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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民居文化区划初探
康勇卫
(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ꎬ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２２)

摘

要:基于传统营造技艺、外观形制、建筑材料、空间功能布局、装饰讲究等差异

识别要素ꎬ运用 ＧＩＳ 空间叠置和聚类分析方法ꎬ从县域尺度入手ꎬ将中国传统民居
文化区聚合为干栏式、四合院、碉房围屋式、帐篷式、屋宇式、地穴式六大主类和 １５

个亚类ꎬ每种类型呈现出不同的分异格局ꎮ 指出了区域传统民居分异成因有地域
环境、气候、风向、民居习俗与禁忌等ꎬ也受社会政策、移民与方言、经济发展水平和
交通情况等因素影响ꎮ 诸多影响因素组合结构及相互作用力在不同区域有多样的
表现形式ꎮ
关键词:传统民居ꎻ文化区划ꎻ成因ꎻ机理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１

文献标志码:Ａ

关于传统民居内涵的界定ꎬ不同学科的
界定存在一定的差异ꎬ 但总体上大同小异ꎮ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其界定为:传统民

区域间传统民居系统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
能ꎮ 在此期间ꎬ形成了民系 － 语言 － 民居类
型模式视域下的区域传统民居研究的系列成

居是我国各族人民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果ꎬ为传统民居或乡土建筑的谱系梳理提供

创造并传承下来、具有地域或民族特征的传

了参考ꎮ 但仅仅围绕影响民居的特征要素来

统居住建筑ꎬ因各地气候、地理环境、资源、文

谈区域分类或区划ꎬ还不能全面反映民居地

化等差异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建筑形式ꎬ生动
地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１] ꎮ 基
于该界定ꎬ笔者开展了中国传统民居文化区

域分异格局ꎬ同样ꎬ忽视传统民居或民居文化

划的研究ꎮ

中国传统民居的研究起于 １９５７ 年ꎬ建筑

学者在传统建筑调研中将民居单列出来ꎬ各
区域传统民居测绘工作次第拉开ꎮ 随着区域
高校建筑类专业的兴起和民居遗产保护摸底
的紧迫性驱使ꎬ地方传统民居建筑测绘成果

本身的区划ꎬ也难以说明传统民居时空分异
的形成机理ꎮ

一、中国传统民居地理区划研究简况
基于省域尺度的类型区划研究ꎬ有学者
将区划范围扩展至泛江南乡土建筑分区 [２] ꎬ
也有学者尝试宏观的民族、民系的语族 － 语
支( 方言) 为背景的风土建筑谱系———基质

下属的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ꎬ多次

划分方法 [３] ꎬ对乡土建筑或传统民居发展脉
络的梳理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文献民居的复

牵头组织了对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大量调

原再生ꎬ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理论框架ꎬ为全

查、测绘、分类整理工作ꎬ形成了系列丛书ꎬ为

国传统民居的时空格局演变规律探讨提供

日益丰富起来ꎮ 特别是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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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参考ꎮ

２３３

但又有细微差别ꎬ这就需要进一步加以甄别、

关于全国范围传统民居要素区划研究已

细分ꎬ例如ꎬ合院民居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有

有部分成果ꎬ例如ꎬ建筑学者依据传统民居材

出现ꎬ窑洞在黄土高原集中分布ꎬ客家民居在

料进行分区

[４]

作出综合区划

ꎬ基于传统民居文化要素基础

[５]

ꎬ区划侧重考虑影响传统民

长江以南多处不同程度地存在ꎮ 从民居文化
区划视角ꎬ同类型民居的重复出现可为聚类

居的外在因素ꎬ但对历史时期民居所蕴含的

区划提供参考ꎬ但就具体区域来说ꎬ不同类型

居住文化流变、同一时期区域传统民居间的

民居区域总数占比不同ꎬ所以又要参考其他

基质对比、传统民居营造技艺流派等方面关

因素加以区分ꎮ

注不多ꎮ 地理学者从景观基因识别视角对传

不同地域的同一类别民居或同一地区不

ꎬ但在传统民居

同类别民居的发展不是孤立的ꎬ而是相互交

建筑特征基质提取方面则较为笼统ꎬ对传统

融影响ꎬ相邻区域不同类型民居应该有个过

基因的多样性估计不足ꎬ其要素区分度还不

渡带ꎬ即民居过渡带ꎮ 由过渡带向周边延伸ꎬ

明显ꎮ 有限的民居样本影响了分区或区划结

又可找到相邻区域各自的民居文化中心ꎮ 每

果的可信度ꎮ

个民居文化中心地和缓冲区的确定ꎬ就圈定

统聚落景观作了三级区划

[６]

