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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市科学的发展脉络
The Development of New Science of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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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定义

• 行政城市：城市指国家法定规定的城

市行政管辖范围（市区/市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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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定义

• 行政城市：城市指国家法定规定的城

市行政管辖范围（市区/市辖区）；

• 实体城市：是指城镇型的城市空间，

泛指连续的城市建成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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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临汾、石家庄、河池四个城市的实体城市的规模差异

来源：马爽,龙瀛.中国城市实体地域识别:社区尺度的探索[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9,11(1):37-50.



城市的定义

• 行政城市：城市指国家法定规定的城

市行政管辖范围（市区/市辖区）；

• 实体城市：是指城镇型的城市空间，

泛指连续的城市建成区范围；

• 功能城市/功能性城市地域：由人口密

集的“城市核心”及与核心区经济社

会紧密关联的人口较少的邻近“通勤

区”组成的经济单位，是就业、居住

、商业、教育等非农业活动发达、功

能聚集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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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Ma S, Long Y. Functional urban area delineations of citie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using massive Didi ride-hailing records[J]. Cities, 2020, 97: 102532.



城市的定义

• 行政城市：城市指国家法定规定的城

市行政管辖范围（市区/市辖区）；

• 实体城市：是指城镇型的城市空间，

泛指连续的城市建成区范围；

• 功能城市/功能性城市地域：由人口密

集的“城市核心”及与核心区经济社

会紧密关联的人口较少的邻近“通勤

区”组成的经济单位，是就业、居住

、商业、教育等非农业活动发达、功

能聚集的区域。

清华大学通识选修课程《新城市科学》，龙  瀛，ylong@tsinghua.edu.cn 7

来源：Ma S, Long Y. Functional urban area delineations of citie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using massive Didi ride-hailing records[J]. Cities, 2020, 97: 102532.



城市的解剖

•城市开发/形态

•城市功能

•城市密度

•城市活动

•城市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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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城市及城市科学的发展演变

来源：Batty M. Fifty years of urban modeling: Macro-statics to micro-dynamics[M]//The dynamics of complex urban systems. Physica-Verlag HD, 2008: 1-20.

总体上，经历了从定性到定量、从物质空间到系统问题、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

上、从宏观静态到微观动态的过程。

清华大学通识选修课程《新城市科学》，龙  瀛，ylong@tsinghua.edu.cn

1. 城市及城市科学的发展演变



空想社会主义1860 塞尔达规划：方格网+对角线

清华大学通识选修课程《新城市科学》，龙  瀛，ylong@tsinghua.edu.cn

城市及城市科学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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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昂利·圣西门
（Claude-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Saint-Simon)

夏尔·傅立叶
(Charles Fourier)

罗伯特·欧文
（Robert Owen)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只关注城市空间规划；较为系统的城市科学尚未出现；定性研究

• 技术背景：1840年工业革命

• 城市理论：只关注物质空间设计，定性地设计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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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吴志强. 城市规划原理 第4版[M]. 中国建筑出版社, 2010.09.
Berry, B.J.L. Cities as systems within systems of cities. 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3, 146–163 (1964). 
谭纵波. 城市规划[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06.
Geddes P. Cities in 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own planning movement and to the study of civics[M]. London, Williams, 1915.

邻里单元示意图

“因此，实际上出现了城市
科学的方法，即我们的城
市应该进行独立研究，并
科学地进行比较。”

芝加哥规划 《进化中的城市》卫星城概念示意图

 20世纪上半叶：定性开始转为定量；关注物质空间

• 规划理论：关注物质空间的城市规划，格迪斯(Patrick Geddes）提出“城市科学”



中心地理论(1933)

 20世纪上半叶：关注物质空间;  定性开始转为定量

• 定量城市模型：中心地理论出现

• 其他科学的影响：地理学(区域科学)、经济学

 中心地理论

德国经济地理学者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于1933年创立中心地理论, 认为城市由其聚集

