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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景观意象概述

“意”的本质是人们对于城市的物质空间所形成的公众心里印象，是基于历史文化背景，空间环境以

及生理特征所集合的共同体，其本质是在精神层面上产生认同感。“象”是指城市空间中具体的构成方法，

是基于空间元素的组织划分，比例与尺度的变化，空间界面的虚实相生，空间的感官体验等。通过这些元

素的不同来产生差异性，进而获得不同的视觉感受[1]。

景观意象最终是通过城市的空间形态和内容，对人们的视觉进行刺激，进而引发对景观或空间的记忆，

能够最大限度地进行景观体验，触景生情，使人观赏后引起心里的联动效应，并感受到设计者的设计初衷，

如同身临其境。比如说到江南水乡，就会联想到柔美的小桥流水人家[3]。

2 哈尔滨城市景观的可意象性

2.1 景观的可读性

景观的可读性这里指的是可以被认识、可以被解读且容易理解和记忆的。例如，道路的方向感明确利

于人们更好地了解场地，增强场地的亲切感。凯文林奇将城市意象归纳为，道路、边界、区域、中心、标

志物五个要素构，而景观意象的塑造也同样需要这五个要素在空间中明确方位。景观的空间结构强调了地

标性建筑，节点和边界，城墙的确立能够帮助明确空间的指向，这些要素可以在城市尺度上帮助人们定位，

引导人们在城市穿行[3]。

比如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在整条街区的一端是哈尔滨的标志性景观——防洪纪念塔，我们沿中央大街

的望去，防洪纪念塔清晰可见，也可顺着这条历史名街步行前往防洪纪念塔或者城市街区，它为行人提供

了明确的指示系统。

哈尔滨火车站位于红军街的尽头，与其相对的是红博广场的玻璃采光塔，也是哈尔滨目前的地标性节

点，两者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景观轴线，起到了良好的视觉指引作用。而站前广场上还有很多空间被围栏随

意地划分，公交车站台近在咫尺，但却要绕上数十分钟。指向性混乱，找不到路，降低了空间的可读性。

2.2 景观的可感性

景观的可感性是指，在空间的体验中，环境表达和传达的信息的接受程度。我们身处与城市空间中，

感觉是我们接受信息的第一步，人们通过感觉器官对周围环境产生反映，如光线、声音、气味、温度等，

都会主动和被动的接收，空间的尺度，景观的序列，特色的节点，突出的标志物，都是被感知的主要对象，

进而对环境产生感知，景观意象要建立在多维的感官系统之上，新颖的、独特的、好玩的都会刺激人的感

知系统，促成景观意象的构成。

如哈尔滨的西大直街是城市主要交通要道，在西大直接与满洲里街的交口有一个小的景观公园，放学

回家的路上，或者去超市购物的途中，顺便在街头公园休息片刻，欣赏了一段舞蹈，观看了街边玩耍的儿

童，这些活动丰富了人们的路程体验，而且绿色的植物缓解了人们视线中的紧张感，如图 1。道外历史街

区的南二道街，经过了翻新改造，虽然整体街区空间秩序良好，但整条街区缺少绿色植物，也缺少休息设

施，视觉感受不够丰富，空间体验不够多样，如图 2。而且通过调研得知，哈尔滨许多景观设计缺少亲切

感，不能使游人满足多感官的体验[4]。



图 1 西大直街景观公园 图 2 道外历史街区南二道街

2.3 景观的可索性

景观意象的可索性是指在对景观意象的塑造中要对城市的历史人文、地域特色进行继承和发展，让其

可以引起观者的认同。将过去与现在连接，使人们能够快速地找到空间与时间的定位，唤起人们的集体记

忆。人们往往会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对环境形成一种期待性，积极地影响人们对环境的认同。在对城市景

观的塑造中，环境的整体氛围，某些局部和细节，只要与我们心中所期待的相似，就会很快地建立起环境

的认同感，激发良好的景观意象。

哈尔滨有着良好的文化底蕴，但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快速的发展进程使城市景观忽略了细节的建设，

