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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大模型及中国应用案例

2.2 基于OpenStreetMap和兴趣点数据的地块特征自动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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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数据增强设计：新数据环境下的规划设计回应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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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城市规划实施评价：针对中国城市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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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Urban Mode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Urban Planning & Design

1 Urban Models and Planning Support Systems 
1.1 Planning support systems in urban planning
1.2 Beijing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model families
1.3 Planner Agents: A toolkit for support planning a low carbon urban form
1.4 An applied planning support toolkit including quantitative methods, software and models in China 
1.5 Urban micro-simulation for spatial planning

2 Big Models and Quantitative Urban Studies
2.1 Big models: Several fine-scale urban studies for the whole China
2.2 Automated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arcels (AICP) with OpenStreetMap and points of 
interest
2.3 Simulating urban expansion at the parcel level for all Chinese cities
2.4 Estimating population exposure to PM2.5 in China 
2.5 Bus landscapes: Analyzing commuting pattern using bus/metro smartcard data in Beijing
2.6 Four changes on quantitative urban studies in the big data era

3 Applications in Urban Planning & Design
3.1 Data augmented design (DAD): Planning & design in new data environment
3.2 Street urbanism
3.3 Evaluation of urban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hinese cities and case study 
of Beijing
3.4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urban growth boundaries with human mobility data 
3.5 Shrinking cities in China and the research agenda
3.6 Historical city plans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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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流将探讨： 

一.致力于定量城市研究的北京城市实验室 

二.定量城市研究的四点变革及相关实践 

三.定量城市研究的再思考 



大数据 



开放数据的来源：（1）商业网站/在线社交媒体 



开放数据的来源：（2）政务公开 









开放数据不大 | 大数据不开放 

如何使开放数据变大？ 
如何利用各种数据开展城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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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L开展的一系列定量城市研究项目 
(传统数据、大数据、开放数据、大的开放数据) 

北京一日24小时的城市脉动（基于公交刷卡数据） 



二、定量城市研究的四点变革及
相关实践 



定量城市研究 

• 在定性城市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各种技术
方法，利用各类数据： 

–理解城市（找到客观规律） 

–诊断城市（发现存在的问题） 

–模拟城市（构建虚拟实验室） 

–评价城市（评价相关政策，寻找解决方案） 

• 支持城乡规划设计的现状分析、方案编制
和评价 



大数据和开放数据时代定量城市研究的四大变革 

1. 空间尺度的扩展：跨越区域分析和城市研
究的大模型 

2. 时间尺度的扩展：理解不同时间尺度的城
市发展动态 

3. 研究粒度的扩展：研究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4. 研究方法的变革：利用众包开展和验证研
究（公众关注城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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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尺度的扩展：跨越区域分析和城市研究的大模型 

机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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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区域分析与城市研究在研究尺度和粒度之间的折衷 

Existing urban expansion models 



大模型 Big/mega Model 
• 是一种由大规模数据驱动，多利用简单直接的建
模方法，兼顾大尺度和精细化模拟单元的定量城
市与区域研究工具，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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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模方法：传统的微观和宏观分析与模拟的方法，一般较
为简单、直观（straight-forward） 

城市1 

城市n 

城市N 

模拟单元间相互作用 
（微观模拟方法） 

城市间相互作用 
（宏观分析与模拟方法） 



大模型的愿景 

• 致力于解决科学问题，也是个科学问题 

–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区域问题 

–反映个体的活动和移动 

• 缓解中小城市的技术和数字鸿沟 

–覆盖所有城市的大模型，兼顾大城市与中小城
市 

•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传统模型多针对数据和技术较为先进的大城市 

（http://arxiv.org/abs/1406.6417） 



覆盖全国所有城市的地块尺度的城市增长模型MVP-CA 

• 利用约束性元胞自动机方法（vector CA） 

• 654个城市，76万个城市地块 

• Simulating urban expansion at the parcel level for all Chinese cities 

• http://arxiv.org/abs/1402.3718 

http://arxiv.org/abs/1402.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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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道路网和兴趣点POI生成 
全国297个城市的用地现状图 

Long, Y., & Liu, X. (2014). Automated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arcels (AICP) with OpenStreetMap and Points of 

Interes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 Design, accepted with minor revision.  



• There are totally 761,152 urban parcels (among all 1.2 million parcels) for all 
654 Chinese cities and with a total land area 46,751 km2 (the average urban 
parcel size is 6.1 hectares, 200 m*300 m) 

地块尺度建成区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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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尺度建成区界定 

http://arxiv.org/abs/1403.5864 



全国176个城市的城市增长边界UGBs评价 
（非正式开发比例、纳入城市增长模型、一般规律探寻） 



全国公交覆盖率评价 

• 十二五期间，国家开展“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以来，越来越多的城市着
力打造“公交都市”，实现城市主城区500米上车、5分钟换乘，城市公交出
行比例迅速提升 

• 利用中国319个城市的86.7万个公交站点，评价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公交服
务覆盖率（500m服务半径） 



全国公交覆盖率评价 

• 十二五期间，国家开展“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以来，越来越多的城市着力打造
“公交都市”，实现城市主城区500米上车、5分钟换乘，城市公交出行比例迅速提升 

• 利用中国319个城市的86.7万个公交站点，评价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公交服务覆盖率
（500m服务半径）：北京86%、上海75% 

• 公交服务覆盖范围内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城市活动强度？ 



时间尺度的扩展：理解不同时间尺度的城市发展动态 

 
秒（多数大数据的时间分辨率）、日（活动）、周/月（生活圈）、年（变迁） 
 
传统调查（一日）？年鉴（一年）？ 

机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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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一周公共交通刷卡数据研究北京通勤出行 

早高峰主要通勤方向 



龙瀛, 张宇, 崔承印. 2012. 利用公交卡刷卡数据分析北京职住关系和通勤交
通形态. 地理学报, 67(10): 1339-1352. 

