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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近邻约束条件是指周边的

以模拟不同约束条件作用下的城市增长

城市开发对自身的影响．即ＣＡ中的邻

情景。进而给出反应不同规划政策控制

域影响．这一约束条件是约束性ＣＡ城

力度的城市空间形态。笔者在第一部分

市模型最为复杂的一个约束条件．可以

介绍综合约束ＣＡ城市模型的概念模型

使城市增长过程产生“涌现”（Ｅｍｅｒ－

及其转换规则的形式。第二部分建立北

ｇｅｎｃｅ）现象。该约束条件自身在时间上
不同阶段都在进行非线性变化．因此很
难用微分方程来进行描述。其影响程度

万方数据

京的综合约束ＣＡ城市模型。讨论其综
曝１

约束条件分析示意图

合约束条件，给｝｝｛了主要数据构成，并
在第三部分以控制北京市域的城市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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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为同的。讨论如何设置规划控制的

１．２约束条件与状态转换规则

规划情景。在第四部分进行了总结并提
出ｒ相应的后续研究的考虑。

公式１

笔者采用多指标评价（Ｍｕｌｔｉ～ｃｒｉｔｅ．
ｒｉａ

ｐｉ：ｊ
—ｌ＋ｅ刊。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ＣＥ）作为ＣＣ—ＣＡ状态

转移规则的具体形式．利用这种形式的

研究方法

１

Ｐｔｉ＝ｅｘｐ［ａｆ毒一）］

转换规则可以在一个框架下对城市增长
的动力因素和阻力冈素进行考虑。在

ＰＩｔ．＞ｐＩｈ蒯ｔｈｅｎｖ≯＝ｌ

ｉｆ

１．１概念模型

ＭＣＥ形式的状态转换规则中．凶变量是

参考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同时考

两项分类常量．即将土地利用分为发展

虑数据的町获得性．选择下列影响城市

的（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和末发展的（Ｕｎｄｅｖｅｌ．

增长的要素作为ＣＡ模型的空间变量①：

ｏｐｅｄ），不满足正态分布的条件，这时

空间性约束变量②：与各级城镇

可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获取ＣＡ的

中心的最短距离（中心区ｄ＿ｔａｍ、重点

状态转换规则（Ｗｕ，２００２）。笔者对Ｗｕ

新城ｄ＿ｖｃｉｔｙ、新城ｄ＿ｃｉｔｙ、重点镇

（２００２）、Ｃｌａｒｋ和Ｇａｙｄｏｓ（１９９８）两者的

ｄ＿ｖｔｏｗｎ、一般镇ｄ ｔｏｗｎ）、与河流的最

方法进行综合并作一定改进．结合两者

短距离ｄ—ｆｉｖｅｒ、与道路的最短距离

的优点。将除邻域作用ｎｅｉｇｈｂｏｒ变量外

１．１．１

ｄ＿ｒｏａｄ、与镇行政边界的最短距离ｄ＿ｂｄ．

的其余１２个空间变量代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ｔｏｗｎ；

方程中，利用历史数据获取因变量，同

１．１－２近邻约束变量：邻域内的开发强

归得到回归系数即权蕈系数ｗＩ—１２．在

度ｎｅｉｇｈｂｏｒ（即Ｍｏｏｒｅ邻域内不包括自

此基础上利用单一参数循环方式

身的城市建设元胞数目与邻域内邻近元

（Ｍｏｎｏｈ）ｏｐ），根据最佳匹配度（Ｇｏｏｄ．

胞的数目８的商）：

ｎｅｓｓ—ｏｆ—ｆｉｔ．ＧＯＦ）的原贝ｑ识另Ⅱ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１．１．３规划控制约束变量：城ｆ仃规划

的权重系数ｗＮ。一方面利用历史数据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土地等级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限建

可以获得更为真实伞面的城市增长规律

分区ｃｏｎ＿ｆｏ

（也定量识别了综合约束条件的影响）：

其中城市规划表示城市总体规划的

另一方面大大降低了模型运算的时间。

城镇用地范围。可以反映政府的土地开

转换规则的建立方法．尤其是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发和城市形态的控制政策．土地等级表

