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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规划原理与实践学习的桥梁——“城市模拟与规划”

课程建设初探1 

朱玮2 

摘要：针对学生对规划原理理解不深，在实践中应用不到位的问题，通过开设“城

市模拟与规划”课程探索解决途径。课程主要讲授多代理人模拟及其规划应用，

主要目标是提供学生理性规划的工具，建立基于模拟的规划思维方式。介绍课程

教学的实施情况，包括背景学习、NetLogo 程序设计基础、栅格空间、矢量空间、

期末总结 5 个模块以及对应的教学成果。基于对学生的课程反馈问卷调查，发现

学生对课程总体评价高，认可其对专业学习的有用性，在个人能力上均有较大收

获。最后，总结本教学探索的成功经验，反思存在问题，展望今后的教学改进。 

关键词：课程建设，城市模拟，多代理人模拟，NetLogo 

Bridging the learning of plann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by “Urban 

Simulation and Planning” course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xperiences from giving an explorative course 

called “Urban Simulation and Planning” as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the planning 

students who do not have sufficiently deep understandings of the planning principles 

for appropriate applications in planning practices. The course mainly teaches multi-

agent simulation and its planning application, with the aim to provide students a tool 

1 支撑项目：同济大学 2013 年度教改项目：“城市模拟与规划”课程建设。同济大学国家级建筑规划景观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2015 年度实验教学模块建设项目：“城市多代理人模拟评价”。 

2 朱玮，副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大数据与城市空间分析实验室（上海市“高

峰高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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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rational planning and make them establish the thinking of simulation-based 

plan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rse is introduced, including 5 modules: 

background study, NetLogo programming basics, patch space, vector space, and end-

term summary. From a questionnaire for the students on their reflections on the 

course, it is found that the students evaluated highly on the course; they 

acknowledged the utility of the course to their professional study and achieved 

augmentation on their personal abilities. Lastly, the paper summaries the experience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course’s success, reflects on the problems, and looks into 

possible improvement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ourse construction, urban simulation, multi-agent simulation, NetLogo 

 

1 前言 

同济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本科教育以培养工程实践领域的专业人才为主要导

向，并相应反映在课程设置上。专业课程大体分为原理类课程（如：城乡规划原

理、城市道路与交通、城市工程系统规划与综合防灾）和实践类课程（如：住宅

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设计）两大类。尽管课程安排将与实践

课程相对应的原理课程前置，希望学生在实践之前掌握原理知识以备应用；但在

学校环境下，受限于书本知识的静态特性，学生无法通过动态的方式了解规划原

理指导下的规划策略对规划对象以什么样的机制产生怎样的影响，使得学生对规

划原理的认识不够深刻，导致在实践环节，只能粗略、模糊、定性、静态地对规

划方案进行判断，难以达到精细、明确、定量、动态的方案评价。另外一个问题

是，原理课程的讲授基本上相互独立，不同领域的知识点之间较少相互穿插整合；

而规划实践又需要在各城市子系统和要素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下，寻求优化的策

略组合，这方面的训练在目前的课程体系中尚缺乏。 

虽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中的反复试错可能还是加

深对原理的理解和应用的最佳途经；然而，是不是有可能在“纸上”和“躬行”

同
济
大
学
  
朱
玮



3 
 

之间，植入一个桥梁式的教学环节，使得学生：（1）加深对规划原理的认识，理

解规划策略影响规划对象的机制；（2）能够综合应用各种策略对规划方案进行精

细、明确、定量、动态的评价，以此来加速填补原理与实践学习之间的鸿沟？ 

本文介绍笔者通过“城市模拟与规划”这门课来解决以上问题的初步探索。

模拟即对真实事物或过程的虚拟，是城乡规划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广义的城市模

拟包含所有对城市未来进行虚拟的方法，例如定性的、经验性的推断；而狭义的

城市模拟指应用计算机和数字模型的定量虚拟方法，即本课程所讲授的对象。定

量城市模拟不仅可以使得对规划效果的预估更加精细，还可以处理城市要素之间

的复杂关系，这是定性方法所难以企及的；其虚拟、动态、灵活、可控、可视化、

低成本的特性可以弥补原理知识学习与“真刀真枪”实践的短板。笔者曾在“城

市分析方法”课程中尝试多代理人模拟（Multi-agent simulation）教学环节，取得

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学生不仅快速掌握了 NetLogo 模拟技术，而且在设计选题和