定居点和周边腹地组成；

经济学家奥古斯特·廖什(August Lösch）出版《经济区位论》探讨整个工业和城市区位的问题。

来源：Batty M. The new science of cities[M]. MIT press, 2013.
http://www.3snews.net/column/2520000406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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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什景观(1940)



 20世纪上半叶：关注物质空间;  定性开始转为定量

• 定量城市模型：中心地理论出现

• 其他科学的影响：地理学(区域科学)、经济学

来源：Batty M. The new science of cities[M]. MIT press, 2013.
http://www.3snews.net/column/2520000406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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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科学

在经济学领域，1956年，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教授的重要著

作《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融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

区位论，建立了以实证主义、理论推演为基础的新的学科——区域科学。

规划师和地理学以及其它领域的专家相继加入，最终形成了这门以区域

为研究对象、具有广泛横向联系、综合程度高的新兴科学。
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



 20世纪60-70年代：定量；城市系统研究；城市作为自上而下的静态系统

• 技术背景：大型计算机出现

• 规划理论：多核边缘城市

• 其他科学的影响：一般系统理论、控制论

 系统体系理论(System of Systems):城市是由多个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的子系统构成的

存在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子系统之间有交互；

不同于单个子系统内部，以全局定义系统体系成功与否

来源：Maier M W. Architecting principles for systems‐of‐systems[J]. Systems Engineering: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Systems Engineering, 1998, 1(4): 267-284.
来源.城市信息与数据科学导论：智慧城市系统构造与应用[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2

清华大学通识选修课程《新城市科学》，龙  瀛，ylong@tsinghua.edu.cn

城市及城市科学的发展演变

14

 系统动力学理论(System Dynamics)：复杂系统中的反馈回路及相应动态行为



 20世纪60-70年代：定量；城市系统研究；城市作为自上而下的静态系统

 城市模型研究

1960-1970年代是城市模型研究高潮，空间交互(Spatial interaction)模型以及土地与交通交互(Land-

use/Transport Interaction,LUTI)模型，并被引入城市规划领域，应用于城市发展政策评估。

此后，由空间经济学与LUTI模型框架的结合又产生了以MEPLAN模型和TRANUS模型为代表的一类空间

均衡 (Spatial equilibrium)模型。

来源：Batty M. The new science of cities[M]. MIT press, 2013.
刘伦,龙瀛,麦克·巴蒂.城市模型的回顾与展望——访谈麦克·巴蒂之后的新思考[J].城市规划,2014,38(08):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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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astellani, Brian (2018) "Map of the Complexity Sciences."Art & Science Factory. 
https://www.art-sciencefactory.com/complexity-map feb09.html

曼纽·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流空间理论:位置的空间(Space of place) →流空间(Flow of space) ；

麦克·巴蒂(Michael Batty)城市动力学：复杂性理论背景下的无数过程和元素如何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定量；城市被视为自下而上的动态系统

• 技术背景：ICT和GIS成熟

• 规划理论：信息城市、全球城市

• 其他科学的影响：复杂科学

 复杂城市系统



来源：刘伦,龙瀛,麦克·巴蒂.城市模型的回顾与展望——访谈麦克·巴蒂之后的新思考[J].城市规划,2014,38(08):63-70.
Wilson AG (1970) Entropy in urban and regional modelling.Pion Press, London

清华大学通识选修课程《新城市科学》，龙  瀛，ylong@tsinghua.edu.cn

城市及城市科学的发展演变

17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定量；城市被视为自下而上的动态系统

• 技术背景：计算机、人工智能、GIS

• 定量城市模型：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 CA)、基于个体建模(Agent-based 

model, ABM)等模型

 计算复杂的，自下而上行为构成的系统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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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chleder G R, Padilha A C M, Acosta C M, et al. From DFT to machine learning: recent approaches to materials science–a review[J]. Journal of Physics: Materials, 2019, 2(3): 032001.

