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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简·雅各布斯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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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4日是美国记者-《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诞辰100周年。

她以对城市的研究而闻名，被认为过去半个世纪对美国乃至世界城市规划发展影响最大的人士之一。

《城市经济学》(1969)《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

美国城市的教母: 

Jane Jacobs(1916-2016)

“Cities have the capability 
of providing something for 
everybody, only because, 
and only when, they are 
created by everybody.”

理想的城市应该是由所有居住

者来参与其中的，城市的发展

是自发的、基于人们活动的、

而非设计得来。



城市充满活力的四个条件

 雅各布斯认为一个城市只有当其具有多样性的物理环境时，才能

变得繁荣和有活力。

 多样性的四个条件

① 应能具备多种主要功能：辖区必须具有至少两个以上的功能，这样才能吸引

人们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能有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时间来到室外

② 大多数街区应短小而便于向四处通行：城市的街廊必须够短，并且有足够

多的路口，这样能给行人创造许多交流的机会

③ 住房应是不同年代和状况的建筑的混合：城市内应该有不同年代和不同类

型的多样性建筑，以满足低租金和高租金租户的要求

④ 人口应比较稠密：一个城区必须有足够密集的人口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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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活力 Urban Vibrancy

 【词典】活力：1）旺盛的生命力；2）事物得以生存、发展的能力

 城市规划——Live-work-play (LWP) places

 具有活力的社区往往是紧凑、高密度、具有很好通达性、混合利用和易于步行的

，可以是以就业为导向（活力就业中心）或以居住为导向（活力居住社区），它

们更能吸引高技能年轻人、企业家和创业者，能够产生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多的

创新机会，并具有环境友好性（Song, 2014）

 城市经济学——The consumption value of urban density

 高密度的城市，具有更多的社会互动与多元化的消费机会，人们愿意为此支付更

高的租金和交通成本（Coutour, 2014）

5Glaeser, E. L. et al.(2001). Consumer cit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1), 27-50.

“消费城市” (Consumer Cities) 

——城市经济学家哈佛大学Edward Glaeser教授

From Production Cities to Consumer Cities



城市活力研究内容

度量方法

• 微观尺度：街道、邻里、社区

• 中观尺度：行政区和新城（鬼城识别）

• 宏观尺度：城市、区域

形成机制

• 城市规划与设计

• 公共投资与乘数效应

更多研究

• 活力与交通拥堵

• 活力与消费城市

• 活力与房地产价值

• 网络冲击下的传统商业等

参考：郑思齐 2014 城市活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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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活力

新数据、方法、技术2



城市活力定量研究——新数据源

 地理位置的社交网络数据

 互联网用户生成内容（UGC）数据

 移动终端产生数据

 手机定位、导航、LBS、交通

 多源时序遥感数据

 高分辨率、夜晚卫星遥感等
8



世界城市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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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Facebook登录活

跃度和用户联系反

映各个城市的活力

及相互关联

By Paul Butler

用地理微博反映各

个城市的活力

Liu and Wang 2015 , 

EPA



社交网路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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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足迹

Zhang, Wang, et al. 2016

长三角地理微博密度 上海市地理微博密度



手机定位数据

Day

Night

北京市手机定位时空变化



POI、商业活动数据

13
中国区域内POI的空间分布图 大众点评网POI分布核密度图

度量城市内部经济活动、商业活动与消费、土地利用功能



夜晚卫星遥感

DMSP/OLS、VIIRS



夜晚卫星遥感

度量中部城市崛起
（时序夜光遥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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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活力

度量、机制、实证研究3



研究1：基于点评网的消费活力

 对点评网上北京所有的零售店和餐饮点

 两个度量维度：密度+多样性

徐杨菲, 郑思齐, 王江浩. 2016. 城市活力：本地化消费机会的需求与供给. 新建筑 No 164.

所有商店密度 餐馆密度 餐馆多样性

多样性的度量
（借鉴生物多样性指标）

diversity = 

𝑖=1

𝑠

𝑝𝑖 ∗ 𝑙𝑜𝑔𝑝𝑖



机制：城市规划与设计如何影响消费活力？

 小路、十字路口等利于行走的道路规划有利于消费活力

的形成（较强内生性）

 绿地虽然占用土地，但有利于消费多样性的提升

 轨道交通便捷性的提升有利于商业的聚集，但与消费多

样性相关度较低（较强内生性）

 政府单位所在地消费活力较高

主干道路 小道路 十字路口密度



机制：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影响消费活力？

北京市的奥林匹克公园以及地铁线路等基础投资及建设，带动了私人投资，共

同促进了周边地区的升级，影响城市消费活力。

Zheng S Q, Hu X K, Wang J H. Wang R. 2016 Subways near the subway: Rail transit and 

neighborhood catering businesses in Beijing. Transport Policy.

2006年北京地铁交通网络与消费热点 2014年北京地铁交通网络与消费热点



机制：城市更新如何影响房地产市场？

北京市奥运会前对城中村进行了改造，改善了周边基础设施和环境质量，从而

提高周边房地产价值

Wu, W. and Wang J H* (2016). Gentrification effects of China’s urban village renewals. Urban 

Studies. DOI: 10.1177/0042098016631905



研究2：土地利用与城市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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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W, Wang J H*, Li C, Wang X. The Geography of City Liveliness and Land Use Configurations: 

Evidence from Location-based Big Data in Beijing. LSE Working Paper

 理论研究支持

1. Jacobs (1961) 混合土地利用与

城市活力

2. Glaeser et al. (2001) 消费城市

与城市活力

3. Jacobs-Crisioni et al., (2014) 

人类活动多样性与城市活力

 实证研究

1. 缺乏实证研究

2. 缺乏交叉研究（1,2,3理论）

北京城市结构概念图 (Wang J H)



土地利用与城市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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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目标

Do land use configurations for housing and consumption 

amenities influenc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ity liveliness？

 研究方法

构建了一种新的时空计量模型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Varying Coefficient Model）

 主要发现

1. 城市对消费的正面影响作用

2. 封闭的社区对城市活力的负面影响作用与机制

3. 城市内部人类活动(生活-工作-娱乐)的时空不确定性



时空计量模型构建

 时空变系数模型（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Varying Coefficient Model）

1. Geographically and Tempor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TWR)

2.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

3. Time varying coefficient model 

4. Semi spatially varying coefficient model

5.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时空系数项 纯空间系数 纯时间系数 非变化系数

模型设定



时空计量模型构建

 参数估计：采用局域方法与一阶泰勒展开近似联合估计方法



手机定位数据

手机定位数据表征人类活动与城市活力
工作日、周末、24小时

LandSca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0.76; p-value<0.001)

night light intensity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0.71; p-value<0.001)

数据代表性检验



土地功能类型

利用点评网的POIs类型等信息表征城市土地功能



关键变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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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变量：人类活动强度：工作日24小时变化；周末24小时变化

 主要解释变量：居住类设施、消费类设施

 主要控制变量：公共交通便利度、路网密度、到就业中心的距离、土地利用混合度等



主要结果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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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果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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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活力研究展望

 城市时空大数据+深度学习方法为定量城市活力提供广阔空间

 城市活力研究需要多学科交叉

 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地理信息系统、计算科学（城市计算）

 行为机制分析：城市规划、城市经济学

 政策分析与设计：公共管理、城市治理

30

 Jacobs-Crisioni et al., 2014

 Nadai et al., 2016

 Zheng et al., 2016

 Wu and Wang,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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