变量的权重系数的识别方法具体见文献

示农业用地的适宜性。即农田的分类保

Ｌｏｎｇ等（２００８）。

式中：

一ｓ０：开发适宜性；
一ｗ：Ｉ∞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的系数；
一瞳：初始转换概率；

一“：某一循环过程中的最大
初始转换概率：

一对：转换概率；

一ｐ川：控制城市增长的阈值
（即转换概率达到多少则可以发生城市
增长）；

一Ｃｔ为离散系数。
埘于ＣＣ—ＣＡ模型的状态转换规则．
可以根据不同阶段的历史数据识别各个
约束条件的权重系数，也可以根据未来
各个阶段发展政策的不同．实现不同发
展阶段基于不同的转换规则进行模拟．
以解决约束条件的时间复杂性。另外．
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历史发展数据可以提
取不同空间的状态转换规则．也可以设
置未来不同区域采用不同的发展模式，
实现具有区域发展规律或特色的空间增
长模拟．进而解决转换规则的窄间复杂

护。可以反映政府保护农业用地的政

最终确定的状态转换规则如公式１

策．限建分区表示城市发展的限制性因

所示．首先利用历史数据获取不同阶段

素，可以反映政府在自然资源保护、风

的约束条件的权重系数Ｗ，之后计算城

险避让方面的政策。城市规划、土地等

市增长的适宜性ｓ玎并计算初始概率

级和限建分区这三个变量构成的规划控

耐；并将初始转换概率变换为转换概率

制约束条件。可以一同作为政府控制城

ｐｉｊｌ；对比转换概率与城市增长阈值，如

受伞国宏观经济以及奥运经济的影

市增长的有力制度性手段。

果大于阈值．则认为发生非城镇建设用

响．北京近年来的城镇空间扩展速度较

在ＣＣ—ＣＡ中还考虑了宏观社会经
济约束．如人口控制、经济发展等。其

地向城镇建设用地的转变．即为１．反
之不发生转变．即为０。

性。下面给出ＣＣ—ＣＡ模型在北京市域
的应用实践。

２

北京市的应用模型

快．为了对远景的城市空间布局进行判
断和预警．将ＣＣ—ＣＡ模型应用于北京

对城市增长速度有较大影响．可以通过

ｓｉｌ＝Ｗｏ

市域（１６４１０ｋｍ２），模型精度为５００ｍ

调整未来的宏观政策。改变城市增长的

＋ｗｌ书ｄ＿ｔａｍ日＋ｗ２＊ｄ＿ｖｃｉｔｙｂ＋Ｗ３唪ｄ＿ｃｉｔｙｉ＋

（６５６２８个元胞）。开发平台为ＶＢＡ和

速度，进而改变城市空间增长的方案，
将该约束作为模型的外生变量引入。同
时。现阶段只模拟非城镇建设用地向城
镇建设用地的转变．逆向过程不模拟，
也不考虑城市再开发过程。

Ｗ４４ｄ＿ｖｔｏｗｎ，ｊ＋ｗｓ＊ｄ＿ｔｏｗｎ“
＋ｗ６＋ｄ＿ｒｉｖｅｒｉｊ＋Ｗ７奉ｒ ｒｏａｄｈ＋Ｗ８４ｄ＿ｂｄ－
ｔｏｗｎｉｊ＋ｗ９４ｆ＿ｒｇｎｌｊ

十ｗ１０＊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ｉｉ＋ｗ１１＂ｃｏｎ＿毛＋ｗ１２＂ｌａｎ－

Ａｒｃｏｂｊｅｃｔｓ９．０。实现了基于不同城

市发展政策模拟城市空间增长的功能．
可以给｝｝｛考虑城市的自发增长、区位条
件以及规划控制的城市空间布局。

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日
＋ｗＮ‘＋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万方数据

