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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与城市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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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数据的获取和处理



大数据不开放，开放数据不大



www.beijingcitylab.com

2013年10月，龙瀛博士发起北京城市实验室（Beijing
City Lab, BCL），BCL专注于运用跨学科方法量化城市
发展动态，开展城市科学研究。BCL是中国第一个开
放的定量城市研究网络，通过邀请学者发布其工作
论文等形式阐释其对城市研究的最新见解，通过数
据分享行为为科研群体提供开放的城市定量研究数
据。



BCL共享了大量的基于大数据的城市研究的ppt

• http://www.beijingcitylab.com/sl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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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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甄峰

基于开放数据的城市城市研究与规划设计支持



来源：王德

基于手机数据的城市城市研究与规划设计支持



基于公共交通智能卡数据的城市研究与规划设计支持



来源：郑晓伟





来源：王鹏



大数据à大模型à大设计（DAD）

大数据催生大模型：一种基于精细化大覆盖的城市定量研究模型

大模型催生DAD：一种基于细尺度设计但精准了解和评价各个尺度效应的设计模式

DAD激发街道城市主义：DAD方法论下的一种新的城市研究视角



上海城市规划，2015年第3期



景观设计学，2015年第3期





二、成都街道活力量化评价及
影响因素分析

《成都2049战略规划》专题研究



城镇用地——1980、2000、2010城镇用地分布

• 2010年城镇用地面积为1980年城镇用地3.2倍；

• 2000-2010年期间，城镇用地快速增加，年均增速为1980-2000年均增速3倍；

• 一圈层区县与二圈层区县有连片发展趋势(其中二圈层的郫县、双流县与中心五
城区已经连片发展)。

年份 城镇用地
面积（km²）

1980 223.2

2000 358.0

2010 711.2

时段 城镇用地
年均增速（%）

1980-
2000

2.4

2000-
2010

7.1

数据源于www.usgs.gov 遥感影像解译



土地开发规律：扩张与再开发

现有建设用地

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出让点位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china.com/DesktopDefault.aspx 1999-2013年，成都全市共有9610条记录
2013年数据不完整，2007-2012这个时间段的数据相对可靠



当我们想到一个城市时，首先出现在脑海里的就是街道。
街道有生气，城市也就有生气，街道沉闷，城市也就沉闷。

街道有生气，城市才能有活力。
——JANE JACOBS



如何认识当代城市街道的变化



活力的理解

• Lynch	曾将“活力”定义为:一个聚落形态对于生命机能、生态要求和人类能力的
支持程度，而最重要的是如何保护物种的延续，这是一个人类学的标准。 [1]

• 城市活力应由经济活力、社会活力、文化活力三者构成 [2]

• 在伊恩•本特利等人的《建筑环境共鸣设计》中，“活力”一词被表述为“影响
着一个既定场所，容纳不同功能的多样化程度之特性，能够适应不同用途的场所
提供给使用者的选择机会比那些只限制他们于单一固定功能的场所要多。能够提
供这种选择机会的环境具有一种称为活力的特性。 [3]

• Jacobs认为，人和人活动及生活场所相互交织的过程，及这种城市生活的多样性
，使城市获得了活力[4]。

• Mehta还指出，有活力的街道是指有大量的人参加一系列固定或持续的活动，尤
其是那些社会性活动的街道[5]	。

•本研究对街道的活力主要体现为其社会活力，街道的物质空间环
境本身不能形成活力，街道的物质空间环境只是提供了人们活动
的场所，并对人的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街道上的活力核心为街
上从事各种活动的人。

[1] Lynch K, Good city form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4.
[2] 蒋涤非. 城市形态活力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3] 伊恩•本特利等著. 纪晓海译. 建筑环境共鸣设计[M].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4] Jacobs J.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M]. new york : vintage books,1961
[5] Mehta V. Lively Street: Determining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 to support social behavior[J].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07.27(2):165-187



街道活力指标评价

外在表征 构成要素

周边

自身

手机人口密度

大众点评密度

阿里人口密度

街道肌理

周边地块性质

交通可达性

功能混合度

功能密度

周边地块开发
强度

自身特征

统计人口密度

区位



基于建筑数据对街道进行量化
• 纳入哈维研究的街道总长度超过了12000公里，占三个城市的所有公共道路的65％左
右。并以交叉口为节点，将所有的街道分成了12.22万个街段来进行分析。[1]

图片源于哈维研究论文



空间句法用于街道量化
• 空间句法（Space Syntax），由英国伦敦大学的Bill Hillier教授于二十世纪六七
十年代提出，它强调空间的本体性和重要性，运用图论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建立城
市形态模型，分析空间的复杂关系。经过大量研究，空间句法揭示了城市空间的内
在规律：城市路网形态与城市中的步行人流量平均有60%的相关性，与车行量平均有
70%的相关性。因此，可通过城市路网形态来反映人类活动情况。

[1] Hillier, WRG; Yang, T; Turner, A; (2012) Advancing DepthMap to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cities: 
comparing streets and cities and streets with cities. In: Greene, M and Reyes, J and Castro, A, (eds.) Proceedings: 
Eighth International Space Syntax Symposium.



