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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数据支持下的城市研究变革 

龙  瀛，清华大学城市规划工学博士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北京城市实验室，主任 



大数据和开放数据支持下的城市研究变革 



开放数据不大 | 大数据不开放 



不开放的大数据 



开放数据的来源（1） 



众包crowdsourcing 

DIGITALGLOBE 
搜寻MH370众包活动 



• OpenStreetMap 



开放数据的来源（2） 





• 青岛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架构 

• 该平台主要由数据中心、核心服务和数据开放网站三部分组成 









开放数据的获取和处理 

 



本次交流将探讨： 

一．北京城市实验室BCL 

二．BCL获取的开放数据 

三．BCL开展的大模型研究 



一、北京城市实验室 

Beijing City Lab，BCL 



www.beijingcitylab.org  OR longy.jimdo.com 



Beijing City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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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两个数据工程师 

– 资深学人组成的荣誉会员 (×11) 

– 作为骨干的研究员 (×24) 

– 青年学生会员 (×38) 

– 大量关注者（6000+） 

• 定位 
– 一个定量城市研究学术网络 

– 一个开放的共享平台（40篇工作论文+24项研究数据） 

– 一次科学地理解城市的尝试 

– 一组吸引公众参与的可视化表达 

– 关注北京、放眼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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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L排行（RANKING）敬请期待 



EMAIL: LONGYING1980@GMAIL.COM 
BCL网址: WWW.BEIJINGCITYLAB.ORG  OR LONGY.JIMDO.COM 

来自五洲四洋的访客（BCL visitors） 







二、BCL获取的开放数据 



开放数据不大 | 大数据不开放 



开放数据不大 | 大数据不开放 

如何使开放数据变大？ 
BCL大的开放数据 



BCL积累了大量的开放数据和大数据 

• 物理空间 

– 全国所有城市的行政边界、路网、现状地块、城镇用
地范围、规划许可（部分城市）、土地利用图（多
年）、数字高程模型、不透水面、夜光遥感反演的城
镇用地（多年）、自然地理要素等 

• 人口分布 

– 全国2000和2010乡镇街道尺度人口密度、地块尺度人
口空间化和属性合成 

• 居民生活质量评价 

– 全国所有城市环境信息（包括PM2.5）、兴趣点POI、
公共服务设施、房价、公交线路和站点、餐厅 



BCL积累了大量的开放数据和大数据 

• 人类活动与移动 

– 人类活动热力图（部分城市）、签到、空间微博、城
市间交通联系、北京的公交卡（多年）、居民出行调
查（多年）和出租车轨迹 

• 对未来的判断 

– 规划图（200+城市）、近期城市扩张情景 

 



全国2012年测绘的全部路网 

• 6.03 million road segments of 2.62 million kilometers   



全国所有道路交叉口及密度 

• 包括了全国超过两百万个交叉口 



全国所有城市的城镇建设用地现状范围 

• There are totally 761,152 urban parcels (among all 1.2 million parcels) for all 
654 Chinese cities and with a total land area 46,751 km2 (the average urban 
parcel size is 6.1 hectares, 200 m*300 m) 



多个城市的规划许可信息 

• 反映近年来北京城市建设的热点和方向 



夜光遥感解译的城镇用地范围（多年） 

By 何春阳 



2010年人口密度 
50518个普查单位 



全国地块尺度人口空间化与属性合成 

• 回答人在哪里（街区或地块尺度），是什么样的人（社会经济属性） 

• 本数据需要较长时间准备 



全国670个监测点空气质量AQI ，PM2.5，PM10等
指标的实时动态获取与可视化 
发布网址： 
http://115.28.9.98/air/china/map/pm2d5.html 

全国环境信息获取与实时发布 

By 王江浩 

http://115.28.9.98/air/china/map/pm2d5.html


全国全部兴趣点POI数据（9个分类） 

• 五百万个 

– 9 categories, including commercial, transport, government, education, 
residence, green space, etc 