 第四范式：数据驱动(Data-driven Science)
2007年由图灵奖得主Jim Gray 提出

 城市研究进入大数据分析阶段，研究主题如社会物理、集群智能、数据驱动社会、可感知智能等出现。

 21世纪后：科学范式改变

• 技术背景：传感器、智能设备、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

四次科学范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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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市科学的提出

• 以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麦克·巴蒂(Michael Batty)为首的城市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Cities)将过去区域科学及城市经济学以有系统的方式整理，并建立在

复杂科学上，称之为新城市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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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市科学的提出

• 以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麦克·巴蒂(Michael Batty)为首的城市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Cities)将过去区域科学及城市经济学以有系统的方式整理，并建立在

复杂科学上，称之为新城市科学。

城市是个以自下而上发展为主的复杂系统，规模和形态遵循因空间争夺而导致的扩展规律

认识城市不仅仅是理解城市空间，还需要理解网络和流动如何塑造城市，他强调新城市科学在

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城市系统和结构方面的作用。



清华大学通识选修课程《新城市科学》，龙  瀛，ylong@tsinghua.edu.cn 21

新城市科学的提出

• 以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麦克·巴蒂(Michael Batty)为首的城市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Cities)将过去区域科学及城市经济学以有系统的方式整理，并建立在

复杂科学上，称之为新城市科学。

 新城市科学是利用过去20至25年内发展出来的

新技术和新方法，基于复杂性理论的城市科学，

体现离散性、“自下而上”的思想及演进的视角

。

城市是个以自下而上发展为主的复杂系统，规模和形态遵循因空间争夺而导致的扩展规律

认识城市不仅仅是理解城市空间，还需要理解网络和流动如何塑造城市，他强调新城市科学在

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城市系统和结构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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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市科学的相关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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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lated Overview of New Urba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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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实践

全球在建智慧城市数量分区域占比（%）

来源：https://www.iyiou.com/research/20200917744#pdf-tips

 智慧城市

• 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    ——《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

• 十年期间，国内智慧城市建设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截至2019年，智慧城市相关试点已超过700个，

其中94.4%的省级城市和71.0%的地级市均已开展智慧城市顶层设计。

中国智慧城市试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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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实践

CIM系统的基础框架

来源：吴志强,甘惟,臧伟,马春庆,周竣,何珍,周新刚.城市智能模型(CIM)的概念及发展[J].城市规划,2021,45(4):106-113+118.

 城市信息模型(City Information Modeling, CIM)
• CIM的提出，源起于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以下简称BIM)。借鉴建筑尺度

的这一模型，CIM被提出，用以实现城市规划、建设、运维管理全链条的信息管理，解决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中数据孤岛的困境，以数据驱动城市治理方式的革新。

CIM1.0：基于大规模人流模拟的

上海世博园区布局评价与优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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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实践

城市体检流程

来源：龙瀛,张昭希,李派,周新宇,刘洪岐,刘兴起.北京西城区城市区域体检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J].北京规划建设,2019(S2):180-188.
何炬,张文忠,曹靖,谌丽.多源数据在城市体检中的有机融合与应用——以北京市为例[J].地理科学,2022,42(2):185-197.

 城市体检

• 宜居、绿色、韧性、智慧、人文城市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城市发展

状况进行监测评估，还要同时掌握居民对城市各方面满意度评价等，“城市体检”则是行之有效的

科学途径。

多源数据在城市体检不同维度应用



城乡规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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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学科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对城市、自然和社会的认识
为新城市科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新城
市科学也为环境科学带来了更新的视

野、技术和方法

 城市地理学

城市经济学 城市交通学 地理信息系统

一方面，新城市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海量
数据与高性能的计算能力，为城乡规划学
研究提供了研究数据和分析方法支撑；

另一方面，城乡规划学的实践和理论研究
也为新城市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实践

应用案例。

环境科学对城市、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为新
城市科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新城市科学也
为环境科学带来了更新的视野、技术和方

