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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应用城市模型发展回顾与
新型空问政策模型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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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模型的基本原理及特点
模型（ｍｏｄｅｌ）是对现实进行理论抽象的产物。模型不仅是对现实系统结构的一

种静态复制，还能够模拟现实系统的运行机制，对各种外部或内部的信息做出反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４

应，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内替代现实系统，用于系统的反应模拟和预测。模型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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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可以是具有一定形态特征的空间模型，也可以是广义的抽象模型。广义模型
１

常常运用数学、物理或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将现实对象或系统的结构和运行机制
抽象为变量和函数。这类广义模型以严谨、精确的数学或逻辑语言描述了被观察对
象或系统的构成与运行，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符合自然科学对于精确性、简洁性
和普适性的要求。笔者所涉及的城市模型主要属于广义的抽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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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城市模型的基本原理
城市模型虽然在基础理论与建模方法上各有异同，但总体来说是一组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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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地理学、社会学和概率统计为理论支撑的函数公式。在系统论的指导下，城市

筑系讲师，欧盟交通协会应用技术委

模型将城市理解为一个由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层次系统（ｅｏｍｐｌｅｘ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ｖ）．每个

员会委员、伦敦城市研究院院士、世

子系统的运行均以数学函数的方式加以抽象化的表达。城市模型中的行为函数有多

界银行顾问

种建立方式，但总体上可以区分为经济学方法与数理统计学方法两大类。经济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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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常以经典的一般均衡理论。（ｇｅｎｅｒａｌ

表１
Ｔａｂ

城市政策影响的不同反馈速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１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作为确立行为函数的理论
依据，该理沦通过设立宏观且相互关联
的行为假设来描述个体共性的选择行
为：与经济学方法不同，数理统计学方

反馈速率
非常缓慢

缓慢

法具有相对灵活的函数确定方法。该类
方法一般依赖于建模者的主观经验、运
用相关性与回归分析来确定函数变量的

中等

快速

选择及参数估值。由于缺乏严格的经济
学基础，数理统计模型一般不能直接模

非常快速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ｕｒｂ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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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类型

