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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如今的城市已

经步入了一个“大智移云”（大数据、智能化、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的时代 [1]，各种技术紧

密结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改变着城市居民的传

统生活方式，而且有望掀起新一轮产业变革

（图 1）。当前，结合数字化的相关技术，城

市设计方法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发展阶段的新

特点 [2]。智能化使得城市的数据库与多源大数

据挖掘紧密结合，进一步支撑和发展了人工智

能在城市设计中的方法运用与技术创新。通过

物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紧密结合，产生了更多

的城市大数据。在城市设计过程中深入分析、

挖掘多源大数据，可帮助城市设计者更好地分

析判断城市发展问题，指导城市设计 [3]。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与城市设计技术的结

合，能够更加高效迅速地模拟并计算不同城市

设计方案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 [4]。以往的城市效益优化分析，往往需

要设计者构建模型，并根据反馈结构进一步优

化方案。通过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结构的系统构

建 [5]，能够将效益分析与设计优化一体化，大

大提高设计的效率。

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现已广泛涉及空间、

生态 [6]、交通 [7]、公共管理 [8] 等多个方面。在

城市空间方面，目前的研究在结合计算机视觉

技术的城市影像方面成果较为成熟 [9]，通过图

像学习生成各类建筑、城市街景乃至更大尺度

的城市形态平面方案 [10]。1980 年代初，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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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等方面取得了发展突破，传统的城市设计技术方法也面临着升级迭代的重要契机。本

文从系统阐述国内外人工智能与城市设计技术方法的结合模式入手，以城市中广泛存在

并能衔接宏观城市尺度与微观建筑尺度的街区尺度为研究对象，通过进化算法、适应性

算法和有监督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方法，构建了街区三维形态的智能化设计模块，并提

出一套较为完整的城市街区三维形态智能化设计技术流程。在此基础上，通过结合特定

具体场地，研究了人机交互下从基底搭建、方案生成到人机交互的实践探索，提出了人

工智能与设计师交互式的城市设计模式。本文以街区尺度为媒介，试图解决当下人工智

能城市设计在不同尺度上的生成逻辑阻塞与内在机理不明的问题，为未来数字化城市设

计技术方法的迭代转型以及相关设计辅助系统的开发研究等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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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尝试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建筑设计领域，苏黎世

联邦理工学院（ETH）教授施密特（Gerhard Schmitt）提出

将“计算机创造力”与“用户交互”相结合 [11]，在建筑尺度

层面引发了“数字链”建筑生成 [12] 等众多理论与技术探索，

为人工智能在城市设计领域的研究探索提供了思路和基础。

此外，关于城市形象智能算法 [13]、大规模程序化自动建模 [14]

等计算机领域的技术方法的突破创新，也为人工智能与城市

设计结合提供了技术支撑。

中国城镇化进程正在经历“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

的新阶段①，在城市设计中，常需要在片区开发总量既定

的情况下推敲各个街区的多种三维形态可能性，以配合开

发总量及指标在多街区之间的分布设定与调整。同时，需

要推敲各种开发强度分布设定下所对应的具象三维建筑群

体体量，以谋求整个规划范围内的城市形态控制。长久以

来，这项从指标到形态的生成工作都是由设计单位的大量

设计助理手动完成，当需要调整各街坊的指标设定时，上

述过程需要重新来过，工作量巨大，直接影响设计推敲调

整的积极性，最终影响设计质量。在人工智能与设计领域

结合的第二次机会的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在街区尺度的

城市设计领域已有一定研究，目前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向。 

（1）针对功能单一街区基本规范的方案强排设计。目前大

部分既有研究集中在居住区为主的生成式设计，依托住区设

计中体系化的规则参数生成强排方案 [15]，并结合日照、消防

等指标予以优化评价 [16]。此外，该类方法在规则约束明确的

高层建筑群生成中也有一定研究 [17]。（2）针对模数明确的历

史街区肌理设计。依托传统建筑聚落和街巷肌理特色模数，

通过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建立数字化生成设计工具，生

成历史街区形态肌理 [18]。（3）基于案例库学习的住区建筑群

落形态设计。通过非结构化数据库的搜索技术，找到可适当

变形的案例模型，以实现自动生成符合各项专业要求的高层

居住街坊 [19]。（4）基于邻近街区特征识别的机器辅助设计。

通过附近街区建筑和社会经济特征来识别特定类型的城市环

境和主要街道，从而指导城市设计 [2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逐步被应用于城市设计领域，实现了

