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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向型”以及应对城市日益增长

纵观城市科学的发展历史．从对城市现象

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同时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也

的记载、描述，到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再到对

为城市模型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契机，但相关研究

城市事物之间的关系描述，最后发展到用系统的

需要吸取第一轮研究热潮中的经验教训，促进城

观点看待城市．其发展历程经历了一个从定性到

市模型与规划实践的结合。最后介绍了麦克·巴

定量的过程。在这样的发展规律下．

蒂的城市“新科学”思想、城市定量研究教育的

型”（ｕｒｂａｎ ｍｏｄｅｌ）在城市科学中逐渐成为重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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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高级空间分析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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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城市模型以静态模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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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具有强烈的物质规划倾向、侧重建筑设

ｍｏｄｅｌ）．瓦

门．侧重交通规划和相关工程设计．这使两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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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ｙｔ）提出的土地利用的扇形理论（ｓｅｃｔｏｒ

计与城市设计不同．英美两国拥有强大的交通部

学伯克利分校（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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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华－厄尔曼（Ｅｄｗａｒｄ

的研究人员基于劳瑞模型针对旧金山湾区开发了

ＵＩｌｍａｎ）提出的多核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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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模式（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ｏｄｅ）等。１ ９５０年代

Ｌｏｎｄｏｎ）的交通研究中心。其中，伯克利

多个交通模型．包括１ ９８０年代末约翰·兰迪斯

末．计算机的出现和推广给城市模型带来了新的

（Ｊｏｈｎ Ｌａｎｄｉｓ）开发的ＣＵ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生机．１

禾ＤＣＵＦ一２模型等（Ｌａｎｄｉｓ，１

９６０－１

９７０年代是城市模型研究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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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ｔｕｒｅ）

９９４．１ ９９８）。

高潮．出现了以劳瑞模型（Ｌｏｗｒｙ．１ ９６４）和阿隆
索地租模型（Ｍｕｔｈ，１ 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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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以及土地与交通交互（ＬＵＴＩ）模型．并被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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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６０－１

９７０年代是定量城市研究的黄金时

期．当时的城市模型旨在评估不同城市政策的可
能影响，包括城市更新、税收政策、交通建设、

了以ＭＥＰＬＡＮ模型（ｗ…ｉａｍｓ币１］Ｅｃｈｅｎｉｑｕｅ，１ ９７８）

基础设施建设、区划政策（ｚｏｎｉｎｇ）、住房抵押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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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ｒｒａ，１

９８９）为代表的一

款政策、反歧视政策、就业政策等（Ｌｅｅ，１ ９６８）．

类空间均衡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ｑｕｉｌ衙ｉｕｍ ｍｏｄｅｌｓ）（万

并在高速公路建设、商业选址、住房政策等方面

励．金鹰．２０１ ３）．但至此应用于规划实践层面

获得了实际应用（ＫｉＩｂｒｉｄｇｅ．等．１ ９７０）。但当时

的城市模型仍以静态模型为主。从１ ９９０年代开

的城市模型未能很好的解决实际问题．并受到了

始，计算机硬件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等相关

城市社会学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等的批

领域的发展，以及地理信息系统（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判，城市模型研究的热潮随之减退。

Ｓｙｓｔｅｍ．ＧＩＳ）的日益成熟推动了城市

早期城市模型模拟结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可以

动态模型的发展，出现了元胞自动机（Ｃｅ¨ｕｌａｒ

归结为，城市发展中对政策制定最为关键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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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等。以住房市场为例，它既受到私人部门又受

从当时研究者的国家与机构分布看，美

到公共部门的影响，市场中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在

国在城市模型领域起步较早．宾夕法尼亚大学

规模上极不对等．且住房供给者调整建设供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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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相当明显的滞后性．因此在市场中存在大

９７０年代开展了许多

量扭曲，较零售市场等更为“纯粹”的市场要更

相关研究．如布里顿－哈理斯（Ｂｒｉｔｔｏｎ Ｈａｒｒｉｓ）曾

难以预测。早期城市模型在构建之初对上述问题

开发的Ｐｅｎｎ－Ｊｅｒｓｅｙ交通模型．威廉·阿隆索也是

并非未加以考虑．但它们最终未能很好地把握上

在宾大取得博士学位。英国起步略晚，主要出

述市场的内在逻辑。

现过五六组从事相关研究的团队。１ ９７０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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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问题是早期城市模型面