ＥＳＲＩ

２．１研究范围

龙瀛

毛其智

沈振江

杜立群

高占平

综合约束ＣＡ城市模型：规划控制约束及城市增长模拟

研究区域北京市域位于华北大平原
的北端．西以西山与山西高原相接，北
以燕山与内蒙古高原相接．东南面向平
原．距渤海西岸约１５０ｋｍ。北京的平原
区为高程在１００ｍ以下的平原及台地，
总面积６３３８ｋｍ２（不含延庆盆地），占全
市面积的３９％；山区面积１００７２ｋｍ２，占
全市面积的６１％（网２）。２００６年全市
总人口１５８１万人．ＧＤＰ７８７０亿元，城
镇建设用地面积１３２４ｋｍ２。

图３

１９８６—２００６年不同阶段土地利用图

图２研究区域图（灰色为山区）

２．２数据
北京的应用模型主要涉及６类基础
数据。
２．２＿１土地利用
涵盖１９８６、１９９１、１９９６、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五年的解｝吊自ＴＭ遥感影像的数据

图４某区域限建要素（左）及相应ＵＡＺ Ｉ右Ｊ示意图

（图３），土地利用类型分为６类：城镇
建没用地、农村建设用地、农地、林

防护、噪声污染防护等１７类，１１０多项

的差异，并ｌＬ每个ＵＡＺ内的限建耍素

地、水域和未利用地。在模型应用中，

限建要素③。结合现有的法律、法规和

构成一般都小相同．因此引入了限建指

将城镇建设用地之外的５类用地合并为

规范等，将研究范围分为五个分区：绝

数的概念．其』Ｉ：Ｈ比限建分区更能表征每

非城镇建设用地。

对禁建区、相对禁建区、严格限建区、

个ＵＡＺ对城镇建设的限制程度。利用

２．２．２限建分区规划

一般限建区和适宜建设区。

限建指数可以模拟更为连续的城Ｉｆｆ增长

以自然地形、资源保护、风险避让

由丁限建要素多达１１０项．瑚时空

控制。同时，在分区方案中禁止建没、

等方面来设置对城ｆｆ：『增长控制的制度性

间Ｊｔ度不一．其重叠现象比较普遍．凶

限制建没的对象是城镇建没用地．而不

等级，综合考虑了包括河湖湿地、水源

此对所有限建要素进行综合．生成相应

是具体的每一类城镇建没用地。实际上

保护、地下水超采、洪涝调蓄、陡坡地

的均一分析单元（Ｕｎｉｆｉ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每一类城镇建设用地的人类活动强度、

区、绿化保护、城镇绿化隔离、农地保

Ｚｏｎｅ，ＵＡＺ）图层（图４）。在一个ＵＡＺ

开发强度等各不相同．则相应对生态造

护、文物保护、地质遗迹保护、丁程地

单元内，限建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相

成的破坏或受环境灾难的影响程度各不

质条件、地震风险、水土流失与地质灾

同。

相Ｉ司．所以研究中对每一类城镇建没用

害防治、污染物集中处理处置设施防

考虑到同为严格限建或一般限建的

护、电磁辐射设施防护、市政基础设施

限建要素。其限建程度也可能存在较大

万方数据

地划定了相应的限建分区，进而为模拟
不同城市用地类犁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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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域的限建分区如图５所示。

本次应用没有考虑限建指数和各种用地
类利的限建分区．而是采用了基本的限
建分区方案作为规划控制约束条件。规
划控制约束限建分区变量对应其中的绝
对禁建区和相对禁建区之和㈨，该规划
控制约束的实施力度越大，则禁Ｌ卜建设
区在城市增长的过程中被侵占的概率越
低。同时，对于政府而言，也可以通过
新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生物通
道．识别新的地质灾害易发区等政策，
改变禁止建设区的空间分布，进而也可
以对城市增长起到规划控制约束的作
用。
２．２．３土地等级
用了表征市域土地的农业适宜性，
将土地分为１—８类地（图６），依次不适
合农业耕作（具体如表１所示），土地
等级变量对鹿该数据。这一数据是根据
土地的土壤、气候气象、地形等自然条
件对上地耕种适宜性的客观评价．可以
看ｍ良田主要分布丁平原区的中心地
图５限建分区规划数据空间分布图

