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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历史上，乡村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控制下具有相对的封闭性，

特定区域的地缘空间文化特征亦较为凸显。与近几十年中国乡村振兴步伐

的快速推进同步，村落的“空间—经济—社会”三重结构均在不同程度发

生重构 [1]。随着一些无地域差别的村庄空间的归并整合、背离乡村生产生活

的新村建设，以及破坏村落风貌的异质建构的出现，村落在这场方兴未艾

的重构运动中获得新的发展契机，也在地域文化的存续方面面临较大的威

胁 [2-3]。与村落实践中出现的空间“同质化”和“异化”问题相对，中国乡

村形态规划理论研究领域已对“尊重村落的原有形态”形成共识，明确强

调地域文脉的保护和传承。由此可见，中国村落空间实践问题的症结可能

不在于文化价值取向，而在于村落空间理论和方法对历史挖掘的深度，对

空间规律阐释的准确度，以及对于空间实操的指导效度。

在村落的空间发展历史中，专业的规划师和设计师是长期缺位的。该

空间过程的本质是无中控系统的、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过程。与此相对，在

城市空间实践中发展成熟的“规划”具有较强的自上而下的控制性机制。

村落空间过程和常规空间规划行为存在着逻辑矛盾。因此，当规划介入

村落的自然生长，如欲“让乡村更像乡村”[3]，规划者必须对村落布局形

态的发展规律具有深刻的认知，并基于空间规律制定规划，使规划形态

与自生长形态相呼应，使规划过程与空间发展逻辑相协调，从而有效地

保护地域文脉。因此，乡村规划理论和方法研究需要明确回答两个问题： 

（1）如何提取空间规律，以阐释既存现象，完成空间认知；（2）如何利用

规律，借以评判或演绎空间形态而辅助空间决策。由此可见，定性描述类

研究的深度和精度已经难以支持实践需求，乡村聚落布局形态研究需要借

助量化方法来辅助空间的解读和演绎。

村落形态是农村聚落地理学、乡土建筑和空间规划学等学术领域共同

的研究对象。在地理学领域，村落形态研究起步于村域尺度静态空间形态

模式的描述性分析和因果解释 [4]36，在 1990 年代开始逐步走向区域尺度村落

系统形态发展的动态预测。在建筑学领域，村落形态研究分量较轻，多为

支持个体建筑研究服务 [5]，研究内容主要为村落的边界形态、内部街巷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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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相较而言，城乡规划学领域更为关注村落形态变迁

与城市空间演变的耦合性，而这种视点也得到乡村地理学界

学者的认同 [6]。

国际上，村落形态研究兴起于 1840 年代—1940 年代的

西欧，以德国的科尔（J. G. Kohl）、迈岑（A. Meitzen）、克

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和法国的布拉什（V. Blache）、布

吕纳（J. Brunhes）为代表，主要关注外部自然或人工环境对

村落形态的作用 [7]。自 1960 年代，受地理学界计量革命的

影响，以及系统科学领域“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

突变论）的促动，国际村落形态研究开始引入量化研究方法，

并基于复杂系统理论重新审视多元复合的乡村系统。

中国的现代村落形态研究始于 1930 年代，研究内容和

方法引用了同时期西欧的研究模式，如朱炳海“西康山地

村落之分布”研究 [8]，李旭旦的“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

察”[9] 等。1988 年，学者金其铭指出了村落形态研究向计

量化、模式化、规律化方向发展的必要性 [10]，与国际村落

形态研究的变化趋势同步，引导了此后中国村落形态量化

研究的发展。

虽然 20 世纪中国村落形态研究总体略滞后于国际，但

自 20 世纪末开始，这种情势明显改观。形态研究的背后是

形态问题，198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乡村形态问题逐渐

被弱化，村落形态本体的研究力度有减弱的趋势，同时乡村

空间系统与城乡综合系统问题，如逆城市化背景下的村落经

济振兴与环境资源保护问题 [11]、全球性的社会生态环境危

机下大尺度乡村系统的发展问题 [12] 等渐受重视。与此相对，

中国作为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在特有的城乡二元

体制下，乡村空间形态问题日益凸显。在近 20 年内，关于

中国村落空间形态问题的讨论已经走入国际学术论坛，涉及

乡村空间重构问题 [13-15] 和村落周期性空心化问题 [16] 等，国

际权威学术期刊《乡村研究》（Journal of Rural Studies）于

2016 年特发 “中国乡村重构”（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专刊以详细解读。可见，中国村落形态研究虽然与国际相比

