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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多源数据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城市规划与设计向

智能化的转变 [1]。在传统统计数据（如人口普查）的基础

上，开放数据（如房屋成交信息、交通路况）和位置服

务数据（如手机信令、出租车轨迹）不仅在时空尺度上

更精细地描绘了城市的实时运营动态，而且在分析视角

上提供了认知城市子系统（如经济、社会、环境）关联

性的多元交叉维度。对多源数据的有效利用将推动人们

对城市的多元感知与认知，并促进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挖

掘与凝练 [2]。

不过，由数据驱动的城市研究与实践也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在理论层面，数据导向的研究往往过于关注

对城市发展现象的描绘，缺乏对研究结论的凝练与泛化

（generalization），致使多源数据的价值受制于对案例的

时空表达，而非对城市理论认知的提升。在实践层面，

多源数据常被直接应用于多个相互平行的专项规划，缺

乏对不同城市子系统间相互关联的清晰认知与探讨，这

种“千层饼”式的数据叠加往往无法顾及城市发展中的

博弈关系，难以形成综合性、整体性的空间方案与政策

视角。

为了建立数据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可泛化的空间决

策建议，城市系统模型与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时代逐

渐被应用于城市的研究与实践中。然而，对于城市研究

者与实践者而言，这些新兴方法的理论基础、优势与局限、

应用场景尚未得到系统性的梳理。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将以“空间均衡模型”（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与“对抗生成网络”（GANS: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为例，介绍城市系统模型与人工智

能技术的理论内核，探讨两者的优势、局限和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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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多源数据兴起，城市系统模型与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建立数

据间内在关联（如非线性与因果性关系）的核心基础。本文以两者的典型

代表——“空间均衡模型”与“对抗生成网络”为例，总结梳理两者在城

市研究与实践中的理论基础、优势与局限以及应用场景。城市系统模型

更适用于支持大尺度的规划实施评估（通过反事实模拟）与空间规划编制

（通过情景预测），而人工智能技术则更适用于基于现状案例与规划指引

的小尺度城市空间形态生成。基于两者的优势互补性，跨尺度的模型耦合

可以为探索因地制宜、多维度共赢的城市决策提供可量化、可解释的科学

依据。本文解释了多源数据在规划与设计中囿于现状描绘的局限与原因，

挖掘了其在模型支撑下辨析城市问题与优化空间决策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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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基于笔者的近期工作，总结梳理两者在城市规划与设计决

策中的应用场景与案例。

1  多源数据背景下城市研究与实践的局限

在多源数据背景下，如何建立并理解不同城市子系统间

的关联性是探讨城市发展问题的基础。然而，城市研究者与

实践者往往缺乏对关联性的本质理解，具体表现在对城市发

展中存在的非线性（nonlinearity）与因果性（causality）缺乏

关注。

1.1  “线性”与“非线性”
城市作为复杂巨系统，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往往存在

“非线性”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无法在传统线性模型的假设

中得到充分体现。例如在对城市房屋与土地市场的探索中，

特征价格模型（hedonic price model）常被应用于建立房地产

价格与城市多元要素（如可达性、公共服务设施水准、宏观

经济利率等）间的线性关联 [3]，并在供需端关系保持不变的

假设前提下，评估、预测房屋和土地的单价。

然而，供需不变的假设前提往往并不适用于对城市规

划与设计影响的探讨。例如：规划设计中对居住建筑面积的

增加将引起住房价格的下降，而降低的房价将吸引周边居民

迁入，从而提高地区的住房需求并推高房价，直至新的价格

可以使区域的供需达到新的均衡状态。这些供给端（如建设

用地的增减）与需求端（如劳动力的流入流出）的非线性变

化过程难以由简单的线性假设描绘。因此，基于线性回归方

程建立的城市多元要素联系并不适用于供需条件发生变化的

场景。

1.2  “相关性”与“因果性”
由多源数据驱动的城市研究与实践往往过于强调（甚至

满足于）对变量间相关性的揭示，缺少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与

推断。而可被量化的因果关系是支撑城市中远期规划与设计

决策的科学基础。

珀尔和麦肯齐（Pearl & Mackenzie）提出了理解变量间相

互关系的三个层级：关联（association）、干预（intervention）

和反事实（counterfactual）[4]。在关联层，研究者通过对数

据的观察寻找数据集中存在的潜在联系，如基于“大数据”