城市规划领域，应用于城市发展政策评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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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深层原因在于，当时的城市理论不足以

Ｒｅａｄｉｎｇ）曾开展过城市模

为城市模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当时的城市模

型研究．到１ ９７０年代末，剑桥大学和利兹大学

型被批评为“过于简单化”．其实这些模型本身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ｅｅｄｓ）则成为了研究主力，至今仍

可能已相当复杂，只是与其面对城市问题相比仍

是如此．利兹大学的研究更侧重于空间分析．而

然简单。以城市紧急服务设施的规划为例．１

剑桥大学则一直侧重于ＭＥＰＬＡＮ模型开发与应用。

年代．纽约构建了一系列针对火警、紧急救护等

ＵＣＬ的ＣＡＳＡ在经历了约２０年发展后也成为了一支

紧急服务的城市模型．这些模型被用于预测如何

强大的定量分析和城市模型研究团队。除此之

应对突发情况．但它们的预测结果大部分是错误

外，在英国乃至世界各地还存在一些学者和机构

的．当局将消防站等设施部署于模型预测将发生

从事类似工作．如委内瑞拉Ｍｏｄｅｌｉｓｔｉｃａ公司基于空

火灾的地点．但实际上火灾发生在了别处．反而

间投入产出法开发的ＴＢＡＮＵＳ模型．以及为智利圣

加剧了问题。在这个案例中，城市理论的不足主

地亚哥开发的ＭＵＳＳＡ模型（Ｍａｒｔ

要导致了城市模型的两方面问题。第一，模型未

ｉｎｅｚ，１ ９９６）。

９７０

从模型内容看，早期城市模型更侧重于交

能考虑很多微观层面的可能性．如消防员的缺勤

通模拟而非土地利用模拟，这与英美两国的规划

行为——当人们感到规章制度太过束缚时就会做

出自我调整，这是欧美国家很多城市服务都存在

５０年前．最早出现的城市模型均属于集聚模型

的情况。第二．模型未能深入火灾的产生机制．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如劳瑞模型、阿隆索地租模

火灾并不仅与建筑房龄等客观条件相关．还与建

型等，且大多数发展历程较长的城市模型在产生

筑内以及建筑周边的人的个体行为、社会结构等

之初也都是”自上而下“的．随着模拟人口和区

因素相关。
这种理论层面的不足．可以进一步归结为城

域的细化，它们开始逐渐解体。例如．２０年前当
保罗·沃德尔（ＰａｕＩ Ｗａｄｄｅｌ １）开发ＵｒｂａｎＳｉｍ系列模

市理论在不确定性问题方面的不足．同时．人们

型时，它们比现在要更加。集聚“。再如．交通

也未能掌握足够的模拟主体（ａｇｅｎｔ）的行为模式的

模型也呈现出相似的分解趋势．它们从经济学中

相关信息——模拟主体的行为可能看起来是理性

引入了离散选择模型（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的、有章可循的．但实际上他们的理性行为可能

来又引入了高度分解的基于个体建模．从总体出

依循比模型规则更为复杂的逻辑框架。值得一提

行分布（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的是．不确定性也是规划理论研究所普遍关注的

行需求模型（ｔｒａｖｅｌ

问题（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１

家庭活动模型（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９８５；ＡＩ Ｉｍｅｎｄ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１

ｔｒｉｐ

ｃｈｏ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模型演化为出

ｄｅｍ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后又演化为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是对

于立．２００４；赫磊．等，２０１ ２），甚至说。有关

每个个人或家庭行为模式和出行决策的模拟．如

未来的惟一确定因素就是可以肯定未来是不确定

ＴＲＡＮＳＩＭＳ（Ｓｍｉｌｈ．等．１９９５）、ＭＡＴＳｉｍ（Ｂａｌｍｅｒ．

的”（于立，２００４）。因此，不论是传统规划理论

等．２００８）等．它们与ＭＥＰＬＡＮ模型等区域模型将

研究．还是城市模型研究．都在试图从不同角度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个家庭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模拟已大相