手机信令数据体现的社会活力

• 基于2015年9月8日和9
月12日手机信令信息总
量，推导街道人口密度
分布；

• 一圈层内的区县手机人
口基本满覆盖；二圈层
区域人口密度也较高，
主要在区县中心附近；

• 三圈层都江堰市的手机
人口覆盖较广；

• 部分乡镇手机人口密度
较高，比如金堂县的淮
口镇，邛崃的羊安镇。

手机信令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街道缓冲区内手机数据对应的总人数/街道长度



手机信令数据体现的社会活力

9月8日，周二 9月12日，周六

春熙路商业片区

• 人口主要集中在二环内，二三环之间人口明显减少；

• 二环内，东边人口高于西边人口（调查表明，一般成都人认为南边人口密度最高；西边受
浣花溪公园、宽窄巷子、武侯祠的影响，开发强度相对较低，影响人口密度分布）

• 周末和工作日相比，春熙路商业片区人口密度明显提高



大众点评体现的消费活力

• 大众点评主要分布在“大城
”片区，特别是春熙路商业
片区明显高于其他区域；

• 成都自建城以来就逐渐形成
了“两江环抱、三城相重”
的城市格局，至今成都市老
城区内街道格局仍未发生改
变。

少
城 皇

城
大
城



街道分类

三花内
街道性质

A B G M R S U W TESHU mixed unknown

总条数(条) 1045 1067 795 337 4921 59 105 68 62 433 534

总长度(km) 174.3 147.6 159.4 64.4 903.6 11.1 18.7 19.2 12.6 107.0 60.7

平均长度(m) 166.8 138.3 200.4 191.2 183.6 188.5 177.6 282.5 204.0 247 113.7



街道功能混合度

•春熙路商业区域并非功
能混合度最高的区域；

•“大城”片区（春熙路
除外）、“少城”片区
街道功能混合度较高。

少
城 皇

城
大
城



街道功能密度

•功能密度在“大城”片
区最高，特别是春熙路
片区；

少
城 皇

城
大
城



街道街道肌理

•街道肌理在本研究体现为道路交叉点密度；

•通过构建网络分析数据库，获取道路交叉点（成都市域道路交叉点共计
58974个）；

•采用Kernel	density分析方法，获取道路交叉口密度（搜索半径为500米）。



街道绿化情况

•每隔50米，选一个点位，每个点位抓取前、后、左、右四个方向
的街景图片，利用MATLAB计算每张街景图片绿色所占比例，每
个点位的绿化率为四个方向的平均值



街道绿化情况

•成都市三环内已完成街景的抓取
与计算，约12W张

已经抓取的街景图片

街景绿化率

三环内街道多绿



街道活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为厘清各街道活力构成要素对街道活力的贡献，我们采用多组多元线性回归的
方法。

• 根据本研究对街道活力的概念界定和街道属性信息，参与回归分析的街道有如
下特征：（1）城镇用地范围内；（2）限速小于等于40km/h；（3）A、B、R类
街道。鉴于第三圈层部分区县属性信息不全，比如原始用地类型数据缺失，仅
针对二圈层内区县，分街道类型展开回归分析。



街道活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典型区域分析（玉林）

玉林片区活力比较高，原因如
下：

（1）离天府广场平均距离
3.5km，相对较近；

（2）倪家桥地铁口，省体育馆
地铁口在片区旁；

（3）片区内部路网贯通，街道
尺度较小，打通内部活力；

（4）紧邻成都市发展中轴线；

玉林实景

玉林片区位于成都市南一环和南二环之间，中轴
线“人民南路”西侧，是成都市早起往外扩张的
片区之一，也是成都市典型的“小街区”。

倪家桥地铁口

省体育馆地铁口



典型区域分析（环球中心）

• 与春熙有很多相似之处，交通上有地铁口，近市
行政中心，却仍然不能带动周边街道活力，主要
原因：

（1）建成不久，活力形成需时间孕育；

（2）车行主导设计，街道尺度过大，路网稀疏；

（3）街旁少有店铺，影响活力（相互影响）；

（4）周边地块开发强度较弱，临近锦城公园、
环城生态区；

（5）回归分析表明，新行政中心影响不显著；

环球中心实景

新世纪环球中心位紧邻绕城高速，占地面积约1300亩，总建筑面积约176万平方米，为成都市最大的商业
综合体，号称世界第一大单体建筑。近成都市新行政中心，且地铁1号线通过。然而环球中心周边街道活
力较低。



