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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IGH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TEGRATION OF URBAN GEOGRAPH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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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njing 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main units of the earliest engaged in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urban
geography. During the past 60 years, the urban geography of our school relies on multi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advantages of science, liberal arts, economics, etc., follows the world urban geography development
trends, and insufficient emphasizes on the theoretical study and planning practice of urban geography with a
high degree of integration. Now, we have accumulated a great systematic research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fields of urban geograph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urban geography in Nanjing University, and divid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into four stages, including the exploration and study period, the recovery period of development, the vigorous period of development and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period.
Then, the author summaries the research result about urbanization, urban system,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systematically. Nanjing University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institutes to carry out urbanization
theory, theory of urban system and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and the researchers in Nanjing University
brought out several classical theories, such as urban system structure (Urban rating scale structure, functional
structure,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network structure), the concept of "urban-region", and so on.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aspects about the health of urbanization, urban network system, the urban space remodeling,
livable city and wisdom city will be further streng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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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回顾了南京大学城市地理研究发展变

学城市地理高度融合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 取得了长

迁的历史过程， 将其划分为探索研究时期、 复苏发展

足的发展并夯实了自己的学科发展优势。 在未来发展

时期、 旺盛发展时期和多元化发展时期几个阶段， 系

中， 应进一步加强对健康城市化、 城市网络体系、 城

统总结了在城市化、 城镇体系、 城市与区域规划及管

市空间重构及宜居城市与智慧城市等内容的研究。

治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城市
化理论、 城镇体系理论及城市与区域研究的机构， 提
出 了 “三 结 构 一 网 络 ” 的 城 镇 体 系 结 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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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是我国最早从事城市地理研究与教学的主要单

人文地理

镇发展研究》、 《城市地理学》、 《中国城市地理》等专

位之一。建国 60 多年来，我校城市地理学科依托学校理、

著 [5-8]；1998 年组建了以 “数字城市”为主攻方向的城市规

文、经等多学科综合优势，顺应世界城市地理学科发展趋

划与区域开发模拟实验室；2000 年顾朝林成为我国城市地

势，充分强调城市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城市规划实践的高度

理学界第一位杰青获得者。这一时期南京大学在城镇体系、

融合，在城市地理学理论研究与应用领域已经积累了丰硕的

城市化、城市与区域理论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理论研究方面，形成以城市体系、城市边缘区、

1.4 多元发展时期 （2001 年—今）

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研究为特色的较强、成梯队的学术群体，
出版了一批标志性专著。应用研究方面，依托多学科交叉优

进入新世纪后，一批青年学者开始崛起，学科梯度逐渐
完善，学科领域也得到了更大的拓展，拓展了城市与区域管

势，在区域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理论与方

治、信息化与城市区域空间结构、城市社会文化地理、宜居

法等方面取得了系列成果。近年来，本学科又在城市与区域

城市等领域。先后承担了 “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与机理研

空间结构、城市与区域管治、城市生态与景观、城市 GIS 和

究”国家自然科学重点项目等十多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以

信息地理研究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及国家 973 项目、 “985”工程、教育部社科项目和科技部、
建设部等研究课题，出版了 《城市社会学》、 《城镇群体空

1 1949 年以来城市地理学学科发展历程回顾

间组合》、 《城市管治：概念、理论、方法、实证》、 《概念

中国城市地理学的迅速成长，很大程度上归于它在实践

规划——
—理论、方法、实例》、 《城市体系规划：理论、方

中的旺盛生命力。1977 年南京大学率先在经济地理学专业

法与实例》
、 《信息时代的区域空间结构》、 《全球化世纪的

的基础上开设城乡规划专业，开展了综合性大学理科在城市

城市密集地区发展与规划》、 《城市规划经济学》等著作。

规划工作中的广泛参与。依托甲级资质的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举办了 “城市与区域管治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1）、 “人