受影响对象

反馈期ｆ年１

持续期（年）

可逆程度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网络

５—１０

＞ｌｏｏ

几乎不可逆

土地用途变更

土地开发市场

５一ｌＯ

＞１００

几乎不可逆

Ｔ业区建设

］：业市场

３—５

５０—１００

非常低

居住区建设

住宅市场

２－３

６０—８０

低

经济形势变化

就业／商业市场

２—５

１０－２０

可逆

人【］特征变化

人ＦＩ／家庭结构

０－７０

０－７０

部分町逆

商业愿位迁移

商业市场

＜１

５—１０

町逆

居住区佗迁移

居住ＩＨ场

＜ｌ

５一１０

町逆

商品／Ｊｌ＆．务需求变化

货运物流市场

＜１

＜５

可逆

机动件变化

个人出行选择

＜ｌ

（】

可逆

拟市场价格：
在行为函数确定之后，城市模型在

资料来源Ｗｅｇｅｎｅｒ，Ｇｎａｄ，等，１９８６

用于实际的模拟和预测之前，需要依照

反馈期才能得以显现（表１）。对于反馈

城市问题时有必要充分考虑两系统之间

城市历史数据进行模型校调（ｍｏｄｅ［ｃａｌ—

期较长的规划策略，有必要在多个模拟

的相互影响。多系统协同分析是城市模

ｉｂｒａｔｉｏｎ）：虽然行为函数的确定有着不同

周期之间对市场的宏观指标进行更新，

型与传统城市研究方法的重要区别。

的方法，但模型校调的原理和方法基本

以便反映政策影响的延迟效应（ｉｎｅｒｔｉａ

类似：建模者会从城市历史数据中选择

ｅｆｆｅｃｔｓ）：

多学科理论支持。城市模型作为一
种强调城市多子系统协同作用的综合研

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年，将该历史年的

城市模型对于未来的预测力来源于

究方法，广泛吸纳了相关学科的基础理

城市数据作为初始输入；利用历史年的

基于城市历史数据的模型校调；在对于

论，为模拟和预测个体的选择行为、解

数据输人，对预先选定且数据已知的基

时间的描述上，现有的城市模型以各种

释经济活动与城市空间结构的相互关

准年进行“预测”，通过校调模型参数，

不同的方式力求实现一定程度的时间动

系、评估政策的社会经济影响提供可靠

最终使模型的基准年预测结果与已知值

态性３（１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实现时间

的理论依据。多学科理论支持是实现城

达到建模者预设的拟合精度：在理想的

动态性对于描述规划政策的延迟及积累

市模型多系统协同分析的必要条件，也

情况下，上述的模型校调过程在数据可

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

是对于城市系统固有复杂性的理性回应。

以支持的前提下，应该尽可能多次进

精细化评估。城市模型作为一种科

行。但在实际的建模工作中，模型的校

１．２城市模型的特点

学的量化研究方法，能够在传统规划定

调次数往往受到数据量的严格限制，这

城市模型作为一种系统的城市量化

性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城市规划研

种由于数据限制带来的模型校调闲难在

研究工具，具有如下几大特征：①多系

究的准确度和精细度。例如以计量经济

城市模型研究中广泛存在。

统协同分析；②多学科理论支持；（参精

学为内核的空间均衡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在经过校调以后，城市模型进入到

细化评估：多系统协同分析是指城市模

ｌｉｂｒｉｕｍ

预测模式，以已知的基准年数据作为初

型的模拟对象一般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

下城市各空间区域内、各产业生产要素

始输入，对选定的未来年进行预测：为

的城市子系统，而强调各个城市子系统

的市场价格（包括劳动力价格、土地价

使模型可以更加精确地模拟城市系统的

对于城市空间结构和个体行为的综合影

格、楼面房租等）、收入分配比例和生产

发展，国外主流城市模型往往采用递归

响，特别是城市土地系统和交通系统。

消费总量（包括一般商品和服务、住房

（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的方式（Ｓｉｍｍｏｎｄｓ，Ｗａｄｄｅｌｌ，

国内学者对于城市土地与交通系统相互

等）。依据特定的研究目的，城市模型还

等，２０１】），即将整个预测年限划分为若

影响的关注和研究起步较早（赵童，

可以针对特定的市场和经济活动类型，

干时间间隔，在每一个时间间隔处，依

２０００；王缉宪，２００１；朱玮和王德，

例如房地产开发市场和政府税收行为，

托外部模型或外部假设对城市系统的外

２００３；毛蒋兴和闫小培，２００４；韦亚平，

进行定制化的精细模拟。

部条件进行更新。这些外部条件包括宏

赵民等，２００８；潘海啸，２０１０；钱寒峰，

观社会及经济政策的变化以及偶发事

杨涛等，２０１０；潘海啸，２０１３），但在具体

２

件。在没有外部模型的情况下，建模者

的规划研究和实践中运用多系统协同分

应用

可以通过设定外部假设对宏观指标进行

析的案例较少：城市土地系统是城市经

更新。外部假设常常反映城市发展或特

济活动的发生地，用地的分布与聚集程

２．１

ｅｑｕｉ—

ｍｏｄｅｌ）能够模拟市场均衡条件

国外城市模型的发展轨迹与

城市模型的两大基本类型

定政策的期望值。设置时间间隔并在间

度从根本Ｅ决定了城市的交通需求；而

由于城市模型本身所具有的多系

隔之间对模型边界条件（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

交通系统则通过施加空间运输成本的方

统、跨学科特点，多种模型理论和建模

ｄｉｔｉｏｎｓ）进行更新的目的在于有些城市

式，对各种经济活动的选址产生影响：

方法的相互融合成为模型发展的大趋

政策对城市系统的影响需要较长时间的

因此，在研究多子系统共同参与的复杂

势。这种模型之间的相互融合给模型分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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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带了一定的困难。在下文中，基于国

率统计的方法主观制定行为规则。虽

为多个小类（图１）。基于现有的城市模

外现有的模型综述文献，笔者按照模型

然，这种主观制定行为规则的方法可以

型综述９，结合图ｌ的城市模型分类，笔

中是否存在宏观的行为假设，将主流的

在固定的边界条件下达到与现实较高的

者将国外城市模型的发展总结为三个阶

城市模型区分为两大类：宏观模拟

拟合度，但当城市模型的边界条件发生

段：空间交互模型和“城市土地与交通

（ｍａｃｒ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与微观模拟（ｍｉ．

变化时，基于静态边界条件的描述性模

交互模型（ＬＵＴＩ）”的出现，空间经济

ｃｒ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模型。宏观模拟模型一

型对于行为选择的预测能力大大减弱。

学的发展和空间均衡模型，微观模型的

般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强调选择行为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兴的

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的同质性（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即通过宏观的

