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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城市规划》教学大纲
1. 大数据与城市规划概论（整合进9月23日）
2. 大数据在城市规划中应用的研究进展（9月23日）
3. 城市大数据的获取（9月30日）
4. 城市大数据的分析与统计（10月9日）
5. 城市大数据的可视化（10月14日）à两次课外沙龙

6. 城市大数据挖掘：空间句法（10月21日，方法、操作与应用）
7. 城市大数据挖掘：城市网络分析（10月28日）
8. 学生作业中期汇报与点评（11月4日）

9. 大数据与城市规划的结合（11月11日）
10. 数据增强设计（11月18日）
11. 战略及总体规划中的大数据应用（11月25日）
12. 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大数据应用（12月2日）
13. 城市设计中的大数据应用（12月9日）
14. 参与式规划中的大数据应用（12月16日）
15. 大模型：新数据环境下的城市研究新方法（12月23日）
16. 学生作业终期汇报与点评（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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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堂课的回顾

•数据分析与统计
•基于ArcGIS的数据分析
•基于SPSS的数据统计
•利用街景图片研究街道绿化的数据分析与统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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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大纲

1. 数据可视化概论
2. 基于ArcGIS的数据可视化
3. 基于GeoHey的数据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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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可视化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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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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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视化助力发现新现象：中国收缩城市



为什么可视化？

• 洞察问题、艺术修养、科学素养、对话公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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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密度 网格

地块/街区/小区/分区 街道/道路

分析单元的选择（！！！我们看待城市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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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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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	Map	is	a	new	Excel	feature	for	exploring	map	and	time-based	data.	This	preview	
of	Power	Map	is	for	Excel	2013	customers	without	an	Office	365	subscription.	It	includes	
basic	functionality	but	does	not	have	the	newest	features	of	Power	Map	such	as	filtering	
and	custom	maps.	The	Office	365	Excel	client	includes	the	latest	Power	Map	release.	To	
use	Power	Map	open	Excel	and	go	to	Insert	>	Map.

•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38395



Urban	Canvas

• Autodesk公司出品，可以快速对城市空间进行建模，并与知名城市模型UrbanSim
无缝连接（收购自Synthicity）
• 具体情况建议Google（http://blog.sina.com.cn/s/blog_9003c5960102w1h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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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js
• http://D3.js是一个JavaScript库，它可以通过数据来操作文档。D3可以通
过使用HTML、SVG和CSS把数据鲜活形象地展现出来。D3严格遵循Web
标准，因而可以让你的程序轻松兼容现代主流浏览器并避免对特定框架
的依赖。同时，它提供了强大的可视化组件，可以让使用者以数据驱动
的方式去操作DOM。

• https://d3js.org

清华大学研究生课程《大数据与城市规划》，龙 瀛，ylong@tsinghua.edu.cn 18



Tableau

• 支持更大的数据量、更多的表现形式，类似高级版的Excel数据透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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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au



Power	BI

• 微软出品，免费，易用
•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
•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158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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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地图 Cartogram

• http://www.arcgis.com/home/item.html?id=042b6b2944f64428b05672c0de29
b8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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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数据可视化小组

http://vis.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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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ArcGIS的数据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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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rcMap的数据可视化
•显示与管理

• 加载、增加/删除字段、选择一部分对象

•计算
• 计算字段（属性与空间）、关联join、空间关联spatial join

•分析与统计
• 一般需要调用Toolbox
• 字段的summarize功能

•可视化
• Symbology符号化（几种方法，features、categories、quantities）
• Definition	Query（仅显示部分数据）
• Display（透明度设置）
• Layout视图（设置地图要素如指北针、比例尺、图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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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rcMap的数据可视化

清华大学研究生课程《大数据与城市规划》，龙 瀛，ylong@tsinghua.edu.cn 25



以北京公共交通刷卡数据的分析和可视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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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公共交通刷卡数据的分析和可视化为例