院这一学科平台，城市地理学者积极参与城市与区域规划，

文地理学发展前沿问题学术沙龙” （2003）、 “中国城市化

逐渐走出了一条理科与工科相结合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地理发

研究海内外研究组专题讨论会” （2005）、 “中日城市化专

展道路。南京大学主要侧重城市化、城镇体系、城市总体规

题讨论会” （2006）、第一届 “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中青年创

划研究，近年来又进行区域城市化、海港城市、城市社会地

新论坛” （2011） 等重要学术会议，先后与美国、英国、加

理研究 以及宜居城市、信息城市、智慧城市研究。根据南

拿大、德国、法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

京大学城市地理学研究进程，可划分为以下四个研究阶段：

泛的国际学术交流。

[1]

1.1 探索研究时期 （1949—1974 年）
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中国经济地
理学的研究以生产力布局为主。李旭旦、宋家泰、张同铸等
一批学者重点研究了人地关系、农业区划、经济区划等领

2 研究重点领域与学术贡献
2.1 城市化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
南京大学是最早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单位，1979 年

域，使得南京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

吴友仁在 《城市规划》上撰文，率先探讨了我国社会主义城

1.2 复苏发展时期 （1975—1984 年）

市化问题 [9]。经过长达 30 多年的研究过程，积累了大量的

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城市工作的复苏，
并提出在城市规划中加强区域分析和社会经济分析的要求，

研究成果。城市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 城市化发展过程的研究

城市地理在人文地理学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2]。1975 年以

改革开放前后是中国城市化过程的一个转折点，1990

来，宋家泰先生及全教研室师生致力于城市与区域规划的实

年代是又一个转折点[10]。南京大学关于城市化过程的集中研

践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从 1976 年开始即接受

究从 2000 年开始，顾朝林等学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教育部委托，举办城市规划培训班，成为中国城市规划人才

项目及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的资助下，开展了中国城市化

培训基地，在国内城市规划界首开城市规模的系统研究 。

过程及典型区域的城市化过程研究，并出版了 《中国城市化

1980 年宋家泰先生提出 “城市—区域”观理论，开展了城

格局、过程、机理》的著作 [11]。在城市化过程研究的同时，

市发展的区域分析、城镇体系以及城镇化的早期研究 [4]。同

对郊区化、城乡一体化、半城市化等城市化发展过程进行了

时，南京大学地理系成立了城市与区域规划专业，奠定了当

探讨和研究。顾朝林 （1998）分析了中国大城市发展的新动

代南京大学城市地理研究以及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科发展的基

向[12]。甄峰 （1999） 总结了城乡一体化的内涵、模式、动力

础，成为现代城市地理创新的重要源头之一。

及规划实施等内容[13]；张敏等 （2008） 研究了城市化进程中

1.3 旺盛发展时期 （1985—2000 年）

欠发达地区出现的半城市化现象[14]。

[3]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入历史

南京大学利用地理与区域研究的优势，进行了社会经济

以来最旺盛的时期，全国各大学地理系和相关地理研究所都

要素与城市化关系研究。包括曾尊固等 （1989） 对南通农村

相继在城市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领域有所拓展 。1985

产业结构变化、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发展关系的研究 [15]；顾

年在我国首届 “城市地理学术研讨会”上，宋家泰作了 《论

朝林 （2004）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发

中国城市发展问题》的报告，标志着南京大学城市地理研究

展关系研究[16]；甄峰等 （2007） 研究了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进入旺盛发展时期。出版了中国地理界第一部城市规划专著

和城市化的关系[17]。1999 年顾朝林出版著作 《经济全球化与

《城市总体规划》
，随后崔功豪、顾朝林相继出版了 《中国城

中国城市发展——
—跨世纪城市发展战略研究》，系统性的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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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城市化的影响 [18]。还有学者从全球化角度

体系规划理论与方法，在国内外地理学界、规划学界具有非

分析了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并提出了有影响的城市化发展

常重要的影响。经过多年持续不断的耕耘和积累，南京大学

策略[19]。

在城镇体系理论、区域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和城镇体系规划实

2.1.2 城市化发展模式与动力机制

践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进入 90 年代后，中国城市地理学界对中国城市化的研
究开始转向更深层次的机理研究 。郑弘毅主编的 《农村城
[20]