法。

城市地理学为新城市科学提供理论指导，
新城市科学为城市地理学提供技术支持与
实践研究，相互促进二者的理论和实践体

系不断充斥完善。

城市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研究有助于
对城市各种现象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

无论是从涉及到新理论、新方法的研究领
域，还是从涉及到新技术、新模式的智慧
城市实践领域，城市交通学的前沿研究已

经成为当今新城市科学的前沿领域。

是新城市科学的重要技术支撑之一，能够
提供空间分析与应用模型、空间数据挖掘
、辅助决策与专家系统、空间信息移动服

务和网络GIS等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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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领域

新城市科学是复杂科学的基础上对城市科学中的区域
科学及城市经济学内涵加以系统整理而形成的学科，
因此复杂科学亦同新城市科学有很强的相关性

计算社会科学指的是将计算的和算法的工具应用于
关于人类行为的大规模数据，用以建立模型、模拟
、分析社会现象。与新城市科学中运用新数据、新
方法的理念相似，二者互为支撑，相互融合，有很
强的相关性

是专门研究复杂网络系统的定性和定量规律的交叉科
学。新城市科学中对城市的理解不仅建立在观察的基
础上，而是扩展到了流和网络

通过不断获取、整合和分析城市中多种异构大数据
来解决城市所面临的挑战的过程，帮助我们理解各
种城市现象的本质,甚至预测城市的未来，因此与新
城科学关联紧密

是应用自然科学 (以物理学为核心) 的思路、概念、
原理和方法, 经过有效拓展、合理融会和理性修正, 来
揭示、模拟、移植、解释和寻求社会行为规律和经济
运行规律的交叉性学科，为新城市科学的理论基础之
一

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使用基于新兴信息技术的系
统理论和方法来理解、管理和设计城市，并以当代
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基础，是对城市科学、
地球空间信息学和信息学的整合

社会
物理学

复杂
科学

网络
科学

城市
信息学

计算
社会
科学

城市
计算

利用计算模拟、统计验证、实证分析等方法来进行
定量城市理论研究

城市
模型



•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涌现了多家以新城市科学为核心关注点的研究机构，寻求深入的定量和计算方法

来了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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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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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Sciences 

 Urban Science
 Transactions in Urban Dat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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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新城市科学相关学位与科研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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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学位项目

　 院校 院系 学位/科系 类型

学位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维特比工程学院/达纳与大卫·多恩西夫文理学院 空间数据科学理学硕士 数据科学

哈佛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统计学院 数据科学硕士

康奈尔大学 统计和数据科学系 专业研究硕士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信息学院 信息管理与系统硕士

杜克大学 —— 跨学科数据科学硕士

卡内基美隆大学 计算机学院 计算数据科学硕士

弗吉尼亚大学 数据科学学院 数据科学硕士

卡内基美隆大学 建筑学院 计算设计理学硕士 计算设计

麻省理工学院 建筑与规划学院 建筑研究科学硕士

麻省理工学院 城市与规划学系 城市科学与规划科学与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

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

哈佛大学 设计学院 城市规划硕士下城市分析方向 城市分析

宾夕法尼亚大学 斯图尔特·韦茨曼设计学院 城市空间分析硕士

伦敦大学学院 巴特莱特高级空间分析中心 智能城市和城市分析硕士

格拉斯哥大学 城市大数据中心 城市分析硕士

纽约大学 纽约大学城市科学与进步中心 应用城市科学与信息科学硕士

东北大学（美国） 公共政策与城市事务学院 城市信息学硕士

马德里理工大学 工程和建筑学院 城市科学硕士

新南威尔士大学 建筑环境学院 城市分析硕士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建筑学院未来人居学科 建筑学硕士 城市科学

科研院系
宁波大学 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 城市科学

上海师范大学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城市科学与区域规划

北京联合大学 艺术与科学学院 城市科学



院校 课程 

新南威尔士大学 数字城市 (短期课程)