全国公共基础设施 

• 学校、医院等 

By 王江浩 



房价 

By 王江浩 



公交线路和站点 

By 王江浩 



By 王江浩 



中国不同风味的餐馆 

Liu X, 2014, ”Visualizing urban gastronomy in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forthcoming 



人类活动热力图 

By 王鹏 





全国所有城市的签到密度 

• 全国2亿条签到记录（新浪微博） 

• 分各种类型，如商场、写字楼、居民区、机场等 By 王江浩 



全国所有城市的空间微博 

By 王江浩 



全国各城市间交通和信息联系 

• 交通、火车、长途客车等 

• 覆盖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 By 刘瑜 



By 甄峰 



全国200个城市的用地规划图 



三、BCL开展的大模型研究 



从最近的一个工作说起 

• 覆盖全国所有城市的地块尺度的城市增长模型 
• 利用约束性元胞自动机方法（vector CA） 
• 654个城市，76万个城市地块 
• Simulating urban expansion at the parcel level for all Chinese cities 
• http://arxiv.org/abs/1402.3718 

http://arxiv.org/abs/1402.3718


大模型 Big/mega Model 

• 是一种由大规模数据驱动，多利用简单直
接的建模方法，兼顾大尺度和精细化模拟
单元的定量城市与区域研究工具，代表了
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Trade-offs between geographic scale (extent), sample 
size and resolution (details) of models 

Existing urban expansion models 



大模型与传统模型（小模型） 

• 基本区别：（1）传统模型在研究尺度和模拟单元中间的折衷
（数据和计算能力限制）；（2）大模型兼顾研究尺度和模拟
单元（大空间、细粒度） 



大模型与传统模型（小模型） 

• 基本标准：（1）模拟单元对应矢量的地理或规划单元；（2）
模拟单元数目>=10,000；（3）研究范围为城市群或全国，包括
不少于100个区域或城市 



大模型与传统模型（小模型） 

• 建模方法：传统的微观和宏观分析与模拟的方法，一般较
为简单、直观（straight-forward） 



• 建模方法：传统的微观和宏观分析与模拟的方法，一般较
为简单、直观（straight-forward） 

城市1 

城市n 

城市N 

模拟单元间相互作用 
（微观模拟方法） 

城市间相互作用 
（宏观分析与模拟方法） 



具体解读 

• 大规模数据：大数据或海量的其他数据，不一定多
源 

• 简单直观方法：多为自下而上（bottom-up） 
– 如基于规则的方法rule-based 

• 大尺度：超过常规模拟单元对应的空间范围 
– 如研究城市生活质量（QOL）多为单个城市尺度 

• 精细化模拟单元：比常规模拟空间范围对应更精细
的空间和社会单元，如较为直观的地块和个人 
– 如研究全国人口密度多为区县尺度 

– 精细化的模拟单元，更容易与政策对应（空间规划、
经济政策） 



大模型提出的时代背景 

• 大数据时代 
–手机、公交智能卡、签到、出租车轨迹、POIs
等 

• 开放数据的时代（政务公开） 

–规划许可、土地交易、房屋信息、公共服务设
施 

• 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规划 
–以往的“见物不见人” 

–粗放性扩张转向城市更新/改造/再开发 



大模型提出的技术背景 

• 计算能力的提高 
–并行计算、Hadoop 

• 自下而上研究方法的日益成熟 
–针对微观个体建立直观的规则 

• 多数模型用于规划决策支持的困境 
–建模思路复杂、开发周期长、维护成本高 

• “数据就是模型” 

