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城市规划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16096903 

课程名称：城市规划原理 

英文名称：Principles of Urban Planning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学    时： 48      

学    分： 3.0 

适用对象: 土地资源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二年级学生 

考核方式：考试 

先修课程：无 

 

二、课程简介 

《城市规划原理》课程是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公共事业

管理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城市规划课程系统地阐述了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

规划设计的原则与方法。分析了总体规划与区域规划的方法与手段。通过城市规划课

程的教学，应使学生对城市规划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和正确的

理解。在城市规划课程的各个教学环节中，都应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注重学生实践能

力的能力的培养，为相关专业学生今后在土地规划、房地产开发设计、城市公共管理

的工作与实践提供基础。 

The course of principles of urban planning i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for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major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major,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major). The urban planning curriculum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urban planning,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planning programming. The 

methods and means of master pl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are analyzed.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urban planning course, students should have a more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and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s,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urban planning. In 

the each teaching link of urban planning courses,they should be in imparting knowledge at 

the same time,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ˊability to practice training。For related majorsˊ 

students provide the basis of jobs about land-use program,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design 

and urban public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三、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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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原理》课程的基本要求是，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认识城市规划与

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培养学生运用多学科知识全面分析、解决城市规划与设计的

能力，为今后的专业学习和未来的职业规划打下良好的基础。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认识城市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了解城市规划学科、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2、初步掌握城市规划的基本理论、知识与方法；了解国内外城规划思想及动态； 

3、理解城市规划体系构成及其内在关系、各类规划的工作步骤及编制程序； 

4、初步掌握区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住区规划等的方案评析与优化；  

5、培养学生树立全面正确的城市观念；初步掌握城市功能活动在整个城市空间

的合理部署与有机组合，并在全局观念下协调城市各个方面的研究方法，了解城市社

会生活空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哲理观念。 

 

四、教学内容及要求  

第一讲 城市与城市规划概论 

（一）目的与要求 

1．了解城市规划的基本特点与价值观，及其在现实中的认知与应用； 

2．了解从古至今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的发展特点，城市建设的发展简史，

掌握城市规划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3．对城市规划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形成一定程度的了解或认识。 

（二）教学内容 

1  城市与城市规划在现实中的认知与应用 

2  课程的教学安排与考核要求 

3  城市的产生 

3.1  居民点的形成 

3.2  城市的形成 

3.3  城镇与城市的界定 

4  城市的发展 

4.1  古代城市的发展 

4.2  近代城市的发展 

4.3  二战城市的发展 

4.4  当代城市的发展 

5  城市规划的理念与价值观 

5.1  城市规划的核心内涵 

5.2  城市规划的特点与任务 

5.3  城市规划的目标与价值观 

（三）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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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规划及其相关学科（建筑、土地、房地产等）在发展中相互影响

和作用 

2．了解典型城市的出现与兴衰原因？结合家乡所在城市进行分析。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讲授法、典型案例分析法和讨论法及自学指导法相结合，教学媒体应

用。  本课程教学手段包括：基本教材、多媒体课件和视频录像，其中，基本教材作

为教学的主要媒体和课程考核的基本依据，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本课程的全部内容，其

他辅助材料对课程的重点、难点进行方法性的指导以巩固和强化学生对土地资源管理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和学习积极性。 

 