近年来ꎬ在区域传统民居文化挖掘的基

了一个类型的地理范围ꎮ 由多个类型地理范

础上ꎬ传统民居的文化地理区划的理论与实

围可拼成全国民居地理综合分区ꎬ要完成这

践在不断丰富

[７ － ８]

ꎬ尤其是历史地理学者在

样的地理区划需要同一时段的民居样本ꎬ并

这方面已取得了区域性的突破ꎮ 当前ꎬ传统

受归一化区划依据和区划原则的约束ꎮ

民居地理研究初步形成了陕西师范大学和华

１. 区划数据来源

南理工大学两个学术重镇ꎬ分别从建筑学和
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展开研究ꎬ为我国县域尺
度传统民居文化分区提供了参考ꎮ

二、中国传统民居文化区划

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中国县域政区为底本ꎬ涉

及 ３４ 个省级单位的 ２ ８５１ 个县级行政单位ꎮ
传统民居样本来自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全国传统
民居普查成果、全国传统村落信息采集数据
库、各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街名录、各级

实际上ꎬ县域传统民居地理区划的条件

文物保护单位( 民居建筑类) 以及各级非物

已经成熟ꎮ 自各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街、

质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名 录 中 的 传 统 营 造 技 艺

中国传统村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各级非物

内容ꎮ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公布以来ꎬ以法律的形

２. 传统民居文化区划依据及原则

式有效保护了一批价值较高的传统民居、营
造技艺及艺人ꎬ从而使传统民居文化有效传
承得以为继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ꎬ由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牵头ꎬ首次在全国展开了传统
民居普查工作ꎬ调查覆盖 ３４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及港 澳 等 地 区ꎬ 通 过 对 １ ６９２ 种 民 居、

３ １１８栋代表建筑、１ １０９ 名传统建筑工匠的
调查ꎬ梳理出 ５９９ 种传统民居类型ꎮ 以此为

(１) 区划依据ꎮ 传统民居是人地关系时

空演变较为集中的反映场所ꎮ 多样的自然地
貌、风土人情、迁徙变动、政策调控、瘟疫战争
在各区域不同程度地发生发展ꎬ深刻影响着
传统民居的传承与创新ꎮ 尽管传统民居在自
然变迁和人文历史中不断更新换代ꎬ但印记
民居传统的基因始终隐藏其背后ꎮ 传统民居
文化区划ꎬ主要依据民居传统材料、民居外观

依据ꎬ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全国性的分类

形制、平面结构、民居的营造技艺、民居的装

体系ꎬ推进了地域民居横向比较研究ꎬ为中国

饰风格、营建与修缮时间、 民居习俗等单要

传统民居文化地理区划方案的构建提供了

素ꎬ以及由单要素自由而成的多要素组合ꎮ

参考ꎮ

现有相关地域区划成果是本区划的参考依

同类型传统民居在不同区域重复出现ꎬ

据 [９ － １１] ꎮ

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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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区划原则ꎮ 传统民居是乡愁的主要

成部分ꎮ 尽管有些时段景观与文化会出现发

承载场所ꎬ也是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

展节奏不一致的现象ꎬ但从整个发展过程来

成部分ꎬ是见证人类生产生活场景所在地ꎬ需

看ꎬ二者是吻合的ꎬ区划应遵从二者的一致性ꎮ

要世代传承下去ꎮ 每个时代有其共同的坚

空间分布连续性原则ꎮ 传统民居大都位

守ꎬ面对人们日益增长的民居文化需求和对

于传统村镇ꎬ有限而分散的传统村镇给传统

诗意栖居目标的不懈追求ꎬ探索传统民居地

民居分区带来了一定的难度ꎮ 但仍然可以通

域分异规律有助于指导各地住建施政部门因

过“ 缀合” 方式ꎬ尽量达成空间的连续性ꎮ 不

地制宜开展民居的保护与开发工作ꎮ 基于此

同民居文化区域存在交叉地带ꎬ处在交叉地

目标ꎬ本区划主要考虑以下区划原则:

