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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感知的交互作用是景感生态学关注的焦点，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紧密关联。生态系统、生态过程、
生态系统服务以及人的需求均具有一定的时空尺度特征，因此，由这些过程产生的“景感”也具有时空尺度特征，并依赖于这个
过程的尺度特征相互作用。梳理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与景感营造规划的尺度特征，探索二者相互联系，进而提出基于景感生
态学理论，通过景感营造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的多尺度实现路径。从空间维度，体现从“社区-城市-流域-区域”的多尺
度景感规划框架，从应用维度，体现从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探索-关键指标体系识别-多源谜码数据感知-景感营造与规划设计的具
体流程。通过多尺度的联合景感营造，调整自然供给水平与人类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以期达到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生
存环境福利与居民福祉提升的目标。在此基础上，结合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实例，从多尺度景感营造的角度为城市绿色生态建设
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优化建议。主要结论: ( 1) 基于“社区-城市-流域-区域”的多尺度景感分析框架，将景感要素与生态系统服务
供需思想融入城市规划，在不同尺度上趋善优化，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和管理具有重要指示意义; ( 2) 雄安新区规划
设计需更系统和细致地考虑人类感知需求，通过多尺度景感营造设计，共同实现雄安新区的可持续发展与人居环境提升。其
中，在社区尺度，需重点关注社区植被配置和居民的休闲游憩; 在新区尺度重点关注绿地系统网络构建; 在大清河流域尺度重点
关注河流健康与水文调节; 在京津冀区域尺度需注重山体通风廊道与生态屏障的构建与优化。
关键词: 景感生态学; 生态系统服务; 供需关系; 多尺度; 雄安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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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al ecosystem and human percep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landsenses
ecology，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ecosystem services supply and demand． The multi spatio-temporal scale features of "
landsenses" is contributed by the scale features of the elements of ecosystem，ecological process，ecosystem services and
human nee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enses ecology，we discuss and put forward a multi-scale landsense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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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of " community -city -basin- region " ． Based on the supply and demand process of ecosystem services，the
application framework include four aspects of ecosystem service demand exploration，indicator system identification，multisource code data establishment，and landsenses atmosphere creation and designing． By multi-scale integrated landsenses
designing，ecosystem service supply and demand reach a dynamic stability state which is able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human well-being． On this basis，combined with the example of xiong' an new area，we put forward some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for urban gree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scale landsense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 1 ) Based on the multi-scale landsenses analysis framework of "
community-city-basin-region " ， integrating landsenses elements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nto urban planning， The
optimization of landscape perception elements on different scal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 2)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human perception into account in Xiong' an new area urban
planning，and through multi-scale landsenses designing， improvement of living environment and c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Xiongan New Area can be realized．． Among them，at the community scale，we need to focus on the leisure
and recrea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t the city scale，we need to focus on the green space system network; at the basin
scale，we need to focus on river health and hydrological regulation; at the regional scale，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mountain ventilation corridor and ecological barrier．
Key Words: landsenses ecology; ecosystem services; supply and demand; multi-scale; xiong'an new area

快速城市化使城市经济繁荣发展，但往往以破坏原有森林、湿地、耕地为代价，严重影响自然生态环境，加
之人类对自然资源、能源的不合理利用，造成城市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地质灾害等生态风险以及人居环境恶
［1］

化、资源紧缺等城市安全问题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当前土地城市化的进程有所减慢，但人类对于
［2-3］

自然界生态系统服务需求逐步增加，对区域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提出要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的目标，包括保护、养护、恢复和
促进城市和人类住区内的生态系统、水、自然生境和生物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减少它们对环境的影响，并转向
［4］

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因此，在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能够更合理分配空间、如何更

人性化地进行城市景观设计，从而实现城镇化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提高人类福祉的满意度，已成为当下城镇
化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学者将生态系统服务概念、内涵和价值引入国内，并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发
［5-6］

展具有联系

。近些年，生态系统服务被认为是从自然生态系统流向人类社会系统的动态过程［7］，人类感

知系统通过生态系统服务需求进行表征，“景感生态学 ”的理念应运而生。 景感生态学强调在规划中需要考
虑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人类的物理、心理感知等方面，通过景感营造分目标、分尺度配置土地利用格局，
［8-9］