第二讲 城镇化基本原理 

（一）目的与要求 

1．了解城镇化的基本特点与原理；重点掌握城镇化的 S 型曲线以及 4 个

发展阶段。 

2．能够运用城镇化原理解释过度城镇化、高度城镇化、郊区化、逆城镇

化等社会现象，尤其是分析当前国际、中国城镇化的主要问题及特点。 

（二）教学内容 

1  城镇化的内涵与测量 

1.1  城镇化的内涵 

1.2  城镇化的测量 

2  城镇化的历程及形式 

2.1  世界城镇化的历程 

2.2  城镇化的一般发展过程—诺瑟姆曲线 

2.3  城镇化的一般阶段与形式 

3  城市的产生国外城镇化的典型案例 

3.1  拉美国家（过度城镇化） 

3.2  东南亚国家（低水平同步城镇化） 

3.3  西欧国家（高水平同步城镇化） 

4  中国城镇化的思考 

4.1  中国城镇化的背景与成就 

4.2  中国城镇化的问题与挑战 

4.3  广东及珠三角的城镇化 

4.4  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三）思考与实践 

1．珠三角城镇化的特征、问题及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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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新型城镇化概念提出的背景与核心内涵。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讲授法、典型案例分析法和讨论法及自学指导法相结合，教学媒体应

用。  本课程教学手段包括：基本教材、多媒体课件和视频录像，其中，基本教材作

为教学的主要媒体和课程考核的基本依据，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本课程的全部内容，其

他辅助材料对课程的重点、难点进行方法性的指导以巩固和强化学生对土地资源管理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和学习积极性。 

 

第三讲 国内外城市规划思想发展 

（一）目的与要求 

1．了解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演变及核心理念。 

2．了解国外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思想产生的渊源。 

3．熟悉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一定程度掌握现代城市规划的

主要理论及其观点；进一步了解当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变革。 

4．掌握学科先进的理论思想，城市规划的动态观念，为正确的理解与运

用城市规划的基本原理奠定基础，并逐步树立牢固的“以人为本”、“可

持续发展”的当代城市规划思想。 

（二）教学内容 

1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1.1  先秦时期城市规划 

1.2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规划 

1.3  隋唐时期城市规划 

1.4  宋朝时期城市规划 

1.5  元明清时期城市规划 

2  西方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2.1  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规划思想 

2.2  中世纪的城市规划思想 

3  近现代城市规划思想 

3.1  空想社会主义 

3.2  田园城市理论 

3.3  《雅典宪章》 

3.4  《马丘比丘宪章》 

3.5  有机疏散理论 

3.6  其他规划思想 

4  当代城市规划思想方法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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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考与实践 

1．周王城营国制度对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中的重要影响？ 

2．主要规划理论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当今城市规划发展的作用。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讲授法、典型案例分析法和讨论法及自学指导法相结合，教学媒体应

用。  本课程教学手段包括：基本教材、多媒体课件和视频录像，其中，基本教材作

为教学的主要媒体和课程考核的基本依据，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本课程的全部内容，其

他辅助材料对课程的重点、难点进行方法性的指导以巩固和强化学生对土地资源管理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和学习积极性。 

 

第四讲 城乡规划体制与编制 

（一）目的与要求 

1．在明确和了解了城市规划的概念、任务、工作特点等的基础上，掌握

城市规划的层面划分、阶段划分和工作程序，城市规划的编制办法及

其内容。 

2．认识调查研究对城市规划工作的重要性，掌握当前我国城市规划体系

的构成及其内在联系。为深入掌握城市规划的工作内容与方法打下基

础，为城市规划编制工作掌握必要的基础知识。 

（二）教学内容 

1  城乡规划体制 

1.1  城乡规划体制概述 

1.2  城乡规划的法规系统 

1.3  城乡规划的行政系统 

1.4  城乡规划的技术系统 

1.5  城乡规划的运作体制 

2  城市规划的影响因素及分析方法 

2.1  经济与产业 

2.2  人口与社会 

2.3  历史与文化 

2.4  生态与环境 

2.5  技术与信息 

3  城市规划的类型与编制内容 

3.1  城市规划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特点 

3.2  城市规划的调查研究与基础资料 

3.3  城市规划的层面及其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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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当前主要城市规划的案例介绍 

（三）思考与实践 

1．说明我国现行城市规划体系的构成及其核心，各体系的内在联系。 

2．城镇体系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之间的相互衔接关系。 

3．在理解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的基础上，简述城市规划的工作内容和编制

程序。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讲授法、典型案例分析法和讨论法及自学指导法相结合，教学媒体应

