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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GIS到大数据
——数据驱动的城乡规划方法体系



主要内容：

1、城市规划学与城乡规划新技术演进

2、大数据支持下城市规划编制的新机遇

3、面向城市规划编制的数据类型

4、面向城市规划编制的数据应用方式

5、面向城市规划编制的数据生命周期

6、城市数据全程运营



城市规划学科的演进

建筑学时代：
城市物质空间

地理学时代：
城市结构和
区域经济

社会学时代：
公众参与、
社会公平

（1）1890～1915：田园城市理论，城市艺术设计，市政工程设计；
（2）1916～1945：城市发展空间理论，当代城市，广亩城，基础调查理论，邻里单元，新城理论，历史中的城市，
法西斯思想，城市社会生态理论；
（3）1946～1960：战后的重建，历史城市的社会与人，都市形象设计，规划的意识形态，综合规划及其批判；
（4）1961～1980：城市规划批判，公民参与，规划与人民，社会公正，文化遗产保护，环境意识，规划的标准理
论，系统理论，数理分析，控制理论，理性主义；
（5）1981～1990：理性批判，新马克思主义，开发区理论，现代主义之后理论，都市社会空间前沿理论，积极城
市设计理论，规划职业精神，女权运动与规划，生态规划理论，可持续发展
（6）1990～：全球城，全球化理论，信息城市理论，社区规划，社会机制的城市设计理论



城市规划方法论与技术的互动

1849年伦敦霍乱地图 麦克哈格的景观生态学叠图方法 大数据时代的城市计算



城市规划新技术的演进

画图：
AutoCAD及其二次开发工具

分析：
GIS及其二次开发工具

大数据与SOLOMO：
公众分享、大数据与智慧
城市



主要内容：

1、城市规划学与城乡规划新技术演进

2、大数据支持下城市规划编制的新机遇

3、面向城市规划编制的数据类型

4、面向城市规划编制的数据应用方式

5、面向城市规划编制的数据生命周期

6、城市数据全程运营



大数据概念的出现和数据获取与分析技术的发展，为城
市规划应对旧问题，迎接新挑战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城
市各项规划的编制过程中，数据获取渠道的增多和数据分析
方式的进步推动着城市规划编制的革新。

这种革新不仅带来规划编制技术手段的更新，帮助规划
师更加客观和深入地认识城市问题，分析城市发展机制，更
加高效地运用数据和规划支持平台开展规划编制工作；同时
也在改变着传统的规划编制思维，推动规划编制从注重方案
结果向注重前期分析转变，从更依赖精英群体的分析判断向
依赖更广泛的公众参与转变，从单学科为主导的方案编制向
多学科知识交互的合作平台转变。应该说，数据获取与分析
等新技术的发展对城市规划编制工作带来了深远影响。



大数据：是技术，更是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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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新的规划方法论呼之欲出，大数据生逢其时，将会成为
新的规划方法论的核心。

 与以往两轮技术变革中，最终沦为画图工具的CAD、GIS不同，大
数据不是简单的换笔，或者只是在原有方法基础上的提高效率，
虽然在这方面它决不逊色

 大数据使我们在物质空间之上，终于具有了研究城市中的“人”
的工具，而且包括客观的时空行为（智慧城市的感知数据）和主
观的思想表达（社交网络和公众参与平台），公众参与从来没有
过这样直接和直观

 城市规划的未来将是通过公共政策对《失控》的庞大自组织体系
进行的综合干预。大数据来自互联网，天生就具备合作与交流的
基因，代表的多元主体间的高效沟通，本就是城市规划的诉求。