从而提升人类感知体验满意度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10-12］

好

［13-14］

，包括嗅觉、听觉、触觉、味觉这五感
［16-20］

面应用广泛

。当前针对景感规划的研究，以视觉为主导或偏
［15］

以及心理感知

，在城市建筑设计、公园配置、社区配置等方

。

由于在不同尺度人类感知下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不同，因此不同尺度的景观营造手段也相应不同。本文
通过梳理生态系统服务供需与景感营造的尺度特征，探索从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关键指标体系、谜码数据获取
［21］

分析到景感营造设计的多尺度景感营造框架。 鉴于雄安新区是我国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历史性战略决策

，

其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需要实现绿色生态、智慧与为居民提供优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是城市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范例，本文以雄安新区为例，结合人类的感知，从社区、城市、流域、区域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
进行出发，充分挖掘区域定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生态环境基础以及区域内居民福祉与感官要求，综合权衡
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以及区域一体化发展愿景、地方政府意愿、区域内经济发展愿景，探索雄安新区多尺度景观
营造手段与联合路径，从而为未来雄安新区以及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态城市规划提供科学的指导。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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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供需与景感营造尺度特征研究进展

1．1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尺度特征
［21-23］

生态系统服务是基于特定的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和功能产生的

，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对不同尺
［24-25］

度上的利益相关方来说具有不同的重要性，且涉及到不同尺度的生态过程

［26-29］

系统类型( 森林、草地、湿地等) 、流域、区域、国家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研究

。 目前国内外学者不同生态

，但多数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

研究的空间尺度多为单一尺度，研究的时间尺度多静态的快照式研究，忽视了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动态性和
尺度效应。近些年，在评估和测度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服务研究逐渐从供需关系角度，通过合理分配土地
［30-32］

利用要素，驱动生态系统服务多尺度流动

，来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平，从而缓解生态系统服务供需

矛盾、实现不同尺度可持续发展。同时有研究表明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彼此联系、互
［33］

相影响

，城市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不仅是关于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同时来源于所在流域、所在区域的

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在各个空间尺度上人类的需求和服务供给是互动的过程，人类不同尺度生态系统服
务需求，会向政府和市场主体提出相应的诉求，从而引导政府为满足相应的需求而采取措施提供相应的生态
系统服务措施。综上，生态系统服务是联系人与自然、理解人地关系的桥梁，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研
究，从不同尺度上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产生—传递—利用过程的完整性和持续性，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途径。
1．2

多尺度景感营造与规划研究进展
广义的景感生态学研究景感营造理论和方法，为促进和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及人们认知、观念和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和扩展，规划的时空尺度不断扩大，人类初始阶
段根据自身改善生活和增加生产的目的，首先规划自身居住的社区，逐渐地，在城市、流域、区域甚至全球等不
［34-36］

同尺度进行规划

。由于人类在不同尺度的感知需求不同，因而不同尺度景感营造与规划存在差异化。

如: ( 1) 在区域尺度，人们更加关注风景的秀美、风沙的治理、空气质量等对人类视觉、嗅觉、味觉造成美感或
危害而产生的需求，因而会向政府提出相应的诉求，政府制定政策通过建设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风沙源
［37-38］

治理工程

、山水林田湖草工程［39］、空气质量提升措施［40］来提升人们对于区域环境问题的满意度，也能够

提升人类对于区域的整体印象。( 2) 在流域尺度，流域水资源、河流水质、河流水生态是生活在周边与下游的
［41］

居民切身所能感受到的重要指标

，河流的美感、水流声音、水质、气味、流量等［42］ 均会通过视觉、听觉、味
［43-44］

觉、嗅觉、触觉以及心理感知使人们产生景感需求，决策者通过流域水土保持治理
［47］

环境整治

、水生态治理［45-46］、水

、河段河岸的修复［48］，来保障流域的水生态安全与提升流域层面人类的福祉。( 3) 在城市尺度，

公园或社区内部树、灌木和草坪，水体，雕塑等景观的塑造，以及土地利用规划，无不是结合游憩体检和人的需
求层次，探求一种能充分接近自然的空间结构，达到人类“赏心悦目 ”的目标。 近几年通过街景图像，记录城
［49-52］

市动态、现象和变化规律来表征城市视觉空间，通过绿视率探讨城市居民城市视觉空间的偏好和选择
［53］

城市绿地
［57，
58］

间

［54-55］

、城市公园

［56］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

，

作为城市自然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营造城市休闲空

、维系城市生态平衡、提升城市品味与形象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4) 在社区尺度，基于居民日常休
［59-60］