探索城市人口变化与其他相关城市要素间的关联。但是，关

联的存在并不能代表因果关系，所以在干预层，研究需要进

一步解释对自变量的干预是否会导致因变量的变化，如地区

住房的增长是否会导致地区人口的增长，形成因果推断。最

后，反事实层将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反思和溯因，如假设地

区住房的体量不存在变化，地区人口是否还会继续增长 [4]。

然而，目前数据驱动型的城市研究与实践往往停留在关

联层，关注“曲线拟合”能力的提升 [5]，无法解释干预层与

反事实层的相关问题，也因此难以对城市系统的整体、部件、

子部件进行符号化抽象 [6] 与因果关系构建。

2  城市系统模型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代表性理论

城市系统模型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理解城市系统的

“线性与非线性”和“相关性与因果性”提供了依据。近年

来多源数据发展所带来的计算能力提升、数据质量提高，也

逐步解决了李（Lee）在 1973 年对城市模型提出的技术质疑

与批判 [7]。

基于应用城市模型与人工智能辅助规划的相关研究综

述 [2,8-9]，本节分别以两者的典型代表——“空间均衡模型”

与“对抗生成网络”为例，阐述相关理论内核，并对其在多

源数据背景下理解城市系统“线性与非线性”和“相关性与

因果性”方面的优势与局限进行梳理。

 

2.1  空间均衡理论下的城市系统
空间均衡理论将城市抽象描绘成一个封闭经济体 [10-11]，

关注城市发展过程中消费者（居民）与生产者（企业）之间

的互动关系。如图 1 所示，消费者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收入，

并将收入投入商品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同时，来自消费者的

市场需求为生产者带来产品收入，以此覆盖其对劳动力和房

地产的支出，从而形成资金流动的闭环。

在空间层面上，消费者和生产者基于效用最大化原则，

依据市场变化与政策变动作出选址决策。例如：来自房地产

市场的供给变化（如新增居住用地与住宅）会造成房地产价

格的变动，从而使消费者与生产者作出新的区位选择，直至

整个封闭经济体中形成新的均衡状态（供需平衡）。

图 1  空间均衡模型结构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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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均衡模型可以同时反映城市系统中的非线性与因果

性。近年动态性递归（recursive dynamics）模块被引入空间

均衡框架 [13]，以此串联起多个静态的时间截面，使空间均

衡模型在城市应用中不仅可以关注其均衡状态，而且反映了

生产者与消费者在趋向空间均衡中的非线性变化过程，从而

更清晰地模拟各市场间的动态关联。而在模型闭合（model 

closure）阶段，研究者与实践者可以依据实际分析需求设定

相应的内生与外生变量，从而理解外生变量（如规划政策）

的改变对内生变量（如人口与产业分布）的因果作用。 

然而，空间均衡模型因其严格的理论基础与框架更趋

向于反映城市发展的总体趋势，在精细化的分析中具有较大

的应用局限性。例如：消费者与生产者在空间均衡模型中常

被认为是同质化的整体，个体间的互动关系在模型中难以得

到具体的体现与阐释。此外，空间均衡模型的核心输出主要

包括区位分布（消费者、生产者）、价格指标（工资、房价、

物价）和空间联系（交通），而无法对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的

设计起到直接指导作用。

 

2.2  对抗生成网络下的方案生成
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下的计算机辅助（computer-aided）城