康奈尔理工与以色列理工学院 城市科技硕士项目

哥伦比亚大学 城市信息学、城市数据科学、应用机器学习

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
理解未来城市：方法论（定期课程）

信息架构与未来城市：响应型城市（定期课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rbanSim云平台介绍（在线课程）

城市数据科学导论

伦敦大学学院
空间数据科学与可视化（硕士课程）

高级空间分析（硕士／博士课程）

新南威尔士大学 GIS与城市信息学（短期课程）

华威大学
大数据与数字未来（硕士课程）

城市分析和可视化（硕士课程）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城市生活实验室（硕士课程）

清华大学、韩国延世大学和韩国浦项科技大学 未来城市：智慧城市与可持续发展

纽约大学
数据挖掘、预测分析和大数据

城市科学强化（硕士课程）

清华大学
大数据与城市规划

新城市科学

国内外新城市科学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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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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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新城市科学的理解：新的城市科学+新城市的科学+未来城市

新城市科学既是新的城市科学，

即利用新数据、新方法和新技术研究城市，

也是新城市的科学，即研究受到颠

覆性技术影响的城市。本课程也关注其在

未来城市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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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龙瀛. (新)城市科学:利用新数据、新方法和新技术研究“新”城市[J].景观设计学,2019,7(2):8-21.

新城市科学三部曲
也体现了我认识的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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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瀛，2019，景观设计学

来源：龙瀛. (新)城市科学:利用新数据、新方法和新技术研究“新”城市[J].景观设计学,2019,7(2):8-21.



清华大学通识选修课程《新城市科学》，龙  瀛，ylong@tsinghua.edu.cn 35

龙瀛，2020，建筑学报

来源：龙瀛. 颠覆性技术驱动下的未来人居——来自新城市科学和未来城市等视角[J].建筑学报,2020(3-4):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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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瀛，2021，世界建筑

来源：龙瀛,张恩嘉.科技革命促进城市研究与实践的三个路径：城市实验室、新城市与未来城市[J].世界建筑,2021(03):62-65+124.



3
课程安排

The Profile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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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总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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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市科学
New City Science
清华大学通识教育科学课组（混合式教学）课程号：00000042