理解并应对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

径庭。
目前还存在一类基于微观的土地开发模型
●

（１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并非是以上述方式演化

２当今城市模型研究进展

而来，而是起源于ＧＩＳ技术。这类模型与上述模

”精细化”是城市模型发展的主要方向

型有很大不同．它们并不模拟交通系统．而是直

经过了早期的静态模型阶段．目前绝大多

接模拟土地开发，女Ｉ］ＳＬＥＵＴＨ模型：其中也有部分

数城市模型都属于动态模型，从不同角度可以

模型可与交通模型相交互．但这类模型的实际应

对动态城市模型进行不同的分类．下文将主要

用并不广泛。

２．１

基于上述对城市模型发展历程的分析可以看

用的方法有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的重力模型

出．精细化的城市模型（动态的、基于离散动力学

ｍｏｄｅｌ）．最大熵（ｅｎｔｒｏｐｙ 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理

的、微观的、

。自下而上”的城市空间模型）将成

论模型．来自经济学的阿隆索地租模型．离散

为未来的研究热点。与之相应．城市模型与规划

选择模型（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ｍｏｄｅｌ）．空间投入产

实践的结合也可由宏观的总规层面扩展至中、微

ｍｏｄｅｌ）．回归分析

观的详规层面．如ＭＥＰＬＡＮ．ＴＲ纵．ｊＳ、ＰＥＣＡＳ（Ｈｍｔ

出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模型．来自复杂科学的元胞自动机、

平１］Ａｂｒａｈａｍ，２００５）’自上而下”的空间均衡模型

基于个体建模，以及微观模拟（ｍｉｃｒｏｓｉｍｕＩａｔｉｏｎ

主要应用于评估大空间尺度规划政策的社会经济

ｍｏｄｅｌ．ＭＳＭ）等（Ｐａｇｌｉａｒ９１］ＷｉＩｓｏｎ．２０１０）。但还

影响（万励，金鹰，２０１ ３），而ＵｒｂａｎＳｉｍ等模型已

有少数模型并不能被完全归类．它们的建模方

被应用于世界上的多个城市和地区。

法包含上述多种模型不同部分的融合．一般不
具有。ＭＥＰＬＡＮ。、

。ＳＬＥＵＴＨ。（一种元胞自动机

模型．Ｃｌａｒｋｅ，等．１ ９９７）这样具体明确的名称，

２．２建模方法的四项发展趋势
当今城市的复杂性正在快速提高．为了在越

且往往是。一次性”的．比如专门为东京构建

来越多样的城市问题上为规划决策提供支持．城

的模型、北京城市空间发展分析模型（ＢＵＤＥＭ．

市模型建模方法主要呈现出四项发展趋势。

龙瀛．等．２０１０）等．而不像ＭＥＰＬＡＮ、ＳＬＥＵＴＨ、

第一．宏观模型与微观模型的结合。

。自

ＵｒｂａｎＳｉｍ｛基于ＬＵＴＩ模型框架．微观模拟．基于

上而下。的宏观模型与。自下而上”的微观模型

主体建模．离散选择的一种空间非均衡模型，

既是一种演进关系．也可能在未来的建模中被结

Ｗａｄｄｅｌｌ，２００２）等。软件包”式的模型在多个地

合．比如，将宏观模型用于生成分区尺度的模拟

区有应用。例如．ＢＵＤＥＭ直接面向北京城市规划

结果．将微观模型用于。分配“上述结果．构建

的实践工作．可以用于模拟宏观政策、规划方

出兼具集聚与分解、宏观与微观特征的模型。如

案．发展策略等．并体现了中国城市发展特色制

北京城市发展模型（龙瀛．等．２０１０）即是首先外

度性约束。

生得到每年北京城市建设用地增加量．再根据每

通观城市模型发展历程．其发展趋势在于不
断细分．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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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模方法角度予以划分。从建模方法看．常
（ｇｒａｖｉｔｙ