区、昌平东南部，亦序新城地区，这与
已有的城镇建没用地的空间分布有较大
的矛盾。即越适宜农业耕种的地区，现
状城镇的发展也往往规模越大。其根源
在于农业用地的适宜性评价标准与建设
用地适宜性的评价标准有较大的交叉。
因此利用士地等级这一规划控制约束条
件。可以反映政府对良山的保护政策，
即该政策的实施力度越大．则将有更多
的良田在城市增长的过程中得以保护而
非被侵占。
２．２．４区位
用于表征市域不同地区的区位条件
（或开发适宜性），主要包括与各级城镇
中心、道路、河流、乡镇边界的最近距
离。该数据为基于相应的基础数据，利
用ＥＳＲＩ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ｔ扩展模块汁算获

得。
２．２．５城市规划
自北京１９５８年行政区划调整形成
目前的ｆＩ『域范围以来，北京ｆｆ『域内开展
的总体规划主要有五次（１９５８年、１９７３
图６土地等级数据空间分布图

年、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２年和２００４年），模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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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等级数据分类表

表１

栅格值

类型说明

１

土地质量好，限制因素强度为零级，一般无旱、涝、盐、碱、砂等限制性冈素。土地适宜性广，牛产力高。

２

十地质量较好，有旱、涝、砂、碱等限制性凶素．但强度轻微，均为一级。土地适宜性和生产力较高。

３

土地质量中等。易旱、易涝、易盐渍化。限制强度达二级。应采取各种土地改良措施。

４

十地质量较差，限制件因素较多，有砂、粘、涝、盐、风蚀、坡度、土层厚度等限制忭因素，限制强度为‘级，土地改良国难。

５

土地质量很差，限制因素强度达到ｌ，ｑ缀，不宜农耕。

６

土地质量更差，十．薄、坡陡、限制强度达到五级．仅能宜牧。

７

上地质鼍极差，限制强度达到五级或六级。缺少细十层。质地粗疏，宜封滩育草或固定沙丘。

８

限制Ｉ对素强度最大，主要是裸岩等难以利用的土地。

于政府而言，城市规划这一规划控制约
束的实施力度越大．则规划建没用地被
开发的概率越大．同时政府也町以通过
调整城市规划方案．如划定Ｊｆ发新区等
手段，对城市增长进行干预，进而达到
预期的目标。
２．２．６宏观社会经济
包括１９５２以来各年北京的人口、
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等斤面的统计
数据，主要用丁建立宏观层次的城镇建
没用地总量（或历年增量）与各宏观指
图７

１９８２年版（左）及１９９２年版（右）规划建设用地分布图

标的关系，进而用丁宏观社会经济约束
条件的制定。

表２不同历史阶段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系数表

ｄ

变量

２００ｌ一２００６年

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

１９９ｌ—１９９６年

ｄ＿ｔａｍ（与中心区的最短距离）

－０．（）ｏ（）０１６＋

－０．０Ｄ（】（）３５＊

－０．Ｏｏ００４ｌ｝

ｖｃｉｔｙ（与重点新城的最短距离）

－０．ｏｏ００２５＊

－０．（）０（）０３ｌ＋

ｄ＿ｃｉｔｙ（与新城的最短距离）

－０．ＯＯｏｏｌ９＋

－０．ｏ（）００６６＋

ｄ＿ｖｔｏｗｎ（与重点镇的最短距离）

－０．（ＸＸ）０３１‘
－０．ＯＯ００３３＊
０．【＇ｏ【）【）２５＊

ｄ＿ｔｏｗｎ（与·般镇的最短距离）
ｄ＿ｒｉｖｅｒ（与河流的最短距离）

－０．（Ｘ）０１３８＊

ｄ＿ｒｏａｄ（与道路的最矩距离）

－０．０００２５６＊

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

Ｏ．Ｏｏ００８９＊

０．０Ｄ００６６｝

－０．ｏ（）（）８０４＊

－０．ｏ【）【）５２４＋

综合约束条件的历史分析

分析，可以获得不同历史阶段的相应参

长过程巾所起到的作用进行对比分析，
－０．ＯＯｌ０９２＊

并可作为模型模拟参数没定的依据，避
免了主观赋值的武断性。是模型应用的

４．３０２４５８’