闲、游憩、居住的五感与心理感知的需求，合理地进行绿色生态社区规划

，对居住区外部空间通过景感规

［61］

划

，合理搭配和配置空间与景感要素，能够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类型居民的需求，极大提升社区居民福

［62］

祉

。综上，不同尺度居民的物理感知和心理感知在发生的变化，感知系统呈现显著的尺度效应，只有在不

同尺度基于感知系统，合理与精准的进行景感规划与营造，才能精准满足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
的供需平衡，才能在可持续管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2
2．1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多尺度景感营造
多尺度景感营造与规划框架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与景感营造在空间上均具有尺度效应，在多尺度景感营造过程中，充分考虑生态系统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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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供需平衡的理念与目标，综合考虑多尺度供给、调节、支持和休闲等生态系统服务，将人们在不同时间、不
同地点的感知和认知融入同一景感中，将能够有效地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和人类福祉的提升。 通
过生态系统服务供需与景观营造规划的尺度特征分析，结合政策导向与民众需求，不同空间所涉及评价指标
［6］

体系具有明显差异性。本文基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理论

［8］

与景感规划

的思路，增加多尺度综合协

调，从而构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的多尺度景感营造与规划框架 ( 图 1) 。 框架纵向体现从区域—流
域—城市—社区尺度具体细化，横向体现从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探索-关键指标体系构建-多源感知数据获取-景
感营造与规划设计的具体流程，以此来实现不同尺度逐步优化景观格局结构，调整自然供给水平与人类生态
系统服务需求的平衡，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值得注意的是依据景感规划达到最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
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个修复-改善-提升的过程。 依据社区-城市-流域-区域的多尺度规划，能够全
面地实现城市居民不同尺度生态系统服务需求，通过趋善型模型，关注每个尺度居民利益和需求的变化，将约
束和目标交织在一起，通过关键生态过程调整逐步改善规划方案以达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平衡，从而实现
可持续发展。

图1
Fig．1

2．2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多尺度景感营造与规划框架

Multi-scale landsenses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framework based on supply and demand of ecosystem services

多尺度景感营造应用过程
多尺度景感营造应用过程涵盖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关键指标体系，谜码数据获取与挖掘分析、景感营造与

规划 4 个重要的流程。由于不同尺度人类感知需求不同，造成生态系统服务供需不同，依据不同尺度生态系
统服务供需的差异性，构建相应尺度的景感指标体系，对所对应的谜码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评估，剖析不同尺
度造成生态系统服务供需不平衡问题，并进行回溯探索成因，通过多尺度因地制宜的景感营造，提升生态系统
服务能力以满足多尺度的相关政府、企业与居民利益; 另一方面，通过约束相关利益者的行为，减少对自然界
生态系统功能的削弱以达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的目的。具体景感营造的尺度特征分析见图 2。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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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景感营造尺度特征

The scal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ense elements and ecosystem services

( 1) 人类感知下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
景感生态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考虑自然元素、物理感知、心理感知、社会经济视角、过程风险等相关要
素。自然元素包括光、温度、水、土壤、地磁、地形地貌等。视觉、嗅觉、听觉、味觉、光和触感 ( 如风速、风向、温
度、湿度等) 都属于物理感知; 心理感知包括宗教、文化、视觉、隐喻、安全、社区关系、幸福感等要素。 由于景
感要素结合人的物理心理需求受到个人的影响较大，基于不同尺度相关部门、企业、居民相关利益者需求的差
异性，将景感营造需要考虑的自然要素、人类物理感知、心理感知等的需求与生态系统供给、调节与文化服务
相联系，能够将景感要素的思考转移到生态系统服务需求上。
( 2) 多尺度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多尺度人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需求，构建多尺度下景感营造的生态系统服务指标体系。 在区域尺
度，相关利益者更加关注供给和调节型生态系统服务; 流域尺度关注水资源供给、水环境质量、水源涵养、面源
污染、洪水调蓄等生态系统服务; 城市尺度关注空气净化、生物多样性、交通噪音削减、休闲游憩、文化审美等
需求; 社区尺度需要满足社区内部区域休闲游憩需求、降尘减噪需求、文化审美功能等。
( 3) 谜码数据获取与分析
景感分析与应用考虑对景感相关的自然要素、物理感知、心理感知相关动态过程进行长期、实时和现场的
观察，城市规划者和设计者需要从蓬勃发展的城市中得到更多的“混合型数据”或称之为“谜码数据 ”，包括实
［8］