用。  本课程教学手段包括：基本教材、多媒体课件和视频录像，其中，基本教材作

为教学的主要媒体和课程考核的基本依据，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本课程的全部内容，其

他辅助材料对课程的重点、难点进行方法性的指导以巩固和强化学生对土地资源管理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和学习积极性。 

 

第五讲 城市用地分类及其适用性评价 

（一）目的与要求 

1．了解城市的系统构成、城市用地的概念、分类及计算原则。 

2．掌握城市用地条件分析与评价的方法及操作过程，为合理选择用地和

组织用地掌握必要的手段。在逐项分析影响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各项因

素的基础上，学会城市用地自然条件适用性评定的方法和步骤。 

（二）教学内容 

1  城市用地概述 

1.1  城市用地的概念 

1.2  城市用地的属性 

1.3  城市用地的价值 

1.4  城市用地的区划 

1.5  城市用地的归属于管理 

2  城市用地分类 

2.1  分类标准 

2.2  城乡用地分类体系（建设用地、非建设用地） 

2.3  城市用地分类体系（8大类、35中类和 43小类） 

2.4  各类城市用地的内容 

3  城市用地标准 

3.1  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标准 

3.2  人均单项城市建设用地标准 

3.3  城市规划用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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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城市规划土地利用平衡表的分析 

4  城市规划制图标准 

5  城市用地的适用性评价 

5.1  城市与自然环境 

5.2  自然环境条件分析（地质、地形、灾害、气候、水文） 

5.3  城市用地综合型评定 

5.4  城市用地方向的选择 

（三）思考与实践 

1．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对于用地分类的差异。 

2．以某具体案例为例，运用用地分类标准进行案例分析，掌握规划图识

图能力。 

3．影响城市用地分析、评定的自然条件和建设条件有哪些？进行用地的

适用性评定应该注意些什么？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讲授法、典型案例分析法和讨论法及自学指导法相结合，教学媒体应

用。  本课程教学手段包括：基本教材、多媒体课件和视频录像，其中，基本教材作

为教学的主要媒体和课程考核的基本依据，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本课程的全部内容，其

他辅助材料对课程的重点、难点进行方法性的指导以巩固和强化学生对土地资源管理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和学习积极性。 

 

第六讲 城乡区域规划 

（一）目的与要求 

1．系统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的理论与方法。 

2．熟悉区域规划的发展条件分析与优势判断，从区域发展战略、产业发

展组织、城镇体系规划、基础设施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区域发展管

制等，并使学生掌握区域规划的具体方案评价。 

（二）教学内容 

1  区域的内涵与作用 

1.1  区域的概念 

1.2  区域的特征 

1.3  区域与城市 

2  区域规划的内涵 

2.1  区域规划的概念 

2.2  区域规划的类型 

2.3  区域规划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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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域规划的内容 

3.1  区域发展条件 

3.2  区域发展战略 

3.3  经济结构与产业布局 

3.4  城镇化与城乡居民点体系规划 

3.5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3.6  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3.7  区域管治与协调规划 

3.8  其它内容 

4  区域规划的发展趋势 

4.1  城市群规划 

4.2  全域规划 

4.3  空间政策与区域管治 

4.4  区域性专项规划 

5  区域规划的方案评价 

（三）思考与实践 

1．如何理解美国学者芒福德的名句：“真正的城市规划必须是区域规划”？ 

2．通过案例讲解，掌握区域规划的具体方案评价分析。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讲授法、典型案例分析法和讨论法及自学指导法相结合，教学媒体应

用。  本课程教学手段包括：基本教材、多媒体课件和视频录像，其中，基本教材作

为教学的主要媒体和课程考核的基本依据，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本课程的全部内容，其

他辅助材料对课程的重点、难点进行方法性的指导以巩固和强化学生对土地资源管理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和学习积极性。 

 

