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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f Post-normal Science on Landscape Planning

后常规科学思想对景观规划的启示

引言

生态科学为规划师提供了关于变化景观中人类与自然相

互作用的科学信息，反过来，所规划的景观又为生态学家提

供了研究反馈的机会，二者之间关系类似物理学和工程学的

关系 [1-2]。从景观规划先驱麦克哈格（McHarg）将生态学理

论与方法引入景观规划伊始，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等自然科

学理论不仅为规划师理解景观承担着解谜的角色，而且使景

观规划程序本身变得更具科学性。所以，景观规划被认为应

该是一个基于生态科学知识和理论的规划 [3]。

以生态科学为核心的实证主义理论并不能有效解决规划

实践中的抗解问题（wicked problem）①，该实践困境已引起

了规划师与研究者的反思 [4]。目前，国内外研究者主要围绕生

态设计中生态知识转化的有效性展开了探索，代表性研究有

设计实验（designed experiments）[5]、“边学边做”（learning by 

doing）[6]、“格局—过程—设计”范式（pattern–process–design 

paradigm）[7]、“设计科研”框架 [8] 等。但景观规划中的科学

性不仅包含生态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渗透，还包括其规

划程序本身的科学性。要把握生态科学在景观规划中的困境，

需要回到更本质的科学哲学层面去认识景观规划中的科学性。

1  追求科学性的景观规划

1.1  自然科学的强势渗透
（1）自然科学理论研究成果直接作为指导规划的原则。

一方面，自然科学关于气候、生物、地形等生态要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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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现，为进行景观系统调查和分析提供了指导，如生物保

护廊道的适宜宽度值 [9]、洪泛滩区淹没范围 [10]、土壤岩性与

地下水埋深等 [11]。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一般性原理经过空

间化后，直接作为景观规划的空间设计模式，如由景观生态

学中岛屿生物地理学、复合种群理论发展而来的圈层保护模

式①、保护区网模式② [12]，格局—过程关系原理推出的不可

替代格局③与集聚间有离析格局④ [13]。

（2）自然科学模型和定量的方法与技术被广泛应用。

1980 年代以来，随着以景观生态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与

景观规划的结合不断深化，3S 技术（遥感技术 RS、地理信

息系统 GIS、全球定位系统 GPS）、空间自相关分析（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趋势面分析（trend surface analysis）

等多元统计和空间统计方法，灰色模型（GM: Gray Model）、

元胞自动机（CA: Cellular Automata）模型、景观信息模型

（LIM: Landscape Information Modeling）等景观模型，景观指

数等众多自然科学的工具广泛应用于景观规划的描述、过程

分析、评价、规划、管理等各个阶段 [14-16]。近年来由景观规划师、

地理学家和信息科学家等共同推动的地理设计更是使科学与

规划有效结合在一起，将设计方案的创作与基于地理环境分

析、系统思考和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分析模拟耦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各领域相互协作交流的平台 [17-19]。在生态学、地理

学等自然科学和以 GIS 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支撑下，景观规划

逐渐从定性描述走向定量模型研究，形成了以科学与技术为

主导的生态规划范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规划师的角色由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践者变成了自然科学的“应用者”。