起步略迟，但受到近 20 年空间实践的客观需求影响，相应

的研究技术手段的发展并未滞后于国际，在借鉴学习发达国

家 1970 年代以来的乡村空间研究思想和方法的同时，就本

国经济体制下的特殊空间现象进行了特定内容的研究。

中国起始于 1979 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至今已过 40 年。

在此期间，空间研究和实践的重心逐渐由城市向乡村偏移。

虽然乡村正式纳入“规划”的对象行列始于 2008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颁布施行，但在该法起草工作伊

始的 1999 年前后，城乡协调发展中的乡村空间问题便已引

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国际上，近 20 年空间分析计算理论和

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多种空间量化研究思想和方法逐渐由

数学、计算机科学、复杂系统科学等领域生发，经地理科学

和城市规划学的提取和吸纳，转而渗透入村落形态研究领域。

虽然目前量化研究在村落形态解析方面的应用并未充分展

开，但相关学者在该方面作出的积极探索为村落空间规划的

发展指出了可能的方向。本文针对近 20 年国内外村落空间

形态相关量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从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两

个方面展开分析评述，分析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探讨研究中

遇到的关键问题、研究的不足以及研究的发展趋势，以期为

后续村落空间形态研究和规划实践提供参考。

1  静态量化研究

在尝试动态量化空间分析之前，学者已经在静态空间量

化分析方面完成了坚实的基础工作，村落布局研究大致经历

了由形态分析转向因子关系分析的过程，并逐渐探求数据的

可视化表现。

1.1  形态指数分析
村落形态分析通常将村落建设区域滤去竖向信息，抽象

简化为平面斑块作为研究对象。针对这种形态，人们最初定

性地将其描述为带状、团状、簇状、散点状等，或用规则度

来衡量描述 [17]。这种描述思路较早可见于 20 世纪初期梅村

和德芒戎（A. Demangeon）对德法乡村聚落的分类描述，至

今仍在部分研究中被沿用。随着村落形态地域差别的深入研

究，研究者开始在欧氏几何层面运用抽象的形态指数表达村

落的形态特征，如王昀在研究传统聚落时主要提取村落内建

筑（或院落）的面积、朝向，以及建筑（或院落）之间的距

离等变量展开分析 [5]。基于这些基础指数，一些研究借用景

观形态学中的统计方法，引入多种衍生性指数。更进一步，

针对集聚性较为明显的村落，研究者亦采用分形几何中的形

态指数对村落外部边界和内部公共空间形态的复杂性进行评

判 [18-20]。上述各类指数中较为常用者及其表意列举如表 1，
各类指数的计算可借助 ArcGIS 和 Fragstats 等空间数据处理

平台分析得出 [18,21-22]。

总体来看，各类指数无论来自何种理论、派衍至何种复

杂度，其所关联的基础性变量主要为面积、边长、二维距离、

方向角度等欧氏几何度量变量，各种派衍性指数之间存在一

定的关联，并非绝对的相互独立。此外，这些指数并未涉及

村落与外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变量，弱化形态背后的外部驱

动因素，将村落从环境中剥离开来而单纯地描述静态空间性

状。但是，与早期定性描述相比，其描述精度有所提高，并

可在形态组织层面展现村落空间的相对优劣，一些复杂指数

（如分形维数）亦引导研究者认识到村落空间系统的复杂性

和非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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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形态指数的相关因子探析
形态研究的重要目标即为探寻形态本体与外部因素的关