数据收集、处理方法和不断提升的计算

２．２．１

行为假设模拟个体层面的选择行为。早

能力让城市大数据。（ｂｉｇ ｄａｔａ）成为可

市土地与交通交互模型（ＬＵＴＩ）”的出

期的宏观模拟模型一般以空间交互理论

能，这为深入挖掘个体行为的差异性和

现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作为行为模式假

解释其内在因果关系创造了新的契机。

第一阶段：空间交互模型和“城

在城市模型研究早期（１９５０—１９７０

设．其中包括经典的重力模型４（ｇｒａｖｉ．

对于这两类城市模型的优劣讨论，

年代），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于空间交互

ｍｏｄｅｌ）和熵最大化理论９（ｅｎｔｒｏｐｙ

贯穿整个城市模型界的发展。虽然宏观

模型。空间交互理论以经典物理学为理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随着微观经济学的介入

模型在大空间尺度城市规划政策的评

论基础，将空间中两物体之间的交互可

和随机效用理论６的提出，基于效用的空

估，特别是经济效应评估上具有优势，

能性或交互强度，描述为由物体属性和

间离散选择逐步成为模拟个体选择行为

但受限于严格的宏观行为假设和市场条

物体之间空间阻力构成的函数。早期城

的主流方法。宏观模拟模型通过设定全

件假设，难以实现高空间精度的行为模

市模型对于空间交互理论的关注，主要

局的行为假设，规避了在个体层面设定

拟。微观城市模型由于其相对灵活的模

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受限于有限的城

复杂行为函数所带来的校调和计算困

型框架．配合大数据的支持，特别适用

市数据来源和计算处理能力，难以在个

难，减少了模型对行为数据的依赖和对

于在小尺度或单一市场中以较高精度模

体层面实现自下而上的行为模拟，因而

计算能力的要求，有利于研究者从宏观

拟个体的行为选择。综上所述，宏观模

采用自上而下的宏观行为假设成为了描

角度揭示选择行为的内在原因和规律。

ｔｙ

拟和微观模拟在方法论的角度，并非两

述个体行为选择的理性替代；另一方

相对于宏观模拟模型，微观模拟一

种相互冲突的建模方法，相反，它们适

面，受到基础自然科学普适性观点的影

般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强调个体行为

用于不同的城市系统类型和层次，可以

响，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理论开始被引

的自治性（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和动态性；（ｄｖ．

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共同构建城市系

入社会科学领域用于描述和解释复杂的

ｎａｍｉｃｓ），认为个体依据不同的社会、经

统模拟的模型体系，为不同空间尺度、

社会现象，因此以重力模型和熵最大化

济、环境条件具有不同的行为决策方

不同政策类型的规划决策提供定制化的

理论为代表的空间交互模型成为早期城

式。这种以个体为主体的建模思路有利

模型评估支持。

市模型研究的主流。经典的空间交互模

于模拟个体行为的自治性和动态性，但

型包括：Ｌｏｗｒｙ城市土地模型蛐（Ｌｏｗｒｙ，

其行为模拟的精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

２．２国外城市模型研究的发展轨迹

１９６４）和阿隆索地租模型汕（Ｍｕｔｈ，１９６１；

体选择规则的制定与校调。早期的微观

在前述的城市宏观和微观模拟模型

模型因为缺乏足够的行为数据和有效的

的分类之下，依据模型的建模方法和特

伴随着空间交互理论的兴起，在城

计算工具，建模者常依据经验、运用概

征，还可以将现有的城市模型体系细分

市规划研究领域，学者们开始关注城市

Ａｌｏｎｓｏ，１９６４；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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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应用城市模型发展回顾与新型空间政策模型综述

土地与交通这两大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宏观角度理解经济行为规律、解释经济

地市场和交通市场中的供给与需求均达

（图２）。城市土地和交通系统的相互作用

活动的空间分布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

到平衡时，市场达到均衡状态。依据古

可以概括为：城市土地系统通过设定土

分析工具。因此，空间经济学与ＬＵＴＩ模

典经济学理论，市场均衡状态时经济活

地用途的形式，对各种城市活动的空间

型框架的结合成为这一阶段城市模型发

动效率最高，并且基于价格的市场供需

发生场所做出限定；由城市活动产生的

展的标志，这一新的城市模型类型被称

关系调整会不断将市场引向均衡状态。

出行需求必须通过城市交通系统来实

为城市空间均衡模型。在空间均衡模型

因此，空间均衡模型通过模拟各类规划
政策对市场主要供需关系和价格的影

现；城市交通系统的分布与承载能力决

中，城市空间常被划分为若干个区域单

定了城市土地的空间可达性；这种以出

元（ｍｏｄｅｌ ｚｏｎｅｓ），每个区域单元都有

响，比较政策实施前后的市场均衡状

行时间催ｉ离／ｇｔ格衡量的空间可达性，影

与其地理或行政区划相一致的人口、就

态，实现对规划政策社会经济影响的综

响了人们的出行选择，进而对土地用途

业、产业、土地．房地产市场等信息。

合萨Ｈ古。

的分布产生影响。为了描述和解释城市

空间均衡模型的重要特征是对产业之

土地和交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学者

间、区域单元之间的资本流、货物流和

人产出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城市模型类型，即土

人流进行同时模拟（．／ｉｎ和Ｅｃｈｅｎｉｑｕｅ，

依照国民经济分析中常用的投入产出

地与交通交互（ＬＵＴＩ）模型。虽然，早

２０１２）。具体来说（图３），在生产消费市

表，在最终需求已知的条件下，对产业

期的ＬＵＴＩ模型普遍采用空间交互理论作

场中，消费者向生产者提供资本和劳动

间的经济交换进行空间区位预测。而作

为其理论基础，但随着其他学科理论的

力，同时以红利和工资的形式获得收

为空间投入产出模型的扩展，可计算的

介入，ＬＵＴＩ模型逐渐变为一种典型的城

入；生产者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一部

空间均衡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市模型框架，在后续的模型研究中被广

分作为最终商品和服务销售给消费者；

市市场的供需关系和价格均采用内生

泛应用。Ｌｏｗｒｙ模型自从１９８０年代被引

另一部分则作为中间生产要素返回至生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的模拟方式，因此ＳＣＧＥ

入国内城市规划研究界以来，经历数十

产者，用于其他产品的生产；在房地产

模型通过转化规划政策对市场价格和供

年的发展（孙晓光和庄一民，１９８４；梁进

市场中，一方面由生产消费市场所驱动

需关系的影响．可以更加准确地模拟整

社和楚波，２００５；周彬学，戴特奇等，

的商业地产和居住需求，需要由政府或

个城市市场的运行，也是现今城市模型

２０１３１，成为国内ＬＵＴＩ模型的典型代表。

开发商的房地产开发行为来提供；而房

界对城市经济市场具有最高拟合度的模

２．２．２第二阶段：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和

地产开发行为又受到土地供给政策的影

型类型。

空间均衡模型

响；另一方面，基于ＬＵＴＩ框架，生产消

由于空间均衡模型具有与主流经济

以空间交互理论为基础的城市模型

费市场中所需的人流与货流交换需要依

学分析相统一的理论构架，加上长达数

的理论缺陷在于其所模拟的行为选择缺

赖交通路网来实现。通过将人流、货流

十年的发展与应用，现已成为欧美发达

乏可靠的行为理论基础（Ｌｅｅ Ｊｒ，１９７３；

转换为现实路网中的交通流，所得到的

国家在规划政策评估领域应用最广泛的

Ｂａｔｔｙ，１９７９）。例如在空间重力模型中，

运输成本信息会重新返回生产消费市

城市模型类型ｆＷｅｇｅｎｅｒ和Ｆｔｉｒｓｔ，２００４；

消费者常被假设为优先选择交通成本

场，进而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空间区

Ｂａｔｔｙ，

低、商业营业额高或“吸引力（ａｔｔｒａｃ—

位选择。

２０１１；Ｂａｔｔｙ，２０１２）。空间均衡模型尤其

ｔｉｖｅｎｅｓｓ）”高的购物地点。这种行为模

早期的空间均衡模型大多为空间投

当生产消费市场、房地产市场、土

果，因而难以模拟选择行为之间的相互
影响，例如收入、居住地与消费选择之
间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空间交互模
型的精确性很大程度取决于关键模型参
数的正确取值，例如距离衰减参壹铲。理
论上说，这类模型参数的校调需要通过
实证的方式从现实中收集个体的行为选
择数据，但在早期城市模型研究中，数
据收集和处理技术的限制使得参数校调
大多依赖于建模者的长期经验积累。
与此同时，在经济学领域基于计量

