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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20世纪初期,主要研究的内容有乡村景观、土地利用形态、分布与演变以及乡村类型,在当时
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和德国农业地理学家魏伯、奥特伦巴为代表的学者,关注点主
要集中在于乡村聚落的分布、类型、演变以及与农业系统间的关系,关注的核心是对土地利用形态、受
田块形态、乡村道路网等农业活动,对土地利用、乡村景观等方面所产生的制约。乡村地理学研究系统
的理论支撑薄弱,仅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研究方法缺乏多样化,研究的中心范围未明晰,日后科学开
展村庄规划打开探寻求索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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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village development theo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ecological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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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hang Sub-district Office in Yuhang District, Hangzhou
[Abstra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 included rural landscape, land use morphology,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and rural types.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at the time were French geographer Vidal ,
German agricultural geographers Wei Bo and Otreba, and their concerns mainly focused on the distribution,
types,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agricultural systems. The core of their concern is
the restriction on land use, rural road network and other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land use and rural landscape.The
theoretical support of the rural geography research system is weak, and it is only the core of human geography
research. The research methods lack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research center is not clear. The futur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village planning will open the door for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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