从确定抽象开发量指标到自动生成具象三维建筑群体体量，

但仍存在以下问题。（1）现有图像学习等方法在城市设计领

域应用不足。虽然来自人工智能领域的计算机视觉技术经

过 40 余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由于现有图像学习

等智能生成手段的不可控性不易解释，单纯的图像学习方法

难以实现非居住类用地的街区形态与建筑尺度的内在机理学

习，导致人工智能生成方案仅适用于空间规划较为简单的居

住用地，而难以满足不同用地性质混合情况下对空间组合的

特定要求。（2）街区层面设计思维逻辑难以体现多尺度城市

设计决策要求。从建筑出发的“自下而上”的设计思维适用

于小尺度、功能单一的地段，而城市设计更注重对城市空间

形态和风貌的整体控制，需要强调不同街区间的功能、空间、

景观、交通、步行等联系，也需要采取“自上而下”的设计

思路，但目前存在对应不同尺度的设计方案信息难以传递的

问题。（3）应对不同功能地块的街区尺度城市设计方法缺失。

目前街区尺度的人工智能城市设计主要面向功能单一的居住

区、历史街区等，而不同功能街区的建筑排列组合的设计思

路，与居住区、历史街区等生成方法不尽相同，在设计规范

方面也存在较多差异，因此需要寻找一种更加共融的智能设

计思路。（4）“黑箱”整体生成模式缺少逐级交互优化机制。

图像学习生成住区强排方案等方法更多的是采取对抗网络直

接生成方案，并采取基本规则规范进行校验，但不同街区的

功能并不像住区在道路及步行体系上偏向自洽封闭的设计思

路，传统的设计流程会综合不同街区的道路、步行路径乃至

建筑进行多轮方案设计，而目前“黑箱”这种整体生成的方

式阻隔了设计师逐级交互优化的机会。

① 2017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城市设计管理办法》，提出城市设计需贯穿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

图 1  创新周期和技术潮涌波次

年1785 1845 1890 1950 1990 2020

创新周期 创新周期 创新周期 创新周期 创新周期 创新周期

第一次潮涌：
铁、水力；
机械，纺织

第二次潮涌：
蒸汽机；
铁路、钢

第三次潮涌：
电力、化工；
内燃机

第四次潮涌：
石化、电子；
航空

第五次潮涌：
生物技术；
软件技术；
信息技术

第六次潮涌：
工业生态学；
可再生能源；
纳米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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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研究在梳理了国内外人工智能在城市规划与设