•原始数据：CARD_ID,	TIME_O,	STOP_O,	TIME_D,	STOP_D,	
CARD_TYPE

1. 对时间（小时）、站点进行汇总
• ArcMap的summarize
• Excel/Access groupby

2. 将站点与交通分析小区进行空间关联，得到小区层面的统计
• ArcMap的spatial	join、summarize

3. 轨迹（trajectories）表格数据准备
• 站点的ID计算坐标（ArcMap的calculate geometry）
• 计算每个站点对应的小区（ArcMap的spatial join）
• 小区计算中心点坐标（ArcMap的calculate geometry）
• 每个小区的坐标附加給轨迹表（ArcMap的join）

4. 轨迹空间化
• XY	to	Line（建议增加唯一的ID，便于后续空间图层与属性表的对应）
• 也可以Python实现（定制化）

清华大学研究生课程《大数据与城市规划》，龙 瀛，ylong@tsinghua.edu.cn 27



Trip count (bus riding) for each day

Trip count in each hour on Tue and Sat
Trip density in the TAZ level 
in the whole week

公共交通刷卡数据的总体情况可视化



持卡人轨迹的可视化

• 北京的极端通勤行为与主导通勤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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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卡出行的可视化

• 显示了大学校园和“最受欢迎的地方”的联系强度：大多数比较强的联系
都在三环以内，同时也是北京高收入人群、高知名度团体和高收入公司的
所在地。但令人惊讶的是各个大学之间的联系却不怎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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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卡出行的可视化

• 表示了各985大学的学生课余时间都去哪。很明显的是大学生去到的地方很
多，但是他很少去南三环。985高校和北京经济比较弱的地区联系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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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卡出行的可视化

• 北京主要高校的大学生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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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rcScene的数据可视化

• 三维表达、拔升高度、基准高度（绝对值或某个图层如数字高程模型）
•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4d58d5412969cb9dd4e9c0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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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Scene可视化案例：街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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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Scene可视化案例：社交媒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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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Scene可视化案例：城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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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与SketchUp的互操作
• ArcMapàSU

• 将GIS图层如建筑物根据高度或层数分为若干个子图层，导出为CAD格式
dwg或dxf，分别导入SU进行不同高度的拔升

• ArcSceneàSU
• 利用MAYA作为中间件生成obj文件
• （具体请参见参考资料：“ARCSCENE-模型转为SU.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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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可视化的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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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GeoHey的数据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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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Hey介绍

• Carto的中国版本，提供便捷的空间数据在线可视化与分享
• www.geohey.com
• （国外的还有MapBox在线可视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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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Hey的BCL门户

• https://geohey.com/gallery/b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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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GeoHey进行数据可视化的基本步骤
•数据上传

• 空间数据支持zip格式（注意需要在文件目录下对几个ShapeFiles文件进
行压缩，不要在文件夹上压缩，也不要rar格式）
• 属性数据csv等格式，可以在GeoHey上空间化（geocoding），但是有数
量限制

•数据表达（类似ArcMap）
• 数据筛选
• 符号化

•工程设置
• 名称、简介
• 是否公开

•数据分享
• 链接形式
• 嵌入网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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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Hey可视化的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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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研究的小窍门

•第一讲/第二讲：参考文献的重要性
• 外国人的姓名写法、认真与否、文献等级

•第三讲：
• 论文与报告的区别（是否有科学问题）
• 问题：Problem vs Question

•第四讲：两类论文
• 方法：证明方法优于已有的其他方法（效率/科学性、规划师/公众/同行
评价？）

• 实证：证明发现，与其他人发现的异同，对理论的贡献

•第五讲：善用Google	Scholar
• https://scholar.google.com/citations?user=4KAatI4AAAAJ
• 文献检索、跟踪某个学者的新发表或新引用、查看自己领域的更新
updates、参考文献格式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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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安排

•课外沙龙
• 今晚6:30，龙瀛，技术操作与大作业
答疑
• 下周四晚7:00，李栋，零代码抓数据

•阅读材料：
• 龙瀛等 2012	地理学报_BUSCAPES
• Long	and	Wu	2016	EPA_Shrinking
• http://www.beijingcitylab.com/big-
data-and-urban-planning/

•答疑
• ylong@tsinghua.edu.cn
• 建筑学院新501办公室（默认每周五
上午10: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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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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