周次 时间 MOOC自学章节 线下教学内容 备注

W1 9月15日
第1讲：新城市科学概论（1）

（选学/不计成绩）
新城市科学课程导论

W2 9月22日
第2讲：新城市科学概论（2）

（选学/不计成绩）
新城市科学概论

针对现场教学
征求同学建议

W3 9月29日
第7讲：物联网
与穿戴式设备

现场教学
（胜因院） 

周四16:30-17:30
智慧化雨洪管理

W4 10月6日
第3讲：地理数据分析、可视化

与商业智能
城市新数据分析及技术方法

报名W6/W10研讨
（每人一次）

W5 10月13日
第6讲：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

特邀报告
（同济叶宇/计算性城市设计）

W6 10月20日
第11讲：计算社会科学

新进展
研讨课：新的城市科学 需全体到场

W7 10月27日
第4讲：新城市科学支持下的社

区善治
新日常生活与社会组织研究

针对现场教学
征求同学建议

W8 11月3日
第8讲：从城市数据到智慧城市

（选学/不计成绩）

现场教学
（温榆河未来智谷）
周四13:00-18:00

未来城市空间

W9 11月10日 第9讲：美团智慧城市
的探索与实践（选学/不计成绩） 新城市空间研究

确认W13/W14
汇报名单

W10 11月17日
第5讲：数字孪生城市
（选学/不计成绩）

研讨课：新城市的科学 需全体到场

W11 11月24日
第12讲：数据增强设计与未来

城市空间
特邀报告

（腾讯王鹏/数字技术与未来城市）

W12 12月1日 第10讲：人本尺度城市形态 未来城市空间原型及设计

W13 12月8日 线上无课 大作业进展汇报
每位五分钟，介绍大作

业进展
需全体到场W14 12月15日 线上无课 大作业进展汇报

W15和W16无课，W17周五前完成MOOC期末考试并提交大作业

主讲教师：龙瀛（建筑学院 ylong@tsinghua.edu.cn）

上课时间：默认周四第6大节19:20-20:55（如有不同，右表单独标出）

上课地点：法图B107
考核方式：考查（给ABC成绩）

课程学分：2学分
课程助教：赵慧敏、梁佳宁

教学形式：MOOC课程、课堂讲授、专题讲座、课堂研讨、现场教学等
教      材：《新城市科学》教案（出版中）

注：本课程采用MOOC混合式教学，部分周课前需学习MOOC对应章节。

课程简介：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颠覆性技术对城市空间和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使

城市研究客体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以此为背景，新城市科学应运而生，也让传统的城

市科学焕发了新的生机。新城市科学既是新的“城市科学”，即利用新数据、新方

法和新技术研究城市，也是“新城市”的科学，即研究受到颠覆性技术影响的城市。

同时本课程也关注二者在未来城市实践中的应用。本课程综合运用线上课程、讲授、

讲座、研讨、现场教学等教学方法，介绍新城市科学的最新研究和实践进展。

成绩构成：

网上MOOC占30%（视频4%+作业14%+考试12%），大作业60%（个人研讨占

20%+大作业占40%），线下考勤10%（抽查三次）



https://www.xuetangx.com/course/thu08281002692/12425523?channel=i.area.manual_search

线上课程（学堂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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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

了解：城市空间与日常生活发生的变化；城市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和
运行规律；未来城市最新探索

熟悉：第四次工业革命作用下的城市系统基本特征；新城市科学起源
与发展趋势

掌握：构成新的城市科学的新数据、新方法和新技术的主要类型；新
城市的科学的基本发展趋势；对这两方面的批判性和前瞻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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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场景

• 部分周次课前进行线上MOOC学习

• 课件和参考资料阅读

• 两次课程研讨及其准备

（W6/W10 + W13/W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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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

本课程为基于MOOC的混合式教学，课程成绩由线上MOOC成绩，
大作业与线下考勤组成，最终为等级制成绩。

课程成绩 = 

                      MOOC占30% (视频4%+作业14%+考试12%)
                       + 
                      大作业占60% (个人研讨占20%+大作业占40%)
                       + 
                      线下考勤占10% (抽查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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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一（方法）

未来城市

面向未来
的创造

新的
城市科学

研究城市的
新方法/新技

术

新城市
的科学

出现的新变
化/研究新对

象

研讨二（认识）

（实践）

A B

C

 课程核心逻辑

课程论文（大作业）补充说明

科技
革命

实
体
形
式

虚
拟
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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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
基于大数据的城

市认知

基于互联网平台

的城市实验

城市生活



研讨一（方法）

未来城市

面向未来
的创造

新的
城市科学

研究城市的
新方法/新技

术

新城市
的科学

出现的新变
化/研究新对

象

研讨二（认识）

（实践）

A B

C

 课程核心逻辑

课程论文（大作业）补充说明

科技
革命

实
体
形
式

虚
拟
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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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城市科学（A）

• 即：新的研究方法、技术、数据

• 新数据：街景图片、各类刷卡数据、手机信令数据
                    微博数据、点评数据、摄像头数据等

• 新方法：主动感知、可穿戴式设备等
     （针对研究对象采取不同方法和数据）

A

城市空间
基于大数据的城

市认知

基于互联网平台

的城市实验

城市生活



研讨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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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
城市科学

研究城市的
新方法/新技

术

新城市
的科学

出现的新变
化/研究新对

象

研讨二（认识）

（实践）

A B

C

 课程核心逻辑

课程论文（大作业）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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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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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城市科学（A）