；一道专

个地块（方格形元胞）的区位．规划条件及周边地
块建设情况识别发展适宜性最高的地块发展为建

灌斟．汨珊

Ｒ

ｅ ｓ日ａ

ｒ

ｃ

ｈ

Ｓ

ｕ

ｍ１１３

ａ ｒ

Ｙ

设用地。

到人类并不能准确预测未来，但可以尝试进行有

第二．城市模型进入为特定问题建立
专用模型的阶段．即开发更为”问题导向
型”（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ｒｉｅｎｔｅｄ）的城市模型，也就是上节

Ｅ

ｚｏ．∞Ａｕｏ．２０’４

几十年发展中积累的大量模型工具是这一趋势的

这是目前一项较为可行的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这

主要驱动力，专用模型可以从多个现有模型中选

一思路来自于宏观经济领域．经济学家采用多个不

取对特定问题最有用的片段并加以组合。打包”。

同的计量模型模拟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体系，然后

除上节所提到的东京城市发展模型和北京城市发展

对生成的不同结果进行选择与讨论，并使决策者了

模型外．欧洲和北美也曾构建若干此类模型．它们

解到模拟结果之间的异同。虽然近年来有多篇论文

是不同模型要素的结合并具备专用软件。但是．

提出这一方法．但类似工作还未在城市研究领域真

这并不意味着综合性．普适性模型开发的终止．

正开展．主要受到两项因素制约．一是采用多重

这两种建模思路将在未来同时推进。如今城市模

视角分析问题需要一个更大的城市模型”工具

型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在扩展．未来既将出现更多

库”作为方法支撑．二是虽然与之前相比建模难

大型综合性模型．也将出现更多“问题导向型”

度在降低．模型模拟能力也在提高．为同一问题

模型。在我国规划编制与城市治理逐渐走向精细

建立多个模型仍将花费不菲。由于上述因素的制

化的背景下．

。问题导向型”模型也将在更多领

约．这一方法在规划实践中可能将首先应用于总

域为提高规划制定的科学性提供支持，如剑桥大

体规划、区域规划等宏观政策，如评估总规用地

学跨学科空间分析实验室（Ｌａｂ

规划、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等。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ＩＳＡ∞）为上海嘉定区创新产业

２．３大数据时代下的城市模型

第三．城市模型研究需要应对快速提高的

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城市研究

城市复杂性。需要指出的是，模型的本质是对现

的大数据时代已经悄然到来。利用城市中不断产

实的简化．是追求简单的．如果模拟对象变得非

生的海量数据如传感器网络（ｓｅｎｓ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常复杂．模型可能需要将模拟对象划分为多个方

社会化网络（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射频识别（ＲＦＩＤ）和

面．比如分别构建针对基础设施建设．住房供

通话记录（ｃａｌ｜ｄｅｔａｉ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等，城市研究者们

给．旧城更新等城市发展特定方面的小型模型，

可以更加直接的从现实数据中挖掘个体行为特

或构建一系列不同复杂度和综合度的模型以应对

征。这些数据为建立城市模型提供了较好的机

不同需要等。同时，数据质量的提高、模型种类

遇．同时也在建模思路和方法等方面提出新的要

的扩展．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有助于应对增长

求。目前．城市大数据研究已在新型交通模型

的复杂性。如信息技术的发展可提供更多在城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市中进行。小范围实验”的机会，也就是在短

发展路径风险分析（ｒｉｓｋ

时间、小范围内进行某种改变并观察人群的反

ｐａｔｈ）、新型出行行为模型（ｎｅｗ
ｆｏ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ｏｂｉ 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备获取即时信息以对交通堵塞．地铁故障等外界

交通需求管理工具ｆｎｅｗ

。刺激”迅速做出反应．由此．城市模型能够
其影响。

。众包”ｏ也是一项重要的新课题．它

ｍｏｂｉＩｉｔ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城市

ａｎｄ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应．比如人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等各种信息设

快速。学习”．及时发现人群行为的新趋势及

ｔｏｏｌ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新型
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ｍａｎｄ）等方面开展（Ｂａｔｔｙ．２０１ ２）。利