第七讲 城市总体规划 

（一）目的与要求 

1．初步掌握城市总体规划的工作程序与编制方法，认识宏观规划的意义

与作用； 

2．熟悉城市空间结构布局规划的理论和实践； 

3．了解确定城市性质和城市规模是城市总体规划的首要任务之一，也是

编制总体规划的依据和基础。 

4．初步掌握确定城市性质和规模的依据；明确城市规划特点，确定城市

发展方向和布局；掌握城市总体规划的具体方案评价。 

（二）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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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总体规划的内涵与作用 

1.1  城市总体规划的概念 

1.2  城市总体规划的作用 

1.3  城市总体规划与其他规划的关系 

2  城市发展战略研究 

2.1  战略目标 

2.2  城市职能 

2.3  城市性质 

2.4  城市人口规模与用地规模 

3  城市总体布局 

3.1  城市总体布局的概念与原则 

3.2  城市总体布局形态 

3.3  城市总体布局的内容 

3.4  城市总体布局方案的比较 

4  总体规划的编制 

4.1  技术要求与制定程序 

4.2  总体规划的编制内容 

4.3  总体规划的关注重点 

5  总体规划的方案评价 

（三）思考与实践 

1．选择 2-3个城市，比较它们在城市定位、职能和形态方面的异同。 

2．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差异。 

3．通过案例讲解，掌握城市总体规划的具体方案评价分析。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讲授法、典型案例分析法和讨论法及自学指导法相结合，教学媒体应

用。  本课程教学手段包括：基本教材、多媒体课件和视频录像，其中，基本教材作

为教学的主要媒体和课程考核的基本依据，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本课程的全部内容，其

他辅助材料对课程的重点、难点进行方法性的指导以巩固和强化学生对土地资源管理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和学习积极性。 

 

第八讲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 

（一）目的与要求 

1.城市详细规划是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2.通过学习，区别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在城市规划中的地

位、作用、任务、适用范围、深度要求，了解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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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熟悉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程序、主要内容及成果表达； 

4．掌握容积率、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确定方法。 

（二）教学内容 

1  城市详细规划的内涵 

1.1  城市详细规划的地位 

1.2  城市详细规划的类型 

2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内容 

2.1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内涵与作用 

2.2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程序 

2.3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指标体系 

2.4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内容深度与成果要求 

3  规定性控制要素 

3.1  土地使用控制 

3.2  环境容量控制 

3.3  建筑制造控制 

3.4  配套设施控制 

3.5  行为活动控制 

4  引导性控制要素 

5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施与管理 

（三）思考与实践 

1．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是什么关系？ 

2．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3．简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程序。 

4．容积率、绿地率在房地产管理、土地管理中的实际应用。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讲授法、典型案例分析法和讨论法及自学指导法相结合，教学媒体应

用。  本课程教学手段包括：基本教材、多媒体课件和视频录像，其中，基本教材作

为教学的主要媒体和课程考核的基本依据，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本课程的全部内容，其

他辅助材料对课程的重点、难点进行方法性的指导以巩固和强化学生对土地资源管理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和学习积极性。 

 

第九讲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 

（一）目的与要求 

1.掌握城市综合交通概念，理解城市交通与城市规划布局的相互关联性； 

2.初步掌握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运输布局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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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好它们和城市总体布局的关系，为给城市建立连续通畅的外部交通

网，掌握必要的原理、知识，并在课后的实践中得到巩固。 

（二）教学内容 

1  城市交通系统与城市发展 

1.1  城市与城市交通发展的关系 

1.2  城市交通构成与基本特征 

2  城市内部交通规划 

2.1  城市道路的分类 

2.2  城市道路的规划要求 

2.3  城市道路系统组织与横断面的确定 

2.4  停车场布置 

3  城市对外交通设施与用地布局 

3.1  城市对外交通的分类 

3.2  铁路在城市中的布置 

3.3  公路在城市中的布置 

3.4  港口在城市中的布置 

3.5  航空港在城市中的布置 

4  城市交通的综合规划 

4.1  城市对外交通综合布局 

4.2  城市交通综合规划的编制 

4.3  案例分析评价 

（三）思考与实践 

1．选择 2-3个城市，分析其火车站、汽车客运站、港口的布局特点。 

2．通过案例讲解，掌握城市道路交通规划的具体方案评价分析。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讲授法、典型案例分析法和讨论法及自学指导法相结合，教学媒体应

