单易行,具有实用性.

4.期刊论文 刘滨谊.鲍鲁泉 城市高密度公共性景观 -时代建筑2002(1)
    着眼于中国城市景观规划建设的实际需要,剖析中国城市高密度公共景观的成因动力,提出了面向高密度公共性的城市景观规划设计理论与方法.

5.学位论文 汪霞 城市理水——基于景观系统整体发展模式的水域空间整合与优化研究 2006
    城市水域空间和水景观,是科学的配置城市资源,提升城市功能和竞争力,改善人居环境和投资环境,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健康有活力的

水域空间和水景观是确保"人、水、城、自然"协调发展的重点,是实现城市化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本论文以城市中的水域空间景观为主题,以城与水的关

系为核心,并探讨非常规水资源的景观利用,旨在研究如何通过规划设计,以水为源、以人为本,让城与水保持一种和谐共存的关系.      论文包含七个部

分.第一章是绪论,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确定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简释了与论文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提出城市理水的概念,并阐明了理水

目的和意义,然后点明论文的探新与研究框架.      第二章是城市理水历史发展的研究综述和分析.首先是对古代城市理水思想与实践的理论评述.从多

方面探寻理水的源起,然后分析古代哲学对理水的影响,分析文化对理水的感染,分析与理水相辅相成的技术以及理水与城市空间形态和结构的关系.接下

来考察近现代城市理水思想与实践的发展演进,了解理水从被动到主动、从盲目到科学、从自发到自觉的演进阶段和过程,探寻其中的转变动因,从而把握

理水的变化趋势和发展动向.      第三章概括整理出理水景观系统整体协同发展的理想模式.首先阐明理想模式的主要理论基础、实践来源、本质特征

和功能目标,然后从水生态、水健康、水安全、水循环、水文化、水空间及水经济多个方面综合构建理想模式的内容体系.并梳理出理水的从策划、方案

生成、工程设计与营建施工到后续维护管理和监测的一系列建设程序和评价方法.通过理想模式的探究和建设程序的设计,为理水实践提供科学和系统的

指导和支持.      第四章是根据理水景观系统整体协同发展的理想模式,结合实例提出成功水域空间整合优化的主要内容、方法和途经,目的是通过物质

与技术手段,探寻水域空间发展的普遍规律,以符合城市空间环境的秩序,提升城市空间的美学品质,密切水域空间与其他地区的有机联系,使水域空间的自

然生态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城市创造价值.      第五章是研究城市水系景观网络的构建.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对水系景观网络各组成部分加以分析

,说明网络构建的内涵和意义.剖析水系的斑块、廊道组成与营建要点,重点研究水系景观网络的组织.      第六章首先强调了城市非常规水资源管理和

利用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进而引出非常规水资源景观利用的关键原则.然后对雨水资源化的景观利用、洪水资源化的景观利用、污废水处理的景观利用三

个方面分别予以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最后,尝试总结出非常规水资源景观利用场地规划设计的一般程序和执行步骤,希望对非常规水资源管理纳入城市规划

有所裨益,并对非常规水资源景观利用的有效实施有所引导.      第七章是将城市理水理论与理想模式应用于当前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的研究.通过对天

津城市理水的基础条件分析,明确规划设计的优劣势和机遇.充分发挥优势、把握机遇,基本实现全市"河湖沟通、水系相连".在此基础上,建设以中心城区

和塘沽城区为重点的水系景观核,以及水生态自然保护区和旅游风景区.并结合水网络规划,建设城市蓝绿网络.还分别对海河、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理水

景观的规划设计和实践分别做了更深入的研究.

6.期刊论文 何礼平.李南.张叶田 城市带状休闲空间与动态景观的创造--丽水市大溪江滨江景观带的创作思路 -华
中建筑2004,22(5)
    现代城市带状休闲空间具有时代所赋予的特质,开放与封闭的结合、人工与自然的结合是带状空间的主要形态,它与动态景观是一个有机生长的整体

,是人们休闲活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通过丽水市大溪江滨江景观带的设计和分析,阐述了现代带状休闲空间向着人性化、生态性、构成系统化、

组织立体化、内外空间结合化、功能多元综合化等方向发展的新思路.