–通过数据分析和模拟，万达商业物业能耗显著
降低的例子 



应用模式 

• 所有大中小城市的分析（率土之滨，莫非
王土） 

• 精细化分析与模拟（规划人的视角） 

• 城市形态/网络定量评价指标与对比（与其
他社会经济指标一同，表征城市发展） 

• …… 



大模型的愿景 

• 致力于解决科学问题，也是个科学问题 

–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区域问题 

–反映个体的活动和移动 

• 缓解中小城市的技术和数字鸿沟 

–覆盖所有城市的大模型，兼顾大城市与中小城
市 

–传统模型多针对数据和技术较为先进的大城市 



BCL的一系列大模型实践 



利用道路网和兴趣点POI生成 
全国297个城市的用地现状图 



利用道路网和兴趣点POI生成 
全国297个城市的用地现状图 



地块尺度建成区界定 



地块尺度建成区界定 



省际间的空间平衡模型 

• 考虑各省或主要城市间的投入产出关系 

• 纳入MVP-CA模型，更新其中的宏观模块 

Source: Jin et al, 2013 EPB 



2010年人口密度 
50518个普查单位 



2000-2010人口密度变化 



我国发育条件较好和有培育潜力的重点城镇化地区 

•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城镇化发育水平较高，城镇化地区已经连绵成带，高密度城镇化单元的空间分布也
较为均匀； 

• 京津冀地区的人口密度分布则主要呈现出围绕京津两个巨型都市区的环状递减态势，城镇化地区的连绵程
度相对较低，在京津都市区以外的区域主要呈散点状分布，且分布范围也小于传统对都市圈范围的界定。 



全国街道尺度人口对PM2.5的暴露评价 

地面观测 
MODIS遥感影像 
地统计 



全国176个城市的城市增长边界UGBs评价 
（非法开发比例、纳入MVP-CA、规划城市形态定量分析） 



全国地块尺度人口空间化与属性合成 



居民生活质量评价（quality-of-life） 

• 地块尺度的人口空间分布（基于地块密度和街道人口进行分配） 

• 考虑的因素：房价、公共服务设施、空气质量等 

• 城市排序、城市形态是否影响QOL？ 

 

Source: Delmelle and Thill, 2014 EPA 



 

能源和环境影响微观评价 



城市群发育质量评价 

• 街道办事处尺度：人口密度 
• 区县尺度：城市化水平 
• 地级市尺度：交通流 



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市区范围识别 
Metropolitan area/ Functional urban area 

• 公共交通服务（单位面积线路长度和站点数量） 
• 签到数据反映的居民通勤出行 
• 其他代理变量 



规划行业人脉关系 

By 茅明睿 



规划行业人脉关系 

• 左：作为种子的ID 

• 右：三大主要规划院的人脉关系 

UID NAME TYPE 

1092249707 一号线过客 规划局 

1314763257 沈振江 海外 

1375862257 孙施文 院校 

1403440575 放小浪 设计院 

1416424067 营国拙匠 海外 

1661074762 燕西非_陶滔 设计院 

1676357203 杨保军 设计院 

1740428503 规划中国 组织 

1894092222 玩够了11 设计院 

1905371357 华新民微博 公众 

1905635315 城市与设计 营销账号 

1999143575 王富海规划 设计院 

2010812491 规划师斌舶 设计院 

2062195520 张松514 院校 

2111844404 张京祥南大规划 院校 

2119092745 Devil_angel96 设计院 

2127817111 规划师石楠 组织 

2130116231 周江评 海外 

2131445784 深圳规划邹兵 院校 

2144708992 袁奇峰规划 院校 

2255670821 尹稚 设计院 

2285618580 俞斯佳 规划局 

2495091822 城脉 设计院 

2610584165 宋彦规划 海外 

2636607733 规划年会 组织 



大数据，大模型，大规划？ 

人 

By 茅明睿 



感知获取 

城市研究 

规划决策 

By 茅明睿 

开放、众包 

研究创新 

规划改革 

公共治理 

政治改革 



一次科学地理解城市的尝试 

• 规划信息化？✖ 

 

• 规划新技术？✖ 

 

• 定量城市研究 － 城市科学 
(A Science of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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