系，国内外乡村聚落形态研究在这一方面作出的工作从定性

描述阶段发展至量化解析阶段，长期持续且热度不减。在量

化解析阶段，村落形态可用形态变量或指数来描述；外部因

素可代之以各种地理关系变量或经济变量，其中地理关系变

量可借助 ArcGIS 平台完成分析和提取 [23-24]，经济变量可从

区域统计年报中获取。研究的主要思路或通过观察法探讨两

者之间的关系 [25]，或借用某数学模型辨析两者的相关性，而

后者有赖于近几十年数据相关性分析辅助工具的开发，常

用者如 SPSS 统计数据分析平台和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

SPSS 数据统计平台产生于 1980 年代，可以完成线性和

非线性模式的回归分析，其自变量输入亦可以多元。但在村

落空间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倾向于利用该平台逐一完成某外

环境变量 x 与某内在形态指数 y 的相关性分析，相关性大小

体现为相关系数 rxy 的绝对值的大小，并相应地对 x、y 进行

一元线性关系的回归 [22,26]。这类研究的开展基于两个假设：

首先，所有因变量与所有自变量的关系是相互独立的；其次，

外环境变量与内在形态指数的关系近似于线性。但是，既往

研究并未对以上假设的成立作出明确的解释。

地理探测器分析法由王劲峰等于 2010 年提出 [27-28]——

通过检验单形态指数与单外部环境变量空间分布的一致性来

探测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13,29]。在具体操作上，先根据某形态

指数特征对地理空间进行分区，而后分别计算某外部环境变

量的各子区域方差以及全区域方差，最后完成下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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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 为外部变量的控制力，N 为全域内的样本数，

Nj 为子域 j 内的样本数，σ2 为全域内的变量方差，σ j
2 为子区

域 j 内的变量方差。外环境变量对聚落形态指数的空间分异

的控制力越大，则子域方差越小而全域方差越大，则 q 越大。

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地理探测器分析法较适用于较大的空

间尺度层级，并不适用于形态区分度不明显且村落样本量较

少的局部地区。

综合来看，形态指数的相关因子探析已经突破因形论形

的量化研究阶段，深入了村落形态背后的自然、社会、文化、

经济因素。这种偏重于大区域尺度的静态空间形态的溯因分

析思路建立在村落空间形态量化描述的基础上，将“形”与

“因”初步结合，虽然此时“形”为静态，“因”的地域特

性思考尚显不足，但其研究思路无疑为空间形态的动态模拟

和复建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1.3  空间可视化分析和重构——基于静态量化模型
前述的空间变量或空间形态指数分析尝试将具象的形态

