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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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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数据时代，城乡规划与设计如何适应数据环境的改变成为学界和
业界广为关注的主题。



近年来随着通讯技术的大力发展，“大数据
时代”已经到来，它将对各学科研究领域的
数据收集与利用、分析方法与研究手段带来
革命性的改变。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原有的蓝图式、
扩张型规划逐渐式微，而更加关注人的需求，
面向社区、面向管理、面向存量的新的规划
方法呼之欲出

目前网络上出现了多种开放且细致的数据，
例如手机信令及通话、公共交通刷卡记录、
街景图片等，它们可以帮助我们从多个维度
描述在微观尺度的人类活动和移动，以及环
境要素和特征，从而更科学地认识城市。

大数据时代 存量规划时代 丰富的城市数据

时代背景



国内外教学情况

麻省理工学院大数据课程海报

英美部分知名高校（如麻省理工学院、伦敦大学
学院和纽约大学等）已经开设了《城市模型》、
《大数据与城市规划》以及《智慧城市》等相关
课程，而国内尚未开设相关课程。

英美高校已开设大数据相关课程

根据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的要求，城乡规
划专业的培养计划将增设较多定量城市研究内容，包括纳入
数据统计分析、城市发展模型、地理信息系统、城乡规划公
众参与等诸多课程或知识点。

我国计划增设定量城市研究的教学内容



国内外教学情况

http://news.mit.edu/2015/data-design-city-planning-0714http://www.futurecities.ethz.ch/module/big-data-informed-urban-
design/



《大数据与城市规划》

国内城乡规划专业首次开设大数据与城市规划
方面的课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顺应我国城乡规划编制的特点和
国内对城乡规划教育变革的需求，集成本人的国际
化学术研究、本土化工程实践以及海内外学术交流
经历，目前在清华大学针对研究生开设了《大数据
与城市规划》课程。

作为城乡规划教学的必要知识点，这是国内城乡规
划专业首次开设大数据与城市规划方面的课程，也
得到了清华多个院系研究生的广泛关注。

本课程于2016-2017学年春季学期首次开课，经过
一个学期的课程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将对此
进行总结和分享。



课程介绍与教学思想

02

本课程结合了中国城市规划特点以及技术发展特点进行讲授，秉承技术方法与规
划设计并重的原则，紧密联系现实城市问题，实现开放性、融入性教学体验。



课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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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大数据支持城市研究和规划设计的
前沿理念

了解城市大数据领域前沿理念

大数据技术方法的讲解，以便
于学生掌握利用必要的分析工
具和技术：数据抓取、数据分
析、数据可视化、规划设计支
持等/理论包括空间句法、城市
网络分析、数据增强设计等内
容。

掌握利用大数
据回答城市问
题的技术

则侧重规划设计领域的应用，如规划设计方
案的制定与评价。除此之外，课程还关注如
何理解我们的城市，如城市的开发、形态、
功能/密度、活动和活力等。同时教学过程中
结合了笔者目前最前沿的一些理论探索，如
人本尺度城市形态、街道城市主义、图片城
市主义等，并且提供了很多研究项目的成果
作为课堂上的案例研究，例如中国收缩城市
的基本态势调查、基于街景图片评价街道绿
视率、利用公交卡信息进行的北京通勤行为
分析等，使教学过程具有探究性。

将大数据应用于
现实城市问题

选课对象
城乡规划 建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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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等专业的清华大学 研究生

1. 大数据与城市规划概论
2. 大数据在城市规划中应用

的研究进展
3. 城市大数据的获取
4. 城市大数据的分析与统计
5. 城市大数据的可视化
6. 大数据时代的空间句法
7.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网络分

析
8. 图片城市主义：城市规划

设计与研究的新思路
9. 学生作业中期汇报与点评

10. 数据增强设计
11. 战略及总体规划中的大数

据应用
12. 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大数

据应用
13. 城市设计中的大数据应用
14. 参与式规划中的大数据应

用
15. 大模型：新数据环境下的

城市研究新方法
16. 学生作业终期汇报与点评



课程内容

街景图片的HSV分解示例

• 工具：获取/处理à分析à表达

火车采集器 Alteryx Excel TableauChrome ArcGIS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作为传统授课的补充，邀
请授课教师或其他业界对
大数据抓取、数据分析等
有造诣的专家学者进行课
外交流与互动，为学生思
考问题的方式提供新思路。

现场调研
理论知识作为基础以小组为单位
现场调查研究，选取一个维度进
行深入分析，教师进行分组指导。

研究设计
根据前期的理论积累以及
现场调研情况进行小组协
作研究，最终以公开汇报
的形式展现各组的研究成
果。

作业发表
对学生作业等教学成
果进行充分整理，力
争作为大数据与城市
规 划 方 面 的 专 刊
（ special issue ） 发
表在专业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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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问题导
向与成果产
出的研究性

教学

该课程提倡实验教学与科研课题相结合,创造
条件使学生较早地参与科学研究和创新活动。通过课程
中的学习、调研、设计和实践过程，最终的研究成果以
论文和海报的形式呈现。