城市规划编制的技术和流程革新

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随着数据供给渠道的增多和数

据分析技术的进步，将为规划人员更客观地认知城市现状、

分析城市问题、梳理城市发展过程提供质量更高的数据。

另一方面，大数据为基础的规划支持技术将通过系统化

的数据管理和集成应用，极大减少规划人员的重复工作量，

为规划师节省出时间开展创造性的工作。



城市规划编制的参与主体和平台拓展

在大数据时代，广泛、开放和多元协同的公众参与规划编制成

为可能。不仅可以在各类社交网络上利用大数据技术获取和分析

公众对城市发展的意见和建议；而且可以在网络上搭建专门的城

市规划咨询平台收集公众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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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编制相关的数据类型及获取方式

调查统计

遥感测绘

统计数据

现场调查

遥感影像

地图测绘

企业开源数据

公众提供数据

交通传感

智慧设施

互联网

智慧设施

传统
数据
获取

新兴
数据
获取

政府公开数据

面向城市规划编制的数据类型可以按照数据的获取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
传统的数据获取方式，包括调查统计和遥感测绘，得到关于城市经济、社会、
人口和空间等相关的数据；另一类是新兴的数据获取方式，包括互联网和智慧
设施，得到更多主体提供的各类开放数据和城市运行设施的数据。



城市规划编制相关的数据类型及获取方式



在上述城市规划编制的数据大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又将传统数据与
新兴数据分别细分为调查统计数据、遥感测绘数据与互联网数据、智慧
感知数据。按照此分类方式基本囊括了城市规划编制所需的主要数据。

传统数据分类项我们强调对规划编制过程中所需诸如统计调查、遥
感影像等数据的再整理和新认识，这些传统数据是保证法定城市规划工
作顺利完成的基础，在以往的工作中我们往往忽视它们的支撑作用，仅
仅只是做简单的录入、整理、分析工作，当其实日积月累的人口、经济
普查数据、遥感影像数据都属于“大数据”范畴，将它们进行反演落实
到空间可为我们科学合理的规划编制工作起到更好的支撑作用，特别是
在当前存量规划的大背景下，这部分传统数据更应该得到我们应有的重
视。

分类中所示的新兴数据主要是指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主要由
互联网和多种传感器所实时产生的“大数据”，这部分数据本身不属于
规划行业，之前也鲜有用于规划的案例，但是经过深入挖掘分析我们可
以发现这部分新兴“大数据” 一个重要特征：源于大众、接地气、达
民意。在规划项目中合理使用，可有助于方案制定整体更加科学、交通
系统、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更加有效、公众反馈更加便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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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城市规划编制的数据应用方式举例

数据获取方式 数据类型 数据应用的新工具平台开发举例 新技术支持下的规划应用举例

调查统计

统计数据 可视化的统计年鉴数据库
传统数据查询和专题图制作；基于

Web的城镇体系分析

现场调研 面向移动端的现场调研工具

城市用地、道路、设施等信息采集；

现场照片和多媒体信息采集；空间

信息定位、定向和专题图制作

遥感测绘

影像遥感
基于WebGIS的遥感影像、测绘地

图集成平台

自然和人工要素的空间关系识别；

建设用地边界识别与扩张分析；灯

光遥感对城镇化程度和城镇群发育

程度的判别

地图测绘
城市地质、水文情况分布；城市地

形图汇总平台



互联网

政府公开数据 面向规划应用的政务公开数据平台
城市运行管理数据出发的规划实施

评估、规划方案优化

企业开源数据
基于SOLOMO技术的开源地图平台、

基于LBSN的规划公众参与平台

开源地图数据对用地功能、建筑总

量、建筑强度的估算，对建成区形态

的描述；社交网络的自然语言语义分

析评价空间质量；签到数据识别空间

热点和用地性质

公众提供数据
公众使用城市空间满意度调查；城

市规划编制公众意见收集

智慧设施

交通传感

城市智慧设施数据集成平台

航空、铁路班次信息对城市间关联

程度、描述城镇群形态和发育程度的

描述；公交刷卡数据对职住通勤情况、

居民出行特征的描述

智慧设施

移动通信定位数据对各类人群行为

的分析，对公共服务选址与评价的分

析，对车速推演和道路交通评价；智

能电网、水网和燃气网数据对人口和

产业存量的反映



传统数据的重新组织和认识

 可视化的统计年鉴数据库

对于传统的统计年鉴数据，可以使用webGIS技术将各级行政边界与其统计
数据进行连接，形成可以查询和可视化的年鉴空间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加入基
于web的区域分析模型，可以将原来复杂的GIS空间分析和专题图制作变成简单
的web操作。