问题解决手法上均有很多创新，感到开阔了规划设计的思路，对新方法在城市规

划实践中的作用表现出很多期望，对城市现象背后的规律性也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朱玮, 2013)。 

本课程在此教学环节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教学的内容，同时加强操作技

能训练与规划应用。本文内容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本课程教学的目标设定和实施

情况；第三部分展示通过调查获得的学生对课程的评价；第四部分总结对本课程

教学的体会并作展望。 

2 课程教学 

2.1 课程的性质、目标及组织 

该课程为面向城乡规划专业本科生的选修课，于 2015 年春季学期首次开课，

一学期 34 学时，属于综合性质课程：（1）具有原理课程性质，讲授模拟技术的

发展历程、技术原理、规划应用；（2）具有实验课程性质，讲授多代理人模拟软

件 NetLogo 的操作方法；（3）具有实践课程性质，学生通过调查、分析、建模、

程序编写、模拟、评价等环节，实践将模拟技术应用于解决城市规划的问题。 

课程目标为：（1）提供学生理性地分析城市现象和规划的工具；（2）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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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整合专业知识技能、检验规划设计想法的平台，帮助加深对知识的理解；（3）

训练其分析和解决实际城市问题的思路以及动手能力，加强其规划过程的科学性、

逻辑性；（4）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的动机和对城市问题的关注。 

课程定位于小班制，因为编程学习需要较多的一对一指导，实际有 7 位学生

听课（图 1）。据此，将学生分为 3 组（2-2-3），以促进学生之间的沟通合作与互

相学习。授课形式采用教师讲授、学生介绍、讨论等，以调动学生的积极参与。 

 

图 1 学生与教师（右）在课堂上讨论程序设计方案 

 

2.2 教学实施 

课程大体上包括 5 个模块，依次为：背景学习模块、NetLogo 程序设计基础

模块、栅格空间模块、矢量空间模块、期终总结模块。 

2.2.1 背景学习模块 

该模块首先介绍多代理人模拟技术的发展历程，并用趣味性的、涵盖包括城

市规划在内的多领域的案例展示 NetLogo 语言的强大功能，以引起学生的兴趣。

布置的任务要求学生分组分别对以下 4 个题目收集资料并整理成汇报文件：（1）

城市模拟的发展历程；（2）城市模拟的软件；（3）城市模拟的游戏；（4）城市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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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的研究和规划应用。目的是促进学生主动地去了解这些背景知识，建立对城市

模拟的初步认识。在日后的课程中，每次由 1 组学生分享负责的内容。 

2.2.2 NetLogo 程序设计基础模块 

该模块训练学生基本的 NetLogo 程序设计技能，内容包括变量类型、函数、

逻辑、地图与数据处理，核心内容是移动代理人（Turtle，海龟）的模拟方法。移

动代理人是 NetLogo 最主要的代理人类型，是模拟包括人、车、其他可移动物体

的载体，因此是首先需要掌握的内容。除此之外，强调“问题（Question）-概念

（Concept）-模型（Model）-程序（Program）”的设计方法论，纠正初学者容易

犯的动手先于动脑的学习误区。QCMP 方法论的大意是：首先必须明确研究的问

题（如：特定土地使用规划下的交通情况），提炼出所要模拟的系统中的概念；

概念包括行为主体（如：人、车、土地），也包括行为（如：人行走、车让人），

还包括针对问题的指标（如：单位时间内的车流量）；模型是对行为主体间互动

关系的具体实现，其来源可能是既有研究，也可能需要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得到（如：