一ｌ ３．７３７２５８＊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城市规划）

－０．４１０４７２＊

０．２５４１７３

０．５７５６７１｝

１．３１０６５４＊

ＣＯｎ—ｆ（限建分区）

一０．５２１１０３＊

－０．４５３１１５‘

－０．４９７４５３＊

一１．５０６２４ｌ‘

－０．０７５５４３

—０．２３３２６２

－０．９９８２６７＊

－３．６ｌ００５５＊

重要基础工作。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情
况．可以分析的历史阶段主要有：
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６—

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十地等级）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常数项）

３．１

数．进而财不同历史阶段约束在城ｆ｝『增

ｒｇｎ（区域影响力）

ｆ

综合约束条件与规划控制情景

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对历史数据进行
Ｏ．【）ｏ００５８＊

－０．Ｏ００３７７＊

ｄ－ｂｄｔｏｗｎ（与镇行政边界的最短距离）

３

２００１年以及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在各个历史
一Ｏ．１７４５２４

０，５８８９６ｌ

阶段的｜口１门中，ｄ＿ｔａｍ、ｄ＿ｖｅｉｔｙ、ｄ＿ｃｉｔｙ、
｝显著性处于０．００１水平

ｄ ｖｔｏｗｎ、ｄ＿ｔｏｗｎ、ｄ＿ｂｄｔｏｗｎ、ｌａｎ—

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ｎ＿ｆ等变量均保持不变（假
型应用了后三个版本的规划数据．其中

年土地使用规划图”。该数据的土地使

设这螳要素的空间分布不随时Ｉ＇日Ｊ变化），

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９２年规划建设用地见图

用类型分为城镇建设用地和非城镇建设

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ｄ＿ｒｏａｄ和因变量⑤各个阶段

７。２００４年规划的规划期为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用地，城市规划变量对应该数据。其中

不同，不考虑ｎｅｉｇｈｂｏｒ变量。各个历史

年．其规划建没用地见网８中的“２０２０

规划城镇建没用地为１，其余为０。对

阶段的回归系数如表２所示．表中空格

８８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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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该变量对城市增长的影响不显著，

主的规划控制约束．可以实现２０２０年

间增长。模拟结果如图８所示（红色为

系数为０。

的规划方案．具体的政策支持参见Ｌｏｎｇ

城镇建设用地）。可以看出，总体上城

纵向分析各个历史阶段。可以看出

等（２００８）。在预测２０２０—２０４９年的城市

市空间增长略呈蔓延态势。主要的增长

城市增长的驱动力差异较大．市场和政

增长的过程巾．假定在２０２０年现行的

点位于顺义、昌平、通州等新城地区。

府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存在差异。横

城市规划用地方案已经实现．并基于其

南城相比北城的发展较为缓慢。同时小
城镇的发展速度不大。

向对比规划控制约束条件随时间的变

进行２０４９年城市增长的预测。这种预

化，可以看出，城市规划除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测模式相比在现状土地利用的基础上进

年为负外其余均为正值．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

行预测．可以降低预测的不确定性．因

所起到的作用最大．而近年来不断弱

为中国的城市开发受规划的引导作用较

利用ＣＣ—ＣＡ模型可以在趋势增长

化，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城

强．规划可以解释的土地开发比例较

情景的基础上。通过对宏观约束条件的

市规划对开发的引导作用更大．而近年

大．即大多数开发都处于规划区范围

调整．进而控制城市增长的速度，实现

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化．使得

内。

模拟不同宏观约束条件作用下的城市增

３．３调整约束条件设置规划控制情景

开发受市场选择的影响不断增大：限建

以每年增长３０ｋｍｚ城镇建设用地的

长情景的目的（如紧凑城市策略、人口

分区一直保持负值。其中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

速度（２０４９年的城镇建设用地总量则为

控制政策等）：可以通过制定新的规划

的绝对值最大．即对禁建区的保护力度

３４１２

ｋｍ２．１３６５０个元胞）和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控制约束条件（即规划方案）改变城市