用。  本课程教学手段包括：基本教材、多媒体课件和视频录像，其中，基本教材作

为教学的主要媒体和课程考核的基本依据，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本课程的全部内容，其

他辅助材料对课程的重点、难点进行方法性的指导以巩固和强化学生对土地资源管理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和学习积极性。 

 

第十讲 城乡住区规划 

（一）目的与要求 

1.了解城乡住区的类型及编制方法； 

2.重点掌握住区道路系统、公共服务设施系统、绿地系统、建筑系统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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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原理； 

3.能够对住区规划方案进行初步分析与评价。 

（二）教学内容 

1  住区规划的任务与编制 

1.1  住区的概念与类型 

1.2  住区用地的组成 

1.3  住区规划的任务 

1.4  住区规划的编制内容 

2  住区道路规划 

2.1  住区道路的类型 

2.2  住区道路的规划设计 

2.3  住区停车场的规划设计 

3  住区建筑空间设计 

3.1  住宅建筑的影响因素 

3.2  住区建筑规划设计要求 

4  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4.1  住区公共服务设施分类 

4.2  住区公服设施规划设计要求 

5  住区绿地规划 

5.1  住区绿地分类 

5.2  住区绿地规划设计要求 

6  住区规划设计的技术经济指标 

7  住区规划设计的案例评析 

（三）思考与实践 

1．住区规划结构有哪些基本形式？分别适用于什么类型的住区？ 

2．调查学校周边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什么合理？ 

3．思考住区规划设计与其他房地产课程的相互关系。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讲授法、典型案例分析法和讨论法及自学指导法相结合，教学媒体应

用。  本课程教学手段包括：基本教材、多媒体课件和视频录像，其中，基本教材作

为教学的主要媒体和课程考核的基本依据，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本课程的全部内容，其

他辅助材料对课程的重点、难点进行方法性的指导以巩固和强化学生对土地资源管理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和学习积极性。 

 

第十一讲 城市规划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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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与要求 

1.了解城市规划管理的构成体系； 

2.熟悉规划从编制、审批、修改、实施到监督检查全过程的工作程序与管

理要点； 

3.重点掌握“一书三证”的内涵及其对于城市管理的重要意义； 

4.初步掌握对城市违法建设管理的案例评价分析，加强学生对现实规划管

理的实践认知。 

（二）教学内容 

1  城市规划管理概述 

1.1  城市规划管理的主要工作内容 

1.2  城市规划的行政行为 

2  城市规划的编制与审批管理 

2.1  城市规划的编制 

2.2  城市规划的审批 

2.3  城市规划的修改 

3  城市规划的实施管理 

3.1  建设项目选址规划管理 

3.2  建设用地规划管理 

3.3  建设工程规划管理 

3.4  乡和村庄建设规划管理 

3.5  临时建设和临时用地规划管理 

3.6  风景名胜区实施管理 

4  城市规划的监督检查管理 

4.1  城乡规划的监督检查体系 

4.2  违法建设及查处 

4.3  城乡规划的法律责任 

4.4  规划违法建设的案例评价 

（三）思考与实践 

1．试举一例违法建设行为，并指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应当采取的处罚措

施。 

2．思考“一书三证”与房地产开发过程的联系和作用。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讲授法、典型案例分析法和讨论法及自学指导法相结合，教学媒体应

用。  本课程教学手段包括：基本教材、多媒体课件和视频录像，其中，基本教材作

为教学的主要媒体和课程考核的基本依据，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本课程的全部内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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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辅助材料对课程的重点、难点进行方法性的指导以巩固和强化学生对土地资源管理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和学习积极性。 