用大数据开展城市空间分析与模拟已成为目前学
术界的研究热点。

可以提供传统调研所不能获取的或获取成本相

在大数据时代．城市模型研究的发展态势主

当昂贵的新数据。如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开放街道地

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多个领域的学者共

图．ＯＳＭ）即是由用户根据手持ＧＰＳ装置．航拍照

同关注利用大数据开展城市研究．例如除了城市

片．卫星影像．甚至是自己对有关区域的了解

规划领域本身，计算机．地理信息科学、时间地

而绘制．编辑的地图。近期，龙瀛等（ＬｏｎｇＦＦＤＬｉｕ，

理学等学科也关注大数据挖掘，进而对城市问题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兴趣点）

进行识别和诊断并提出相应的建议。第二，基于

数据识别出了全国２９７个城市的地块尺度的开发

大数据的研究日趋破碎化．即这些研究往往侧重

２０１

万方数据

第四，通过从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构建多个模

所提到的。一次性“模型。城市模型领域在过去

布局开发的基于个体建模的专用模型。

一赫斟浴壁。一ＴＹ可ＬＡＮ兰泰刀Ｅｖ鬲｛

系统的预测。
型．观察并比较其模拟结果来应对不确定性问题。

Ｓｐａｔｉａｌ

一¨ｏ，４＊艟譬格＊∞羞ｖｏｒ．３８

条件的预测．这也意味着人类正在逐渐理解社会

３）根据ＯＳＭ及ＰＯＩ（ｐｏｉｎｔ

ｏｆ

强度和使用功能．为未来城市定量研究提供了数

于城市现象的某一个局部方面．而鲜有综合的分

据基础。以上都是有助于应对日益提高的城市复

析（Ｂａｔｔｙ．２０１ ２）。其原因可能在于大数据的特点

杂性的研究工作。

是广．精和深，适合专业分析和挖掘，而传统的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趋势是，城市模型研究领