利用一周公共交通刷卡数据研究北京通勤出行 



利用2008-2014刷卡数据研究北京城市贫困问题 

• 11.2万研究对象中，77.4%持卡人居住地点变化，仅13.3%未换工作
（其他可能包括找到工作、失业、工作地变化）。动荡的群体！ 

http://arxiv.org/abs/1409.5839 



研究粒度的扩展：研究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以往“见物不见人”、粗放性扩张向精细化城市
更新/改造/再开发转变 

机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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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及其反映的城镇化格局 
2010年人口密度 

50518个普查单位 

（《城市规划》杂志已接受） 



人口密度及其反映的城镇化格局 
2000-2010人口密度变化 

• 39007个乡镇街道中，19822个人口密度下降，总面积324万平方公里（近
1/3国土） 

• 空心村之上，又一个新的尺度的衰败（空心镇） 



收缩的城市 

• BCL Ranking 9 

• 全国654个城市中，180个城市发生收缩，其中： 

• 1个省会（乌鲁木齐市辖区），40个地级市（市辖区），139个县级市 

 



空置的小区（利用百度热力图） 

• 数据源为安装了百度地图或使用百度地图服务的APP（如大众点评网）的
手机（全国2亿用户每日约40亿次请求） 

• 抓取、拼接并数字化连续一周的每个城市的百度热力图（1-8拥挤程度比
例）                             （各类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水平评价中） 

全国共686,877个居住小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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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置的小区（利用百度热力图） 

2000年前小区周边                                          2000年后小区周边 



利用多源数据评价北京城市增长边界（UGBs） 

• 虽然有不可忽视的非正式开发，95%以上的人类活动和移动位于规划
城市增长边界内（出租车轨迹、公交刷卡记录、位置微博/照片等） 

• 各个功能组团的活动强度和之间的联系也可以用于评价规划目标（两
轴两带多中心还是单中心？） 
 



全国街道尺度人口对PM2.5的暴露评价 
（详见BCL工作论文） 

地面观测 
MODIS遥感影像 
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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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的变革：利用众包开展和验证研究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机遇四 

DIGITALGLOBE  搜寻MH370众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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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当地知识的网民验证MVP-CA模拟结果 

• 76 comments for 12 cities received at Sina Weibo. Most of them are 
positive “Happy to see my city’s future development” 

• Some potential simulation bias due to being lacking of planning 
intervention in MV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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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各地用地现状图验证AICP方法推测的城市功能 



SinoGrids（徐霞客） 

• 采用众包的形式构建1KM2尺度的中国开放式微观数据平台（微博签
到、出租车轨迹、交叉口、公交站点） 

• 将数据汇集到1km2网格，回避了隐私和贡献者的数据安全问题，是
既能够开展城市间区域分析也能够进行城市内部研究的尺度 



空心镇现场调研计划 

• 空心镇是在空心村之上我们发现的一个更大空间尺度（乡、镇和街道
办事处）发生以常住人口密度下降为特点的发生收缩的地域实体，
“空心化”体现在其乡村腹地（空心村）或镇区范围。 



47 

基于夜晚灯光和WebGIS评价居住小区空置率 



三、定量城市研究的再思考 

1. 大数据或开放数据有偏差 
– 多元探索、盲人摸象（北京大学刘瑜教授语） 

2. 多现状和近期研究，少远景判断 
– 还需依赖传统方法：BUDEM三个尺度的探索 

3. 多认识城市，少规划启示 
– 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规划如何应对？ 

4. 理论何在？ 

– 需要关注，也是其他传统数据研究不可避免的问题 

5. 学科发展需要的反思 
– 自身的发展、行业的认可、人才培养 

– 《城市规划》2014年第8期，城市模型的回顾与展望：访谈
Michael Batty后的新思考 



未来4、6、10年？ 

• 规划支持靠教育，不是靠城市研究学者 

• 广义的规划支持（城市研究）与狭义的规划支持（系统） 

•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10门核心课程之一） 

• （城市与区域发展知识领域的知识单元）
城乡技术与信息，32学时，包括城乡规

划信息技术、城市发展模型、城市系统
工程 

• （规划技术类方向知识单元）城市系统
分析方法，32学时，统计分析方法、城
市模型建构方法、城市模拟技术 

•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城乡规划理论与方
法之子领域），32学时 

• 其他知识单元：城市用地分类及其适用
性评价、城乡社会综合调查研究、城乡
规划公众参与 





http://www.beijingcitylab.com/
新浪微博：@龙瀛a1_b2  @北京城市实验室

微信公众号：beijingcitylab

未来更新将在BCL网站公布，敬请关注。

这套课件为龙瀛及其合作者近年来在城市模型领域研究的部分合集，包括传统的城市模型、基于大数
据的城市模型、大模型这一城市与区域研究新范式，以及最近的面向规划设计应用的初步探索。

这些PPT在不同的学术会议和论坛上做过发表，时间和精力有限，并没有专门针对此课件进行调整。
课件内容难免有不完善之处，欢迎将意见和建议致信到longying1980@gmail.com

BCL网站 BCL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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