转码为某种数据或数学关系，而在村落空间实践中，抽象量

化的认知有必要被再次还原为直观可感的形态。为了提高空

间形态分析对实践指导的可操作性，静态空间形态量化模型

应运而生。近年来，在村域尺度空间分析和规划层面，出现

了基于空间句法（Space Syntax）的模型和基于 CityEngine 平

台的空间参数化解析与重构模型。针对较大尺度的村落体系，

研究者亦尝试运用引力模型以及层次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复

合模型辅助空间重构（表 2）。
空间句法模型由比尔· 希利尔（Bill Hillier）在 1984 年

基于拓扑学（Topology）思想提出。目前，该模型在中国学

术界的认可度要高于其国际认可度，在城市空间形态研究中

已被积极应用。其主要分析对象不是建筑斑块，而是基于

拓扑学思想构建的建筑之间的连接方式 [30]。出于建模的简

易性，“轴线法”模式的空间句法较为常用 [31]。空间句法模

型的重要价值在于用一系列参数描述空间拓扑关系，空间

的实际利用效率和特点与描述结果可取得互证 [32-33]。基于此，

空间句法模型可对空间规划方案进行预期评估，研究者可

根据评估结果适当调整方案 [34-35]。该可视化模型在空间上最

早应用于城市街巷，从较为纯粹的可视性、可达性角度评

价线性空间的使用效果。近几年，以王浩峰、肖大威为代

表的众学者开始将该方法应用于华东、华南传统村落空间

解析，相应的研究成果展示出该方法的一些应用局限。首先，

村落空间的组织逻辑可能与城市迥然相异，空间形态本体

表 1  村落研究常用形态指数

理论支撑 常用形态指数类别 形态评价意义

欧氏

几何学

平均面积 —

平均最近距离 —

与住居面积、间距和方向相关的求心量 寻找村落核心空间位置

统计学

斑块面积 （patch area） —

斑块密度 （patch density） 评价村落的密集程度

斑块面积的均值 （mean patch area） —

斑块面积的标准差（patch area standard 

deviation）

评价村落个体间规模差异

大小

斑块间的平均最近欧氏距离（euclidian 

mean nearest neighbor distance）
评价村落的离散程度

分形

几何学

边界形状指数 （shape index）
评价村落边界的凹凸程

度，即村落布局的紧凑度

分形维数 （fractal dimension index）

评价内部公共空间图斑形

态的致密程度和结构化程

度，体现空间的组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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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优劣可能与形态之外的自然人文环境因素更为相关；