城市模型则基于来自多个渠道的数据。第三，大

域正在认真审视自身的预测能力——人们已意识

数据分析算法趋于简单化．甚至有观点声称”数

据就是模型“．即通过对大数据的简单的时间．

方面有所助益，大多数美国大城市都建立了自身

空间和属性层面的统计分析．就可以得到有趣的

的城市模型。但是在英国，人们则不那么乐观，

分析结果。第四．这类研究侧重对城市的现状评

许多规划师并不习惯于使用这些模型．他们认

价而非对未来的预测或对城市系统的模拟．这也

为现实世界过于复杂，并非模型可以预测．因

符合精细化城市模型的特征．即越精细化的模型

此城市模型在英国的应用案例显著少于美国。

越不适合对远景进行判断．而长于对现状的分析

英国的主要应用案例包括大卫·西蒙德（Ｄａｖｉｄ

和问题的识别。

Ｓｉｍｍｏｎｄｓ）咨询公司在伦敦和英国东南部的模型

由于相关研究刚刚起步．大数据的积累也

应用．一两家交通咨询公司的模型应用，以及

刚刚开始，目前的研究集中于短期截面数据．而

ＭＥＰＬＡＮ模型的应用。当然．由于计算机等新技

随着大数据收集时间的增长，５—１ ０年期，甚至

术的影响力持久不衰．英国的情况也有所转变。

更长时间跨度的长期大数据将具备更大的研究潜

而中国的规划人员大多来自设计背景．也并不习

力。研究者有望从短期趋势中识别出长期趋势．

惯于模型。预测“的工作方式．并与英国规划师

这将是研究范式的转变。例如．从短期数据中可

类似．也对城市模型深存疑虑。根据笔者的经

以通过通勤等规律性行为识别出数据中的不同个

验，我国规划师对城市模型还处于了解阶段，对

体．当积累了足够多、足够长期的数据．就可以

模拟的结果表示欢迎的同时，所存在的质疑主要

观察出个体的规律性行为是否发生变化．并识别

来自于模型参数设置的合理性而非模型模拟机制

出趋势。包括一个月内的趋势、半年内的趋势。

的科学性，此外。对发达国家开发的城市模型是

等等。比如，如果信用卡消费数据可以保存２０蛩Ｊ３０

否适用于快速发展的中国也存在疑问。

年，就可以从中观察到每个个体生命周期中消费

第二．职业。文化”也阻碍了城市模型在规划

模式的转变．如随着年龄增长购物量将减少．购

师和决策者中的推广。他们对城市模型相关思想了

物种类也有所不同．反映出生活方式的变化。大

解较少并缺乏相应的训练．同时．城市模型中也存

数据、特别是长期大数据能为城市定量研究和规

在一些规划师和决策者认为需要改变的部分，因此

划决策支持提供哪些新的可能．这还是一个有待

在２０世纪６０至７０年代甚至有人称。城市模型本身

探索的问题．未来将有更多相关研究不断涌现。

就是问题，而非解决方法４。比如，很多模型模

事实上．类似趋势早在ＧＩＳ的发展中即已得

拟的目的在于使城市发展更具自发性，也就是更

到体现。ＧＩＳ的本质就是将数据输入一个空间信

多的发挥。自组织“作用，而决策者的工作在于

息系统，在很多情况下ＧＩＳ仅是以不同方式呈现

为未来发展做出决定以起到。优化“作用．也就

数据．ＧＩＳ以及其他一些基于ＧＩＳ的工具都与数

是进行。他组织“。模型预测结果往往既告诉人

据有非常密切关系。它们可以被称为。数据模

们应该“优化”什么．也告诉人们不应’优化。

型”（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也就是说．数据即是模

什么，这就意味着需要说服决策者。不去做什

型。城市模型研究的确存在这种范式转变，未来

么”．这有时比说服他们。去做什么”更难。

城市模型与数据的关系将会更加紧密．当然．这

第三．在城市模型的第一次黄金时期（１

种趋势是渐进的。而伴随着这一趋势出现的质疑

年代），特别是在美国，许多系统分析与系统发

是，既然“数据即是模型”．那么大数据是否会

展的思想是从军事领域移植而来。在不同领域间

成为城市模型的又一次。安魂曲“。对于这一问

进行这种移植并非易事．相关的技术和工具通常

题．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需要观察新一轮的城

并不能被很好的转换以适应新的需要．模型工具

市模型开发与应用表现，现在才刚刚是开始。

被移植到城市研究之后出现了各种问题．包括数

９６０

据问题，运算问题．财务和资金问题．等等。
由于上文提及的多种问题，到１９７０年代末．

职业“文化”是影响城市模型应用于
规划实践的主要困难

城市模型的第一次研究热潮便消失了。到１ ９９０年

２．４

虽然学术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城市模型

代．甚至更晚至２１世纪初．人们真正进入了一个

领域取得了大量进展．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

数据可获得性与计算机计算能力不再是主要问题

府，学术资助机构等正在对城市模型产生兴趣，

的时期．因此人们对定量城市研究正在产生新的

但城市模型仍未被大规模应用于规划实践。究其

兴趣．城市模型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开始了目

原因主要有３点。

前的第二轮热潮。智慧城市运动也与城市模型的

第一．不同国家的“文化”对待城市模型

新热潮并驾齐驱．但二者在很多方面截然不同。

的态度不同。美国有较为强烈的所谓。技术乐观

智慧城市更加关注短期变化．诸如早晚高峰，一

主义”．比其他国家对待技术的态度更为积极。

天．一周的变化，而城市与区域模型则关注更长

１ ９６０－１

的时间跨度，比如六个月，五年内的住房政策．

９７０年代．美国的规划师和决策者对模型

工具持有非常乐观的期望．认为它们一定在某些

万方数据

交通政策等。但作为用于理解城市的一系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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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具．城市模型与智慧城市的某些方面有所交

积累很多年后．人们就可以观察到城市的演进历

叉，比如非常精细尺度的交通与人流移动问题、

程。这与上节讨论的长期大数据相似，也是某种

紧急车辆调度问题、非常具体的交通系统故障问

意义上的大数据。再比如，交通模型可以具体到

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智慧城市技术所要改

以天或周为单位，模拟人们每天或每周的出行变

善的。因此．ＩＢＭ．思科（Ｃｉｓｃｏ）等公司均在其智

化。也就是说，城市的模拟规则可以更加具体精

慧城市项目中开发了一系列操作性与研究性城市

细。这种。以天或周为单位“的模型在某些领域

模型。怎样才能在本轮定量城市研究热潮中提高

已经存在．比如飞机流量控制就需每天更新交通

城市模型的应用性．促进城市模型与规划实践的

流量数据以维持系统运转。目前，人们需要将这

结合，相关学者需要不断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类工作扩展到土地利用领域，最终形成城市发展
的整体图像。此外，人们还需要发展更多好的工
具方法从中提取有用的信息。事实上．上述要素