最大，而近年来基本持平。总体上限建

年的历史同归结果。以及采用ＭｏｎｏＬｏｏｐ

增长的格局。如修建七环路、制定新的

分区对城市增长在各个历史阶段都起到

方法识别的邻域作用的权重系数作为模

发展促进区、新建自然保护区等政策；

了限制作用；土地等级在１９９６年以后

型的输人参数⑦。即２０２０—２０４９年的城

另外还可以通过改变政府对相应规划控

对城市增长的影响不显著。１９８６—１９９６

市空间增长采用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的增长模

制约束条件的实施力度．生成不同发展

年保持负值．但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的绝对值

式（即道路、新城和中心城引导开发，

侧重的城市空间增长情景。比如给出通

更大．即近年来土地等级因素所产生的

乡镇的开发不显著），模拟２０４９年的空

过调整相应规划控制约束条件的实施力

作用不断下降。即开发对等级较高的适
于农业生产的土地的占用正逐渐增大。
通过ｌｍ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可以识别各类约
束条件在城市增长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同归系数可以作为
模型模拟的基本参数用于近期及远景的
城市增长的模拟。同时不同阶段的回归
系数适用于解决ＣＣ—ＣＡ模型的时间复
杂性。即实现不同阶段的模拟采用不同
的约束条件。下面给出基于同归系数所
设置的城市增长情景。篇幅有限。下面
仅对趋势增长情景和规划控制情景进行
模拟。

３．２根据现状设置基本情景旧
目前。北京市的规划部门制定的城
市总体规划为２００４年版本．其规划期
末为２０２０年。而对２０４９年即北京作为
新中国首都１００周年这一时期．乃至其
他远景的城市空间形态并没有进行规划
或预测。为了对下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
编做好技术储备并做好规划的预警工
作。有必要对２０２０－２０４９年的城市空间
形态进行模拟。通过强化以城市规划为