• 即：新的研究方法、技术、数据

• 新数据：街景图片、各类刷卡数据、手机信令数据
                    微博数据、点评数据、摄像头数据等

• 新方法：主动感知、可穿戴式设备等
     （针对研究对象采取不同方法和数据）

新城市的科学（B）

• 即：对比十年前的城市，新的城市有什么表征

• 物质层面：新要素、新设施、新材料

• 社会层面：新活动、新功能（如咖啡厅办公）
                        新行为（如网红打卡）

A

B城市空间
基于大数据的城

市认知

基于互联网平台

的城市实验

城市生活



研讨一（方法）

未来城市

面向未来
的创造

新的
城市科学

研究城市的
新方法/新技

术

新城市
的科学

出现的新变
化/研究新对

象

研讨二（认识）

（实践）

A B

C

 课程核心逻辑

课程论文（大作业）补充说明

 未来城市（C）实现的三个路径：
 空间干预、场所营造与数字创新

数字创新
（Digital Innovation）

技术层面

空间干预
（Spatial Intervention）

物理空间层面

场所营造
（Place Making）

社会层面

路
径

1：
以

实
体

形
式

植
入

空
间

中

路
径

2：
以

虚
拟

形
式

实
现

场
所

营
造

相互促进

城市
空间

智慧化

载体与硬件支持 供需匹配

路径3：
对物理空间的孪
生、再现，增强
虚拟空间感知

城市空间
基于大数据的城

市认知

基于互联网平台

的城市实验

城市生活

C

载
体

：
自

然
环

境
-建

成
环

境

载
体

：
社

会
环

境

安全舒适、高效节能、

弹性使用、智能监管、趣味活力 

载体：虚拟空间

科技
革命

实
体
形
式

虚
拟
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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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论文（大作业）成果要求

• 从城市居住（宿舍区域/胡同/门禁社区/单位大院）、就业（写字楼/工业园）、休闲（公园/广场
/绿地）三类空间功能中任选其一，观察一个熟悉的具体城市空间，需要在北京市。

• 大作业中要包含以下三个部分，可以根据自己的选题有所侧重：

1. 提出利用新数据、新技术和新方法研究这一空间当下的思路；   ————   A

2. 识别“新城市”的表征，并从批判性角度对其进行点评；       ————   B

3. 对技术加持下的五年后的发展模式进行展望。                 ————   C

• 其他要求：

1. 需要具像化到一个具体的地点（对应一种主要功能）+三个方面的讨论

2. 全文3000-5000字，五分钟汇报

3. W17周五前将大作业电子版以及汇报PPT提交至网络学堂（2023年1月6日）

4. 尽早确定地点和功能，有助于课程研讨和大作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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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评语：本文内容详实，聚焦养老产业及
具体养老院空间，结合行业发展前沿与实地
调研，对新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个体及行业变
化展开了思辨，关注新城市科学带来的新现
象及背后仍存在的问题，体现了较强的批判
性思维。 

2020优秀作业

技术与⼈本社会：新城市科学下的养⽼产业与⼈⽂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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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院 何谐

A+
1 概述
  1.1 智慧养老的含义
  1.2 语境共性：发展背景
  1.3 空间特例：北京西城区展览路街道百万庄养老中心
2 “新城市”表征：新城市的科学
  2.1 移动互联网 
  2.2 传感网与物联网
  2.3 大数据与云计算
3 空间研究与评估：新的城市科学
  3.1 新数据 
  3.2 新方法和新技术 
4 推演展望：未来城市
  4.1 现状批判反思
  4.2 未来展望 
5 总结 



1 研究背景

1.1 照澜院商业步行街概况

2 “新的城市科学”——研究当下空间思路

2.1 新数据、新技术与新方法概览

2.2 照澜院商业步行街当下空间研究思路

3 “新城市的科学”——“新城市”表征识别

3.1 现有“新城市”表征

3.2 存在的不足反思

4 未来5年发展模式

4.1 照澜园商业步行街发展模式特点初判

2020优秀作业

“新城市科学”视角下城市游憩商业区的研究思路、发展表征及未来展望

——以清华大学照澜院商业步行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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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院 李元赫 A+
教师评语：本文以照澜院商业步行街为具体
案例场地，开展研究思路、新城市表征认知
以及对未来的展望三方面的讨论，并且提出
了较为全面、丰富的研究方案，未来可结合
其他课程中对场地的认识和调研，研讨可落
地、可实施的方案，是一份优秀的作业。 



