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批判性思维
与公众参与
改变一个地方 



校长欢迎辞

卡迪夫大学与全球学术伙伴展开合作，取得了具有实质性影响的研究成
果，可应对全球性挑战。本校与中国建立了长期关系，与中国高校建立
了49个正式学术联系并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旨在开展研究合作及
学生交换项目。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有助于知识和经验的交流；地理与规
划学院对可持续城市进行研究，探究在城市增长的背景下，如何才能提
升中国及英国各城市的生活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

Colin Riordan 教授

详细联系方式

卡迪夫格拉摩根大楼卡迪夫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邮编：CF10 3WA

GandPenquiries@cardiff.ac.uk

+44 (0)29 2087 4022

cardiffgeographyandplanning

@CUGeog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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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你同行。

地理与规划学院的国际认可度高，是人文地理、空间规划、城市设计领域教学、研
究与实践方面的佼佼者。我们聚焦人、地方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针对21世纪的重大
挑战，提出了学术上的解释，方针政策，以及实际的解决方案。地理与规划学院的
强项领域体现在经济发展、环境与可持续性、国际发展、社会及空间不平等性、空
间规划与分析、城市设计、文化地理。我们参与解决地方性、区域性、全国性、全
球性问题；同时，我们还聚焦各地区、城市区域、城市及乡村。

地理与规划学院将人文地理与空间规划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学院学生在了解空
间、地方、环境理论的同时，还了解了塑造这个世界的政策、规划和日常具体的实
践。通过广泛的案例研究和工作实习，我们鼓励学生们将课堂上学到的学术知识和
分析技能与欧洲及亚洲的各种真实情况联系在一起。这表示地理与规划学院课程不
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在授课方面，均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课程。地理与规划学院通
过对阿姆斯特丹、雅加达、坦桑尼亚、香港、洛杉矶、纽约进行实地调研和访问，
鼓励我院学生在课程学习期间出国学习。

学院研究的高质量水平已渗透到学院的教学过程中。实际上，地理与规划学院采用
以研究为导向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前沿研究主题并参与实际的
研究和规划项目，学院对此引以为豪。地理与规划学院开展的研究不仅促进了高质
量学术文章的出版，而且还对政策界、规划界、实践界的各种用户群产生了重要影
响。我们还针对不同观众定期举办公开系列讲座。

Paul Milbourne 教授

与我们同行的更多理由
地理与规划学院的学生满意
度得分一直较高。在最近三
次全国学生调查（NSS）中，
地理与规划学院毕业班本科
生的总体满意度评分在91%
至100%之间。在2016年全国
学生调查中，我院仍然保持
了这一良好水平，学生满意
度得分为92%。

地理与规划学院毕业生的就
业率高。对我院近期毕业生
的最新调查显示，毕业生在
毕业后6个月内就业或继续学
习深造的比例高达97%。地
理与规划学院的部分本科生
及研究生课程还得到了皇家
城市规划学会和皇家特许测
量师学会的认可。

地理与规划学院重视国际化
教育。卡迪夫大学通过“全
球机遇中心”和“全民语言
项目”为国际化学习提供支
持和资金。“全民语言项
目”免费为本科生提供6种语
言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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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

地理与规划学院设立在历史悠久的研究型大学——卡迪夫大学中。卡迪夫大学成立于
1883年。如今，卡迪夫大学在科研与教学质量方面已发展成为英国顶尖大学之一，是
英国罗素大学集团24所英国顶尖研究型大学中的一员。在2014年“研究卓越框架”
中，卡迪夫大学的科研质量在全国大学中排名第五，科研影响力排名第二。

目前，地理与规划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与学院的4个研究小组紧密衔接：环境、
社会与空间研究小 组，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小组，城市环境空间分析研究小组，城市与
区域治理研究小组。

本项目旨在对中国和欧洲的绿色经济型生态城市项目进行首次系统性比较研究。这将有
助于人们识别塑造国家的和国际间合作的城市与经济政策响应的机遇及途径，促使国
家、商界和社区实施“智慧生态城市”项目，进而促进绿色经济的增长。

研究处理的关键问题包括：a.) 调研自2000年以来，欧洲和中国试点城市在促进向绿色
经济成功转型方面的进展情况；b.)提出评价智慧生态城市举措成功的标准；c.) 评估和
分析 项目成功的主要障碍；d.)总结成功的智慧生态城市的社会经济与政策方面的通用
经验 和 教训；e.)在欧洲与中国智慧生态城市的城市经济政策制定背景下，有效地分享
相关知识。