7.期刊论文 郭媛媛 武汉武昌湖北图书出版城街道景观亮化设计调查——试论城市街道景观亮化设计的"合理性" -
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5)
    随着城市的日新月异的发展脚步,城市景现设计也不断深化.在城市走向合理化,生态化,昊现化的同时,亮化设计成为我们城市街道景观不可忽视的重

点.本文以武汉武昌区的图书出版城用边的城市街道景观的亮化设计为对象,割析城市街道景观亮化设计的本土化问题,并提出建议在如何从心理、场所、

美学、城市形象等方面如何实现亮化设计的合理性.

8.学位论文 叶飞燕 城市融合自然的景观规划研究——以南京玄武湖及其周边地区景观为例 2003
    随着城市地域扩张，越来越多的自然景观融合到城市中，城市面临着城市近郊自然景观的保护与城市建设开发之间的矛盾。近年来，我国政府对这

些融入城市的自然景观的规划建设逐渐重视，也制定和实施了一部分的措施和方案。但是，随着城市开发建设加快的大背景下，城市建设没有很好的融

合自然而建设。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如何保护城市中自然景观、如何更好地发挥其生态功能和社会效益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并尝试提出可行的规划研

究方法。      本篇论文总结了城市融合自然的规划思想的演化过程，分析研究城市融合自然的景观规划方法，并且总结了我国城市融合自然的景观建

设问题，提出了我国城市融合自然的景观规划方法，最终提出应该建设“自然式城市”。      本文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      (1)绪论      本章节

主要提出了我国城市面临着城市近郊自然景观保护与城市建设之间的矛盾的问题，从而引出了我们对城市融合自然的景观规划研究的现实意义。本章节

也对城市融合自然的景观规划概念进行分析，为后续的景观方法论的研究作了铺垫。      (2)城市融合自然的景观规划理论和实践      本章节从人和

自然的关系着手，分析了城市融合自然的景观规划理论的演化过程：从农业时代的“天人合一”的规划思想，到工业时期的田园城市的规划思想，最后

发展至今的生态城市的规划思想。这个过程为我们建设今天的融合自然的城市提出了理论根据，并且具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3)城市融合自然的

景观方法论研究      通过对城市融合自然的景观组织方式的分析，城市融合自然的景观规划方法应该集中在三个方面：基于文化审美的景观形态学研

究；基于感官知觉的环境心理学研究；基于生态的景观生态学研究。      (4)我国城市融合自然的景观现状和规划研究      总结我国城市融合自然的

景观建设现状的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背景，并且指出我国城市融合自然的景观规划方法，最终指出我国应该建设自然式城市。      (5)实证研究：南

京玄武湖及其周边地区的景观现状      南京玄武湖及其周边地区的景观对于南京城市来说具有历史文化、城市形态和生态上的意义。因此，我们进行

了玄武湖及其周边景区的现状调查，分析了玄武湖及其周边景区存在的问题。      (6)实证研究：南京玄武湖及其周边地区的景观规划研究      本章

节针对前面对玄武湖景区的现状分析和问题研究，提出了可行性的规划意见。

9.会议论文 李冬环.姚成旺 系统景观美学支持下的城市水域景观美学质量研究 2005
    本文根据系统景观美学原理,在采用BIB-LCJ法进行景观审美测量的基础上,应用数量化理论对国内外49个城市滨河区景观进行了数据分析,得出了四

个群体的理想景观模型,并进一步分析了景观单要素及景观要素的相互作用对美景度的影响,为城市滨河区的景观规划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10.会议论文 张其成.姚亦锋.束龙仓 城市水系的景观功能与空间构建 2007
    提出了水系景观的概念:即"一定地域空间内水体及与水体相关的各种空间地理要素相互搭配构成的综合空间地理系统"。认为城市水系景观具有文化

、美学、生态与经济等多重功能;依据水系在城市中所处地理位置的差异、水系的现状资源条件及水系景观功能定位的不同,将水系空间分为休闲游憩空

间、环境生态空间、历史文化空间等几种类型,并结合相关的景观规划实践对空间构建的方法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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