在上个学期的课程结束之后，有5篇学生论文被澎
湃新闻市政厅频道选中，已经公开发表。其中数篇学生
论文将发表于《时代建筑》、《建筑学报》、《CCPR》
上，以及2篇论文即将于2017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
AESOP会议上进行宣读。

这不仅激发了学生的研究热情，更是展现了外界对
他们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的认可。



课程特色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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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常规的课程，通过校内与校外、课上与课下、线上与线下等多种
相互补充的学习途径丰富了授课形式，拓展了学生的思维，增强了学
习效果。



100%
阅读材料

100%
课堂授课

50%
拓展阅读

50%
课下答疑

课上x1.5 + 课下x1.5

课外拓展阅读是一种非强制性
的阅读材料，通过鼓励学生自
发式地学习从而达到开拓学生
眼界、激发学习兴趣、优化教
学效果的目的。



课内x16 + 课外x6

《数据解释、操作答疑、大
作业的主题讨论》

《零代码抓取互联网数据》

《地理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感知即参与：城市规划设
计公众参与的新思路》

《云平台：大数据与规划转
型》

课外沙龙主题：



线下x16 + 线上xN

https://www.beijingcitylab.com/big-data-and-urban-planning/

本课程的所有课程文件、扩展阅读都

被放到指定网站上供选课学生下载。

课件下载 各类数据 微信群 MOOC在线网课

课程给学生提供了很多数据，例如北京
旧城的一系列数据（边界与分区、开发、
形态、功能与活动等），而如何使用数
据取决于学生们的独立思考和能动性。

区别于传统的课堂授课，该课程成功
开设一到两个学期后，将考虑申请学
校的MOOC在线课程。

该课程还结合微信群、邮件群等
方式，建立选课学生和任课教师
直接联系的多个渠道，促进学生
对大数据支持城市规划的理解。



教室内x45 + 城市中xN

《不同空间尺度下情绪研究方法实证对比及其与空间品质关系探究---以大栅栏商业街为例》

对5条街道
18个街景点
进行3分钟视频拍摄
每段视频按照时间截
取20张图片进行情
绪识别

共处理360张照片，
有效识别277人情绪



理论课 + 设计课

以理论知识作为基础，以小组作业的形式尝试了应用大数
据的方式进行城市研究与设计

城市大数据应用研究——以北京二环内为例

学生2-4人一组进行现场调研，围绕北
京旧城，针对土地开发、形态、功能、
活动、活力等维度，通过多样的分析方
法探究其症结所在，并给出改进建议。

主题：旧城问题探究及提升措施

期末研
究成果

最终完成研究并于最后的课堂进行终期
答辩。经过老师和专家学者们的最终提
问与建议，使同学们更加顺利地找到城
市数据研究的路径。

。

成绩：老师和校外专家学者
共同评分



学习x14 + 汇报x2

最终成果要求

ü 每组一篇学术论文（达到
可发表水准）

ü 鼓励在线可视化（如基于
GeoHey）、网站等其他
形式的成果

ü 每位同学一篇短文，关于
上课感受（至少800字）



优秀学生作业展示
——北京旧城城市气味景观探究

城市气味景观是构成人体尺度对城市景观感知的重要方面。
尽管如此，由于气味难以测度与量化分析等原因，城市气
味景观至今还是没有引起城市规划师的足够重视。本研究
试将城市气味追踪实验与社交媒体数据结合起来，对北京
旧城气味进行类别划分，分析旧城范围内的城市气味景观、
绘制旧城气味地图，并通过社交数据语义分析检验气味地
图的可靠性。

u 路网
考虑到研究的需要，本文所用道路为车能够通行的道路；
原始路网数据细节过多，经过制图综合与拓扑处理，确定
参与计算与分析的道路路段有4279条。

u 新浪微博评论和大众点评
判断城市种的气味种类和人们的喜好程度的关联性则采用
了微博评论语义分析的方法，微博评论数据共291915条，
大众点评数据共108995条。通过分析语言中对于某种气味
的情感倾向来确定人们对于城市中气味的喜好程度和区分
气味浓度。

u 地图兴趣点POI
地图POI数据来源于龙瀛老师。根据简化后的街道，选取街
道两侧街区内与城市气味相关的POI点位，共计47764个。

主要数据



优秀学生作业展示
——北京旧城城市气味景观探究

城市气味空间分布规律

北京旧城城市气味分布地图

北京旧城街道气味浓度地图

食物气味分布规律

美食构成了旧城气味地图的基底，
旧城内共分布各色餐饮店面6719
个，遍布旧城街道。一些特色的
餐饮街区如：南锣鼓巷、后海酒
吧街、西单小吃街、前门小吃街
等成为了人群聚集和高活力的地
区，也是反映旧城美食特色的集
中区

旧城食品气味浓度分布图

北京旧城街道气味地图 旧城街道食品种类分布地图

城市气味地图绘制

受人喜爱的气味分布地图

舒适惬意的街道地图

喜爱的气味
细分到中类，筛选旧城为人喜爱的气味，
这样的地区能够体现旧城的特色。对应到
街区街道，在比较优势上，后海、南锣鼓
巷、西单、王府井、天坛等地区具有适宜
的步行空间和丰富的街道气味