其次，对于聚合离散程度各异的村落而言，村落形态是否

由街巷空间完成整合尚值得商榷。因此，空间句法作为一

种可视化分析手段，在村落空间分析中较适合应用于空间

聚合度较高且用地功能组织与市镇相似的村落。对于离散

布局的村落而言，该方法主要用于空间抽象拓补结构的构

建 [36]，而不在于空间参数的可视化分析。

与空间句法相比，实践者期待运用一种更加智能的模

型以提取既存空间规律，并针对扩建区域完成规律的克隆而

自动生成与原村落较为相似的空间。基于 CityEngine 平台的

空间参数化解析与重构即为应该需求而生的一种空间模拟规

划方法，这种方法在中国村落空间规划设计的应用由吴宁等

于 2015 年提出，但 CityEngine 模型在 2001 年便已由帕里什

（Yoav I. H. Parish）和穆勒（Pascal Müller）创建 [37]。该方法

主要基于参数化空间设计的“逻辑建模”思想，并主要依托

于 CityEngine 参数化建模平台完成模型规则的构建和空间生

成 [38]。但是，该方法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首先，模型所依

赖的空间逻辑和参数设置依旧与外部自然人文环境相脱离而

限于纯粹的形态本体，从而使生成的空间形态缺乏实质的环

境有机相关性；其次，CityEngine 平台主要是针对城市格网

模式空间设计而设立的，对于离散分布的村落空间布局，其

构造能力较为有限；此外，模型的参数值须由人工统计提取，

在参数学习方面尚不够智能。

在单村规划的层级以上存在着更为宏观的村落体系规

划，主要包括中心村的确定、村落分级以及村落间的关系组

织。针对该需求，空间重要性比较判别模型出现了。引力模

型（Gravity Model）是参考物理概念中的物体间引力计算原

理，利用广义上的质量和距离来表达多区域之间依存关系的

模型，在城市体系研究中已得到广泛应用 [39]，近些年被引入

村落体系研究。在该模型中，每个村落共同体可被简化为一

个质点 ( 居民点 )，模型的基本逻辑便是测算间距不等的质

点间的“引力”[40]。层次分析（AHP）—地理信息系统（GIS）

复合模型的创建目的与引力模型较为相似，亦指向以中心村

识别为研究核心的村落体系规划。该模型的第一个操作步骤

为综合评价居民点的发展潜力，与引力模型中计算居民点的

综合质量步骤异曲同工。与引力模型不同的是，该模型对个

体村落发展潜力的评价主要基于村落自身的质量，而不考虑

村落间的作用 [41]。

以上模型的出现为传统村落空间规划的理论和实践打开

了新的思路，不过仍主要专注于静态的形态本体，而疏于形

态发展过程与社会和环境因素的链接，其数理结构的复杂度

与村落空间动态过程的复杂度尚难以匹配。

2  动态量化研究

空间实践的基础研究工作已经不仅限于定性或定量地评

价静态历史断面或动态的历史过程，抑或定性地分析其影响

因素，而开始思考如何顺着文化的脉络继续前行，以构建量

化模型方式试图在影响因素与空间形态之间、在空间认知与

空间规划设计之间架设桥梁。显然，村落空间研究不仅需要

从定性向定量发展，还需要从静态向动态迈进。

随着静态量化分析的深入，人们渐渐对村落空间的非

线性、复杂性、动态自组织性产生了进一步的认识，意识到

动态空间演绎对村落研究的重要性 [42]，并基于复杂系统理

论思想，运用空间动力模型完成村落特征的认知以及基于

认知的发展决策。但相对村落的静态量化研究而言，村落的

动态量化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所运用的模型方法亦多借鉴

城市研究，这些方法在村落研究中的应用有待调整和完善。

其中两种模型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一为适用于乡村系统

情景规划的系统动力学（SD: System Dynamics）模型；一为

适用于村落形态规划的元胞自动机（CA: Cellular Automata） 

模型。

表 2  静态量化模型法及其空间可视化分析技术路径

方法名称
适用研

究尺度
技术路线

空间句法

村域

尺度

抽象
Axwoman/
Deptmap平台

数据分析

街巷空间

交叉点&轴线

连接值

控制值

深度值

集成度值

智能值

可
视
化

空间参数

化解析与

重构法

提取

CityEngine平台

传入现状空间
参考摹本

均值 道路

地块

建筑 

极值

特定形状
百分比

规则1
参数集1

规则3
参数集3

规则2
参数集2

村落空间 ： 道路 — 地块 — 建筑  按顺序生成 

参
数
信
息

引力模

型法

村落体

系尺度

确定

计算
评价因子加权和 绘各点最大引力线

各居民点质量

各居民点间距

村落等级划分 中心村识别 村落从属关系识别

各点最大引力

各点总引力

引
力
计
算

各
点
发
出
线
条
数

层次分析 

—地理信

息系统复

合模型法

校验
识别

加权和

聚类分析权重

层次分析法

Voronoi 图

评价因子 综合潜力评价分值

中心村村落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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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系统动力学模型
随着人居环境系统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既定规划的

冲击，规划者逐渐意识到传统物质规划的局限性，并开始尝

试基于信息反馈机制不断对初始规划决策进行调整，以实现

一种可以应对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韧性规划。在这种规划思

想下，了解人居系统的内部发展动力机制并对不同的外部情

况作出有根据的预测成为关键步骤，而系统动力学模型恰为

这一操作提供了较为有效的方法。

系统动力学模型最早由福瑞斯特（J. W. Forrester）在

1950 年代提出，该模型基于系统反馈控制机制而创建，根

据系统内部组成要素的因果关系特点，从系统的内部结构来

寻找问题发生的根源。该模型将系统中所有要素视为一个密

切相关的结构性整体，通过要素间的作用关系表达系统的发

展动力机制，其局部作用涵盖了非线性关系、因果循环关系、

信息反馈机制和延迟作用机制 [43]，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系统

的复杂性。但是，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构造过程可见（图 1），
该模型对反馈机制的分析以及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的确定均