带中的县域行政有多重民居文化分布ꎬ分区

主导性和综合性相结合原则ꎮ 影响传统

将依据某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民居文化来确定

民居区域差异的要素所占比重大小不一ꎬ笔

分界线ꎬ同时也保证了县域政区的完整性ꎮ

者选取了比较重要的要素ꎮ 如民居平面形

３. 区划指标体系和区划方法

制、营建材料和民居装饰风格在区划中最容

(１) 指标体系的选择ꎮ 传统民居的建造

易辨识ꎬ应优先考虑ꎬ是区划的主导因素ꎮ 我

首先要考虑建材的问题ꎮ 传统建筑材料主要

国不同行政层级民居各要素表现力不一ꎬ县

包括木材、竹材、土沙、砖石、瓦片、毛皮等ꎬ材

域尺度民居特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ꎬ决定了

料的地域格局直接制约着传统民居外观的地

分区需要进行全面综合考虑ꎮ

域风貌ꎮ 传统材料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程度的

考虑到民居地域变化的跳跃性ꎬ需要叠
加其他要素辅以校正ꎮ
发生性原则ꎮ 传统民居在历史演变中区
域之间存在时序差异ꎬ演化进程有快有慢ꎬ民

分布ꎬ笼统按照每种材料分区ꎬ 其区分度不
够ꎬ笔者按照房屋组成结构的基础 － 围护 －
支撑 － 屋顶材料来进行区分ꎮ

有了建筑材料就要考虑房 屋 的 科 学 选

居演进看似杂乱无章ꎬ同一时段却又出现较

址ꎬ选址受地形地貌、气候降水、防御需要的

为稳定的态势ꎮ 同一时段的各区域民居也存

限制ꎮ 以上因素的区域差异促成了不同类型

在历时共处场景ꎬ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民居

的传统民居ꎬ主要体现在民居的外观形制、内

发展演变的过程ꎮ 本分区以近几年现存民居

部空间功能布局方面ꎮ

实物为样本ꎬ其营建年代、修缮时段、更新时

有了分布广泛而低廉的民居材料和科学

段都成为当前民居承前启后承续发展的参

的选址ꎬ房屋的营建及营建技术指标应适时跟

考ꎬ也是民居分区的参考之一ꎮ

进ꎮ 不同的地域格局造就了不同的营建工匠ꎬ

民居文化源地中心原则ꎮ 传统民居文化
在发展过程中众彩纷呈ꎬ但每种类型都存在
文化中心地ꎮ 随着不同尺度居民的迁徙、交

形成了相应的工匠技艺派别ꎬ各派别的营造尺
度和加工手法也是民居文化区分的参照ꎮ

(２) 区划方法ꎮ 单要素分区法:主要选

流及交通条件的改善ꎬ民居中心文化不断向

取传统民居的单个要素进行区划ꎬ如营造技

周边扩散ꎬ于是出现了民居文化飞地的现象ꎮ

艺、传统材料、平面形制、类型、形成时间、内

在分区处理民居飞地时ꎬ需要坚持民居文化

部功能布局、精神信仰及禁忌、民居内外风水

源地中心原则ꎬ例如ꎬ四合院民居文化以北京

讲究、装饰风格等ꎮ 综合要素区划法:各要素

四合院富集区为中心ꎬ窑洞建筑文化以陕北

对民居特色的影响程度不一样ꎬ为了取得综

窑洞聚集区为中心ꎮ

合区划结果ꎬ 对各要素进行归一化赋值、 叠

民居景观和地域文化相一致原则ꎮ 区域

加ꎬ寻找民居的差异性ꎮ 在要素叠加的基础

民居景观是地域文化的集中反映ꎮ 尽管民居

上ꎬ排除区划杂音干扰ꎬ对结果做插值、平滑

景观不断更新ꎬ但其富含的民居文化始终受

处理ꎬ寻找民居共性ꎮ 而这些方法及处理过

地域文化的影响ꎬ并成为地域文化的主要组

程将在 ＡＲＣＧＩＳ 软 件 平 台 中 实 现ꎮ 单 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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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主要是区域的空间分布ꎬ只要将要素与

