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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eijingcitylab.com/lon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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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eijingcitylab.com/lon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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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尺度城市设计》2016春季学期（研究生）

• http://www.beijingcitylab.com/urban-design-course/

清华大学研究生课程《大数据与城市规划》，龙 瀛，ylong@tsinghua.edu.cn 6



《城乡社会综合调研》2016/17夏季学期（本科生）

• 四组同学均获得了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2016年城乡社会综合调查实
践调研报告评优的佳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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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模型及其规划设计响应》网络课程

• http://www.beijingcitylab.com/projects-1/21-urban-model-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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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模型及其规划设计响应》网络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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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模型及其规划设计响应》网络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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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大纲

1. 课程安排
2. 新数据环境
3. 代表性研究机构/个人
4. 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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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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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城市规划》课程简介

•简介：城市大数据（及开放数据）对城市物质和社会空间进行了
深入的刻画，为客观认识城市系统并总结其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
机遇，也是城市规划和研究的重要支撑。本课程将结合中国城市
（规划）以及技术发展特点进行讲授，秉承技术方法与城市研究
与规划并重的原则，既侧重大数据技术方法的讲解，又重视城市
系统和规划设计领域的应用。主要涵盖数据获取、统计、分析、
可视化，城市系统分析，各个规划类型的应用，以及最新前沿介
绍等内容。

•选课对象：城乡规划、建筑、风景园林、城市地理、地理信息系
统、城市交通、环境规划与管理、城市经济、公共管理、社会学
、计算机、公共管理等专业的研究生

•考察方式：中期汇报（30分）+出勤（30分）+大作业（40分），
大作业4人一组（自我组织、至少有一人有GIS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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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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W1

• 选定助教/课代表

2. 城市大数据类型与典型数据介绍（9月29日）W2
3. 城市大数据的获取（10月13日）W4

• 介绍共享的数据并简要介绍大作业要求、确定分组名单

4. 城市大数据的统计与分析（10月20日）W5

5. 城市大数据的可视化（10月27日）W6
6. 基于图片大数据的城市空间研究（11月3日）W7
7. 学生作业思路汇报与点评（11月10日）W8

8. 城市大数据挖掘：空间句法（11月17日）W9
9. 城市大数据挖掘：城市网络分析（11月24日）W10
10. 数据增强设计（12月1日）W11

11. 战略、总体及详细规划中的大数据应用（12月8日）W12
12. 城市设计中的大数据应用（12月15日）W13
13. 参与式规划中的大数据应用（12月22日）W14
14. 大模型：跨越城市内与城市间尺度的大数据应用（12月29日）W15

15. 学生作业终期汇报与点评（1月5日）W16（一次或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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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安排

•至少1:1的时间比

•阅读推荐的参考资料
•推进分组实验/调研
•非定期的课外沙龙和讲座
•与我的讨论（OPEN	OFFICE	HOUR每周五课后-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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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前期要求

•会电脑、会上网
•入门级别的数理统计
•初步熟悉地理信息系统
•热爱城市，并善于观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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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特色

•最新的大数据支持城市研究和规划设计的前沿理念
•系统介绍大数据支持规划设计的不同方面：数据抓取、数据分析
、数据可视化、规划设计支持

•理论方法介绍与实践相结合（部分课程穿插演示环节）
•大量的信息资料的共享（在线收费培训的免费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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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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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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	计划提供给本课程同学的数据（北京某街道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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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活力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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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提供量化城市研究与设计增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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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织必要的课外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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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	共同讨论基于大数据的城市研究的方法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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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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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预计的收获（期待）

•数据：课上所提供的案例地区的一套完整的城市大数据集

•方法：基本的数据抓取、分析挖掘和可视化的方法

•思维：利用数据和先锋技术手段来认识城市和规划设计城市的思
维方式（未来城市）

•研究：随时都欢迎各位有问题积极和我讨论，也希望我的一些想
法能够帮助你们的（学位）论文（如何开展科学研究的指导）

•发表：通过小组合作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并期待你们的课程作业
最后都能够发表（我在组织若干个期刊的专刊special	issue，会优
先考虑优秀的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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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网页：https://www.beijingcitylab.com/bdup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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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助教中