计技术应用研究脉络的基础上，重点聚焦于街区尺度城市设

计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方法的结合，希望能在既有研究的基

础上进一步拓展：（1）在研究对象上，从居住等单一功能街

区拓展到不同功能地块组成的街区；（2）在生成逻辑上，将

“黑箱式”的一键生成方法思路拓展到“道路—步行—建

筑”等自上而下思路；（3）在生成算法上，将图像学习、贝

叶斯参数化等传统单一方法拓展到与街区内的道路、建筑等

不同要素相组合的生成算法库；（4）在设计交互上，将最终

结果导向的选择式交互拓展为逐级生成的过程式交互。

1  街区三维形态智能化设计的总体架构

本文按照自上而下的城市设计逻辑来架构街区三维形态

智能化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模块：街区三维空间—基底

计算模块、方案规范转译—智能控制模块、整体智能设计—

逐级生成模块、人机协调设计—逐级优化模块（图 2）。
（1）街区三维空间—基底计算模块。获取目标街区及其

周围街区的地理信息数据，构建三维空间沙盘。由测绘无人

机采集目标街区及以目标街区为中心向外扩展一个街区的地

理空间信息，通过内置数据采集模块，将栅格格式的图像信

息转换为矢量数据，并录入地理信息平台。在地理信息平台

中，将街区的地理空间矢量数据转换至统一坐标系进行空间

地理坐标与投影坐标对位，并制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沙盘。

其中地理空间信息包括街区道路、街区建筑、街区公共空间

和街区地形地貌。

（2）方案规范转译—智能控制模块。转译提取各类上

位规划文件和各级规范标准中的设计条件并进行空间信息配

准，将前置设计条件以属性表形式嵌入目标街区。采集涉及

目标街区的专项规划、控规文本和相关规范标准①，并通过

加载数据库组件提取街区设计条件，组件中预先设定街区设

① 相关法定规范包括《商店建筑设计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

图 2  街区三维形态智能化设计模块总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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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建筑群落智能生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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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地块周边建筑信息与道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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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控规道路信息输入，划分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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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规划规范要求置入

获取城市设计现状建设方案案例库

提取城市设计方案案例特征指标体系

对特征参数优先级排序，建立特征指标体系决策树

根据决策树优选出相似案例，形成特征学习案例库

基于特征学习案例库形成不同道路方案标签风格

输出复合规范要求的道路网络方案并生成特征参数

基于特征学习案例库形成不同步行方案标签风格

输出规则优化后的不行体系方案并生成特征参数

基于特征学习案例库形成不同建筑方案标签风格

输出规则有划痕的建筑群落方案并生成特征参数

输出交互参数报告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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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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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条件的提取内容。将采集的街区设计条件进行标准化处理，