车距离行人多少距离开始减速，减速过程用何种数学模型来表征）；在明确了以

上环节之后，再动手编写程序代码来建立模拟模型。这一方法论训练不仅对于

NetLogo 程序开发本身，且对于规划设计思路的养成也是有益的。设计训练导向

下的学生，倾向急于动手做方案，却疏于解读问题、界定概念、设定规划目标和

方案评价方法、制定规划设计原则和策略等前期步骤的思考。QCMP 有助于锻炼

学生理性、系统、有序地思考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接下来的编程训练都要求学生

在 QCMP 的框架下开展。 

对应于该模块的内容，布置“三体”编程练习（图 2）。考虑到第一个练习

可以多一些趣味性来调动学生投入，同时难度又不宜太大反而增加其受挫感，因

此结合当时流行的科幻小说《三体》，要求每个小组编写一个模拟 2 个以上天体

在随机初始状态下，依靠万有引力而运动的程序，涉及的概念比较简单。经过 2

轮课堂讨论和交流，发现主要问题是三组的解决方案思路雷同，都是用推算平面

坐标的方法，而非直接用代理人相互作用的方法。可见，在该阶段，需要转变学

生长期以来形成的“结果模拟”思维为“过程模拟”思维。 

同
济
大
学
  
朱
玮



6 
 

 

图 2 “三体世界”模拟示例 

 

2.2.3 栅格空间模块 

栅格（Patch）是 NetLogo 中表达平面

空间的载体，属于固定代理人。该模块讲

授的内容主要包括：位图文件的输入输

出、栅格属性的管理、栅格与海龟的交互，

其中栅格与海龟交互的部分是本模块的

核心，是模拟个体与环境互动的基础。该

模块的编程训练开始与城乡规划专业结

合。笔者准备了一张简化的城市用地位图

（图 3），其中包括了道路、居住、工业、

商业、绿地、公共服务设施 6 类用地。要

求 3 个小组在此方案的基础上，对应完成 3 个任务：一是对污染状况进行评价，

污染包括工业产生的空气污染，以及交通产生的噪音污染；二是对土地的价值进

行评价；三是对用地布局的合理性进行评价。希望在这样一个“麻雀虽小，五脏

俱全”的平台上，学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模拟城市运行，并有可能进行整合。

因此将这一系列的训练称为 CityLogo，即 City 与 NetLogo 的混合。 

 

图 3 CityLogo：简化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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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训练历时 6 学时。前 2 学时通过讨论的形式确定模拟的框架和工作思路，

接下来学生用课余时间完成编程，用剩下 4 学时讨论问题并加以完善。例如，在

污染模拟中（图 4），学生用海龟代表噪音和废气污染物，以污染源（工业用地、

汽车）为中心，污染物向各方向扩散，对沿途的用地（栅格）产生污染，并随用

地性质程度有所不同；在行进过程中，污染物的扩散受到常年风向的影响而在各

方向上的速度有所差异，污染能力的衰减也相应不同。关于这些模拟练习的更详

细情况，参见笔者在同济大学国家级建筑规划景观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网站上

的介绍(朱玮, 2015)。 

 
图 4 污染模拟（作者：古佳玉、刘子祺、张智力） 

 

2.2.4 矢量空间模块 

该模块首先讲授矢量空间和要素的编程技能，包括：连线（Link）代理人、

GIS 扩展（GIS extension）、网络扩展（Network extension）。这三个内容对规划设

计的适用性高：连线通常用于表征道路或者要素之间的联系方向和强弱；GIS 扩

展使得常规的 GIS 要素（点、线、面、栅格）文件（shapefile 和 raster 格式）可

以与 NetLogo 对接，便于空间要素和属性的管理与操作；网络扩展中的最短路径、

中心性等分析功能，适用于交通模拟和规划。该模块的编程训练还是基于

CityLogo 方案，但文件变为 GIS 格式。 

这次 3 个小组需要完成的任务：一是对道路上的交通进行模拟，评价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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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水平；二是估算污水管网中污水的流向和流量，并优化管径设计；三是建立

快递网络，对其服务水平、效率进行评价。以快递网络模拟为例（图 5），学生

建立了居民点——配送点——分拣点三级网络体系，居民点由居住用地上的中心

点代表，根据预设的数量和频率产生包裹；配送点用汽车为其负责的居民点收集

或投送包裹；分检点用卡车将不属于其下配送点责任范围的包裹运送到相应的分

检点。配送点和分检点的数量和布局由设计而定，运送工具的数量和装载量作为

参数可调节，快递系统的服务水平由图中右侧的运送次数、快递送达时间等指标

来表征。 

 