（Ｉｓａｒｄ，１９５１；Ｉｓａｒｄ，１９６０）的兴起，为从

图３空间均衡模型的典型市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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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评估大空间尺度规划政策的社会经

选择的内在原因而只是关注于外在结

Ｆｉｇ．３

ＣＧＥ

ｍｏｄｅＰ，

２００７；Ｓｉｍｍｏｎｄｓ，Ｗａｄｄｅｌｌ等，

拟方法，一方面由于没有解释个体行为

经济学的市场行为研究和空间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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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影ｎ向（Ｊｉｎ和Ｅｃｈｅｎｉｑｕｅ，２０１２），例如评

态改变附加若干全局约束条件，例如元

拟由市场价格驱动的复杂经济行为（例

估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区域经济聚集

胞距离最近交通节点的距离、周边服务

如生产／｝肖费选择中的替代效应）和大空

效应的影响、城市边界扩张与旧城更新

设施的数量等等。元胞自动机在国外的

间尺度的经济聚集效应。不过空间非均

项目的社会经济性评价等。著名的空间

最新发展包括元胞矢量化，即以与地块

衡模型经由多年的理论建设和发展，已

均衡模型包括：属于空间投入产出模型

形状相适应的多边形取代传统的方形网

成为城市模型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特

的ＭＥＰＬＡＮ模型（Ｅｃｈｅｎｉｑｕｅ，Ｆｌｏｗ—

格，以及与其他微观模型的结合。在国

别是在大数据和高空间精度的可视化技

ｅｒｄｅｗ，等，１９９０；Ｅｃｈｅｎｉｑｕｅ，２００４；Ｊｉｎ，

内，元胞自动机在城市规划和地理学领

术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具体的城

Ｅｃｈｅｎｉｑｕｅ等，２０１３），以及以ＭＥＰＬＡＮ

域的研究起步较早，并且已经积累了一

市案例中。代表性的空间非均衡模型包

为原型的ＴＲＡＮＵＳ模型（ｄｅ

定的实际应用经验（黎夏，叶嘉安，

括：ＩＲＰＵＤ模型（Ｗｅｇｅｎｅｒ，１９９８），ＤＥＬ—

ＢａⅡａ，１９９８）和ＰＥＣＡＳ模型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２００５；龙瀛，等，２００９），

ＴＡ模型（Ｓｉｍｍｏｎｄｓ，１９９９）和ＵｒｂａｎＳＩＭ模

ｆＨｕｎｔ，Ａｂｒａｈａｍ，２００５）；属于ＳＣＧＥ模

主要研究课题包括城市形态学研究、城

型（Ｗａｄｄｅｌｌ，Ｂｏｍｉｎｇ等，２００３）。

型的ＲＥＬＵ—ＴＲＡＮ模型（Ａｎａｓ，Ｌｉｕ，

市发展边界预测等；国外元胞自动机的

２００７；Ａｎａｓ，Ｈｉｒａｍａｔｓｕ，２０１２）和ＲＳＥ模

研究综述可见Ｂａｔｔｙ（１９９７，２００７）：

１９８９；ｄｅ ｌａ

ｌａ

Ｂａｒｒａ，

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
城市规划研究的大数据时代已经悄然到

型（Ｊｉｎ，Ｅｃｈｅｎｉｑｕｅ，等，２０１３）。国外空间

行为主体模型的最大特点在于将个

来。利用城市中不断产生的海量数据，

均衡模型的实际案例研究可参见Ｅｃｈｅ—

体作为行为选择模拟的主体。与前述的

例如公交卡数据、交通监测数据、手机

ｎｉｑｕｅ、Ｆｌｏｗｅｒｄｅｗ等ｆ１９９０）；Ｊｉｎ和Ｗｉｌ．

宏观模拟相比，行为主体模型依据现实

定位数据、社交网络数据，城市研究者

１ ２）；

中的行为数据，运用概率统计学方法挖

们可以更加直接从现实数据中挖掘个体

Ｅｃｈｅｎｉｑｕｅ，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等（２０１２）。

掘个体属性与行为选择之间的关联函

行为特征。大数据模型虽然在文中被暂

２．２．３第三阶段：微观模型的发展和大

数，从而实现对个体未来行为的模拟。

归为微观模型的一种，但关于大数据与

数据时代的到来

１ｉａｍｓ（２００２）；Ａｎａｓ和Ｈｉｒａｍａｔｓｕ（２０

行为主体模型虽然在定义上与元胞自动

传统城市模型研究的关系及其意义在城

国外新型城市空间模型的发展主要

机有类似之处，但其显著区别在于元胞

市模型研究界尚无定论。部分学者认为

表现在从第二阶段空间均衡模型向第三

自动机中的“主体”是不可移动的城市

大数据可以为深入挖掘行为规律、验证

阶段的转化与结合。微观模型通常将城

地块，而行为主体模型中的主体通常是

传统城市模型中的行为理论提供有力的

市理解为一个由层次性选择行为而产生

一个个具有不同属性的人，因而是一种

数据支撑；而有的学者提出“数据即模

的即时现象（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的

更为抽象和广义的建模方法。行为主体

型”，认为大数据时代下传统的城市模型

集合（Ｂａｔｔｙ，２００８；Ｂａｔｔｙ，２０１２）；个体在

模型的主要数据来源是街区、城市、乃

理论研究已经丧失了其存在价值，呼吁

城市系统的各个层级所作出的行为选

至国家级别的入口、经济、交通普查数

模型研究重心的转移。依照城市模型界

择，自下而上地决定了城市的系统特

据，利用数据合成技术（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权威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ｅｇｅｎｅｒ（２０１３）教授的观