统一数据格式，与三维空间沙盘进行空间匹配，并以属性表

的形式链接至目标街区。

（3）整体智能设计—逐级生成模块。基于所提取的设计

条件，生成街区三维体块，同时基于对建筑组合的机器学习，

生成三维的建筑模型，并对建筑形态进行优化。在街区尺度上

采取逐级生成方案并逐级优化的路线，包括街区二维平面、街

区三维空间体块、街区公共空间、街区人行出入口、街区塔楼

建筑和裙房建筑、街区建筑体块方案。同时构建街区三维轮廓

线训练样本库，通过加载机器学习模型生成街区三维模型，并

对裙房建筑形态进行优化，生成多个街区建筑体块方案。

（4）人机协调设计—逐级优化模块。用全息沙盘显示生

成的街区设计方案，并构建交互反馈的指令库，选择和识别

指令，指令处理与结果反馈显示。通过构建城市设计方案的

全息沙盘和虚拟现实即时交互系统，可实现设计师对城市设

计方案即时、准确、高效地反馈调整，解决传统方案展示和

调整存在的视角单一、互动性差、调整延时、后续工作周期

长等问题。

2  街区智能化设计的四种方法

在街区三维形态智能化设计总体架构的基础上，通过进

化算法、适应性算法和有监督深度学习、逐级交互设计等人

工智能方法，构建街区三维形态的智能化设计模块。

2.1  进化算法 ：映射设计内在规律与机理
进化算法包括遗传算法、遗传规划、进化规划和进化策

略等，指从任一初始的群体出发，通过有限随机选择、变异和

重组过程，使群体进化到搜索空间中越来越好的区域（图 3）。
遗传算法在建筑群落布局中已有应用 [21]，而进化算法中的适

应函数，可以置入大量城市规划与设计的规范、技术标准和经

验值域，进一步限定随机选择的方向，并能针对线性网络的不

同原型模式进行进化约束，较适合道路和步行网络的生成。

2.2  适应性算法 ：学习现有经验与知识
适应性算法利用现有城市建筑、路网等矢量大数据构建

街区案例学习库，并结合设计目标地块的指标，构建案例匹

配决策树。本研究课题组近年来在中心区实地调研的基础上，

结合大数据相关技术，采集了国内外主要城市的空间数据成

果，包括建筑、道路、水系、绿地等，并在此技术上针对主

要城市的空间数据进行多轮清洗，剔除搭建地和棕地等建筑

较少、质量较差的街区空间数据，筛选出代表性较高的六大

类不同功能街区数据。将目标地块中对应指标和规范的相似

案例选出，并基于街区用地性质、形态指数、街区面积等不

同影响要素，构建参数化适应性设计操作谱系（旋转、缩放、

拉拽、删除等），将现有的具有不同风格和处于不同环境的

城市街区方案适应到目标场地中，从而形成满足不同地区特

色需求的方案数据库（图 4）。

2.3  有监督深度学习 ：方案控制与风格选择
监督学习方法是目前研究较为广泛的一种机器学习方

法，例如神经网络传播算法、决策树学习算法等已在许多领

域得到成功应用。在传统城市设计分形视角下，对不同功能

细分的街区形态量化指标已有研究 [22]，结合不同功能的街区

形态特征指标并连接街区已有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各类管控指

标，可构建街区决策树 [23]。通过有监督学习算法分析训练数

据，城市设计的智能方案允许确定各类标签，并用已知某种

方案的控制要求或某些风格特性的样本作为训练集，以建立

一个确定风格的方案库，再用已建立的方案库生成新的城市

设计方案（图 5）。

2.4  逐级交互设计 ：沉浸式方案场景设计
交互式设计技术最特殊的地方在于人机高度交互。应用

于设计中，主要表现为虚拟交互，通过手势、点击等动作的

识别来实现交互技术，将虚拟的设备、产品展示给设计者。

例如：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体实验室（MediaLab）开

注：研究对象以（0,0）为原点，在抽象的矩形理想街区中生长。坐标中的数字单位为 m，负值表示生长方向相反。

图 3  基于进化算法的街区步行体系 N 轮生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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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 CityScope 等项目中，通过光学标记的乐高对象阵列、

计算机视觉和 3D 投影映射协作组成有形交互矩阵（TIM），

城市设计师可以复制、移动对象来改变数字屏幕上的三维方

案模型，而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则将 VR 交互沙盘、城市立方

等技术工具运用在科研与实践中（图 6）。

3  “匹配—生成—反馈”逐级智能化设计技术流程

3.1  案例库智能决策 ：多因子决策树逐级匹配
采集设计地块周边一定范围内建筑、道路信息的矢量二

维数据和周边建筑倾斜摄影三维空间信息；获取上位规划中

设计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里围合该地块的道路的 CAD 格式

数据，以及设计地块内部的地块控规指标数据，统一矢量数

据坐标并将控规指标与设计地块的建筑—道路空间模型建立

连接关系；获取城市设计现状建设方案案例库，提取城市设

计方案案例特征指标体系，对特征参数优先级排序，并构建

特征指标体系决策树（图 7），根据决策树优选出相似案例，

形成特征学习案例库。

3.2  整体性智能设计 ：“道路—步行—建筑”逐级生成
本研究通过街区三维形态的智能化设计方法模块，整合

了进化算法等既有研究中较为成熟的生成方法，并重点针对

不同功能的街区建筑群落设计做进一步的方法探索，试图构

建“道路—步行—建筑”逐级生成的整体性智能设计流程。

（1）街区道路网络智能化设计。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中

图 4  适应性算法在建筑群落中的应用思路

b）仅地块形状相似

c）指标权重相似

a）地块形状和地块大小相似

B1商业

R2住宅

控规用地 形成完整街区空间格局R2案例

B1案例

图 5  有监督学习下对智能生成方案的空间错落度优化调整

图 6  基于沉浸式虚拟现实场景的方案交互式设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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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各街区出入口位置，将格栅法与最短路径法相结合，智