街道活力及演变

•活力变化VitalityCHG=	vitality2014	- vitality2011（分级相减）

•中国大城市街道的死与生？（商业综合体、信息通讯技术、交通）



街道活力提升对策

• 1	功能密度：增加临街商铺，提高功能密度

• 2	功能混合：提高临街功能多样性，满足当地居民日常生活需求

• 3	开放小区：对于未建成的小区，可以采用开放式小区来营造，适当提高路
网密度

• 4	步行有道：提供宽敞、畅通的步行空间

• 5	骑行畅通：保障非机动车特别是自行车的行驶路权

• 6	过街安全：提供直接、便利的过街可能，保障行人安全舒适的穿越街道

• 7	礼让慢行：维持街道的人性化尺度与速度，人流车流有序交汇

• 8	环境可靠：提供可靠的街道环境（比如路灯），增强行人安全感

• 9	生态种植：提升街道绿化品质，兼顾活动与景观需求，强化生态效益

• 10	空间怡人：街道空间有序、舒适、怡人

• 11	功能复合：增强沿街功能复合，提升界面积极程度

• 12	活动舒适：街道环境设施便利、舒适、适应各类活动需求

• 13	视觉丰富：沿街建筑设计满足人视觉与步行速度视觉体验需求

• 14	艺术精彩：提升街道空间环境艺术品质



图则——优秀的街道（R类，10条示例）



图则——活力较差的街道（R类，5条示例）



图则——上班高下班低的街道（R类，5条示例）



需要整治的街道（R类）

•需要整治的街道主要表现在活力有较大提升空间的街道，及预测
活力比实际活力高的街道（164段）和现状较差的街道（206段）



需要整治的街道（R类）

•预测比实际高的街道在二圈层内的分布较为均匀，而现状活力较
差的街道主要分布在城市拓展的外围区域，土地城镇化上去了，
而人口城镇化没跟上来的区域。



三、对参与城市设计课程教学的设想
与期待
UNDERSTAND	à CREATE



L1共同观察信息通讯技术（ICT）影响的城市

• 周末生活商场化，商场运营多元化，儿童教育产业化，零散时间手机化，
机构起名洋气化，课外培训常态化，不大小事微博化，群策群力白热化！
照片和文字发到微博后，得到了更多的反馈：学术评论微信化、微博评论
学术化、没事喜欢吐槽化、没事总结各种化（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L2计划提供给本课程同学的数据 （片区内或市域）

绕过数据抓取的阶段

•城市物理空间
• 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城市开发的年龄）：1980s-2010
• 街道网络（形态）：附带成都项目的若干属性 2009-2014
• 道路交叉口：2009-2014
• 街景照片（推荐作为现场调研的补充手段）
• 建筑（基底与层数）

• 其他基础GIS

•城市社会空间（人类的电子足迹e-footprint）
• 手机信令（社会活力）
• 大众点评（经济活力）

• 腾讯和百度热力图（社会活力）
• 兴趣点（points of interest、功能）：2009-2014
• 位置微博（活动）：2009-2014
• 位置照片（活动）

开发à形态à功能à活动 t



L3提供数据增强设计的方法

•如何使用数据，取决于同学们的独立思考和能动性
• 空间/地点与场所/现实与虚拟/演变与过程
• 建筑、产权地块、街廓和路网肌理/模式解析

• 活动/联系／需求/记忆

• 尺度/高度/密度/功能/品质

•具体如何分析，可以提供思路和技术支持
• 数据挖掘、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可视化

•课上讲授与课下交流
• 每周抽出一部分时间，欢迎来新501交流沟通
• 推荐核心文章

• 组织必要的



L4	共同讨论数据增强城市设计的方法论

•变化中的城市，变化中的技术环境，以及变化中的设计师，激发更
多的城市设计可能

• ICT影响城市空间的理论
• 生活方式、居民生活质量、建成环境品质

• C	亚历山大
• 形式设计语言
• Wholeness	(the	nature	of	order)

• Bin	Jiang
• 自然城市（natural	cities）
• Objective	beauty	for	sustainable	urban	design



龙瀛,	ylong@tsinghua.edu.cn,	新建筑馆501,	13661386623

新浪微博：龙瀛a1_b2  北京城市实验室BCL
微信公众号：beijingcityl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