图 5 快递网络模拟（作者：郭子健、谢昱梓） 

 

2.2.5 期终总结模块 

该模块首先结合课程内容回顾，对历次练习中集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提炼和

分析。接着布置期末考核任务，要求学生仍以小组为单位，对前两个模块中编写

的程序进行完善；随后，将其应用于一个由笔者提供的小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要

求基于方案用地，评价其合理性，或作相应的规划设计。图 6 中左图显示了学生

根据地形和周边用地对污水厂的选址，右图显示了对污水厂附近管网水量的分析，

从而确定主次干管的选线。 

同
济
大
学
  
朱
玮



9 
 

 

图 6 基于真实方案的污水系统模拟及评价（作者：吕诗阳、葛永正） 

 

3 学生反馈 

课程结束后，笔者对上课学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请学生对课程内容、学

习收获等方面进行评价。参与调查的学生 6 人，其反馈见表 1。 

学生给予该课很高的总体评价，认为其难度适中偏难，这也容易理解，因为

内容确实与其他专业课程不同，思维转换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不适应。学生对该课

与规划专业知识结合程度的评价总体较高；对课程理论性和实用性的判断比较多

样；认为该课趣味性较高，对专业学习的有用性也是比较高的。 

在学习收获方面，学生认为在多代理人模拟的理论知识和编程技能方面的收

获很多，略多于城市模拟的背景和理论知识。对于规划学习的效果上，学生认为

在用模拟进行规划的思路方面总体上收获较多；对规划理性、逻辑性加强方面的

收获更大；然而，对于加深理解规划原理的效果一般。在解决问题的动手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交流表达能力方面，学生均认为收获很大，其中又以团队合作能

力略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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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问题回答数量+ 

问题

类型 
问题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水平 4 水平 5 

总体

评价 
对这门课的总体评价是* 

10 9 8   

[1] [4] [1]   

课程

内容 

对这门课的难易程度评

价是 

非常难 比较难 难度适中 
比较容

易 

非常容

易 

[1] [2] [3]   

对这门课与城乡规划专

业知识相结合程度的评

价是 

很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4] [1] [1]  

对这门课的理论性、实

用性评价是 

理论性

非常强 

理论性

比较强 

理论性、实

用性平衡 

实用性

比较强 

实用性

非常强 

 [2] [2] [1] [1] 

对课程内容的深度、广

度评价是 

非常深 比较深 
深度、广度

平衡 
比较广  

[1]  [2] [3]  

对课程的趣味度评价是 

非常有

趣 

比较有

趣 
趣味一般 

比较无

趣 

非常无

趣 

[1] [4] [1]   

你对课程对于专业学习

有用性的评价是 

非常有

用 

比较有

用 
一般 

比较没

用 

非常没

用 

[1] [3] [2]   

学习

收获 

城市模拟的背景、理论

知识 

非常多 比较多 一般 比较少 非常少 

[2] [2] [1] [1]  

多代理人模拟理论知识 
非常多 比较多 一般 比较少 非常少 

[3] [2] [1]   

多代理人程序编写技能 
非常多 比较多 一般 比较少 非常少 

[3] [2] [1]   

用模拟进行规划的思路 
非常多 比较多 一般 比较少 非常少 

[2] [1] [3]   

加深对规划原理的理解 
非常多 比较多 一般 比较少 非常少 

 [1] [4] [1]  

规划的理性、逻辑思维 
非常多 比较多 一般 比较少 非常少 

[1] [5]    

解决问题的动手能力 
非常多 比较多 一般 比较少 非常少 

[3] [3]    

团队合作能力 
非常多 比较多 一般 比较少 非常少 

[4] [2]    

交流表达能力 
非常多 比较多 一般 比较少 非常少 

[2] [4]    
 