主要依赖定性分析，使得模型对系统的描述表现出一定程度

的主观性。另一方面，该模型的结构复杂度极高，参数测算

工作量极大且不易准确确定，同时对数据的精度要求并不严

格，因而该模型对系统的判断精度很难把握，影响到模拟结

果的有效性 [44]。除此以外，该模型的空间概念偏弱，模型中

可用的变量多属经济性变量和土地利用相关变量，较难进一

步深入空间形态相关变量来探寻其中的反馈机制。

总体而言，系统动力学模型较为适合在数据不足的情况

下利用不同性质的数据（如经济数据、生态环境数据、空间

数据等）来研究复杂巨系统的结构和内部因果关系对动态行

为的决定作用 [45]，并借助检验后的关系系统来预测不同宏观

规划方案的可能结果，以辅助决策。但是，该模型的空间概

念不强，目前在国内外村落研究中主要用于各种发展决策的

预期情景分析，研究对象主要为城中村改造决策 [46]、乡村旅

游发展决策 [47]、乡村能源结构改善决策 [48-49]、乡村防灾措施 [50]、

乡村生活条件改善决策 [51] 等。

2.2  元胞自动机模型
与系统动力学模型相比较，源自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

的元胞自动机模型的空间化动态特性更为突出。“元胞自动

机”的雏形由乌兰（S. Ulan）和冯诺依曼（J. von Neumann）

于 1940 年代提出，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模型，而是一种针对动

态空间系统的思想框架，代表由一系列在空间上各向同性的

元胞组成的、时空均离散的、具备自主迭代演化能力的动力

系统，其基本思想深植于由局域变化驱动全局演化的“自下

而上”的空间逻辑 [52-53]。元胞自动机的主要工作原理是：局

域个体元胞依据预定的动态转化规则“自动地”与相邻元胞

互动，并同步完成状态更新，进而通过局域行为的迭代推动

全局的演变，形成有秩序的复杂系统。

元胞自动机模型可兼容绝大多数空间数据，可嵌入几乎

任意一种算法，借助计算机平台可非常直观地表达空间动

态过程 [54]。作为一种简单直观的动态模型，地理元胞自动

机试图在真实地理过程和动态的网格系统间建立一种映射

关系 [54]，但是，现实地理空间是不匀质的，并且包含着局域

尺度和全局尺度的多元动力机制 [55]。因此，应用于地理研究

的元胞自动机模型仅仅依托于局部邻域作用而定义空间转化

规则并不够充分，通常还会对邻域规则辅以必要的约束性规

则 [52,56]（图 2）。
就元胞自动机模型由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带动全局演

变的“自下而上”的建模思想而言，该方法较为适用于具有

动态自组织机制的乡村空间形态的模拟和预测，且易于可视

化表达。但是，该模型在实际村落空间的研究应用中亦出现

了一些问题：首先，自戴德曼（P. Deadman）和西奥博尔德

（D. M. Theobald）运用元胞自动机预测乡村土地利用的发

展之后 [57-58]，元胞自动机理论方法的应用较少涉及乡村人居

空间系统研究，而相对集中于模拟乡村用地范围的变化 [26]、

区域尺度内综合性的土地覆被变化 [59]，或其中某一类覆被

（如耕地斑块、基塘斑块）的演变过程 [60-61]，而在城乡空间

转换过程模拟中，聚落本体常被忽略或被视为农业用地 [53,62]；

其次，模型建构过程对乡村空间地域特质挖掘得不够充分，

变量的选取、参数的设定以及动态变化规则的建构逻辑与城

市元胞自动机雷同，研究时段较少上溯至乡村传统文化塑成

时期，常用的转换规则算法难以在模型的物理解释力和模拟

精确度方面寻求有效平衡 [54,63]。

3  研究趋势和主要问题

3.1  研究趋势
从各类村落空间量化研究方法出现的时序来看，村落空

间形态研究不仅逐渐从静态研究走向动态研究，而且在研究方

法的逻辑属性以及方法适用的对象特征上亦有所变化（表 3）。

状态
变量

速率
变量

辅助
变量

常量

确定系统因素集合

确定系统因素集合

确定因素间反馈关系

+

+

+

-

-

绘制系统动力学流程图

确定变量间函数关系

图 1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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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希    近 20 年国内外乡村聚落布局形态量化研究方法进展