３城市模型发展展望

大多都已经存在．但尚未被真正结合起来．这需

３．１城市”新科学”的形成

要大量的人力与资金，但它将使规划更加理性与

在第二轮城市定量研究热潮背景下，麦

高效。

克·巴蒂新近出版了一部关于城市定量研究的

著作——＜城市新科学＞（Ｔｈｅ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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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上大多数规划院校都并未将定量城

市的新科学，而是存在多门这样的科学。称其为

市研究作为规划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就英国而

。新科学”的原因在于．这门科学所使用的技术

言．在１ ９７０年代，英国的城市规划逐渐由偏向建

和工具是相对较新的。与之相对的”老”的城市

筑学转而偏向社会科学．所以英国的大多数规划

科学则是指城市经济学．社会物理学．城市地理

院校既不偏重设计，也不偏重定量研究．而是较

学，以及与交通相关的理论等。换言之．

多从事城市的经济和发展研究．比如城市的发展

。老”

的城市科学可被粗略的称为。区域科学”．更

历程．社会结构、社会福利等。因此．当前许多

多的是基于静态的．截面的．系统论的视角．

英国规划院校既非４设计“也非。技术”。调整

而。新”科学则是基于演进的、复杂科学的视

规划教育体系并非易事．且需要若干年的时间．

角。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这样描述这门。新科

同时还需要许多其他转变同时发生。首先．教育

学”——利用了过去２０至２５年内发展出来的新技

体系的转变需要规划院校教师人才结构的转变，

术和新工具，基于复杂性理论的城市科学。此

引进更多具有相关知识的人员。事实上，有越来

外．

。新科学”也包含多种其他属性．比如离散

越多的研究者正在开始具备这方面的技能．所以

性、

”自下而上”的思想．演进的视角等。

。新

情况正在逐渐改变。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定量城

科学”的形成也说明．学术界在过去几十年中在

市研究并非必须由来自规划教育背景的人员来完

城市复杂性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

成．相反．规划行业中存在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

在麦克·巴蒂提出的。新科学”中．城市复
杂性理论和网络科学是主要两个研究城市的新视

专业人员，其中一些具有较强的“科学导向”．
改变可能来自于这一群体。此外．改变还可能来

角。特别是。网络”（ｎｅｔｗｏｒｋ）和。流动“（ｆｌｏｗ）

自于规划相关的不同机构．比如从事相关业务的

的思想尤为关键，这一思想正在改变城市科学对

大公司、政府部门等，它们各自从不同角度开展

于’场所”（ｐｌａｃｅ）的强调——。区位“并非不

规划工作。例如．ＩＢＭ等大型ｌＴ公司都建立了规划

重要，它的确很重要．但在这门新科学中。网

部门．奥雅纳（ＡＲＵＰ）等大型工程公司也拥有许多

络”、

。流动”以及。动态变化”更为重要。麦

从事定量分析的规划人员．可以说．大型咨询公

克·巴蒂所领导的ＣＡＳＡ近年在城市形态和城市

司．大型ｆＴ公司、大型跨国企业都可能雇佣了规划

网络方面也提出了很多想法和研究方法．比如城

人员．而他们并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规划师。

市受到扰动后的短期动态变化，以及将城市静态

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学院（Ｔｈｅ

ＢａｒｔＩｅｔｔ

模型置于城市动态演变的研究框架内模拟城市短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期变化。这些模型是分散的、片段式的，它们更

这个项目将围绕智慧城市与城市定量分析开设课

偏向于。老“的城市科学，但它们的动态性使它

程．更接近于一个博士预备项目。该项目将教授

们具备了一定的。新科学”色彩。

城市理论、城市模拟方法（如元胞自动机模型与

这门城市。新科学”的长期任务是通过数据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即将开设一个新的硕士项目，