市规划与设计主要分为基于过程和基于案例两大类 [14]。其中，

基于过程的模型依赖于用户对生成规则的制定，例如通过设

置总体目标与局部限制枚举生成可选方案；基于案例的模型

则通过提取并学习海量案例库中的特征要素，确保生成方案

与训练数据集的特征一致。

随着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的发展，对抗生成网络作为

基于案例的计算机辅助生成方法逐渐被应用于不同尺度的城

市规划与设计。对抗生成网络通过生成器（generator）生成

新数据，通过判别器（discriminator）判断生成数据是否来

自真实的训练数据集。两者通过迭代对抗训练，直至生成器

生成的新数据无法再被判别器辨别真伪（即新数据是否与训

练数据集的特征具有一致性），以此在计算机神经网络中建

立起正确的“刺激—响应”连接渠道。对抗生成网络在“规

律”（即使是不可解释的规律）抽象与提取方面的优势可以

使其快速生成与现状城市发展相似的案例（如城市空间形

态），为城市研究者与实践者提供多项比对方案。

然而，对抗生成网络在城市规划与设计实践中面临以

下两点局限。第一，目前对抗生成网络的研究多局限于基于

案例的计算机辅助，使得其生成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训练

数据（案例）全面性和多样性的影响，并使其生成过程“黑

箱”化。第二，对抗生成网络虽然可以形成描绘城市要素关

联性的非线性函数（或函数族），但这些函数（或函数族）

难以反映出要素间的因果关系。

3  城市系统模型与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规划与设
计决策中的应用

本节将以笔者及其团队在城市系统模型与人工智能技术

方面的应用为例，阐述如何通过利用两者的优势，支撑其在

城市规划与设计中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具体包括规划实施评

估、空间规划编制和城市设计方案制定三大部分。

 

3.1  规划实施评估 ：反事实模拟
规划实施评估是反映现行规划实施情况、揭示城市空间

布局问题、推动空间规划编制的重要基础性任务。而在指标

对比、差异识别之外，如何通过海量多源数据对规划实施效

果进行系统性、针对性的解析与反思，将成为规划实施评估

中的重要内容。

城市系统模型与多源数据结合下的反事实模拟

（counterfactual simulations）为规划实施效果评估提供了一

种新的模式——它可以通过重构规划历史情景，寻找影响规

划实施效果的核心要素，并量化评估不同规划要素在地区发

展中造成的影响 [15]。

以特大城市上海的通勤为例，基于对手机信令与综合交

通调查等多源数据的综合分析发现，上海在 2010—2015 年

间的平均通勤距离从 8.2 km 增至 9.0 km，而以市中心为通

勤终点的距离从 12.0 km 增至 13.0 km[16]（表 1）。尽管规划

实施评估应对快速增长的通勤距离给予重视，但传统的评估

方式难以在综合性的规划方案中对潜在的核心问题进行精准

定位。例如：尽管职住平衡作为减缓通勤距离增长的核心手

段已在现行规划中被提及，但明确职住平衡所涉及的具体专

项规划和判断各专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则需要模型的辅助。

基于 2010—2015 年间的城市发展现状（就业增长向中

心集中、住房增长向市郊扩散），杨天人（Yang）以减少上

海市中心的通勤负担为目标，设计并模拟了以下三个反事实

模拟情景：情景一为市中心住房供给增长，即假设在其他外

部环境不变的情况下，5 年内的所有住房增量都位于市中心； 

情景二为市中心工作岗位（与商业办公用房）外迁，即假设

在其他外部环境不变的情况下，5 年内的工作岗位（与商业

办公用房）增量全部位于市区以外；情景三为综合措施，即

以上情景一与情景二的结合 [16]。

研究结果表明，所有的反事实情景都可以减少通勤距离

的增长（表 1）。而相对于情景一（居住用地选址），对商业

办公用地（和就业地点）的科学选址与规划可以更高效地缓

解上海在 2010—2015 年间新增的通勤交通压力。现行规划

政策应鼓励就业的外向疏解，并应注重在近郊、城市副中心

设置商业办公用地和创造工作岗位。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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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促进通勤距离减少的政策组合（情景三）并不一定会起到