3.1.1  从归纳法到演绎法

村落空间与其背后的经济、社会、自然等空间难以割离

开来，应被整体视为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其相互作用兼具

规律性和随机性。针对村落复杂系统，诸量化研究法主要体

现出两种逻辑：一为归纳，一为演绎。而从归纳向演绎转化

是村落空间量化研究的明显趋势。

归纳类方法重在空间构成要素的析分，将复杂的村落系

统拆解为多个可以定量描述的部分，进而逐一解读各部分的

特点。这类方法的逻辑核心是将复杂的大问题化简成多个小

问题，但是对各个小问题之间的关系并不着力解答，通常难

以从分析走向综合。因此，这类方法在实践中大多应用于各

既成规划方案的空间参数计算和对比评价，是后于规划行为

的评价方法。

演绎类方法是先于规划行为的空间推理，这种方法致力

于构建出与复杂系统相对应的“因素—形态”逻辑关系，并

借之完成准决策或准方案的输出，是先于规划行为的方案导

向方法。这类方法不仅关注由系统向要素的分解过程，更注

重由要素向系统的整合过程，对于空间规律的提取由半智能

向全智能方向发展。这类方法的涌现和发展体现了乡村规划

由主观性向客观性的过渡趋势，以及规划师从遵循政府、专

家、自我的视角向尊重地域本土规律的文化人类学视角的转

向过程 [64]。

3.1.2  方法的空间适用范围

各类量化分析方法所适用的空间尺度不尽相同。其中，

形态指数分析法的适用尺度弹性较大，而形态指数的因子探

析较适用于跨区域大尺度空间。引力模型、层次分析—地理

信息系统复合模型主要用于村落系统尺度的分析。系统动力

学模型和元胞自动机模型主要适用于空间逻辑关系较为一致

的中尺度的村落系统或小尺度村域空间。空间句法和空间参

数化解析重构法更适合于小尺度的村域空间。

除了空间尺度以外，各类量化分析方法亦存在适用的空

场地特性

元胞状态

映射

邻域模式

邻域作用 地理环境作用

V1

V1

V2

V2

V3

V3

V4

Vn

Vn

图 2  约束性地理元胞自动机运作原理

表 3  诸量化研究方法特点比较

研究类型 方法 逻辑属性 适用对象特点 作用

静态研究

形态指数分析法 归纳 村落系统尺度或区域尺度

方案评价形态指数—影响因子关系分析法 归纳 区域尺度或跨区域尺度

空间句法 归纳 村域尺度；布局紧凑的村落街巷空间

空间参数化解析与重构法 演绎 村域尺度；布局紧凑的完全重构性村落

方案前导

引力模型法 归纳 村落系统尺度

层次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复合模型法 归纳 村落系统尺度

动态研究
系统动力学模型法 演绎 区域尺度以下多尺度普适

元胞自动机法 演绎 区域尺度以下多尺度普适；连续性生长的村落空间（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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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形态类型。具体而言，空间句法的可视化解析效能在针对

布局紧凑的村落街巷空间时比针对散布型村落时有更好的发

挥余地。参数化解析重构法亦更适用于紧凑布局的村落，除

此以外，其对空间的重构逻辑属于由整体路网到地块内建筑

的“自上而下”的模式，更适用于土地迁并背景下的完全重

构性村落。元胞自动机模型的动态逻辑虽符合“自下而上”

的空间自组织逻辑，但是目前该模型的常用生长程序设计尚

不能很好地模拟离散布局村落的跳跃式发展过程 [62]，而主要

应用于连续性的生长空间。

从以上适用性分析可见，随着各种新的量化研究方法的

出现，中尺度上的村落系统和小尺度上的单村空间受到更多

的关注，研究方法逻辑与村落空间发展逻辑逐渐走向契合。

3.2  主要问题

3.2.1  方法之上的数据困境

数据问题是乡村聚落布局研究由静态量化分析向动态量

化分析发展的一个较大的障碍。受限于村落历史资料（尤其

是图像资料）的量与质，目前该项工作在我国仍步履维艰。

区域卫星遥感影像最早仅可追溯到 1960 年代，而中国现存

大量村落的历史多可上溯至 300 余年以前，意味着如果挖掘

村落空间演化规律，需要从更多的渠道获取各种史料，并利

用既存的基础地理图像和史料记录来复建历史空间过程。目

前中国村落空间过程研究可利用的图像资料主要有三类：其

一，清末以前的图经或地方志内的村图，图像的精确度仅可

供空间方位的示意；其二，晚清至民国时期外来者收集制作

的具有现代测量学意义的地图；其三，通过当代测绘工作所

获的村落地图或遥感影像。

鉴于历史空间过程的复建缺乏直接资料，众学者通过综

合利用各种非图像化的数据资料和采用多种计算方法，为历

史空间的复建提供了两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以历史形态本体为终极目标，在辅助数据