传统数据的重新组织和认识



传统数据的重新组织和认识

 面向移动端的现场调研工具

调研app现场定位采集的手绘矢量、轨迹、照片和多媒体信息可以一键上传到webGIS并
分级显示，同时支持智能手机直接拍的带位置信息照片。



挖掘新生数据的规划利用价值

 开源地图和POI的规划分析应用

北京市域功能混合程度（POI信息熵）示意图

互联网上以OSM（Open Street Map）为代

表的大量开源地图信息为规划师扩展了矢量空间
数据的来源。

互联网地图中，最有价值的POI信息往往来

自互联网用户的签到信息，很多城市都有数十万
个，而且经常保持更新，且信息分类详细。

如图所示，我们使用信息熵模型对北京市域
20多万个POI进行了分析，得到城市用地的混合

程度，可以一定程度上表征城市的空间结构（北
京多中心结构），也能大致反映建成区的实际边
界。



基于SOLOMO技术的空间行为分析

 签到数据的应用
“签到”是移动应用中越来越普遍的功能，通过抓取带有签到位置信息

的微博或照片、评论，并通过特定的自然语言分析等技术，可以获取人们对
城市空间质量的评价，了解城市生活的满意程度；采集居民移动的轨迹，进
行特定的OD分析；也可以通过数据的密度和行为模式的区别识别空间热点甚
至用地性质。



 热图功能的挖掘





基于LBSN的规划公众参与平台

LBSN(Location-based Social Network)可以理解为基于位置的社交网络，
是SOLOMO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是虚拟社交与真实空间的有机结合，可以作为
城市规划中促进公众参与的工具。



基于LBSN的规划公众参与平台



交通传感数据开展城市特征分析

 利用航空铁路数据挖掘城市间联系

 

（a）全国范围的航班联系 

 

（b）内蒙古与其他城市的航班联系 

 航班和铁路班次数据经过整理和挖掘，一方面可以描述城镇群的形态和发育程度，另
一方面可以在城镇体系层面描述城市间的关联程度。我们利用全国航班时刻信息制作的城
市间联系示意，京沪穗渝四极清晰可见；我们也将该方法应用在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体系规
划中，清楚地显示出包头和呼和浩特各自的区域地位和联系方向。



 公交刷卡数据提取人口OD信息

公交刷卡数据是大多数较大城市都可以获得的，数据量极大，包含的信
息丰富，但挖掘难度也较大。其主要用途是提取通勤人口的OD信息，判断城市
各功能区和组团之间的联系，尤其适合考察新城和中心城之间的通勤特征，由
此判断其间的职住关联。还可以通过长时间的数据积累，分析同一用户的OD变
化特征，反映人口居住和工作地迁移的情况等

北京市中心区的通勤形态(a) 极端出行时间的通勤出行；(b) TAZ尺度的通勤链接
资料来源：龙瀛等，2012.



 出租车GPS轨迹识别人口出行特征

资料来源：Liu et al., 2012



 路况信息数据分析交通与用地规划的结构性问题



 移动通讯定位数据在多个尺度的应用

移动位置数据可以代替上述多种数据，通过人的位置，描述区域、城市、道路、用地

的运行情况。
在宏观上，通过长途电话话单描述城镇间联系强度是传统方法，现在我们可以直接通

过人的迁移数据描述城镇间的关联；中观上，大量详细的移动轨迹可以代替传统的OD调查；
微观上，精确到用地的人口分布对公共设施和商业设施评价和选址的价值不可替代，也可
以通过交通方式的识别对车速和道路使用状态进行评价和优化。