 

第十二讲 城市规划综合训练 

（一）目的与要求 

城市规划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与实践性。本次教学是在具备一定的规划原理和方法

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综合性训练与讨论。着重对不同类型、层次的规划图进行识别、

分析。通过提出问题、读图理解、分析讨论进一步认识城市各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

掌握城市总体规划布局的分析方法与思路，将所学的知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多

向量发散性思维与收敛性思维相结合的思维模式，增强口头表达能力，达到拓展思路、

提高综合素质的能力。 

（二）教学内容 

采取两种模型进行规划课程的综合训练： 

1  学生通过实践调研与资料收集，采用多媒体课件汇报，挂图辅助；将

互动交流，识图分析、拟题讨论交互运用。采用展示图纸→读图理解

→提出问题→老师分析点评 → 学生提出质疑→自由发表意见→综合

归纳总结。规划评价分析的内容可关注以下内容（根据课堂讨论的具

体情况，其训练步骤可随时灵活调整。）： 

1.1  工业、居住、仓库用地的关系，与交通线路的关系 

    问题：这种布局有何优、缺点？ 

1.2  居住区与化工、纺织工业的布局关系 

    问题：哪个方案好？为什么？      

1.3  某市部分地段的规划布局图        

 问题：根据图示进行讲解与分析     

1.4  某沿海城市路网结构图 

 问题：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 

1.5  公共设施布置与交通干线的关系 

 问题：分析并说明各图中公共设施布置的形式及其特点 

1.6  某港口城市铁路专用线的布置 

问题：如何为图上所示的港区合理的布置铁路专用线？ 

1.7  城市干道旁公建调整          

问题：为什么要作如图所示的公建调整？ 

1.8  某市总体规划布局图         

问题：对该市总体布局进行评析 

2  运用城市规划原理相关知识，让学生收集资料与实际调研，介绍你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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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某一城市（省会、地级市、县级市），题目自拟。采用多媒体课件

汇报，挂图辅助；将互动交流，识图分析、拟题讨论交互运用。内容

可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方面： 

2.1  该城市的产生、兴衰、以及空间演变历史 

2.2  该城市在省内或区域内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2.3  该城市当前的主要职能、未来的城市性质 

2.4  该城市发展中的优势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2.5  该城市在产业、用地方面的发展方向选择 

2.6  该城市总体规划或区域规划的分析与判断 

（三）思考与实践 

研究某城市规划在功能定位、产业发展、用地布局、道路规划等方面的优

缺点以及改进建议。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典型案例分析法和讨论法。本课程教学手段包括：学生实践调研与收

集资料并进行 PPT汇报，由其他学生提出质疑与讨论，对规划自由发表意见，老师分

析点评并综合归纳总结。 

 

五、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教学环节 

 

教学时数 

 

课程内容 

讲 

 

课 

习 

题 

课 

讨 

论 

课 

实验 
其他教

学环节 

小 

 

计 

第一讲 城市与城市规划概论 
4     4 

第二讲 城镇化基本原理 4     4 

第三讲 国内外城市规划思想

发展 

4     4 

第四讲 城乡规划体制与编制 4     4 

第五讲 城市用地分类及其适

用性评价 

4     4 

第六讲 城乡区域规划 4     4 

第七讲 城市总体规划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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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 4     4 

第九讲 城市交通与道路规划 4     4 

第十讲 城乡住区规划 4     4 

第十一讲 城市规划的实施管

理 

4     4 

第十二讲 城市规划综合训练   4   4 

合计 44  4   48 

 

六、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1、吴志强，李德华著，《城市规划原理》（第四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年 

2、谭纵波著，《城市规划》，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 

3、董光器著，《城市总体规划》，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中国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建设部城乡规划司总主编，《城市规划资料集》，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年 

5、陈秉钊著，《当代城市规划导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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