能生成多个地块道路网络方案，并结合道路规则检验模型对方

案进行验证，输出满足规则的道路网络方案及各方案特征参数。

（2）街区公共空间智能化设计。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中

确定的各街区土地利用性质与智能生成的道路网络方案，将

步行基本单元参数控制与进化算法相结合，智能生成多个地

块步行体系方案，并结合步行体系规则检验模型对方案进行

验证，输出满足规则的步行体系方案和各方案特征参数。

（3）街区建筑群落智能化设计。构建建筑组合样本数据

库，根据设计地块的建筑组合样本库特征指标，将其与建筑

组合案例数据库智能匹配，进一步通过进化算法和自适应算

法生成不同功能的建筑组合方案，并结合地块控规空间参数

和日照间距对方案进行验证，输出满足规则的建筑组合方案

和各方案特征参数（图 8）。

3.3  交互式智能设计 ：人机协同优化逐级反馈
采用虚拟现实即时交互平台和设备，通过全息沙盘展示

三维模型，设计师穿戴 VR 眼镜并使用数据手套可以更好地

融入三维虚拟场景，提前感知方案设计的预期效果（图 9）。
在实时的空间感知中，设计师可以根据不同需求对设计方案

进行即时调整：语音识别设备可以捕捉识别语音指令信息，

数据手套可以通过传感器捕捉识别手势动作指令信息。根据

设计师的指令，智能三维沙盘即时调整设计方案，并计算调

整后的设计指标，使方案设计调整更高效，也使方案更贴近

真实效果（表 1）。

4  人机交互下街廓三维形态智能化设计的实践应用

4.1  基底搭建 ：设计师对场地现状认知规则转译
在实践案例中，选取了五个目标地块作为方案生成的基

本街区（图10）。统一矢量数据坐标，将设计地块周边的建筑、

道路矢量二维数据、设计地块控规围合道路、地块周边建筑

三维倾斜摄影信息加载入智能城市设计平台，在 DGX-1 V100
超深度学习工作站上运行。并采集设计地块内部的地块控规

指标数据，包括各街区用地属性、街区出入口位置、街区开

发强度（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容积率）、建筑贴线率、建

筑退线等。

图 7  空间基地构建和多因子决策树逐级匹配图

公建街区

别墅街区

居住街区

用地
面积

基于目标地块用地面积
向上或向下浮动10%~20%

用地
性质 

匹配案例地块属性

A类 B类 M类 R类 U类 W类

公共服务 商业 工业 居住 市政设施 仓储物流

用地
形状
指数

用地
容积
率

用地
建筑
密度

 1.0
圆形

 1.0~1.2
长宽比小于

2的矩形

 1.2~1.4
三角形/L

形

 1.4以上
长宽比大于4

的矩形

基于目标地块容积率向上或向下
浮动10%~20%

基于目标地块建筑密度向上或向
下浮动10%~20%

······ ······ ······

······ ······ ······

······ ······ ······

图 8  “道路—步行—建筑”逐级生成图 图 9  全息沙盘展示三维模型交互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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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方案生成 ：逐级智能生成设计方案初步探索
对街区道路网络进行智能化设计，结合《城市道路交通