 智能基础设施网络数据的分析应用

典型的产业和居住用地用电负荷曲线（数据来源 国家电网公司）

智能电网、燃气网和水网是早已成熟的技术，通过其传感网采集的精确到每家
每户的使用数据，不仅能简化家庭缴费的程序，也能用来评估城市规划的效果和城
市运行的状态。以智能电网为例，我们可以通过数据实时了解每个地块（变压器）
的用地负荷曲线，根据曲线形态，可以推断用地性质（如图13）；根据负荷峰值和
经验数值，可以估算其人口、产业容量；如果对曲线形态进行精细化分类，还可以
对居住人群和产业类别进行更精准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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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据生命周期视角重新认识传统规划流程框架



数据获取：调研阶段



数据分析：分析与规划编制阶段

 全国与区域尺度：区域发展情景分析评价系统



规划路网 规划交通干线影响 规划交通路网密度影响

现状路网 现状交通干线影响 现状交通路网密度影响

 全国与区域尺度：甘肃武威区位优势度分析



规划区位优势度 现状区位优势度



 城市尺度：基于点评类SNS数据的城市规划实施动态监测与评价

城市规划实施结果评价用于检验一个城市的规划过程是否达

到了预期目标。传统的定量评价方法需要规划人员向公众采集评

价数据，但此方式难以适应当前城市规划快速发展的需要。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以点评类SNS 应用为数据源，采用潜在语

义索引技术基于点评文档语义进行自动分类及数值评分的方法，

可以获得规划区域中服务设施满意度的多时态空间分布数据。



（1）基于LSI的评价文本评分：

（2）SNS环境下规划实施结果评价指标：



（3）评价试验结果：

基于大众点评数据的餐饮（左）、生活（右）设施评价得分与人
口密度空间相关关系分析图



创新基于地块的空间句法+景观视域+路网服

务区范围的中心城结构识别模型

 城市尺度：基于空间句法与
GIS网络分析的规划用地分析



学
校
规
模
与
布
局
定
量
分
析

 街区尺度：控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规划分析



数据加工：方案阶段

基于CityEngine的城市尺度三维模型构建及Web端展示
——以阜平县为例



数据生产：成果阶段

 控规图则出图系统



数据增值：管理应用阶段

规划管理、应用阶段体现出数据的增值可能。数据增值是城市规划领域之前很少涉
及的环节，指的是规划全过程收集和产生的数据，在规划工作完成后的延伸应用。这些
数据发挥的价值一方面体现在对规划实施和管理过程中的帮助，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公众
的教育和公众参与过程的促进。例如经过了控规出图系统加工的GIS化控规成果，经过
简单加工即可成为web和移动端的规划管理系统。规划管理人员可以随时使用平板电脑
等设备，调阅任意地点或者自己所在地点的分图则、指标表等规划数据，甚至可以通过
三维全景图或者真三维模型场景，沉浸式地体验现状或建成空间效果。再如《再现圆明
园》和《再现洛阳城》APP，将城市和建筑研究的成果包装成大众喜闻乐见的移动应用，
在知识和遗产保护观念的普及方面意义重大

再现圆明园APP界面



主要内容：

1、城市规划学与城乡规划新技术演进过程

2、大数据支持下城市规划编制的新机遇

3、面向城市规划编制的数据类型重划分

4、面向城市规划编制的数据应用方式梳理

5、面向城市规划编制的数据生命周期分析

6、城市数据全程运营



城市数据全程运营：以数据为中心的智慧城市模式



城市数据全程运营：城市大数据实验室构建

共享服务平台整合的海量数
据如果没有人去分析挖掘则
没有意义——大数据实验室
将担任这一重要功能。

通过对共享服务平台及各个
应用系统收集的数据进行专
业、深入的大数据分析，大
数据实验室为共享服务平台、
各应用系统，城市政府企业
提供专业数据服务，是智慧
两江重要的研发机构及智囊。