征。为捕捉这种个体行为的复杂性，微

ｔｈｅｓｉｓ），可以从具有一定采样率的小样

点，考虑到大数据模型作为新兴的模型

观模型普遍具有较高的空间精度和明确

本数据中合成具有全样本数量的样本数

类型，与传统城市模型尚处在完全不同

的内生时间轴：高空间精度有助于描述

据库（龙瀛，沈振江等，２０１ １）。这一类具

的发展阶段，因而还不能确定其对于传

个体状态变化与周边环境条件的互动，

有大数据特征的城市人口数据库的建

统模型的取代作用。与此同时，宏观模

而明确的时间轴则允许个体行为受到历

立，为行为主体模型的发展和应用提供

型与微观模型的理论边界日渐模糊，微

史或未来的影响。图１所列的微观模拟

了必要的数据支持。国外行为主体模型

观模型对于空间行为的精细化、动态化

模型类型包括：元胞自动机（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研究的综述文献可见Ｐａｒｋｅｒ ｆ２００２）和

模拟与宏观模型成熟的应用框架相互融

ａｕｔｏｍａｔａ），行为主体模型（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Ｈｅｐｐｅｎｓｔａｌｌ、Ｃｒｏｏｋｓ等（２０１２）。

合，逐渐构成一个综合的城市模型体

ｓｙｎ—

ｍｏｄｅｌｓ），大数据模型（ｂｉｇ ｄａｔａ），以及

另一类在定义上较为模糊的微观城

系。可以预见，未来的城市模型研究将

同时具有宏观、微观模拟特点的空间非

市模型是空间非均衡模型。此类模型继

逐步走向定制化、综合化和应用化：针

ｍｏｄ—

承了传统ＬＵＴＩ模型的框架，以城市土地

对具体的城市问题，依据所涉及的城市

和交通系统为主要对象，但是在行为选

子系统种类和层级，选择合适的建模理

元胞自动机在城市规划研究中主要

择模拟上广泛采用自下而上的微观模拟

论和方法，对相关的规划政策的编制与
决策提供综合性的评估。

均衡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ｎｏｎ—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ｅｌｓ）。

用于模拟城市土地开发的时空演变。元

方法，具有一定的行为主体模型的特

胞自动机一般将城市区划分为多个二维

征。与空间均衡模型相比，空间非均衡

值得指出的是国外城市模型的发展

的方形网格，每一个方形（即元胞）在

模型因为取消了自上而下的行为假设，

也经历了数次高潮与低谷。例如国外城

空间中不可移动，但是可以根据周边元

可以灵活地模拟个体行为的自治性和时

市模型界先驱Ｄｏｕｇｌａｓ Ｌｅｅ于１９７３年撰

胞的状态而改变自身的状态。在此基础

间动态性；但由于缺乏经济学所提供的

写的“大规模城市模型的安魂曲渺’一文

上，约束性元胞自动机还会对元胞的状

行为理论，空间非均衡模型难以准确模

对１９８０年代之前的城市模型研究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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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应用城市模型发展回顾与新型空间政策模型综述

系统性的总结，并对以早期ＬＵＴＩ模型为

发展，已经逐渐建立了一套成熟的基于

代表的大规模城市模型的科学性和应用

城市模型的城市政策评估程序，并应用

图４中部的灰色区域为城市经济、

性提出了批评。Ｌｅｅ在该文中提出早期大

于诸多实际的城市规划项目中。现以笔

社会生活所涉及的基础产品和服务，左

规模城市模型由于对城市系统复杂性的

者所在的英国剑桥大学建筑学院和马丁

侧为由城市环境、能源、交通技术子模

盲目追求，忽略了模拟广度和精度的平

中心的ＲｅＶＩｓｌ０Ｎｓ叼页目为案例，介绍城

型驱动的供给模拟模型，右侧为由城市

衡；加之城市数据、建模成本和计算能

市模型在城市规划政策研究中的应用：

空间区位选择模型驱动的需求模拟模

力的限制，难以促进规划理论研究和行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Ｓ项目以英国东南部地区为案

型。整个模型体系一方面以宏观经济、

业实践。虽然，该文对早期城市模型的

例区域，尝试建立一套整合的城市模型

进出口、公共投资政策的初始输入，将

研究作出了消极的评价，但以Ｍｉｃｈａｅｌ

体系，涵盖城市经济、土地、建筑、能

不同类型的空间规划及基础设施策略作

Ｗｅｇｅｎｅｒ和ＭａｃｉａｌＥｃｈｅ—

源、交通、环境（空气质量、水资源、

为政策参数，利用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

ｎｉｑｕｅ等为代表的国外城市模型学者通过

固体废弃物）等子系统、通过预测人类

空间均衡模型对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

此后３０多年的城市模型研究和应用实践

活动与城市空间、基础设施之间的供需

空间区位进行预测，同时估算对城市产

证明，应用城市模型在城市研究与实践

关系，对城市空间规划和基础设施规划

品和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技术选择

领域仍然具有重要意义。１９９４年，Ｌｅｅ

的可持续性进行评价和优化。图４介绍

模型结合城市的区域环境属性，以技术

再次撰文“大规模城市模型回顾∥’，对

了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Ｓ项目中建立的整合性模型

策略作为政策参数，预测城市基础产品

Ｂａｔｔｙ，Ｍｉｃｈａｅｌ

框架。

“安魂曲”后２０年的城市模型发展进行
了回顾二如果说“安眠曲”一文是对上
。。主＋垒＆：；的密问孽甫

文所述第一阶段的概括，那么２０年后的
回顾则是对第二阶段的总结。在这篇２０
年回顾的著作中，Ｌｅｅ将对大规模城市模

厂

供给

【

建筑

、

对自卜而下规划体制的依赖。在Ｌｅｅ“回

需求

、

Ｉ居住、商业接面面积
÷·

型的质疑总结为三大方面：黑箱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效应，模糊的应用领域以及

厂

【空间规划及基础设施策ｌ

Ｉ

１

区域环境属性
（气候、地质、
地形等）

能源供给

供热

ｊ

供电
饮用水

ｌ供：，ｇｌｉｇ－ｌ

·孛

Ｉ

顾”一文将近２０年后的今天，国外新型
城市模型的发展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出了