2.2.1 城镇体系理论研究
上个世纪 80 年代，宋家泰、顾朝林在国内率先提出了

市化研究》一书论述了农村城市化基本理论与动力机制 ，

城镇体系的 “三结构一网络”理论，即地域空间结构、等级

崔功豪、马润潮 （1999） 分析了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

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城镇网络系统理论理论[36]。90 年

[21]

阶段，探讨了其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影响和政府、农民、外

代，针对城镇体系的群体空间进行了研究，张京祥、崔功豪

部 （内资、外资） 力量共同作用下的运行机制[22]。顾朝林在

提出城镇群体组合的基本规律 [37]。进入 21 世纪，开始关注

其著作 《中国城市地理》中对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发展模式

全球化、信息化等新的时代背景对城镇体系结构的影响，顾

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将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分为基本动力和独

朝林等分别针对全球化与中国城市体系、城市等级模体系特

特动力，将中国城镇化模式分为自上而下模式、自下而上模

征等内容进行了研究[38]；甄峰、沈丽珍等开展了信息技术影

式和外力推动模式[8]。

响下的城市网络结构、流动空间与全球城市网络的研究[39,40]。

2.1.3 城市化空间格局研究

2.2.2 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研究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地理学界初步讨论了中国城

在进行城镇体系理论研究的同时，开展了全国及各地城

市的分布、城市构造、轮廓和功能等[10]。80 年代，宋家泰等

镇体系空间结构的实证研究。顾朝林在 《中国城镇体系——
—

学者研究了城市化的城镇体系格局、城镇空间布局及城市边

历史、现状、展望》一书系统阐述了城镇体系历代发展，中

缘区等内容。宋家泰撰写的 “中国城市发展的几个问题”及

国现代城镇体系的结构，展望了中国城镇空间的未来发

顾朝林的 《中国城镇体系——
—历史、现状、展望》

，较

展[22]。同时，开展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规模时空演变、江

早地探讨了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城镇体系。崔功豪等

苏省城镇体系空间规划以及徐州等地区的城镇体系空间结构

[23,24]

（1990） 分析了我国城市边缘区用地形态和空间结构的基本

和布局研究[41,42]。

特征[25]。林炳耀 （1994） 提出发展中地区应采取主要地区多

南京大学自 80 年代中期起，在国内率先进行城市边缘

中心发展、扩大中心城市地域范围、加强副中心等战略 。

区的研究，系统介绍了国外相关理论，使城市边缘区成为我

进入新世纪，城市化空间格局的研究区域和空间更加广

国城市地理界和规划界研究的热点 [43,44]。先后承担国家自然

泛。顾朝林等展开了全国城市化空间格局以及长江三角洲等

科学基金关于城市边缘区 （城乡结合部） 问题三项基金，出

[26]

地区的城市化空间格局 。还有学者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

版了 《中国城市形态、结构、特征及其演变》、 《集聚与扩

都市区、城镇密集地区、巨型区域等新的城市化空间形态进

散：城市空间结构新论》等著作[45,46]。90 年代以来，南京大

[11]

行了研究[27,28]。同时，采用定量方法进行城市化水平综合测

学相继开展了城镇群、大都市密集区、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

度，对城市化水平的空间格局进行可视化分析[29]，从经济发

究，并在国内较早开展了区域空间极化研究 [47]。2000 以来，

展、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生态发展、城乡统筹等方面来综

继续深化对都市圈、都市连绵区、城市密集地区的研究，包

合研究城市化发展质量及其空间格局[30]。

括长三角都市连绵区特征与形成机制[48]，以及全球化时代城

2.1.4 城市化政策与道路

市密集地区发展、规划及治理的一系列重大转型研究[49]。

关于中国城市发展方针政策和道路一直是城市地理研究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和作用下，城市区域不断的重