大数据

实验室

高性能计算机设备

专业数据分析技术人员

资深政策、经济研究员

职能

• 数据挖掘

• 数据分析

• 大数据实验

• 商业应用

• 政策研究

• 科研创新

• 数据全程运营实验，城市规划的延伸和转型
• 政产学研合作，有效监管数据开放
• 开放平台，引入各种研究者和企业参与数据分析和产品研发
• 前端对接政府管理，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持
• 后端对接市场，为公众提供产品和服务
• 孵化信息技术产业和中小企业



原
始
数
据

共享服务平台

优
化
方
案

大数据实验室

政府决策者

应用系统

政
策
建
议

问
题

创新应用方案 新应用系统数据分析处理智慧产业

大数据实验室：
政府治理+商业应用

给政府提供基于科学数据
研究与分析的政策建议 对不同数据组合进行实验，

为创新应用系统提供思路

对现有应用系统进行数据监控，
及时修正错误，优化功能

为有需求的产业提供相关
技术和专业支持 实现商业应用

优化政府治理



大数据实验室的数据运营模式



案例一：北京西城-清华同衡城市数据实验室

人口特

征

• 特定人群的出

行规律

人口行

动规律

• 热点线路

• 突发事件人群

分布

人口分

布

• 高峰时间

• 热门地点
交警警力安排

公交车次、路线安排

自然灾害应急部署

群体性事件应对

商业选址、商圈规划

学生上下学交通管制

老年人福利分配

招商引资

相关政策领域

旅游发展

手机信
令数据

实验室的近期任务包括

1、开发《北京旧城文化遗产》安卓APP，

借助各种新媒体手段推广宣传，并通过
UGC方式与市民互动
2、开发白塔寺社区有机更新公众参与APP

3、整理既有数据，将社会经济数据与空间

数据耦合，进行各种空间分析和研究，辅助
规划决策，特别加强就业、人口、资源、环
境、GDP等内容的数据分析，以及在人口、

工商、国土、产业、医疗、教育、交通和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等方面的应用。
4、搭建大数据平台，通过合作伙伴引入公

交卡、出租车等大数据资源，进行各种可视
化系统开发，并将大数据与传统数据结合进
行规划方法研究
5、申请课题，在西城区搭建实验性物联网

环境，对全区空气质量、噪声、温度进行监
测，并进行各种空间分析研究



企业数据

消费者数据

人口移动数据

城市管理数据

社会、经济数据

大数据分析挖掘
市场信息、实现
商业应用、促进
产业升级与发展

社会 市场

规划大数据研究

绿建大数据研究

政策研究分析

政府部门运营数据

O2O大数据分析

地方研究机构 国际研究机构 其他商业机构

通过与核心机构合作
参与、使用大数据实

验室

核心研究机构

清华规划院

清华建筑学院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

大数据研究
分析优化城
市运营、政
府治理，协
助政策制定

大数据初创企业
例如：嘀嘀打车、我

查查
大数据孵化器

市
场

数据、技术、办公场地及政
策支持

探索市场机遇、发展创新产业

X
X
政
府

智慧城市创新应用、
如：实时公交软件、
环境监测APP等

移动端数据分析

B2C大数据分析阿里巴巴

百度

腾讯

外围研发机构

公共服务创新与优化

研究平台

高德地图

……

LBS大数据分析



案例二：基于大数据的建筑节能咨询服务

以往绿建咨询单体大概
收费50万左右，提出的
策略可以让建筑甲方在
不增加任何成本的情况
下节能10%以上，当然
有成本的节能改造节能
更多。以后的方式，结
合我们的大数据实验室
接入数据并提供智慧化
咨询，基本无成本，但
同样可以达到节能效果，
可以政府和运营商一起
适当收费，按节能省钱
的比例收取佣金。



案例三：住建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运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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