ｆ废弃物处理Ｉ

Ｉ固体废弃物

积极的回应：①新型城市模型以城市大

ｆ城市交通系统．

Ｉ交通出行需求

＠

数据为背景，尊重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延
迟效应及不确定性，不断优化模型的内
生结构和边界条件，通过建立应用模型
体系而二睢单一模型的方式，既利于规划
政策以外生变量的形式输入模型，也降
低了单一模型的复杂程度；②旧外主流
的大规模城市模型以规划政策评估作为
主要应用目标，普遍采用针对特定政策
类型和日标定制模型的方法，不再盲目
追求单一模型对所有城市子系统的覆

盖；③结合国外规划权限不断地方化的
政策背景，新型应用模型着重评估规划
政策在城市与区域尺度的经济、环境效
应，以动态的方式模拟政策效应的反馈
时限，不断提高模型的透明度和可对比
程度

在下一章节中笔者将以案例分析

的方式介绍国外新型城市模型在城市规
划研究和实践中的应用

………＾
；蔷霉兽震ｇ享孓８｝

８
ｇ善昌ｇ
ｇ ３暑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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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水电燃气与建造业

——农业与采矿业
批发与汽车、燃料销售业

——零售、宾馆与餐饮业

房地产

商业服务业

国防、教育与医疗

２．３新型城市模型典型应用案例介绍

图５基准情景各产业就业岗位数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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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城市模型研究经过数十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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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供给限制条件以经
济成本和环境成本的形式反馈至区位选
择模型，进而指导城市空间规划和基础
设施策略的制定。考虑到空间政策作为
城市规划研究的主体，本节下文主要介
绍空间区位选择模型在城市经济、社会
活动需求模拟中的应用，即图４所示模
型框架中的右侧部分。

一ｉ器

在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Ｓ项目中，按照英国郡

◆’

（ｓｈｉｒｅ）级别的行政区划，整个案例区域
被划分若干个模型区域单元（ｚｏｎｅ）。在
市场划分上，参照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
的划分方法，将城市市场划分为７个产
业类型：农业与采矿业，制造、水电燃
气与建造业，批发与汽车、燃料销售

图８城市空间政策情景比较一城市非工业建设用地面积
ｃ．ｉ１１］ｌｐ，１ｉ‘１Ｈ）ｉ１——ＬＩＯＩＩＩＣ、ｔｉｃ
Ｆｎ：，Ｈ

５ｃｃｎ．ｉｌ¨１

ｕ

ｒｂ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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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房地产，国防、教育与医疗，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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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ｆ：】绘

售、宾馆与餐饮业，商业服务业。城市
空间均衡模型以宏观ＧＤＰ预测作为输
入，以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所揭示的城
市生产模式为依据，对上述７个城市产
业在２０１２—２０３０年的发展及空间分布进
行预测。模型以所有产业、政策均维持

０鬻
～，。

●

现有模式作为基准情景（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ｓｅｅ．

ｎａｒｉｏ），通过调整政策参数，预测不同城

。

市规划策略影响下的政策情景。ＲｅＶｌ—

零袖。。

ＳＩＯＮＳ项目基准情景的部分预测结果见
图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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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基准情景的预测后，ＲｅＶＩ—
ＳＩＯＮＳ项目对另外两种城市空间规划策
略分别进行了模拟评估，即高密度、紧
凑型的空间策略（以提高现有城市开发