划原则和方法ꎬ得出单要素区划图ꎮ 经过传

空间进行匹配即可ꎬ而综合要素的区划则需

统民居建筑单要素区域分异梳理ꎬ然后将这

要选取 Ｔｏｏｌｂｏｘ 中的空间分析工具做叠加、
缓冲及聚合分析ꎮ

些要素加以归一化赋值( 见表 １) ꎬ赋值的标
准是民居文化的地域区分度ꎬ加权叠加得到

为使区划结果与区域实际高度吻合ꎬ邀请
区域专家做适当的校正ꎬ还参考了传统民居所
在地居民文化认同与当地民居保护实际ꎮ

初步分异区划图ꎮ 在此基础上做聚类分析ꎬ
民居综合区划图初步显现( 见图 １) ꎬ叠加区
划原则和影响民居发展外围要素矫正ꎮ 区划

４. 区划结果

分主类和亚类ꎬ亚类体现主类的多样化ꎮ 各

基于当前各区域传统民居样本ꎬ依照区
表１

传统民居文化区划特征如表 ２ 所示ꎮ

传统民居区划指标及赋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赋值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赋值

备注

传统材料

土 石、 砖 瓦、 竹
木、草皮

０ ０５

土石、砖瓦区分
度较好

承重

实墙搁 檩 结 构、 拱 圈 结 构、
竹结构、石结构、拉索结构

０ ０５

拱圈结构区
分度较好

平面形制

独 院ꎬ 单 进、 多
进、大型院落

０ １５

单进院落居多

屋顶

人字形、四面坡、圆劵顶、穹
窿顶

０ ２０

营造技艺

木构技艺、四合
院技艺、窑洞技
艺、天井院技艺

０ ０５

立面

地下层、 地上一 层、 地 上 二
层、二层以上

０ ２５

地上一层区
分度较好

民居类型

四合院、干栏式
民 居、 帐 篷 民
居、屋宇式民居

０ １０

墙体

实体墙、空心墙、复合墙、其
他墙

０ １５

实体墙的区
分度较好

图１

中国传统民居文化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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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一级分区