1.2  重视规划程序
自现代景观规划理论诞生伊始，不仅规划师对规划对

象的认知深受现代科学理论成果和分析方法的影响，规划

方法也在不断寻求着科学性 [20-21]。1969 年麦克哈格将科学的

规划程序与技术立足于土地的内在属性上，提出了经典的

景观规划范式——土地适宜性分析法，实现了自然科学与规

划过程和结果完整结合的革命性尝试。他提出人类在对土地

进行规划设计时要遵从亿万年来形成的土地的不同内在价

值，寻求人类需求和土地属性之间的最佳匹配关系，并通过

图纸叠加技术来实现这种关系 ：对各因子进行分类分析 ；参

照土地利用方式，将因子的每一类型进行排序 ；将排序结果

绘制在图纸中，得到每一地块土地利用方式的适宜度系列图

纸；将每一地块土地利用对应的各单因子适宜性分析图叠

加，得到综合分析图。通过这种线性的、精准的流程，麦克

哈格认为“任何人只要收集的数据是相同的，就会得出相同

的结论”[22]。他的方法与其说是自然决定论，不如说是追求

线性因果关系的科学决定论。但我们的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

非线性的世界，系统各部分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

关系，多因子对场地的综合影响并不是各个单独因子影响的 

简单叠加 [21]。

在麦克哈格之后，国内外众多学者就景观规划程序的理

论展开了探索，并从麦克哈格时代的线性科学实证范式发展

为综合范式、试验范式 [23]。综合范式强调自然系统与人类系

统的相互作用，同时注重景观的生态、社会和经济多个维度，

实现从单一结论到多方求解、从线性过程到综合分析的跨越，

代表性方法有俞孔坚等“反规划”途径 [24]、斯坦尼茨等六步

骤模型法 [25]、斯坦纳综合规划法 [26]、埃亨（Ahern）景观生

态规划框架 [27]、莱坦（Leităo）和埃亨（Ahern）永续规划框

架 [28]。试验范式把景观或城市作为可持续性的试验场，设计

方案被当作假说而非结论被应用到空间实践中，并建立了监

测反馈机制，代表性方法有加藤（Kato）和埃亨（Ahern）“边

学边做”[6]、王志芳等“设计科研”框架 [8]、俞孔坚传统生

态智慧工程化流程 [29]。综合范式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

综合性，试验范式则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反思其在景观规划

实践中的有效性，范式的演变反映了自然科学与景观规划程

序之间关系的变迁。但这两类范式均非革命性的，无论从规

划实践还是理论研究来看，当前景观规划领域应用最为广泛

的方法仍是麦克哈格方法及其各种变体。

① 圈层保护模式是根据 197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和生物圈计划”的生物圈保护区思想提出的。圈层模式认为一个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区应
由三个功能区域组成，分别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

② 里德·诺斯（Reed F. Noss）和拉里·哈里斯（Larry D. Harris）针对圈层保护模式的生境之间缺乏迁徙廊道的缺陷，提出了在区域的自然保护

区网设计的节点—网络—模块—走廊（node-network-modules-corridors）模式，即保护区网模式。一个区域的保护区网包括核心保护区、生境走

廊带和缓冲带（多用途区）。

③ 不可替代格局是由北美景观生态学家查理德·福曼（Richard T.T. Forman）提出景观总体布局模式。在该模式中，作为第一优先考虑保护和建

设的格局，景观规划应该是几个大型的自然植被斑块作为物种生存和水源涵养所必需的自然栖息环境，有足够宽和一定数目的廊道用以保护水

系和满足物种空间运动的需要，而在开发区或建设区里有一些小的自然斑块和廊道用以保证景观的异质性。这一优先格局在生态功能上具有不

可替代性，是所有景观规划的一个基础格局。

④ 集聚间有离析格局是由北美景观生态学家查理德·福曼提出的景观生态规划格局，它包括以下七种景观生态属性：用以涵养水源、维持关键

物种生存的大型自然植被斑块；既有大斑块又有小斑块，满足景观整体的多样性和局部点的多样性；注重干扰时风险扩散；维持基因多样性；

交错带减少边界抗性；作为临时栖息地或避难所的小型自然植被斑块；用于物种扩散以及物质和能量流动的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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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景观规划所面临的挑战

2.1  景观规划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景观规划内在的根本属性，也是可持续景观