基于个体建模等）．计算机可视化．编程、ＧＩＳ．

对城市发展历程获得更好的理解。比如．通过高

以及智慧城市技术等内容．是将定量城市研究纳

质量的、每日更新的遥感图像．可以观察到城市

入规划教育体系的一个先驱性尝试。

形态每日的微小变化．如一根天线的出现等等，

万方数据

３．２城市定量研究教育的起步

ｃｉｔｉｅｓ）。他在书中提到，并非只存在一门关于城

３．３北京城市实验室的创立

十年的发展后已经大大突破了最初的研究范式，

设计和定性研究一直是中国城市规划和城

并随着计算机科学．经济学．计量地理学等相关

市研究的主流。近期，北京城市实验室（Ｂｅｉｊｉｎｇ

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充实．从最初的空间上集聚

Ｌａｂ．ＢＣＬ）口的成立试图推动中国定量城市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时间上静态（ｓｔａｔｉｃ／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研究的发展。ＢＣＬ是由龙瀛博士发起的网络型实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活动上集聚（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验室，以中国首都北京为主要研究对象，致力于

不断向空间上离散（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时
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活

ｃｉｔｙ

中国城市的科学研究。ＢＣＬ专注于运用跨学科方

间上离散（ｓｔａｔｉｃ／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法量化城市发展动态，为更好的城市规划与管理

动上离散（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提供可靠依据．最终建立起可持续城市发展所需

２０１

要的方法学基础。该实验室融合了规划师、建筑

市中每个个体的行为规则。

师．地理学者、经济学者及政策研究者。目前，

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发展（Ｂａｔｔｙ，

３）．由关注城市运行的宏观规律转向关注城
可以看到，不论是在１

９６０－１

９７０年代城市模型

ＢＣＬ团队成员包括：１位管理主任、４位分工明确

的第一轮研究热潮中，还是现在的第二轮热潮，城

的执行主任．１０位在全球范围内召集的荣誉会员

市系统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始终是城市模型需应对

（ｈｏｎｏｒａｂｌ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由业界资深学人组成）．２２

的主要挑战。但同时，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课题可能

位研究员及２６位青年学生会员。多元化的研究团

也正是传统城市规划技术尚未能良好解决而使规划

队使得实验室拥有独特而强大的研究实力。ＢＣＬ当

师与决策者诉诸于城市模型的一项主要原因。因此

前的研究重点为北京，但未来研究对象将不局限

这既是城市模型的挑战．也是机遇。

于北京．会逐步纳入其他城市的研究成果，如目

虽然目前城市模型在规划实践中的广泛应用

前开展的基于ＯＳＭ干１３ＰＯＩ数据进行的中国城市地块

仍受到建模技术、数据支持．专业教育等方面因

（ｐａｒｃｅｌ）研究就是一项全国尺度的工作。ＢＣＬ名称中

素的制约．但作为提高规划编制与城市管理科学

的“北京”一如１ ９９９年提出的“北京宪章”（Ｂｅｉｊｉｎｇ

程度的重要工具．在智慧城市和大数据热潮的共

Ｃｈａｒｔｅｒ）中的“北京”，只显明其发起之地。

同推动下．城市模型研究将得到更多元背景的学

就具体的研究方向而言．ＢＣＬ研究的并不是
规划信息化．也不是规划新技术的应用，而属于
定量城市研究的范畴（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ｕｒｂａｎ

展前景。

砖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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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ＣＬ通过定量研究的手段开展城市空间分析、统

注释（Ｎｏｔｅｓ）

计、模拟和预测．藉此更客观地认识城市的现状

①ＬＩＳＡ，ｈｔｔｐ：／／ｗｗｗ．１ａｎｄｅｃｏｎ．ｃａｍ．ａｃ．ｕｋ／ｒｅ８ｅａｒｃｈ州８ａ／

和未来．并推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ＢＣＬ的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②众包，ｃｒｏｗｄ－ｓｏｕｒｃｉｎｇ，一种互联网带来的新的生产
组织形式，即企业利用互联网来将工作分配出去、

能应用于城市政策的制订等其他领域。
ＢＣＬ作为一个诞生仅仅３个月的城市实验室．

发现创意或解决技术问题。来自：维基百科。
⑤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Ｉｏｎｇｙ．ｊｉｍｄｏ．ｃｏｍ。

其未来发展潜力是巨大的。正ｊＺｌ３ＢＣＬ微博所述．
“我们以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实验室作为发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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