• 协调课程的相关事宜
• 每月报酬一千元，每学期共四千元
• 要求：建筑学院研究生、热爱本课程、善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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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数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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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问题：什么是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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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问题：如何获得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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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问题：研究大数据需要大设备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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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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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数据的来源：（1）商业网站/在线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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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数据的来源：（2）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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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数据的获取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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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环境

• 信息通讯技术ICT近年来大力发展
• 数据存储、数据挖掘和可视化技术日益完善
• 大数据时代（中国规划界的持续关注）

• 出现了多种开放且细致的数据
• 从多个维度描绘在微观尺度的人类活动和移动，以及环境要素特征
• 大数据与开放数据：新时期城市规划和管理的黄金时代

• 大数据：手机信令及通话、公共交通刷卡、信用卡交易等
• 开放数据：政府网站、商业网站、社交网络等
• 新数据=大数据+开放数据
• The	new	data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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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 =城市空间大数据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设计与城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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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表性研究机构/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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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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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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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了大量的精细化尺度的开放数据

• 伊春市
• http://www.beijingcitylab.com/data-releas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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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longying1980@gmail.com
BCL网址:	www.beijingcitylab.COM

来自五洲四洋的访客（BCL	visitors）

北京城市实验室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Michael	Batty在其主
持的英国大学学院的高级空间分析中心的网站、其个人网站
和Twitter上表示，北京城市实验室是中国崛起的象征之一（原
文为“China	rising:	Beijing	City	Lab,	interesting	virtual	lab	that	is	exploring	many	scientific	

issues	in	Chinese	cities”，具体见http://blogs.casa.ucl.ac.uk/author/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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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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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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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

•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
是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以下简称“城科会
”）下的二级专业机构，于2016年11月21日
正式成立。本专业委员会由学者们自发形成
的各具特色且充满活力的学术团体联合全国
积极致力于城市大数据理论、技术和方法创
新的科技工作者、部分政府管理部门、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共同发起成
立。

• 本专业委员会宗旨是，在城科会的领导下，
配合以人为本、精准规划的导向，利用信息
化背景下多种数据快速积累、国家大数据发
展战略推进以及各种前沿量化理论方法和设
备成熟的机遇，利用多年来所自发形成的多
个交流团体的基础，形成中国城市科学研究
会内统一的活动组织，开展数据分析与规划
方法的创新研究，为探索城市发展的客观规
律、提高规划方法的科学性与可靠性以及夯
实规划学科的科学基础作出贡献。

• https://csdsj.jimd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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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甄峰

基于开放数据的城市城市研究与规划设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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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手机数据的城市城市研究与规划设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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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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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技术科学的演进

来源：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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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共交通智能卡数据的城市研究与规划设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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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图片数据开展城市研究与规划支持

• 图片城市主义高度认可基于体现客观世界和主观认知的大规模图片进行量
化城市研究，认为图片是一种在短期的未来将得到高度重视的城市数据源
，是对已有多源城市数据的重要补充

清华大学研究生课程《大数据与城市规划》，龙 瀛，ylong@tsinghua.edu.cn 51

来源：龙瀛，清华大学



基于多源数据的开放空间（如街道）研究

• 在数据增强设计DAD的框架下，吸收已有设计师、评论家和学者对街道的思
考和认识，结合成熟理论，建立以街道作为个体的城市空间分析、统计和
模拟的框架体系（定性认识的定量版本），致力于将成果用于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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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其他的大数据研究学者（1）
• 柴彦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导
• 党安荣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导
• 刘 瑜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博导
• 周素红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 裴 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 钮心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 茅明睿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云平台创新中心秘书长
• 高晓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教授、博导
• 赵渺希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 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 刘行健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
• 李 渊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
• 盛 强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
• 叶 宇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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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其他的大数据研究学者（2）
• 王江浩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吴 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 张 纯北京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导
• 申 悦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教授
• 朱 玮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 马晓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 王静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
• 姜 鹏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院所长
• 李 刚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信息中心总工程师
• 李 栋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
• 李 涛西安市城市规划信息中心主任
• 张鸿辉长沙市规划信息服务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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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安排

•阅读材料待放到课程网站
• https://www.beijingcitylab.com/bdup2017/

• OPEN	OFFICE	HOUR	
• 每周下课后-AM11:00

•答疑邮箱
• ylong@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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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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事情之前先
建个群

微信à通讯录
à右上角+à
面对面建群
à0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