规划应用的首要挑战与障碍 [6,30]。景观规划中的不确定性主

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景观的不确定性

景观是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一个复

杂适应性系统，它具有非线性相关、阈值效应、不可预测性

和多稳态等多种特征 [31-32]。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处于非平

衡状态的耦合系统，其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生态过程存在着

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关系。与此同时，生态系统作为一个

开放的系统，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生态系统所具

有的不确定性不仅存在于自然界本身，而且人类活动对自然

生态系统的反馈机制也大大增加了系统不确定性 [33]。社会系

统同样也是一个由诸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网络构成的非线性系

统，系统内各因素的联系方式、系统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不断

变化，使系统的状态极不稳定、变化多端，造成社会系统的

不确定性 [34]。不确定性是社会经济系统的本质特征，并与决

策主体的思维以及决策所面对的未来未知性有关 [35]。所以，

景观中的不确定性是普遍存在和难于预测的。

（2）规划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由未来的因素而产生的，对于规划而言这是

与规划本身所具有的未来导向性所共生的，是规划与生俱来

的 [36]。规划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发现、评估并处理不确定

性，所以规划过程也可以理解为通过一定的方法技术认识并

处理这些不确定性以达到预先设定的理想状态（目标）。在

宏观层次上，不确定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

• 结构的不确定性，具体包括制度、政策、自然和其他

外部输入事件 ；

• 行为的不确定性，即个体和群体乃至社会关注与行为

的不确定性 ；

• 结果性的不确定性，结果的变化方向、时间、大小不

确定，与人们的想法不完全一致 [36]。

这些不确定性对规划的影响具体反映在编制、审批、管

理等每一个环节上，如在编制环节，区划调整等体制因素

的重大调整，会导致城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在审批环节，

人的专业水平、情绪、行为偏好影响审批者的理性判断，导

致审批因人、因事而异，影响审批进程 ；在管理环节，由

于空间资源管理涉及多个平行部门，需要通过其他渠道来

协调解决有关矛盾，常常会导致规划不能或难以实施而被

修改 [37]。

2.2  人类认知的不完全性
卡彭特等（Carpenter et al.）基于史密斯（Smith）气候

预测中的不确定性思想 [38] 提出针对地球生态系统服务的人

类认知规律，将客观世界划分为四部分，即数据、模型、不

确定性和所有可能的未来 [39]。图 1 中，数据与模型相互交叉，

表示此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印证，相互补强。在相互

交叉部分以外，数据圆表示单独的数据还没有模型进行解释；

模型圆表示这些模型还没有被数据很好地证实或证伪。模型

和数据是我们掌握的信息，也是用以推测未来的基础。已知

的不确定性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预测和描述的。而未知的不

确定性占据了认知世界的绝大部分。正是由于大量的未知不

确定性的存在，影响了利用模型数据对已知的不确定性的预

测。这是因为通过模型数据方法预测出已知的不确定性的确

定性结论，仅占所有不确定性可能中的极小一部分。因此，

在广泛的未知不确定性面前，确定性预测显得毫无意义。

2.3  规划问题的抗解性
规划在本质上是规范的而非实证的 [36]，其所面临的问题

不同于科学问题。科学问题可清晰界定，科学问题的答案也

可以最终验证和确认，但规划面临的问题随着规划方案的概

念和决策的变化而改变。规划面临的问题不能在得到答案之

前先明确界定，只有在确定问题的答案之后才有可能对问题

本身作出界定，即所谓的抗解问题 [40]。因为抗解问题本质上

是“不同的、甚至冲突的价值和利益的表达”，所以处理它

们的过程在本质上是社会学的，在常规观念上不应该被按科

学的方法去处理 [41]。

3  从常规科学走向后常规科学

英国科学哲学家拉维兹（Ravetz）认为库恩的“常规

性”（normality）有两方面含义 [42]：一方面，库恩所谓的“常

规科学即是解谜”，认为科学是一种循规蹈矩的“解难题”

图 1  认知世界的划分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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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另一方面，政策与环境议题也是“常规性”的，专家

的专业建议能为决策提供充分的知识基础。面对生态问题的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常规科学通过本质上无法证实的数学模