图９城市空间政策情景比较——非工业用地单位面积年均租金改变值
Ｆｉｇ ９％ｃｏｎ．１ｌ

万方数据

ｉ¨Ｃｏ］ｌｌｐａｒｉｓｏｔｌ——ＬｔＯｌｔｌＣ‘ｔｉｃ
资料采源作静自绘

ｉｌｌ‘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Ｌ‘ｎ（Ｌ

密度的方式限制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

ｈａｎｇｃ

和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空间策略（无行

万励

金鹰

国外应用城市模型发展回顾与新型空间政策模型综述

政干预）。在这两种不同城市空间策略的

证研究强调数据与结论的直接对应关

“最优解”，但却可以通过预测政策的潜

作用下，案例区域在２０３０年城市非工业

系，因而在研究单一、具体的城市问题

在风险告诉决策者不做什么。面对国内

建设用地面积和土地租金的模拟结果参

时，具有较强的因果解释能力。但城市

强烈的城市发展和土地需求矛盾、日益

见图８和图９。

本身作为一个复杂的层次系统，

观察者

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各种社会经济发展

在模拟城市经济、社会活动需求的

通过传统实证方法得到的证据往往受到

的不确定性，城市模型可以帮助决策者

同时，技术选择模型从供给端，对不同

观察层级和观察者立场的影响，许多被

在政策实施之前对政策的多种预期情景

的环境、能源、交通技术策略进行模拟

观察到的现象及问题中嵌套了多层次系

进行分析比较，从而规避政策的潜在风

评价。典型的技术策略包括新能源发

统的相互作用。参照国外城市规划研究

险，在决策层面实现政策优化。

电、热电连供（ＣＨＰ）、地源／水源热泵、

的发展轨迹，这种以城市数据为基础的

电动汽车等。相较于宏观的城市活动需

系统量化分析取代以往单一城市系统的

３．２城市模型与现有规划编制体系的整

求模拟，技术选择模型需要考虑区域特

定性分析、以城市模型体系取代单一模

合

有的空间、环境属性，因此常具有较为

型的规划研究方法变革，是我国城市规

精细的空间模拟精度（例如城市组团尺

划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

考虑到国内规划政策制定所涉及的
复杂决策环境，如何找寻城市模型与现

度）。由技术选择模型生成的可持续性指

值得强调的是，考虑到城市系统本

有规划编制体系的接合点成为模型应用

标，例如碳排放、能源消耗总量、空气

身的复杂性和规划政策制定所涉及的复

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图１０描述了国内主

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总量、城市洪水风

杂决策环境，城市总体规划的行为本质

要规划编制类型所涵盖的时间跨度和信

险等级等，将作为参照指标指导城市空

并非一个完全理性寻求最优解的过程。

息密度：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从宏观的社

间与基础设施规划。由于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Ｓ项

在面对复杂城市问题时，决策者通过连

会经济发展、区域关系及环境资源特点

目尚处于项目总结阶段，因此对项目的

续的有限比较（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的角度，以较长的时间跨度制定城市的

最终结论在此不展开谈论。

ｐａｒｉｓｏｎｓ）方法来做出有限理性的选择

空间发展战略，是保证后续总体规划和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Ｓ项目所体现的以宏观空

ｆＳｉｍｏｎ，１９５７）。面对城市规划在行为学

控制性规划合理性的前提；而总体规划

间均衡模型为核心、整合微观环境、能

上非完全理性的定义，城市规划的科学

和控制性规划随着政策时间跨度的不断

源、交通模拟的规划政策评价方法，是

性曾引发国内众多学者的讨论（石楠，

缩减，所反映的规划信息密度也在不断

国外新型城市模型应用的典型代表。这

２００３；邹德慈，２００３；邹兵，２００５）。在无

增加，其中控制性规划或近期规划从当

类以应用模型体系取代传统单一大规模

法实现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条件下，

前可确定的目标和需求出发，制定具有

城市模型的方法，具有如下特点：①以

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在于规避城市发展的

现实操作性的实施规划，完成由规划向

经济均衡模型为核心的城市模型体系为

潜在风险，提高城市对于不确定的社会

现实的转变。

各种政策评价指标提供的统一的经济学

经济发展的适应能力。城市模型作为对

从城市模型应用的角度来说，理想

度量，利于将区域政策评估与上位规划

城市系统的抽象模拟，其有限的模型边

的城市模型应该既能预测的精细（信息

和宏观政策相衔接；②将需要较高空间

界尚不足以为决策者提供规划政策的

密度高），又能预测的长远（时间跨度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ｍ．

精度的微观模拟，例如能耗、污染模拟
等，从宏观模型中剥离出来，既能简化
主体模型的复杂程度，又能提高微观模
型对特定系统的模拟精度；③通过建立
具有信息反馈机制的模型框架，不同学
科的研究者能够在统一的数据平台上对
规划政策的综合效应作出量化评估，有
助于缓解模型的边界效应。

３

在中国应用城市模型的意义

和挑战
３．１

城市模型在规划研究与实践中的意

义

决策的时间跨度

传统的城市量化研究方法大多属于
实证研究，通过观察或案例调研获得数
据，然后提出并验证理论假设。由于实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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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以实现完全理性的城市规划决策；

铁）对区域经济生产力的影响；②城市

行为选择会受到过往经验和未来预期的

但在规划实践中，这种理想的规划模式

能源、资源、环境政策对城市市场的影

影响。经济学中的投机行为是行为动态
性的典型表现。

并不具备可操作性。考虑到国内规划编

响；③北京保障性住房选址研究；④城

⑧大数据现尚无准确的学术定义，但泛指

制和城市数据的实际情况，城市模型现

市周边土地产权置换方式研究。该科研

超越传统信息收集、储存、分析和管理

阶段可能的应用方式是首先逐步建立适

项目以ＳＣＧＥ类型的空间均衡模型为主

用于模型量化研究的城市数据库，在城

要技术工具｛Ｊｉｎ，Ｅｃｈｅｎｉｑｕｅ，等，２０１３），

市发展战略规划阶段，对大空间尺度规

将依据现有的统计普查数据建立与模型

划战略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进行预

相匹配的城市数据库；针对国内具体的

评估，以规避潜在的发展战略偏差和风

政策编制方法与土地开发模式，建立定

险，保证后续规划的合理性；随着大数

制化的行为模型，并对模型关键参数进

据模型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高精度的

行校调，以期建立一套基于城市模型的

城市微观模型可以为城市控制性规划或

政策量化评估方法。

ａｎｄ

Ｊａｆｆ６，１９５４）

认为在完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存在一
个整体均衡状态或一套均衡价格，使得
所有消费者／生产者实现效用／利润最大

城市模型作为一种城市量化研究方
法，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在国外城市规
划研究和实践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在
研究领域，城市模型为理解城市的系统
结构和各子系统的运行机制提供了有效
的理论和技术支持，有助于城市研究者