Li Yu博士和Andrew Flynn博士
合作研究者。

案例研究

绿色经济智慧生态城市：
欧洲与中国比较研究 

地理与规划学院在全国学生调查中
直保持良好水平，2016年QS全国学生调查得分为92%。在2016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中，卡迪夫大学的地理学科排名全球前50。

科研收入数据
欧盟 

区域创新智能专
业化 

2013年1月至2016
年6月

欧盟

变化驱动因素对
欧洲食品及营养
安全的影响评估

（TRANSMANGO）

2014年2月至2018
年1月

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   
研究委员会（ESRC）

冲突后城市的经济
复苏：城市非正式

经济的作用 

2016年1月至2018
年7月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开发健康的未来马来
西亚城市过程中基于

地方的系统思维

2016年4月至2018
年3月

英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
会（NERC）

西非地下水供应系统
（整合基于资源的     
方法及机构行为）

的恢复能力
2016年11月至2017

年7月

557,387英镑 368,984英镑 411,517英镑 149,990英镑 154,406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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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研究主题

在地理、规划等领域的政策制定、公开探讨及创新实践方面，地理与规划学院有良好
的成绩记录。学院承担了由欧盟、国家机构、政府部门等其他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的项
目，全院员工齐心协力，开展强有力的高质量研究，在全国及全球范围内为法律变更
及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提供支持。

地理与规划学院定期出版以下学术期刊
《对映体》《环境与规划》《地球论坛》《规划实践与研究》
《人文地理进展》《英国地理学者学会会报》

战略性环境规划
地理与规划学院的研究专长之一是利用影响评估、建模与映射技术将社会与
环境联系在一起。
最近在这方面获得的积极影响包括：1）气候变化及洪灾条件下的社会脆弱
性模式识别；2）水路公共利益、土地使用、汽车与公共交通、行人和循环
行为测量框架与模型开发。

Brian Webb 博士
空间规划讲师

包容性城市
地理与规划学院的研究非常注重社会、空间及经济的包容性，尤其是在城市
环境中的包容性。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一方面的工作决定了联合国关于可持
续住宅及城市非正规经济辩论的发展方向。
在英国，地理与规划学院的研究发现已直接引起了法律的变更，特别是在住
宅方面。具有为更广的国际相关性的是 对少数群体保护方面的研究。

Peter Mackie 博士 
高级讲师

食品与耕种政策
学院长期研究食品与耕种政策。这方面的研究最近提出了国家食品政策与农
村发展计划、公共采购政策以及动物疾病和生物安全管理要求。
在全球层面，这一研究影响了欧洲的动物福利法律，为城市食品政策的制定
提供了支持，而且还提升了城市食品政策在联合国辩论中的形象。 Roberta Sonnino 教授

环境政策与规划教授

城市与区域发展
学院的研究人员在促进区域性政策思路朝着创新与内生式发展方面，起着非
常显著的作用，尤其是在整个欧盟范围内。
近年来，学院的研究小组成员开发出了新的区域竞争力衡量指标，他们利用
恢复力理念来确定各区域的关键原则，进而为未来的经济危机做好充分的准
备，他们目前还在参与卡迪夫城市区域的开发。

Kevin Morgan 教授
治理与开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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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博士，教授级高级城市
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专家委员会
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
事、英国卡迪夫大学客座教
授。参与了若干研究项目，

其中包括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5–2020）
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仇保兴，博士，中国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现任
中国国务院参事。兼任中国
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中
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国
际水协会中国委员会主席。
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及城市

规划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担任若干学术职位，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
学院、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卡迪夫大学
等高校的客座教授、兼职教授或博士生导
师。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应对机遇与挑
战——中国城镇化战略研究主要问题与对
策》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规划变
革》。