帐篷式民居
文化区

屋宇式民居
文化区

合院民居文
化区

碉房围屋民
居文化区

地穴式民居
文化区

中国传统民居文化区划特征

二级分区

民居特征

分布区域

备注

吊脚楼民居
文化区

正屋建在实地上ꎬ其他房屋悬空、靠柱子
支撑ꎬ层高一般为 ２ ~ ３ 层

贵州、 广 西 大 部、 湘
西

支撑高度和支撑材
料由西向东渐变

两层以上的竹结构ꎬ干栏式民居

云南大部

天井院民居
文化区

地基较高ꎬ砖石墙体ꎬ覆瓦ꎬ天井采光

湘赣鄂皖苏大部、沪
浙全部

骑楼式民居
文化区

中西 结 合 民 居ꎬ 一 楼 架 空ꎬ 前 ( 下) 市 后
( 上) 宅

闽南、 广 东 大 部、 桂
西、海南

蒙古包民居
文化区

混合织物支撑、布皮围护ꎬ便于移动

内蒙古中西部

毡房文化区

白色毡子盖顶

新疆大部

鄂温克民居
文化区

树干搭架、树叶混合物上覆的圆锥形民居

大、小兴安岭地区

北方平房民
居文化区

砖石墙体ꎬ石板盖顶ꎬ顶部覆土ꎬ一层居多

甘肃、陕西、山西、河
南、山东部分区域

南方瓦房民
居文化区

屋顶覆瓦ꎬ双面坡ꎬ一般有两层

陕西、湖北、河南、江
苏、安徽部分地区

北京四合院
文化区

一般为家族或官邸住宅ꎬ平面布局秩序井
然ꎬ体现长幼尊卑

北京、天津

河北敞院民
居文化区

房屋围合 的 院 子 较 大ꎬ 一 般 为 一 家 独 院
式ꎬ院大房小

河北中南部

棋盘院文化
区

狭长四合院群体ꎬ商业明显

山西中北部

客家围屋民
居文化区

山区中平地上ꎬ家族围合式居住堡垒ꎬ独
立性较强

赣南、闽西、粤北

碉房民居文
化区

单个家庭建造的山区民居ꎬ房屋立面上大
下小ꎬ对外防护性较强

西藏、 青 海 南 部、 川
西、滇北

窑洞文化区

砖石箍窑、靠崖窑

陕北、陇西

半地穴式民
居文化区

地坑院ꎬ用窑洞围合起的地下四合院

豫中西部

竹楼文化区
干栏式民居
文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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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传统民居时空分异成因及机理
１. 分异成因
现有传统民居时空格局是地域居民尊重
自然规律和满足生存、生活需要而持续改造
居住景观的结果ꎬ生动地反映了居民 － 民居
间的互动关系ꎮ 总体来说ꎬ北方主要面临防
风沙的问题ꎬ南方主要面临防雨水潮湿的问
题ꎬ因此ꎬ北方民居高度向地下发展或向可移
动式发展ꎬ南方民居高度向上发展ꎬ一般为二
层及以上或者台基呈现较高较厚的状态ꎮ 北
方有单层四合院及其变体ꎬ南方有天井院及
其延伸体ꎬ二者的过渡带为平房与瓦房的分
布带ꎬ正好分布在 ８００ ｍｍ 等水线两侧ꎮ 四
合院民居向北是帐篷式民居ꎬ为移动民居形

由东向西营造技术
含量在提升

由北向南屋面依次
出现 平 顶、 硬 山、 歇
山

由东向西由官邸向
商宅演化

二者在川西发生接
触

由高原到丘陵出现
渐变

式ꎬ二者界限是我国牧区与非牧区的分界线ꎮ
天井院文化东南向为骑楼式民居文化ꎬ是干
栏式民居文化的重要补充ꎬ也是中外商业文
化交会碰撞的结果ꎮ 我国民居文化区基本成
纬度地带分布ꎬ与降水、风向、气候等影响因
素具有相关性ꎮ
在山区丘陵地带ꎬ不论南方还是北方ꎬ民
居营建都有防御猛兽和土匪侵扰的考虑ꎬ于
是出现了碉楼、碉房、围屋 － 土楼 － 碉楼ꎬ碉
楼、碉房主要分布在藏区及周围ꎬ当地居民要
克服来自自然环境和外族入侵的双重压力ꎮ
处在南岭之交的围屋建造ꎬ是出于土客矛盾
和当地匪盗困扰的考虑ꎮ 西南地区竹楼和吊
脚楼文化区以及黄土高原的窑洞民居是当地
人主动适应自然的选择ꎬ是当前环保、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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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新民居的参考范本ꎮ
另外ꎬ政区的调整、人口的迁移ꎬ都会影
响人们对民居风格的选择ꎮ 政区调整会对所
调整地区的区域文化认同产生较大影响ꎮ 例
如ꎬ婺源的政区归属曾在赣皖间二度反复ꎬ虽
然在民居风格上与黄山古徽州片区基本一
致ꎬ但在 １９４９ 年划到江西后ꎬ民居文化认同
发生了变化:首先ꎬ承认徽派属性ꎻ其次ꎬ与江
西片区的浮梁、景德镇 ２ 区、德兴文化的认同
增多ꎬ并将瓷窑民居和婺源民居统合为徽式
民居ꎬ通过发展旅游的形式扩大民居文化影
响ꎬ并初步取得与世界对话的民居文化地位ꎻ
最后ꎬ婺源将现有民居均“ 穿衣戴帽” ꎬ争夺
徽式民居文化的中心地位ꎬ而旅游的发展助
推了该中心的持续强化ꎬ交通枢纽地位的提
升ꎬ大大加速了民居文化的扩散幅度ꎮ
当然ꎬ形成新的民居文化认同需要很长
时间ꎬ不定期的人口迁入易对正在成形的地
域认同产生干扰ꎬ但最终一定会形成新的认
同ꎬ并不断向后延伸ꎮ 例如客家 民 居ꎬ 以 赣
南、闽西、粤东地区为典型ꎬ在明清以前的赣
南民居以规模较大的九井十八厅为代表ꎬ也
是移民因素促成的ꎮ 明清时期ꎬ闽西、粤东人
口大量向赣南迁入ꎬ客家围屋大量涌现ꎬ同受
政区影响ꎬ以方形围为主ꎬ由此产生了围屋民
居文化的地域认同ꎮ 民国以后ꎬ赣南防御形
势减弱ꎬ新建围屋相应变少ꎮ 当前ꎬ赣南客家
围屋文化的认同存在于留存的围屋样本以及
围屋相关的地名中ꎮ 在工匠间的交流中ꎬ民
居营造技艺会不断扬弃ꎬ在模仿选择与摒弃
中趋于稳定并走向一致ꎮ 而地域方言圈限定
了技艺的交流频度及空间扩散范围ꎮ 区域间
经济发展程度及经济模式的不同ꎬ一定程度
上会对区域民居风格更替速率产生影响ꎬ特
别是社会风气和地域偏好的注入使民居文化
异化加剧ꎬ最终造成区域间或区域内部间趋
同步伐的不一致性ꎬ由此形成新的民居分异
格局ꎮ
２. 分异机理
传统民居时空分异格局的动力机制是基
于多种因素不同组合而发力的ꎬ人地关系互
动是机制发力引擎ꎮ 自然地貌已为人们塑造
好民居选址的背景ꎬ当地材料及民居营造技
法基本确定了民居内外形制ꎬ形成了南北民