+：每个单元格中，第一行为问题的评价水平，第二行括号中的数字为回答的数量 

*：最高为 10 分（非常好），最低为 1 分（非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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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最后请学生自由发表对课程的意见和建议。归结起来，学生比较集中的

期望是增强前期的编程技能训练，如此有利于加速其自学的进程。在内容方面，

希望更早接触矢量空间模块，认为该模块比较有用。再者，希望增加案例介绍和

分析，来帮助理解软件的功能和规划应用思路。 

4 教学体会 

总体上，本次教学尝试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基本达成教学目标，也反映出

一些不足，为今后完善此课提供了基础。 

多代理人模拟对于规划专业的适用性，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对开阔、转变其

思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选择多代理人模拟作为模拟城市的工具，就是看中其自

下而上、通过仿真个体行为来获得更宏观层面的集合行为的特性。这符合城市运

行的本质，也符合城乡规划一直秉承的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运用该工具，学生

能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可以将以人为本贯彻于实在、可量化的概念和指标，依

此进行更加系统的规划方案比选和优化，丰富其规划实践的手段，也因此，学生

在规划理性和逻辑思维上受益较多。 

实现模拟城市就必须将所模拟对象的运行机制转译为程序代码，这就要求学

生必须毫不含糊地理解这些机制。这也是课程的初衷之一，希望学生在将机制转

译为代码的过程中，加深对规划原理的理解——不仅知道用哪些原理，而且知道

用的效果会怎样。这一方面通过将编程任务与城市子系统的模拟结合来实现，另

一方面通过笔者提出的 QCMP 工作方法来加强。对于后者，笔者投入了较大精

力，在任务开展前期与学生进行讨论确定任务实施方案，厘清其中的关键问题、

概念和机制。尽管学生认可这部分训练的效果，但更希望加强编程技能训练的意

见反映出笔者的目标与学生的期待之间的差距。在笔者看来，思维训练应优先于

技能训练，课堂讨论是思维训练的好时机；而技能是“死”的，学生能够课后自

学的技能就不在课上讲。学生认为更多的前期技能训练能够帮助其之后的自学，

这点也是对的。不过，从这点也能看出学生对专业技能学习更加看重，也许本来

抱着学习另一个 CAD、Sketchup 的初衷。重操作工具，轻思维工具，这可能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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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培养方案、就业导向下的一个不好的副产品，容易导致学生图画得好，但说理

肤浅，成果不扎实的毛病。所以，城市模拟是一个理想的同时训练学生动手能力

与思维能力的平台，连接原理学习与实践学习的桥梁，两方面将在今后的课程中

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像学生期望的那样，增加城市模拟的案例分析，将兼顾这

两个目标。 

反思学生对课程加深理解规划原理评价一般的结果，主要问题一方面在于笔

者尚未将原理课程中的知识点系统地、有针对性地与本课程结合，也未强调原理

本身，更多地关注了思考和应用原理的过程。今后将协同原理课、设计课的教师

一起完善这个环节，结合这些课程的作业植入模拟评价的内容，借此加强课程之

间的衔接并相互促进。另一方面的问题在于笔者选择的部分原理和机制本身不够

明确，如土地价值评价任务，其包含的机制比较复杂，模糊性相对高，缺少成熟、

可量化的模型，造成学生摸不着头绪，花费了过多的时间；相对而言，对于简单、

明确机制的模拟（如污水管网）就比较顺畅，学习效果更好。今后在原理和机制

选择上，需要更周到的考量。 

最后，笔者有意识地将编程任务对应于不同的城市子系统，分配给不同的小

组完成，这一做法的成效是比较好的。在相同的训练类型下，学生可以在技法上

相互学习；但因为模拟的问题不同，不至于抄袭，却能够借鉴思路。但这要求指

导教师不仅熟知基本教学内容，还能够随机应变地解决学生提出的不同方面的问

题，对于有限的课时和精力都是挑战。一种解决方法是采用助教，但首先要保证

其有足够的指导能力。另一种正在实施的解决方法是，开发基于网络的模拟模块

来教学辅助，增加学生课余自学的比例。这些模块其实就是在本课学生作业的基

础上改进而成，一个副产品，其对本课程教学的效果也是今后的一个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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