建立的城市土地模型是第一个具有操作
性和应用性的城市空间交互模型。Ｌｏｗｒｙ
模型按照经济学原理将城市经济活动的

个经典的模型框架在后续的城市模型研
究中被不断发展延续。
⑨阿隆索地租模型以ｙｏｎ

Ｔｈｕｎｅｎ

（１７８３一１８５０）的单中心农业模型为基

化。同时所有市场实现供需平衡和市场

础。将单一类型的农业活动扩展为多类

出清，详参见Ｖａｒｉａｎ（１９９２．２０１０）。
②相对稳定是指所选择的历史年中没有发

型的土地类型，通过描绘完全竞争假设

生诸如严重自然灾害或大范围经济危机

心、均质空间条件下，各种城市土地类

等偶发性事件：选择相对稳定的历史年
数据进行模型校调．可以使模型的运行

型在空间中的分布模式。阿隆索模型是
后续以城市经济学为内核的城市模型的

更加接近正常状态下的市场运行。
③严格的时间动态性要求模型内嵌的时间

们深入挖掘各系统层级的城市活动与城

轴完全连续（详参见Ｂｅａｕｍｏｎｔ ｅｔ ａ１．
１９８ｌ和Ａｌｌｅｎ ｅｔ ａ１．１９８６１，但由于实现

市空间结构之问的紧密关联，拓展传统

完全连续的时间轴会给大尺度城市模型

城市空间研究的内涵；在实践领域，城

（２００８１，Ｈａａｓｅ和Ｓｃｈｗａｒｚ（２００９）。

⑩Ｉ．Ｓ．Ｌｏｗｒｙ于１９６４年为美国匹兹堡地区

对经济活动的总量进行估算，然后运用
重力模型模拟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这

①一般均衡理论（Ｗｄｒａｓ

结语

ｄｅｌｌ等（２００２），Ｗｅｇｅｎｅｒ（２００４），Ｈｕｎｔ等
（２００５），Ｂａｔｔｙ（２００９，２０１２），Ｉａｃｏｎｏ等

消费者，依据人口基数和土地面积总额

注释

全类型的决策辅助。

４

参见Ｌｅｅ（１９７３，１９９４），Ａｌｌｅｎ（１９９７），
Ｗｉｌｓｏｎ ｆ１９９８），Ｃｏｕｅｌｅｌｉｓ（２０００），Ｗａｄ—

参与者划分为基础就业、零售业和家庭

近期规划的编制提供直接的信息支持，
最终实现城市模型体系对规划全过程、

手段的巨量数据。
⑨较为经典的国外城市模型研究综述，请

带来巨大的计算困难，因而在应用型城
市模型领域尚无实现严格时间动态性的

下的城市土地竞价曲线，模拟了在单中

原型。

⑩改编自Ｗｅｇｅｎｅｒ，Ｇｎａｄ等（１９８６）。

⑩在重力模型中，距离衰减参数（ｔｒａｎｓ．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常用于表征行为
选择对于空间运输成本的敏感性。距离

ｐｏｒｔ

衰减参数越大，表明出行选择对交通成
本的提高越敏感。

市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规划政策的社会、

模型。事实上，城市模型的时间表达精

经济、环境影响评估，其中以经济学为

度应该取决于具体的建模目的，例如对
于微观的实时交通模型．可能需要达到

核心理论的空间均衡模型经过数十年的

分秒级的时间精度以实现对实时路况的

研究与应用，现已成为国外规划政策模

模拟，而对于宏观的土地政策模型，常

门之间的投入与产出协调关系，反映了

选择相关土地政策的修编年限为时间精

产品供应与需求的平衡关系，详参见Ｌｅ—

型的代表。

度。

在中国城市发展向集约化、定量化

④空间交互模型中的重力理论来源于经典

和科学化方向转变的宏观背景下，城市

力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假设空间中两
点的交互强度（例如从居住地去某购物

模型具有广阔的研究和应用前景。虽然
城市模型在国内的应用受到数据、体系
制度和介绍推广等诸多挑战，但已经有
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尝试城市模型

⑩投入产出模型是通过编制投入产出表建
立数学模型，投入产出表来源于一个经
济系统各部门生产和消耗的实际统计资
料．它同时描述了特定时间区间内各部

ｏｎｔｉｅｆ（１９８７）。
⑩可计算的一般均衡（ＣＧＥ）模型是Ａｒｒｏｗ
和Ｄｅｂｒｅｕ（１９５４）基于对市场均衡存在
的证明而建立的一套计算市场均衡状态

地的可能性）与两点的吸引程度（例如

的数学建模方法。ＣＧＥ模型是对投入产

该购物地的商品交易总额）呈正比，而
与两点之间的距离（物理距离或是折算

格和由价格变化导致的替代效应。

为价格的经济学距离）呈反比（详见
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５９）。

出模型的扩展，可以精确地模拟市场价
⑩Ｌｅｅ

的中国化研究。例如正在进行中的、由

⑤熵最大化理论，认为在所有已知条件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中国清华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与英

下，个体行为选择的概率分布应该满足

１６３—１７８．

国剑桥大学联合主持的“低碳城市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ｉｔｙ）”研究项目，希望

借鉴国外成熟的城市模型研究体系，以
中国京津冀城市圈为案例，建立符合国
内政策环境与市场特征的大尺度城市空
间政策模型。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①
交通基础设施（例如新建机场、城际高

万方数据

熵最大化的假设（详见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６９，
１９７０）。

（６）随机效用理论（Ｄｏｍｅｎｃｉｃｈ

ｄｅｎ，１９７５）将个体对于某项选择的偏爱
区分为可观察效用和以一定概率分布的
不可观察效用。基于随机效用理论的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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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选择模型是量化模拟个体选择行为的
经典方法，其主要发明者ＭｃＦａｄｄｅｎ教授

ｍｉｓｅｄ

由此获得２０００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项目负责人为剑桥大学建

⑦动态性强调行为选择的时间维度，认为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ｓｌ由英国工程
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ＥＰＳＲＣ）资助
ｆｏｒ

筑学院的ＭａｃｉａｌＥｃｈｅｎｉｑｕｅ教授，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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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

国外应用城市模型发展回顾与新型空间政策模型综述

团队由剑桥大学、利兹大学、纽卡斯尔
大学等七所英国大学联合组成。项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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