２３７

居风格最初的选择ꎮ 随着人们交流的日益深
入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ꎬ由民居原型
不断分化出丰富多彩的类型ꎬ各区域多样的
民居类型争奇斗艳ꎬ构成了当前传统民居分
异格局ꎮ 在促成传统民居地域分异格局的诸
多因素中ꎬ有内动力、外动力及诱发动力( 见
图 ２) ꎬ一般情况下ꎬ内动力限于地理环境ꎬ是
主因ꎬ外动力来自人的主观能动性ꎬ是次要原
因ꎮ 外动力通过内动力起作用ꎬ但随着人地
关系的强弱变化ꎬ这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也
会发生偶尔的反复ꎬ实际上ꎬ这种机制过程在
不同区域有较大的差异ꎮ

图２

传统民居分异机理过程简图

传统民居分异格局是历史时期人地关系

被动互动( 压力 － 反应 － 适应) 模式转向当
前主动互动模式( 喜新厌旧 － 若即若离 － 重
拾乡愁) 的过渡期ꎬ是区域间民居环境不断
改造和民居文化逐渐进化而促成的ꎮ 随着人
居环境的改善和栖居要求的提升ꎬ人居良性
互动将成为常态ꎮ 特别是随着传统材料的更
新和现代技术的提升ꎬ这种分异动力机制转
换将加速ꎮ

四、结

语

笔者对中国 ３４ 个省级单位的 ５９９ 种类
型民居 做 了 进 一 步 的 空 间 聚 合 分 析ꎬ 运 用
ＧＩＳ 技术空间叠置方法从下到上聚类ꎬ得出
六大类民居文化区ꎬ给同一类型民居分属不
同行政单位的合力保护、分属不同行政单位
的同一类型民居营造技艺交流及共同申报世
界非遗名录提供了文化空间参考ꎮ 突破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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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聚落基因图谱和民居影响要素的区划局
限ꎮ
传统民居分异格局是地理环境和人为改造
共同影响下成形的ꎬ其动力有内动力ꎬ包括受自
然环境限制的选址、朝向、坡度、形制、材料ꎬ外
动力受人类主观能动性、个人偏好、居住行为左
右ꎮ 也有诱发动力或直接动力ꎬ包括移民、战
争、疾病、社会风气、政策等ꎮ 不同动力因素结
构组合及动力优先度在不同区域表现迥异ꎮ 突
破了当前民居调查具体案例微观成因的分析ꎬ
为中观层面的探讨提供了可能ꎮ
传统民居文化分区有利于现存传统民居
的精准保护ꎬ也能为文化地理区划提供民居
景观方面的参考ꎮ 当然ꎬ基于传统村镇中现
存传统民居的民居文化区划ꎬ存在样本和时
段的局限性ꎮ 随着大量“ 文献民居” 不断复
原或再生ꎬ以及空间分异性精准测度不断提
升ꎬ大数据样本的多级分层区划可能更接近
民居发展的本来时空格局ꎮ 同样ꎬ随着传统
民居研究时段的不断向前推移ꎬ全时段和长
时段民居分异格局的探索将成为可能ꎮ 由
此ꎬ实现多时段、多空间尺度的民居文化分区
及层级转换也将成为可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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