验、观测、监测、推演、遥感解译、统计、经验、替代、问卷调查和心理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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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城市的基础设施对谜码数据进行高效监测，然后将信息实时传输到后端海量存储系统，通过进一步数据挖
掘分析，为后续的景感营造规划提供技术支撑。
( 4) 多尺度景感营造规划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尺度特征，相应地景感营造呈现相同的尺度效应，且通过不同尺度下差异化的
景感营造，从而实现满足区域与个体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区域尺度层面的景感营造以重要生态系统、生态过
渡带、生态廊道为依托，施行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生态保护修复来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流域尺度依据
水文调节和河流健康的需求，施行流域水土保持措施、水环境治理、水源涵养林的种植、河流生态廊道修复、河
岸带修复等，以及构建河滨资源、湿地景观，来提升流域尺度水质净化、水资源供给等生态系统服务需求; 城市
尺度，可通过建设城市绿色基础设施、优化植物配置、生态通风廊道、城市森林、农田、雨水花园、雨水湿塘、渗
透沟渠、可渗透铺装、城市公园、休闲地、街心绿地、小型水体和溪流、喷泉、屋顶花园、交通绿化带，满足城市中
人类对于城市尺度景观绿化、污染净化与生态休闲等方面的生态需求。社区尺度，可通过社区园林配置、社区
生态走廊、营造绿色缓冲区、交通沿线绿化带等进行景感营造，满足社区小尺度对景观价值、文化审美、休闲游
憩与消减交通噪音的需求。
3

雄安新区多尺度景感生态规划框架
雄安新区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与新区绿色生态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可雄安新区作为推动京津冀一

体化协同发展我国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历史性战略决策，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初心，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
城是雄安新区的目标。《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提出将淀水林田湖草生态空间作为一个生态共同体进行统
一保护、统一修复。通过政策的解读与科学的梳理，通过统筹资源要素，协调空间布局，完善基础设施，营造良
好环境。依托自然生态现状，立足区域资源条件，统筹森林、水系、湿地、草地等生态要素，协调人类对周边环
境的感知，通过借助载体、改造载体和新建载体的景感营造方式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因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
供需的多尺度景感框架指导下，构建雄安新区社区-新区-大清河流域-京津冀区域多尺度景感规划设计，能够
全面地将生态系统服务、社会经济、政策导向、居民福祉联系在一起，更加系统实现区域与城市环境质量与人
类生活福祉的提升( 图 3) 。
3．1

社区尺度
起步区社区营造需充分考虑社区居民日常休闲、游憩、居住的五感与心理感知的需求，更好地结合当地自

然资源，注重生态性原则，对居住区外部空间通过景感规划，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类型居民的需求，极大提升社
［62］

区居民福祉

。如( 1) 尽量少做硬地铺装设计，以植物绿化为主，植物优选乡土树种，采用自然式与规则式配
［63］

置相结合，利用不同的植物群落配置，形成景观，追求建筑、植物和设施等的和谐一致

。( 2) 通过社区内部

宅旁绿地的设计具备隔音减噪的作用，又可以增加氧气供给、固氮和其他生态功能。( 3) 社区附近营造曲线
绿化带和环形绿化带，减少来自交通干道的噪音污染，通过交通沿线绿化带形成林网，使社区被森林所包围，
有效保护居住区减少夏季和冬季大风的损害。( 4) 社区内部修建生态走廊可以让人产生生理和心理上两种
满足感，既可降低热岛感觉，又提高绿地可达性。( 5) 社区内部广场用地用于满足村民日常的休闲、娱乐、健
身、互动、游戏等活动。( 6) 通过建筑物色彩和自然声音营造使人有贴近自然过程和贴近生活的感觉。
3．2

雄安新区尺度
雄安新区快速城市化区域，景感营造中应充分考虑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态休闲、径流缓解、降尘减

噪、文化审美需求，将景观和新区淀水林田湖自然结合，充分利用地形，开辟视线走廊，借自然风光，尽可能地
［64］

增加绿化质量

［65］

与水体清澈，能够提高游憩体验品质

。如( 1) 尽量保留河道两侧现有植被，补种当地乡土

树种，合理搭配乔灌草，营造多样的植物群落结构，提高景观多样性。( 2) 对天然的河道、林地等廊道重点保
护，以及通过人工干预手段，增加城市内河湖滨绿带、道路附属绿地、带状公园、防护林等，构建天然生态廊道
与河流沿岸缓冲区，有效提升生境质量、抗击自然灾害与减缓环境污染。( 3) 通过白洋淀沿岸林地、湿地构建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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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城市-流域-区域”尺度联合景感营造与规划