反感的气味

为人厌恶的气味分布地图

环境品质不佳的街道地图

筛选旧城为人反感的气味，这样的地
区影响了旧城的街区品质：交通尾气的排
放，城市装修，交通枢纽的人流密集处都
是街道气味景观降低的关键因素，限制了
人们在街道空间的上的停留、交往与互动。



优秀学生作业展示
——北京旧城物质空间与行为空间国际化匹配程度探究

以北京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区别于国际性城市，是正在崛
起的、全球性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国际化城市。国际化的评价标准通
常为单项或综合指标，缺少从实际物质空间与人的行为空间角度进
行衡量。本研究运用大数据分析北京旧城及周边地区外国人关注的
物质空间的分布以及其与外国人行为空间分布的异同，分析得到北
京四类国际化空间的分布，并建立了可用于其他国际化城市的国际
化水平评价模型。

主要数据: 大众点评POI（咖啡店、公园、便利店、酒吧、健身房、
西餐厅等六种物质空间项目）、2010年Flickr拍照定位点

• 北京旧城及周边各类国际化的物质空间分布状况

咖啡店 公园 便利店 酒吧 健身房 西餐厅 外资企业

从flickr空间数据分布可以看出人群分

布集中在中轴在线上，主要集中偏北边，分

布位置为后海、南锣鼓巷、景山公园、故宫

博物院等地点，另外南边天坛公园也有部分

聚集。将flickr数据对照现场随机访谈数据迭

合，发现在空间分布型态上大致相同。

通过调查问卷得知，行为空间的“国际

化”并不是按照“服务于外国人”这一标准

的物质空间国际化进行，而是主要受到“城

市传统文化和风貌”及“城市现代化地区”

两种因素的影响。

• 北京旧城及周边国际化的行为空间分布状况

12 12
10 10 9

6 6 6 5 4

0

10

20

三里屯 胡同 故宫 五道⼝ 长城 后海 颐和园景山公
园

雍和宫 天坛

外国人的“北京印象” 喜欢去北京的那些地方

flickr 问卷调查



优秀学生作业展示
——北京旧城物质空间与行为空间国际化匹配程度探究

• 问题探讨

(1)城市资源的空间集中对外国人的行为活动有怎样的影响？

(2)哪些城市资源的空间集中导致了外国人的行为活动集中？

(3)我们的城市中是否存在同样资源集中但是却缺乏活动的区域？

• 物质空间大数据与行为空间大数据处理及呈现

透过将各项物质空间经过分级重分类，取得网格代表值作为Y，

以行为空间作经过虫分类分级取得的网格代表值作为X，并以相

对应数量作为Z值，分析物质空间与行为空间上的关系。

咖啡馆

• 物质空间与活动空间的匹配关系排序，从高到低为:

咖啡店>公园>酒吧>外资企业>健身房>西餐厅>便利店

西餐厅健身房

酒吧 提供一种新的分析国际化城市分析方式。

以外国人的行为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方式对于

城市国际化带来的实际效果有更为直观的呈现，

可以将物质空间的实现效果体现出来，更能完

善城市国际化物质空间分布合理性。

• 研究价值



总结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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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中国规划教育界较早的一次尝试，希望这些参考，能够促进大
数据在规划设计教学和实践中的应用不断深入。



学生反馈

基于大数据的研究
是数据驱动型，能
否得到高质量的数
据是决定研究成败
的关键

ArcGIS、火车头采集器、
SPSS等软件相对难度很
大，可以有每周的技术
应用操作练习，增加技
术方面的培养。

关键词云图

很多回归分析不甚
严谨，因此得出的
部分结论并不真实
可信

回归分析

数据本身常常具有片
面性，只能够反映部
分特殊群体的时空行
为，若以点概面，则
会失之偏颇。

数据的片面性

数据的质量

增加技术的培养

增加编程教学



总结

01

02

0304

05 除了城市规划的基础知识，更要求规划师
掌握包括计算机、统计学等知识。而这一
块正是我们目前的短板所在，在未来的学
习和工作中当中应该予以加强，

根据学生的反馈，未来将考虑增加课外的
上机操作时间。

• 提高了学生的大数据动手能力
• 培养了学生的大数据分析思维
• 增进了学生在对社会和空间复杂系统认识中的理

性思考。

Ø未来需要增强综合能力

Ø未来需要增加技术操作练习

Ø该课程入选清华大学双一流大学推进计划——
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Ø该课程已被纳入清华大学大数据能力提升项目

提升了大数据在方案中的应用能力

培养了大数据思维与技能

收获与
反思

• 大数据有助于远程调研并促进场地认知和问题诊断，
然而以往许多设计背景的学生对GIS软件的基本操作
不很熟悉，从而制约了对已有数据的深入使用。

• 课程提升了他们应用大数据方法来分析和处理动态
复杂体统中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容易在设计中考虑
数据增强设计的应用，对方案进行情景分析和量化
评估，进而提高设计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THANKS
2017.9.22

https://www.beijingcitylab.com/big-data-and-urban-plan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