经过调研发现，哈尔滨的道外历史街区，建筑和空间环境常年失修，使得整体空间环境脏乱不堪，建筑失

去原有的光彩，而且新老建筑形态各异，新建筑不断的替换老建筑的位置，造成历史街区的建筑混杂，破

坏街区环境的肌理。有许多景观小品的造型中缺少特色，城市的雕塑采用现代和抽象的手法来进行表现，

缺少一定的内涵性与历史性，进而降低景观的可意象性。

3 哈尔滨城市景观意象营构策略

3.1 增强空间序列的秩序

在景观空间的布局中，应该按照空间大小、主次、形状、私密的程度等来形成等级秩序。多层次的空

间在视觉感受上会比少层次的空间更加具有冲击力，所以，我们在进行空间设计时应该引导人流主动行走，

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空间的变化随着人的运动而变化，应以实体的功能、标志物、节点等形式形成

一连串的视觉诱导和行为激励，成为一种具有引导性的趋势[5]。

对于哈尔滨来说，一些城市主体街道的尺寸较大，而街道两侧的建筑也多样化，在对空间设计中，要

尽可能地保持街道两侧的视觉连续性，让视觉感在同一界面，凹凸不齐的空间界面，会对街区的整体围合

感产生破坏，同样，建筑的高度和立面的轮廓和风格也应该风格统一，这样主干道在整体布局上面有一定

的整齐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对于主干道上的公共商业性建筑，要满足行人的观感需要则需要

对其细部进行设计，对店铺的展示空间设计，店铺招牌设计、对门窗细部设计等，这些都能够增加空间的

秩序性。同时设计具有寒地景观特色的居住群落，运用景观小品，绿化、围墙等来降低冬季寒风，进而改

变局部的小气候，打造哈尔滨寒地景观特有的建筑特色，并延长使用人群的活动需求[6]。

3.2 完善感官功能的体验

对现在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来说，人们要想对环境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就要与其景观产生互动，经过体

验的才是印象深的。我们通过感觉器官与外界接触，通过视觉的展现，听觉的感知、触觉的体验，使人们

很好的理解与记忆城市。多维的体验会使记忆增强。比如在景观空间中落叶乔木与灌木、孤植与列植的树

木、在不同气候不同区域的树木、观花或者观果的树木，以及一天中不同时间的树木所产生的光影都会给

人们带来不同的视觉以及嗅觉的体验。

所以对于哈尔滨景观意象[4]的塑造中，要注意感知体验的把握，增加可参与性的景观，比如夏季可以

增加亲水体验，各式各样的旱喷、浅水池、小水渠，水幕墙等水景，可以提高人们利用触觉感知水的机会。



可利用尺度亲人的雕塑来增加人们的参与性，进而增加空间的亲切感。欧洲很多步行街上的雕塑，设计尺

度亲人，人们可以通过触摸、攀爬来使游人参与其中，增加体验乐趣。冬季可以增加冰雪体验景观，灯光

与冰雪组合，可参与互动的冰雕雪雕，以及供人玩耍的冰上娱乐等。

3.3 感知人文环境的延续

意象本身建立在时间的基础上，每个城市都有其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好的景观意象要做到与历史对话、

与现状对话、与未来对话。尊重场地背景的设计拥有更多的空间趣味，更强的地域特征、并且能够创造出

独特的景观形象与空间序列的感知[7]。

哈尔滨的景观意象构建中要通过对历史元素的功能置换与利用，并且巧妙的保留与再现。利用哈尔滨

的建筑文化，音乐文化，红色文化，金源文化，冰雪文化等来完善景观意象的构建。以旧建筑为基础，保

留其建筑群落的旧墙砖、屋瓦等，并且结合现代建筑，改造成集餐厅、商业、娱乐、文化为一体的休闲街

区，将其旧时代的生活景色以物质形态进行完整的保留[8]。同时可以提炼相关的建筑元素，来塑造景观小

品。如法国巴黎的新艺术风格的地铁站入口，也是对历史元素的提炼与再生。德国的柏林熊，姿态各异的

出现在德国柏林的大街小巷。这些景观不需要文字和语言，运用历史与人文的符号向世界各地传递景观意

象。对于哈尔滨来说，也可以采取相同的设计手法，设计符合城市特色的景观形象，以冰雪、建筑为元素，

设计独特的视觉符号[9-10]。

4 结语

景观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有使我们记忆深刻的地方，他的独特性会使我们依依不舍，留

连忘返，而这种独特往往来源于历史人文、感知体验与空间秩序三个层面的意象塑造，从主观与客观层面

上达到精神与身体的共鸣。本文针对哈尔滨的景观意象研究是一次有意义的探索，景观作为一个表现媒介

来延续城市的地域特色，丰富人们的精神感受，塑造景观的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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