教师评语：学生结合第三空间和智慧校园的
趋势，以紫荆操场为例进行分析。文章覆盖
了新方法、新城市表征以及对未来的展望三
方面的讨论，每个部分均详细有条理地进行
展开论述，包括各类数据方法地针对性运用
和物质社会层面的变化。完成度高，逻辑清
晰，是一份优秀的作业。

2021优秀作业

新城市科学下的校园运动空间——以紫荆操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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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院 赵怡丹

A+
1 研究背景概述
  1.1 智慧校园
  1.2 第三空间
  1.3 空间案例：清华大学紫荆操场
2 新的城市科学：方法、数据与技术 
  2.1 智慧设施与手机软件数据
  2.2 社交媒体数据
  2.3 新的研究方法
3 新城市的科学：研究对象
  3.1 物质层面
  3.2 社会层面
4 未来城市展望
  4.1 智能家具
  4.2 虚拟空间的现实增强
  4.3 公众参与的空间治理与场所营造



教师评语：本文从居住类型的历史街区出发，
以愚园路历史街区为例，分析了历史街区的网
络化和数字化新表征，并结合更新的全历程阐
释新技术新方法如何运用。学生对研究对象进
行了深入的在地研究，逻辑清晰，内容翔实，
并辅以图示，是一份优秀的作业。

2021优秀作业

新旧之间：新城市科学视野下的居住类历史街区更新问题 
——以上海愚园路街道空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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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院 罗庆云

A+
1 综述
  1.1 引言
  1.2 概念界定：当代城市语境中的居住类历史街区
  1.3 核心问题：变化的人口结构与复合的功能组织
  1.4 研究对象：上海愚园路街道空间
  1.5 研究框架
2 新城市的科学
  2.1 愚园旧梦：1910s-2010s 
  2.2 新愚园与微更新：2010s-2020s 
  2.3 现有问题综述与新技术介入机会 
3 新的城市科学
  3.1 应用场景设想 
  3.2 流程总结 
4 未来城市
  4.1 愚园路更新的新可能
  4.2 历史街区更新的新模式
5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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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新城市科学概论》（出版中）部分课后发放对应章节的电子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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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未来城市》线上免费电子书资源

天猫链接（另有多家店铺销售）：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20
m.1000858.1000725.11.16d84ccfiAr907&id=
608781685978&skuId=46116866272090738
82&user_id=832978172&cat_id=2&is_b=1&r
n=1aeaae0c1d92b4379a1041a20fdc7c5b

微信读书（另有多家店铺销售）：
https://weread.qq.com/web/appreader/6083
201071a178e7608c604k1f032c402131f0e3d
ad99f3?wtheme=white&wfrom=app&wvid=3
64093122&scene=bottomSheetShare

参考资料1：《创造未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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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2：《必然》

天猫链接（另有多家店铺销售）：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20m.10008
58.1000725.116.69da18862Qox22&id=52692190526
9&user_id=1932014659&cat_id=2&is_b=1&rn=eadeea
d3c7d112df6b318cda164b36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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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答疑

• 阅读材料和课件将更新到网络学堂

• OPEN OFFICE HOUR 
• 每周五上午08:30-09:30 
• 需要提前通过info预约
• ylong@tsinghua.edu.cn
   新建筑馆501，13661386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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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答疑

• 课程教师：龙  瀛 ylong@tsinghua.edu.cn

• 课程助教：
    赵慧敏 zhaohm21@mails.tsinghua.edu.cn
    梁佳宁 liangjn21@mails.tsinghu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