教学

地理与规划学院开设有4门有趣的本科地理与规划课程，这4门课程的共同特点是以研究为导向
的教学为基础， 它们 分别是：

• 人文地理；

• 人文地理与规划；

• 城市规划与发展；

• 城市规划与发展（含实习年）

学院还开设有专业硕士课程，这些课程与学院的关键研究特点密切相关，主要解决当前的政策
与研究问题。

• 生态城市（理学硕士）

• 欧洲空间规划与环境政策（理学硕士）

• 食品、空间与社会（理学硕士）

• 国际规划与发展（理学硕士）

• 空间规划与发展（理学硕士）

• 可持续性、规划与环境政策（理学硕士）

• 交通运输与规划（理学硕士）

• 城市与区域发展（理学硕士）

• 城市设计（文学硕士）（与威尔士建筑学院联合开设）

• 城市未来（理学硕士）（2017年新增）

本院名誉成员



7

Robert Huggins，教授，卡
迪夫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
卡迪夫大学经济地理中心主
任。Huggins教授感兴趣的领域
是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对集
群与竞争力、知识流、创业、创
新、机构间网络的研究。研究

项目主要注重区域竞争力；对内投资；知识经
济与高科技产业；企业文化与业务开发；知识
与技能的开发与应用。同时还是欧洲竞争力指
数、英国竞争力指数的发起人，世界知识竞争
力指数联合创立人。

Scott Orford博士的研究兴趣
是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定
量人文地理，尤其是利用空间
敏感性技术对社会经济过程进
行建模。参与过各种社会科学
领域的项目，例如健康、人
口研究、选举研究，所有项目

均是在GIS与空间建模框架内开展的。Scott 
Orford博士对住房及住房市场特别感兴趣，
目前的研究方向与社会科学中的元数据及数
据整合有关，并对定性GIS及管理性数据在研
究中的运用有着日益浓厚的兴趣。在各种图
书、政策报告及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
著作及文章。与政府联合开展了政策研究，
在英国主要社会经济数据集的使用方面拥有
很强的专业知识。

杨震
攻读博士学位，规划与城市设计
专业

现任职务：中国重庆大学建筑与
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你在卡迪夫大学时，最激励你的是什么？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导师给了我很大的帮
助。他在知识方面给予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支持。
地理与规划学院为博士生提供了有效的行政支
持，博士生这一团队帮助我顺利完成了学业。”

徐苗
攻读博士学位，规划与城市设
计专业

现任职务：中国重庆大学建筑与
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关于卡迪夫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你想告诉其他
人的一件事是什么？
“在这里，不仅可以学到知识，而且还可建立各
种的交往。地理与规划学院与许多国家的众多机
构展开广泛的合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地理
与规划学院学习将有助于你在你的研究领域建立
有用的联系。”

Andrea Frank，博士，参与了
大量前沿研究项目，在欧洲、美
国、东南亚对全球城市环境中绿
色基础设施的潜力进行探索。其
研究工作利用了日益明显的科学
证据：公园、林荫大道、自然化
河岸走廊、绿色屋顶和外墙等城

市绿色空间，不仅可以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如
果进行战略性规划，还可以降低洪灾风险，减
少空气污染，缓解全球变暖效应。城市中对大
自然的系统性整合反之可促进形成更健康、更
宜居的城市环境。

Dimitris Potoglou，博士，运输与
应用选择分析学讲师。他曾经担
任一家非营利性研究所——兰德
欧洲（RAND Europe）——的研
究政策分析师，以及代尔夫特理
工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感兴趣
的研究方向包括旅行行为、主动

旅行、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互动、汽车保有量、车
辆类型选择决定、清洁汽车需求。Potoglou博士
的主攻方向是规定偏好离散选择与最佳最坏缩放
实验的设计与分析，以及相关调查。不断开发若
干研究项目并为之辛勤付出：利用规定偏好数据
对人们是否愿意为供水服务改进付费进行建模，
对社会关怀及卫生保健的成效进行评价，同时对
服务产品变化条件下邮政服务的需求以及生物医
学研究影响的相对价值进行评估。

优秀员工

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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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迪夫大学与城市生活：
拥有学院氛围的城市中心位置

本院设立在首府心脏地带绿色校园的美丽大楼中。卡迪夫有各种文化设施、零售设施
和体育设施，可以满足你对首府城市的所有憧憬。卡迪夫还是一座紧凑型城市，这表
示在住宿，学校和市中心之间的距离相对较短。地理与规划学院坐落在一栋标志性的
一级注册保护建筑内，位于卡迪夫行政中心，公园和公共绿地环绕四周。

卡迪夫大学格拉摩根大楼

千禧体育场 卡迪夫城堡

卡迪夫中央图书馆 卡迪夫湾美人鱼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