型和计算机模拟进行处理 [43]。在解决生态抗解问题时，传统

决策变成了技术专家内部的事情，不同学科的专家因范式的

不同而难以进行充分的交流，非专业群体更是被直接排除在

外。但由于实践中事实不确定性和价值观争议，常规科学需

要处理的生态“问题”变成了生态“议题”，专家与公众之

间就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认知风险。

常规科学在应对事实不确定、有价值争议和决策风险

高的问题时捉襟见肘，催生了一种新的科学方法和科学实

践——后常规科学（post-normal science）。后常规科学的概

念是由福特沃兹（Funtowicz）和拉维兹提出的，其基本原

理是：即使在基于科学的实践中，不再可能有希望消除不

确定性和无知（ignorance），必须为了共同的利益控制它

们 [44]。2014 年 12 月，挪威卑尔根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

心主办了“实践中的后常规科学”（post-normal science in 

practice）国际研讨会，重新审视了过去的后常规学术研究

与实践，强调决策中扩大共同体参与和与其之间持续对话的 

重要性 [45]。科尼格等（Kønig et al.）通过收集与分析 397
份科学咨询文件，提出了后常规科学的整合性价值观——

透明性、抗扰性、不确定性管理、可持续性、跨学科性

（TRUST: transparency、robustness、uncertainty management、

sustainability、transdisciplinarity）[46]。对于处理复杂的、易变

的和不确定性的全球生态问题，后常规科学所开出的“社会

药方”是：科学事业的所有要素都必须有一个扩展 [44]，其中

具体可借鉴的理论要点如下 [47] ：

• 品质取代真理作为组织原则 ；

• 确凿的事实被扩大的事实取代，除了已经公开发表的

成果，还包括个人经历、地方调查和不准备公开的科学信息；

• 被动应用科学知识被主动参与知识生产取代，以适应

实践情境的知识来管理和应对不确定性 ；

• 专家被扩大的平等共同体取代，包括科学家、学者、

企业家、政府决策者和非专家的普通老百姓。

“后常规”不是“非常规”，后常规科学是对常规科学

的超越而非抛弃。常规科学仍是我们认知与理解事物的主要

途径，但应对充满不确定性、有价值争议、利益攸关的决策

问题时，则需要求助于后常规科学思想的指导。科学从“常

规科学”进入“后常规科学”时代，科学实践从对“疑难问

题”的解迷转向了对“抗解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应对不

确定性和决策风险等问题的科学实践之一，扩大的事实、不

确定性管理、扩大的共同体等后常规科学思想能给予景观规

划以有益的启示。

4  后常规科学思想对景观规划的启示

4.1  从“确凿的事实”到“扩大的事实”
基于专家调研、实验分析的科学事实（即确凿的事实）

并不足以全面认识系统，尤其是涉及复杂的、有价值争议的、

高度不确定性的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社会—生态系统。为了

理解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景观规划必须延伸到社会科学，

借鉴利益相关者和实践者的经验和知识。

地方性知识被证明是对普遍化科学知识的有效补充而

逐渐受到生态实践领域的重视 [48-49]。地方性知识由美国人类

学家吉尔兹（Geertz）在 1980 年代初提出，是指那些具有与

其自然环境长期打交道的社会所发展出来的理解、技能和哲

学。地方性知识尽管有人类学意义和科学实践哲学不同认识 

之分 [50-53]，但都强调知识形成的特定情境。地方性知识是针

对普遍性知识而言，它从特定地区的实践总结而出，只适用

于特定地区的自然与社会背景，是在世代的经验积累中健全

起来的知识体系 [54]。地方性知识可以从作为背景知识、提供

基础数据、提供未来方案以及参与生态管理等四个方面为景

观规划实践提供生态应用价值 [48]。

人的实践行为除了有科学依据、经验依据之外，还有一

个且是最重要的依据——历史知识 [55]。与自然科学和地方性

知识相比，历史知识有其独特的优势（图 2）。一方面，景观

演变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对景观未来变化趋势的较准确预测，

必须了解景观长期变化的不确定性驱动因素。另一方面，通

过景观历史的分析可以补充现状资料所缺失的知识、信息，

使系统的认知更加全面。地方性知识来自当地人历代生活与

实践的经验积累，存在认知范围狭小、信息分散、收集过程

繁琐的问题 [48]，而景观历史则可以通过不受时空尺度限制的

历史文献、考古学研究等文档性资料挖掘。所以，景观历史

对大尺度的景观规划实践更有指导意义。

图 2  三种景观规划知识依据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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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从“应用科学”到“参与知识生产”
传统自然科学知识与景观规划实践存在错位，生产

与场地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成为景观规划师的现实诉求。

现代科学知识追求抽象性和普适性，“用确定事物相关

关系的函数性（functional）取代关于事物本性的实体性

（substantial）”[56]。但规划师所面对的场地因不同的地理、

文化等条件塑造而有异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性，解决问题的

方案也需要因地制宜。所以，将一般性生态科学知识直接应

用于具体场景的整体实践，将导致实践无法达到原有目标
[57]。景观规划所追求的知识主要来源于自然科学理论，但不

并等同于自然科学知识，而是能够有针对性地为景观规划实

践提供解决特定场所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相关知识 [23]。所

以，景观规划所需要的自然科学知识是在“应用的语境中”