和讨论的热点。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

构和产生新的变化[50]。南京大学较早地开展了信息化影响下

城市化政策问题。宋家泰积极倡导小城镇发展，在 1985 年

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研究[51]。包括信息时代的实空间、虚

美国俄亥俄州阿克隆大学召开的 “国际亚洲城市化会议”以

空间和灰空间，探索性地研究全球化、信息化对该区域空间

及 1985 年全美地理学家年会上，宣读了以小城镇发展为

结构的影响，提出了以都市圈为空间和经济组织方来式构建

“中国城市化及其发展途径”的观点。马润潮等于 1987 年在

长江三角洲网络空间结构的设想[52]。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对城

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报 （AAAG） 发表了 “中国行政体制变

市与区域发展影响的深入，及时开展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空间

化和城市人口”[31]。顾朝林 （1999） 提出中国应采取多样化

影响研究[53]，架构了区域流动空间，并分析了流动空间对城

的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政策 。

市区域的影响和重构[54]。针对移动信息技术的影响，探索性

[32]

进入新世纪，多位学者分别从行政区划调整、制度建
设、公共政策、制度创新等角度分析城市 （镇） 化发展政
策

[33,34]

。同时，针对城市化发展的方针政策及时代需求开展

地提出了移动社会框架下的城市地理学研究范式与重点[55]。
2.2.3 城镇体系规划实践
南京大学对城镇体系理论研究的成果，有效地指导了空

了城市化发展策略研究，提出城镇化发展产业、空间策略，

间规划的实践工作。提出的城镇体系规划的 “三结构一网

以及城乡统筹与乡村发展研究，提出质量提升、统筹协调及

络”理论，为城市规划部门接受并广泛应用，其基本思想被

空间优化三大战略[35]。

纳入 《中国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以及国家建设部 《城市

2.2 城镇体系空间结构与规划

规划编制办法》。相继在 1980 和 1990 年代为建设部举办城

南京大学最早开展了城镇体系研究，并创建了中国城镇

镇体系规划培训班，培养了大批城镇体系规划人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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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南京大学也积极投身于城镇体系的规划实践

地区的协调发展机制、城市功能完善与提升。加强对半城市

工作。针对生产力布局与城镇体系的关系、城镇体系规划边

化、乡村 “空心化”、新城市化贫困阶层、城市化过程中弱

界、城镇体系规划性质、城镇体系规划方法与思路等内容进

势群体、农民工进城等城市化过程中的焦点问题研究。

。近些年来，南京大学也承担了多项重要区域

城市网络体系研究。在全球化、信息化深度影响下，传

规划、城市群规划、城乡统筹、城市战略规划以及宜居城市

统的城市等级体系结构逐渐转向网络结构，应加强世界城市

研究与规划，涉及到长江三角洲、关中城市群、冀中南地区

网络、全球城市体系、全球城市 （区域）、流动空间、城市

行了研究

[56-58]

等，海南、南京江宁等城乡统筹规划，以及南京、银川等城

与区域空间重构等研究，探讨全球生产网络、服务网络、社

市的宜居城市研究与规划，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会网络的空间特征、对城市网络的空间影响、作用机制及

2.3 城市与区域管治及规划研究

结果。

上世纪 90 年代末，南京大学在国内最早开展了城市与

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研究。加强对城市的社会文化空间、

区域管治研究，并积极进行城镇密集地区的规划研究。

网络空间转变及空间效应研究。随着消费主义倾向的兴起，

2.3.1 城市与区域管治

城市消费空间的研究也成为城市内部空间研究的重点内容。

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进行城市与区域治理研究的机构，

城市与区域规划方法研究。时空行为理论的出现，学者

继 2001 年成功举办国内首次 “城市与区域管治国际学术研

开始关注居民行为特征的空间变化及空间影响，今后应探讨

讨会”，顾朝林、张京祥、罗小龙等人在大城市管治、城镇

基于个人规划的城市规划方法，这可能是未来城市空间研究

密集地区治理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出版了 《城市管

和规划应重点探讨的内容。

治——
—概念、理论、方法、实证》、 《中国都市区发展：从
分权化到多中心治理》、 《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合作与管治》
等重要著作[59-61]。
城市管治研究成为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主要
集中在几个方面：①城市管治的理论渊源、研究意义和理论
框架[62,63]；②针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殊环境，研究城市治理
的多种模式[64,65]；③研究行政区划调整对都市密集地区区域
管治的作用、省直管县体制对城市发展影响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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