规划设计规范》（GB 50220-95）中对街区尺度和道路密度的

规范，限定道路生成的规则。在两个确定的出入口之间形成

隐格栅，在格栅上自动寻找两个路口间的最短路径并相连，

画出设计方案道路中心线，并根据城市支路道路规范自动拓

宽道路。

在道路多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智能生成街区公共空间。

采用进化算法 L -System，以步行体系生成的起点进化生长基

本单元。基本单元按照预设的步行体系适应函数进行生长，

在生长过程中通过函数约束不同街区间的步行体系连通性，

并避免步行体系与上一轮已生成的道路网络出现过多的平行

重叠，实现人车分行的良好步行空间。

在步行体系多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智能生成街区建筑

群落。建筑组合案例数据库进行智能匹配：以目标地块 4 为

例，将各街坊交互指标与案例库进行比对，将匹配度达到

90% 的样本建筑组合按照匹配度大小进行排列，选取匹配度

前 1 000 个建筑组合生成案例学习数据库；归拢前 1 000 个

建筑组合，以此作为 CVAE-GAN 补图算法和建筑自适应算

法的数据库进行机器学习，生成各街坊不同功能的建筑组合

的海量方案（图 11），并与地块控规空间参数（各街区开发

强度、密度、建筑高度、建筑贴线率、建筑退线）和居住建

筑日照间距等技术规范进行校核，剔除不符合规范的方案。

将规划指标库与城市设计方案库连接，通过规划指标计算公

式测算出智能系统生成的每个方案的各项规划指标数值。将

城市设计各项规划指标数值与规划指标库内规划指标值限定

区间比对，判定多方案规划指标是否在规划指标值限定区间

内。若结果为否，则判定为废弃方案；若结果为是，则将该

方案加载至符合规划指标的方案库（图 12）。

4.3  人机逐级交互 ：沉浸式虚拟现实的互动优化设计
在方案逐级交互阶段，将符合规划指标的设计成果导入

全息沙盘，将场地底盘三维模型与建筑三维空间模型叠加，

生成城市设计智能交互平台。将设计师的眼睛视角与三维全

息沙盘的相对空间位置进行定位，在全息沙盘平台四周、设

计师穿戴的 VR 眼镜上、数据手套的手心分别设置可探测距

表 1  人机协同优化即时调整指令集（部分）

指令名称 手势 语音内容 智能沙盘调整

方案智能沙盘切换 单手五指并拢并向右挥动大于 20 cm “沙盘切换”或“切换至 n 号沙盘” 切换至下一个或指定方案智能沙盘

方案智能沙盘旋转 单手三指并拢水平旋转相应角度 沙盘旋转 n 度 方案智能沙盘旋转相应角度

方案智能沙盘放大 双手各五指并拢并向相反方向移动 沙盘放大 n 倍 方案智能沙盘放大相应倍数

方案智能沙盘缩小 双手各五指并拢并相向移动 沙盘缩小 n 倍 方案智能沙盘缩小相应倍数

建筑高度调整

通过语音内容“选择 a 建筑”选中所要调整的

建筑物（所述 a 为建筑编号），再进行手势指

令“食指与无名指并拢在垂直方向进行移动”

“a 建筑增加 n 米”或“a 建筑减少 n 米”（所述 a 为建

筑编号，所述 n 为建筑高度调整的数值）

方案智能沙盘中相应建筑高度增加或

减少相应数值

建筑布局调整

通过语音内容“选择 a 建筑”选中所要调整的

建筑物（所述 a 为建筑编号），再进行手势指

令“大拇指与食指并拢在水平方向进行移动”

“a 建筑向 x 轴方向移动 n 米”“a 建筑向 y 轴方向移动

n 米”“a 建筑向 z 轴方向移动 n 米”（所述 a 为建筑编号，

所述 x 轴、y 轴、z 轴为指令操作前人工设定的坐标轴）

方案智能沙盘中相应建筑移动到相应

位置

注：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均为控制上限。

图 10  五个目标地块选取图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容积率   

A1 行政办公用地 1.93 3 35 48

B1 商业用地 0.59 2 55 60

M1 一类工业用地 4.59 2 45 18

R2 二类居住用地 12.26 2 25 54

R4 四类居住用地 2.91 2.5 45 24

A1 B1 M1 R2 R4

用地面积 / hm2 建筑密度 / % 建筑高度 / m目标地块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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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传感器，使全息沙盘、VR 眼镜和数据手套可以相互探

测到对方位置。构建全息沙盘智能指令库，包括指令名称、

手势动作指令信息或语音指令信息，以及智能三维沙盘修改

调整。

图 12  目标地块 4 经过控规指标和规范校验后的优选方案之一

优选方案

指标名称 原始方案数值

容积率 1.1 1.237 623

建筑密度 15.28% 16.16%

建筑占地面积 21 462 m2 23 493 m2

建筑总面积 146 836 m2 151 752 m2

优选方案数值

原始方案

图 11  目标地块 4 的街坊建筑组合多方案智能生成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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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机交互过程中，将指令对应的全息沙盘智能修改调

整输入工作站，所述指令对应的修改调整包括建筑形体的拉

伸、缩放、旋转、建筑布局的调整等，调整后可即时计算出

新方案各项规划指标，并依次逐级优化生成并显示修改调整

后的交互式人工智能城市设计成果（图 13）。

5  结语

如今，随着数字技术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城市设计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也面临着一场变革。在建筑设计

等领域运用人工智能方法虽然已有一段时间，也为城市设计

相关方法和技术的创新提供了启发与借鉴，但城市设计领域

包含多尺度空间的内在机理，有着更为多元的人文与社会内

容的“显隐互鉴”[24]，因此在人工智能城市设计过程中，不

仅需要满足建筑尺度、日照等规范校验，也要考虑多尺度、

多要素的逐级设计与逐轮优化。本文提出的人工智能城市设

计在街区尺度的逐级交互式设计模式，作为一种街区尺度的

人工智能城市设计探索，希望为建筑单体的智能生成拓展到

街区，城市形态的智能生成细分到街区构建一条纽带，在百

花齐放的人工智能与城市设计相结合的变革中提供一种新思

路与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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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中图表均为作者绘制或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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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交互式人工智能城市设计平台构架构想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