不足的情况下遵循大致可能的规律，从现时形态推测历史断

面的形态，所得形态属于一种相对合理的猜想。这种研究思

路起源于国际地理学领域对历史上较大区域内大尺度地表覆

被斑块（如森林、耕地、草地等）的演变过程研究 [65-66]，近

年来在中国已开始渗透到乡村系统尺度上的村落形态复建研

究之中。如郭晓东等针对甘肃省秦安县，基于方志记录的人

口村庄数量和当代 TM 卫片，设计数学模型来反推 1838—
2004 年间多时点村落的规模和数量 [67]。又如林忆南等针对

江苏省历史村落，尝试由数量到空间的分步复建，即由历史

人口数据推导特定历史切片内的村落空间面积，并进一步借

助现代居住适宜性评价模型在空间中定位村庄，分配村落面

积 [68]。上述村落空间复建工作对于探究推测历史空间具有较

高的价值，但从细节上看，这种空间复建往往因历史资料所

限，不得不以一系列假设条件较大程度地简化历史的复杂性，

使空间复建成果成为一种尽量合理的猜想，而非精确的复原。

第二种思路是以历史时空规律为终极目标，为达到该目

标则需要追求所复建形态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相关研究者利

用现时地理数据并结合各历史断面的多种数据资料，较为严

谨地还原各历史阶段的空间形态。此类研究所利用的参考资

料不仅仅限于官方文献，还涉及大量的田野调查数据和民间

文献。如孙莹等综合采用历史时间断面法、历史文献分析法

和田野调查法，对广东梅州市内传统客家村落在唐初至清末

时段内的五个历史断面的乡村布点数量、位置和规模进行复

建 [69]。此外，龚胜生等也采用类似的思路和数据调查处理方

法，针对山西 303 个传统村落，在当代传统村落分布地图的

基础上完成先秦至清代时段内八个历史断面的村落分布形态

复建 [70]。

总体来看，村落历史空间的复建工作已经引起乡村规划

领域研究者的重视，但既往相关工作的研究尺度仍较为宏观：

在空间尺度方面，主要针对市辖或省辖区域内的“乡村系

统”展开工作，尚未深入至村域尺度；在时间尺度方面，主

要倾向对千年以上跨度的空间变迁展开研究，时间分辨率偏

低，且对影响当代乡村文化根基的近几百年内的村落空间发

展过程细化研究不足。

3.2.2  特征变量的地域性缺憾

从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人们已经不再局限于

“因形论形”，而希望更进一步探索形态与其影响因素的关

系。村落空间的地域性暗示了形态影响因素种类和敏感度的

地域性。因此，在进行空间量化分析之前，有必要根据地域

自身发展的时空社会环境辨识可能的影响因素，并通过空间

控制力分析对影响因素的特征变量加以取舍。而这一项工作，

恰在村落空间形态量化研究中常被忽视。

从既往人居空间相关研究来看，人们对影响因素关注点

由自然地理条件要素（包括地形地貌、气候、水源与生产生活

资料的空间关系等）[71-72] 拓展到社会资源和对外交往条件要素

（包括社会经济结构、交通可达性、政策调控下的基础设施

状态等）[73]，并开始较为全面地兼顾以上两类要素，随社会进

程的发展进一步探讨城市化对乡村空间的影响 [74-75]。空间特征

变量是空间影响因素的作用表现，包括内在的几何形态变量

（如面积、朝向、间距等）和外在的环境关系变量（如高程、

坡度、距道路的最短距离等）。在既往各村落研究中，与空

间影响因素分析范围的扩展不相同步的是，空间特征变量的

选取较为趋同，即惯于根据前人研究经验甚至城市空间研究

经验抽取大致相同的变量，而忽视了特征变量本身应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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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 [76]，使相应的量化分析与实际空间不能获得较好的特

性匹配，从而可能导致乡村地域文化保护工作在“空间特征

辨识”过程便开始偏离地域文脉。该现象反映出空间量化分

析与相关社会学定性分析之间的脱节，是后续研究需要强化

的研究节点。

注：本文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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