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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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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jing City Lab, BCL, 北京城市实验室

• 组织架构
– 核心团队 (×8)

– 资深学人组成的荣誉会员 (×11)

– 作为骨干的研究员 (×25)

– 青年学生会员 (×45)

– 大量关注者（20000+）

• 定位
– 一个定量城市研究学术网络

– 一个开放的共享平台（71篇工作论文+28项研究数据
+10项城市排行）

– 一次科学地理解城市的尝试（19个研究项目）

– 一组吸引公众参与的可视化表达（多次媒体报道）

– 关注北京、放眼全国





Working paper板块：发布成员最新研究成果



Slides板块：发布成员和所组织会议的ppt



Data released板块：志愿者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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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ing板块：基于微观开放数据的城市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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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实验室的研究主题以“新城镇化规划”中
的人居环境质量为核心，希望对中国快速城镇化时
期的人居环境质量进行全面的度量与监测，为国家
决策提供依据和保障。



BCL的学术影响力和创新性

龙瀛,王江浩,刘行健等
北规院、中科院、首经贸、UCSB

全国PM2.5暴露分析

凤凰周刊报道
学术论文审稿中

吴海山，百度，BCL Member

外滩踩踏事件大数据分析

百度首发、多家媒体转载
学术论文审稿中

龙瀛,柴彦威等
北规院、香港城大
爱荷华、北京大学

北京城市极端出行者

英国新科学人、
参考消息报道
学术论文审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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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L 年会
300余人参会

学术研讨会
600余人参会

线下沙龙、
自组织的学术
交流活动

活动组织











社区生态

QQ群

41人
活跃程度低

官方微博

7214粉丝
活跃程度中

微信公众号

订阅量6143

和网页同步更新

微信群

500人
高度活跃

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形成了QQ群、微信群、微博、公众
号向结合的社区生态



实验室影响力

• 行业影响力：催生了一批类似/相关的组织

城市数据派

城市界面

BIGSCITY



小 结

• 大量一线的城市规划学者的参与

• 年轻人间需要互相认识（年轻人间互相交流启发）

• 年轻人的工作需要宣传（年轻人需要大牛的认可）

• 大牛对行业新动态关注（大牛也需要关注年轻人）

• 同一个圈子里的人能够聊到一起

• 有共同的关注点：大数据(信息新技术)+城市研究

• 不同机构间的资源互补：产业界v.s.学术界，数据源v.s.分析

技术，项目甲方v.s.项目乙方，计算机v.s.城市规划

• 提供了一条新的社交途径

• 既有共同关切，又无利益竞争



BCL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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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环境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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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UDEM

• Macro, meso, micro Beijing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Model families

• Urban expansion and redevelopment



2 Urban Growth Boundaries

• BEIJING 100-years planning

• Evaluating Beijing plans using development permits, remote sensing images, 
human mobility and activities



利用多源数据评价北京城市增长边界（UGBs）

• 虽然有不可忽视的非正式开发，95%以上的人类活动和移动位于规划
城市增长边界内（出租车轨迹、公交刷卡记录、位置微博/照片等）

• 各个功能组团的活动强度和之间的联系也可以用于评价规划目标（两
轴两带多中心还是单中心？）



基于规划许可评价城市增长边界的作用

• 考虑影响城市开发的多项因素，利用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DID)和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 design (RDD)方法，发现UGBs起到了显著的影响开发的作用
• Long et al 2012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也证明，2004版总规是建国后的五版总规中引

导城市开发最好的一版



基于规划许可评价城市增长边界的作用



3 Bus Landscapes

• Commuting pattern

• Urban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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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一周公共交通刷卡数据研究北京通勤出行

早高峰主要通勤方向



龙瀛, 张宇, 崔承印. 2012. 利用公交卡刷卡数据分析北京职住关系和通勤交
通形态. 地理学报, 67(10): 1339-1352.

利用一周公共交通刷卡数据研究北京通勤出行



利用2008-2014刷卡数据研究北京城市贫困问题

• 11.2万研究对象中，77.4%持卡人居住地点变化，仅13.3%未换工作
（其他可能包括找到工作、失业、工作地变化）。动荡的群体！

http://arxiv.org/abs/1409.5839



全国公交覆盖率评价

• 十二五期间，国家开展“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以来，越来越多的城市着
力打造“公交都市”，实现城市主城区500米上车、5分钟换乘，城市公交出
行比例迅速提升

• 利用中国319个城市的86.7万个公交站点，评价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公交服
务覆盖率（500m服务半径）



全国公交覆盖率评价

• 十二五期间，国家开展“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以来，越来越多的城市着力打造
“公交都市”，实现城市主城区500米上车、5分钟换乘，城市公交出行比例迅速提升

• 利用中国319个城市的86.7万个公交站点，评价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公交服务覆盖率
（500m服务半径）：北京86%、上海75%

• 公交服务覆盖范围内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城市活动强度？



4 Population China

• Population density in 2000 and 2010



5 Planning Support Systems

• 规划支持系统原理与应用

• PSSs for land use planning



6 Urban Form

• Parcel direction

• An agent based model for low carbon urban form

• Human mobility and urban form

• Identifying required policies for a desired urban form



7 Population synthesis

• Agenter

• PopGen



8 Social Network Mining



9 Big model



10 Beijing parking

• Analysis
• Modeling
• APP?



11 AM10:00



13 PM2.5

地面观测
MODIS遥感影像
地统计





14 SinoGrids（徐霞客）

• 采用众包的形式构建1KM2尺度的中国开放式微观数据平台（微博签到、出租
车轨迹、交叉口、公交站点）

• 将数据汇集到1km2网格，回避了隐私和贡献者的数据安全问题，是既能够开
展城市间区域分析也能够进行城市内部研究的尺度

• http://www.beijingcitylab.com/projects-1/14-sinogrids/





• BCL Ranking 9

• 全国654个城市中，180个城市发生收缩，其中：

• 1个省会（乌鲁木齐市辖区），40个地级市（市辖区），139个县级市

15 Shrinking Cities



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网络
Shrinking City Research Network of China (SCRNC)

http://www.beijingcitylab.com/projects-1/15-shrinking-cities/



空心镇现场调研计划

• 空心镇是在空心村之上我们发现的一个更大空间尺度（乡、镇和街道
办事处）发生以常住人口密度下降为特点的发生收缩的地域实体，
“空心化”体现在其乡村腹地（空心村）或镇区范围。



16 Participatory Urban Sensing



17 Data Augmented Design



18 Digital Desert

• Digital desert is termed as places where no or very few footprints 
harvested by digital devices geographically exist. DD is a son project of 
BCL SinoGrids (http://www.beijingcitylab.com/projects-1/14-sinogrids/).



• 我们所开展的诸多实践，是科学地理解城市的一次尝试
（不是规划信息化、规划新技术）
– The New Science of Cities (Michael Bat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