万方数据

图８趋势增长情景、规划控制情景模拟结果及现状和规划用地图

龙瀛

毛其智

沈振江

杜立群

高占平

综合约束ＣＡ城市模型：规划控制约束及城市增长模拟

注释

表３趋势增长及规划控制情景模拟结果对比表（面积单位：ｋｍ２）

占Ｈ绿化隔离地区面积 占，件浓村建设用地【酮Ｂ｛

集中程度ＭｏＦＯＩｌ ｐ

情景名称

占Ｈ１禁建区面积

规划办案

５３８

１１２８

１６９

０．１４

趋势增长情景

８４３

１５９５

２８４

０－２５

规划控制情景

７６５

１１８１

２４８

Ｏ．１３

（Ｄ通过空间相关性分析方法。可以识别综
合约束条件中各个约束条件的空问相关
性．如果两个约柬条件的空间相关性约
束性很强．则需要剔除其中的一个变
量。

度形成的规划控制情景，在尊重城市经

增长起Ｉ；ｆｌ碍（限制、控制）作用的ｌｌＯ

济基本理论的前提Ｆ尽町能地尊重自

项限建要素，能够和城市规划、土地等

然，并反映政府规划的控制力，这符合

级等规划控制约束条件一起反映城市空

②区位变量的设置可以根据研究范围和研
究重点的不同有所改变。
（Ｄ关于该约束务件的深入介绍，参见文献

中国规划制度的国情。对于规划实现的

间增长所面临的制度性的复杂约束。通

指导意义较大。

过将这些约束条件集成到经典的ＣＡ城

④利用社会统计软件ＳＰＳＳ进行禁建区

（龙瀛等，２００６）。

规划控制情景中．假设城镇建设用

市模型。可以更为真实地模拟城ｌｆ『的白

ｃｏｎ＿ｆ和限建区ｃｏｎ＿ｒ的空问相关性分

地增长速度保持与趋势增长情景相同。

组织增长过程，并能够对各个基本因素

析．结果显示ｃｏｎ ｆ与ｃｏｎ ｒ相关系数

通过改变相应规划控制约束条件的实施

进行专门的情景分析．作为政府控制、

为－０．９３６，负相关，因此删除ｃｏｎ＿ｒ变

力度实现模拟。其中，限建分区的实施

引导城ｆｆｆ增长的政策模拟平台。

量．仅在模型中引入ｃｏｎ＿ｆ用于表示限
建分区。

力度Ｗｌｌ＝一２（趋势增长情景为一

在综合约束ＣＡ城市模型在北京市

１０３）．士地等级的实施力度ｗ１２＝

域的应用中。通过历史回归分析，能够

０．２（趋势增长情景为０），而其余参数

识别约束条件在城ｆｆＪ＾增长过程中所起的

保持与趋势增长情景相同，城ｌｆ『规划的

作用．进而能够清晰地分析城Ｉｆ『增长动

实施力度ｗｌＯ也与趋势增Ｋ情景相同却。

力冈素和阻力冈素在这一过程巾动态的

均为一０．４１０４７２。通过参数设置。强化了

影响。通过对趋势增长情景的模拟，町

规划控制约束（限建分区和土地等级）

以识别在ｆ司样约束条件作用下未来的城

（Ｄ也可以以其他历史阶段的回归系数作为

０．５２ｌ

⑤因变量利用各个阶段之末的土地利用栅
格数据和之初的土地利用栅格数据作代
数减法获得。
（蓟本文对北京城市空间增长的模拟结果仅
代表笔者个人的观点．与笔者所在单位
无关。

的实施力度，形成ｒ如阁８所示的城市

市布局．在趋势增长情景基础上．通过

模型输入．从而模拟按照其他历史阶段

空间格局，相比趋势增长情景。冈为限

实施更为严格的约束对应的政策力度．

发展趋势的城市增长情景。

建分区考虑了城Ｉｆｊ生态的约束条件．土

可以给出更为ｎｒ持续的城市空间布局方

地等级考虑了对优质农田的保护．所以

案。

（勘因为已经假定２０２０年的规划建设用地完
全实施．因此城市规划的实施力度对远

该情景的城镇建设用地相对分散．可以

但是在综合约束ＣＡ城市模型的应

景的城市增长预测不敏感．原则上可以

保证城市增长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受灾

用中．并没有考虑约束条件的空间复杂

通过制定２０４９年的新的规划用地方案作

害风险的影响更小，是相比趋势增长情

性．后续将在不同的行政区域分别进行

景更为可持续的城市增长模式。

转换规则的获取工作．进而实现转换规

为了对趋势增长情景和规划控制情

题；同时，目前仪以强调综合的限建分
区和十地等级作为规划控制约束引入规

制情景相比趋势增长情景，在禁止建设

划控制情景的模拟过程．后续将拟以限

区和绿化隔离地区的占用方面明显处于

建指数作为约束条件之一，用以模拟更

较低水平，这也体现了“百Ｔ持续”的特

为真实的城市增长．同时拟利用针对不

点，『司时规划控制情景的城镇建设用地

同用地类型的限建分区，将综合约束

的集中程度也较低。

ＣＡ城市模型扩展到多种土地利用（如
居住、商业、工业等）。实现街区尺度

包括近邻、宏观社会经济、空间和规划

此处不调整城市规划政策的实施力度。

（勿Ｍｏｒｏｎ Ｉ指数用于描述空间自相关性，
可以用于分析城市建设用地分布的集中
与分散的程度，其最大值为１，该值越
小则反应集中程度越低。即城市建设用
地分布越分散。

参考文献

的城市增长模拟。将具有更深层次的借
鉴意义。

笔者提出了综合约束ＣＡ城市模型。

长．但北京目前尚没有制定２０４９或
２０２０年之后的规划用地布局方案．因此

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爪。可以看ｆｆ｛规划控

结论与讨论

过调整其实施力度模拟相应的城市增

则的空间分异。解决李间复杂性的问

景进行埘比，选择四个指标进行分析．

４

为城市规划约束引入模拟过程．进而通

（感谢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对本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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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ｅ

控制四类约束条件。对于其中的规划控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制约束条件的限建分区。识别了对城ｆ何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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