政策优势相互叠加的正向效应——当规划政策的核心只放在

市中心时，城市副中心和城市远郊的通勤情况将会加速恶化，

从而在区域尺度抵消局部地区规划实施效果所带来的优势

（情景三的全市平均通勤距离高于情景二）。

总体而言，城市系统模型应用中的反事实模拟可以帮助

规划师与决策者寻找到影响规划实施效果的核心要素，从而

及时反思现行规划中存在的潜在冲突与缺陷，为城市治理与

规划方案调整提供重要依据。

3.2  空间规划编制 ：情景预测
多源数据为系统评估城市过往发展提供了可量化依据，

但在面向未来的规划设计领域，如何以数据为出发点，为空

间规划编制提供科学指导已成为当前的热点议题。通过模型

校准（calibration）与预测能力验证（validation）[12]，城市系

统模型为规划编制提供了基于情景预测（scenario forecast）

的参考方案。

情景预测可以对空间规划方案的综合性结果（如经济、

社会、环境影响）进行推演。以城市副中心（或新城）规划

为例，副中心的规划目标涵盖了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福祉

提升、交通疏解等各方面。基于城市多源数据，杨天人等

（Yang et al.）发现在上海多中心发展的现行规划政策下，副

中心住宅建筑面积快速增长，并吸引了大量人口迁入。然而

从城市经济角度出发，尽管在城市副中心已有大量的基础设

施投入，城市的竞租曲线（bid-rent curve）却依然呈现典型

的单中心发展模式，这意味着副中心在房地产市场中并未形

成新的远郊价值增长极 [17]。

基于副中心发展中可能存在的博弈关系，杨天人通过城

市系统模型建立起人口分布、土地价格、社会福祉、通勤分

布间的互动联系 [12]。基于上海 2035 年的远期发展目标（如

总人口、总住房增长等），研究探讨了不同发展情景下的城

市变化，具体包括：（1）趋势发展；（2）职住错配；（3）副

中心选址变更。模型结果表明，2015—2035 年间，若副中心

只进行住宅建筑开发，其土地价格每年平均增长仅约 0.5%；

若副中心只进行商业办公建筑开发（以及增加对应工作岗

位），其土地价格每年平均增长约 14.2%。然而，土地价格

的增长也可能导致居民福祉（消费者盈余）的降低。可见，

模型的介入可以协助相关地方规划的编制，从而因地制宜地

协调住宅、产业（工作岗位）、交通三者间的均衡发展模式。

此外，研究在探索副中心潜在选址时发现，相对于现

行规划设定的城市副中心（与城市主中心的平均距离约为

40 km），若选址在离城区较近的市镇（约 30 km），将在牺

牲一定社会福祉的基础上（约占上海年度 GDP 的 0.3%）带

来更高的土地价值收益（约占上海年度 GDP 的 0.5%）。模

型的介入提供了由土地收入反哺当地基础设施与民生工程发

展的潜在选址可能。

对城市系统间动态复杂关系的理解，往往能改善规划政

策与市场反应的错配。而基于城市系统模型的情景预测可以

对不同规划策略的优劣进行权衡，并促进多学科、跨部门的

合作，避免城市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零和博弈，从而探索

因地制宜、多维度共赢的最优方案。

 

3.3  城市设计方案制定 ：空间形态生成
城市多源数据的兴起也为城市设计方案的科学制定提供

了基础。如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空间形态生成（urban fabric 

generation）可以基于对已有城市街区案例的学习，建立多维

度要素（如地形、路网、建筑物）间的组合关联，从而在

指定区域生成符合现状案例特征和规划编制要求的空间设

表 1  以不同位置为起点和终点的上海市通勤距离反事实模拟（单位：km）

位置
2010年 2015年（现状对照） 2015年（情景一） 2015年（情景二） 2015年（情景三）

起点 终点 起点 终点 起点 终点 起点 终点 起点 终点

市中心 10.7 12.0 11.2 13.0
11.6

（4%）

12.4

（-5%）

11.6

（3%）

12.8

（-2%）

12.1

（8%）

12.2

（-7%）

近郊 8.2 3.5 9.1 3.7
8.5

（-7%）

3.8

（4%）

8.3

（-9%）

3.7

（0%）

7.8

（-15%）

3.8

（4%）

副中心 5.6 6.7 6.7 7.2
6.0

（-10%）

7.9

（9%）

5.6

（-10%）

7.5

（3%）

5.5

（-18%）

8.1

（13%）

远郊 4.5 4.6 5.7 5.3
5.0

（-12%）

6.1

（14%）

5.0

（-12%）

5.5

（4%）

4.6

（-20%）

6.4

（21%）

全市 8.2 8.2 9.0 9.0
9.0

（-1%）

9.0

（-1%）

8.5

（-5%）

8.5

（-5%）

8.6

（-5%）

8.6

（-5%）

注：括号内百分比代表了不同反事实情景中通勤距离与现状对照组通勤距离间的差异。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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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案。