Fig．3 “Community-city-basin-region”scale joint landscap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水陆共生的复合生境，营造生物栖息地; ( 4) 结合新区规划高铁、高速等交通干线，建造生物涵洞，提高生态系
统连通性，降低对生态系统的干扰。( 5) 需要注重海绵城市建设，城市生态基础设施通过流量控制、洼地调
蓄、滞留、过滤和渗透等过程，处理水污染物及减少地表径流量，可维持和改善生态系统的水量调节以及水质
净化服务。
3．3

大清河流域尺度
大清河流域尺度，为满足流域水资源、河流水质、河流水生态是生活在周边与下游的居民切身所能感受到

的指标需求，从提升水生态观感与触感、消除水体异味、保障水生态安全与提升生存环境质量几个方面进行景
感营造。( 1) 通过涵盖拒马河、潴龙河、唐河、府河、瀑河、漕河、清水河的全流域贯通的生态水系网络建设，通
过改善水质、修复河滨资源、湿地景观，保障流域内居民的水生态观感及触感等的生态福利，同时起到净化水
质、消除水体异味的作用。( 2) 考虑地形因素和水文特征，大清河流域河岸带修复需要重点修复河流生态廊
道，将河道及其周围环境的自然特征与河道沿线的景观融为一体。( 3) 流域内湿地规划通过地下及地表径流
湿地和生态池塘的景观来提升水环境功能。( 4) 在不同生态功能分区运用不同护岸模式合理植被配置，通过
植物生态配置，丰富群落层次结构，优化群落生态功能，增强流域内生态系统稳定性。
3．4

京津冀区域尺度
京津冀平原区，城镇或城市集中，人口密集，为满足区域人们对于风景秀美、空气质量、减少风沙天气等的

需求，从提升净化空气、防风固沙、调节气温、修复生态廊道等途径进行景感营造。 如 ( 1) 京津冀境内太行山
东麓与燕山南坡的夏季风迎风坡上，降水量充沛，植被生长茂密，自然生态环境良好，是净化空气和固碳释氧
等服务的供应地; 太行山区西北坡和燕山山区北坡是冬季风迎风坡，与冬季西北风或北风风向垂直，能够阻挡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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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来的寒潮，降低南下的冷空气或大风风速，通过太行山与燕山被自然保护与修复，提升防风固沙或调节气温
等服务。( 2) 通过区域整体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工程，保护区域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障雄
安新区生态系统健康、大气环境与水环境的安全。( 3) 通过强化燕山—太行山生态安全屏障、京津保湿地生
态过渡带建设，以及区域内河流生态廊道、林地生态廊道的构建，改善生态斑块之间的联系，减弱区域内城市
基础设施的生态屏障效应。
4

结论与建议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感知需求与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流的重要桥梁，且生态系统供需匹配度

能够很好地体现人类社会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反馈。多尺度的景感规划是规划者依据人类对生态系统服
务需求的愿景，针对多尺度的自然环境进行改造进而满足人类的需求，并且在这种愿景下，人类同时需要规范
自身的行为，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通过社区-城市-流域-区域多尺度的共同联合景感营造下，
逐步逐层优化，区域、流域尺度优化福祉逐渐渗透到城市和社区尺度，城市和社区尺度福祉逐渐辐射到区域和
流域尺度，从而共同实现人类生存和精神需求满足，保障区域-流域-城市-社区生态安全，提升人类福祉。
多尺度景感规划之间具有强烈的相关性，但小尺度的规划不能直接延续到大尺度，大尺度的规划同样不
能在小尺度上落地，每个尺度又具有独立性，因此需要从不同尺度上进行联合景感营造，才能最终实现城市可
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指导不同尺度景感营造与规划实现目标的原则。 首先，不同尺度规划方案
要分别考虑相应尺度下自然和人类需求。其次，规划区域内景感营造要素要考虑与人类感知下的生态系统服
务权衡协同相关联，以及规划设计是否满足可持续发展理念。第三，规划必须考虑人们未来需求的扩展，如对
环境的物理感知和心理感知。第四，在不同尺度下，应确定相应的主导功能定位，使生态系统服务最大化。 第
五，加强不同尺度的关联性，通过不同尺度规划设计的联合，共同实现人类福祉满足、改善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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