而不是“在先开发后应用的语境中”产生的，换言之，要

求景观规划师成为知识的生产者而非直接应用者。

面对场地相关科学知识的生产诉求，设计实验是景观规

划师可以参与知识生产的途经之一。设计实验的核心思想是

把景观视为一个连接规划和生态科学的户外“实验室”，将

相关生态科学理论视为假设应用到空间实践中，并根据社会

需求设定不同的未来场景来探索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方案。

设计变成了一项科学研究过程，专业设计师、生态学家、利

益相关者、政府决策者等共同参与规划方案的制定、检测、

评估，在探索解决场地问题方案的同时，也是一个生态理论

尝试的过程。

情景分析方法也可以作为景观规划应对不确定性的设计

实验的途径。一方面，多个学科的研究结果均表明，人们在

复杂的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行为表现出情景依赖的特征 [58]。

另一方面，情景分析法是管理科学领域基于应对未来不确定

性所提出的一种方法和理念 [59]。情景分析的核心是确定关键

的控制变量，并持续监视其变化值，根据主要监测值的变动，

随时调整情景规划策略，通过早期信号的识别主动应对不确

定性，通过分阶段决策提高决策质量，降低事前决策的风险，

以更好地适应长期的不确定性 [60]。如图 3 所示，设计实验模

式利用生态科学理论所得出的优化格局作为设计假设，把未

来发展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作为外部变量，通过控制不同变

量因子来探索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下未来各种可能的结果。

4.3  从“专家共同体”到“跨领域共同体”
在后常规科学看来，科学是一项公共事业，而不只是存

在于少数知识精英和技术专家头脑中并且自以为是的东西 [61]。

首先，知识不是预设的，而是由多主体共同建构与生产而成

的，仅由专家提供的知识并不能作为规范性承诺和前提性预

设。其次，专家的认知并不能取代利益相关者对决策风险的

S1

S2

S3
S4

图 3  景观规划的两种模式（上图为应用科学模式，下图为设计实
验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4  学科际与跨学科研究模式示意图（上图为学科际研究模式，下
图为跨学科研究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62]绘制

认知。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案必须能够协调利益相关者的认

知与利益关系，规划方案才可能被接受。所以，由学科内

部的“专家共同体”主导决策模式并不能有效应对社会—

生态系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必须打破学科界限扩大“共

同体”成员，从专家共同体（即学术共同体）到交叉学科

（interdisciplinary）共同体，走向跨领域（transdisciplinary）

共同体（图 4）[62]。

景观规划作为一项追求生态—社会系统可持续发展的

人类活动，其参与主体应该是由跨学科的异质成员所组成的

“跨领域共同体”，包括规划师、专家、决策者、利益相关者等。

其中，将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焦点、价值观纳入规划过程中是

实现景观可持续的重要保障。人们对景观的感知、认知及社

会价值观都直接影响着景观结构改变 [63]。如使用重型机械、

化肥、杀虫剂等塑造整洁的农业景观却会造成水土流失、水

质污染等问题，通过在农田边缘种植野草可有效防治这些问

题，但这些非农生境的设置却会被农民、游客认为是缺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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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表现。当专家与规划师秉承的生态价值与当地居民的审

美价值不一致（即产生所谓的“审美—生态冲突”）时，那

么这样的规划本身是不可持续的 [64]。景观规划应该符合人类

的经济需求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否则人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

自发地去改变已有的景观，而这些方式很可能有悖于其原有

的生态功能。

5  结语

后常规科学是对常规科学的超越，其思想能给予景观规

划三方面启示：从“确凿的事实”转向“扩大的事实”，从

“应用科学”转向“设计实验”，从“专家共同体”转向“跨

领域共同体”（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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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景观规划中的常规科学与后常规科学的表现比较

对比项 常规科学 后常规科学

规划目标 追求真理 追求品质

知识依据 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地方性知识、历史知识

不确定性应对 消除不确定性 主动适应不确定性

科学成果使用 直接应用 参与知识生产

参与主体 技术专家 跨学科异质成员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景观的整体性决定了规划所要解决问题的多维性 ：既是

生态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景观规划本质上是一项关于空间

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政治性活动，其最终目标应该是“追

求品质”而非“追求真理”。在不确定性高、价值观争议大、

决策风险高的情况下，依赖单个科学研究成果并不能有效解

决问题。并且，生态问题必然涉及社会和审美价值等领域，

利益相关者会寻求对自身最有利的解决途径，此时就尤其需

要采用“后常规科学”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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