在城市街区案例积累与学习方面，方舟等（Fang et al.）

基于对多源异构数据（包括地形、路网、三维建筑物、交通

流量、POI、人口分布等）的多通道图片转化，提出了综合

性描绘现有城市空间形态（城市肌理）并建立数据集的技术

方法 [18]。在此基础上，几位学者设计了依托卷积神经网络

（CN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的多尺度城市空间形

态分类模型，并通过对欧洲城市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该类模型

在以下应用场景的有效性 [19] ：（1）辨析（影响城市空间形态

的）要素在空间上与维度上的关联（即图片通道内和通道间

的数据相关性）；（2）判别城市空间形态特征（即提取多通

道数据特征并归类），如所属城市、肌理类型和建设时期。

此外，他们引入机器视觉中的图像补全（image 

inpainting）概念，通过训练条件对抗生成网络（CGANs: 

condition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对现有多通道城

市空间形态图片进行学习和对抗生成。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在

当前基于案例应用中的局限（即缺乏可解释性的“黑箱”特

点），进一步探索基于案例与基于过程这两类相结合的对抗

生成网络 [20]。如图 2 所示，方舟等同时将案例信息（即基

础空间信息，如地形、多层级路网）与过程指引（即规划导

则，如街区形态、核心节点）集成在多通道图片中，并通过

随机生成的掩膜（mask）来定义目标生成区域，进而循环训

练对抗生成网络，建立通道间（不同数据信息间）和掩膜内

外（生成区域与周边现状）的条件生成关系，使训练后的对

抗生成网络可以生成既与周边现状融合又符合规划导则的路

网方案 [20]。

对规划与设计行业知识设定（基于过程）的引入可以增

强传统对抗生成网络的可控性，也为城市系统模型与人工智

能技术提供了潜在的结合点。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空间形态

生成可以挖掘并延续城市空间的地方特色，同时通过进一步

衔接城市系统模型的指标性结果，为规划与设计提供指引，

从而快速生成不同规划情景下所对应的城市设计方案。因此，

由模型输出的方案可以同时满足基地条件（如地形）、周边

形态（如路网连接）和规划指标（如人口、住房密度）与设

计导则（如街区类型）的指引。

4  结语

多源数据的兴起为城市规划与设计带来了理论探索与方

法革新的机遇。基于多源数据的研究与实践应强调建立城市

子系统间可被解释的关联性，并通过辨析城市复杂系统中所

存在的“非线性”与“因果性”，为理解城市问题、提出空

间对策提供综合性的科学视角。

城市系统模型与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探索并挖掘城市多源

数据内涵的代表性方法，在支撑城市规划与设计决策的应用

中存在着不同的优势与应用场景。城市系统模型具有成熟的

理论基础与严谨的因果推断，而多源数据的兴起也弥补了其

⊙

真实路网

Loss_cn

Loss_cd

总损失

生成器

参数

判别器

参数

指引信息

案例信息

掩膜

生成器损失

判别器损失

C

C

C 连接（Concatenation）

⊙

通过最小化总损失迭代更新
生成器与判别器中的参数

元素相乘
（Element-wise multiplication）

遮蔽后真实路网
(y’_cn)

生成路网
(y_cn)

图 2  基于对抗生成网络的空间形态生成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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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中的数据缺口，使其能因地制宜地揭示城市子系统发

展间的动态博弈关系。在大尺度的城市规划实践中，城市系

统模型可以通过反事实模拟与情景预测，为规划实施评估和

空间规划编制提供可量化、可解释的指标性结论和科学依据。

人工智能技术则因其对多源数据特征抽象化、关联化的优势，

可以在小尺度空间上应用于城市空间形态分析（如形态聚

类、地方特色提取）等无需强调因果关系的规划与设计场景。

在城市设计实践中，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模型可以通过空间

形态生成，快速形成能融入城市肌理、符合设计指标与导则

的多选方案，为设计师、决策者和公众提供更多互动与比对

选择，从而辅助城市设计方案的优化与制定。

在多源数据精准度与覆盖度逐渐完善的基础上，城市研

究与实践应进一步探索城市系统模型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在

优势互补性，从而为不同空间尺度下的研究问题与设计决策

提供一体化的研究方法与科学依据。例如：区域尺度上情景

预测模拟的结果可以指导地区尺度上设计方案的制定，而地

区尺度上的指标方案调整可以反馈至区域尺度，从而通过迭

代更新跨尺度的模型结果，支撑全局最优与局部最优权衡下

的方案决策。

感谢北京建筑大学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课题

《城市空间发展决策支撑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以北京市中心

城六区为例》、美国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城市中国计划、国

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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