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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promo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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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based planning. This paper is a systematic
review on the application of new data in the field of
urban planning. Firstly, it introduces the acquisition,
management, and platform of new data. Secondly, it
illustrates the application of new data in urb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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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releva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is part,
“big model”,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is specif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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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es an important method called DAD (Data
Augmented Design).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data application in urban planning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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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n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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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存量规划转型提供了数据支撑。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业
界，新数据在城市规划与研究中的应用日益频繁。本文作
为对城市规划行业中新数据应用的系统综述，首先对新数
据的获取、管理与数据平台进行介绍；其次，从范式变革
“大模型”的诞生与相关成果罗列两大方面阐述了新数据
在城市研究中的应用再次，从“理解—创造—评估”三大过
程介绍了新数据在规划应用方面的方法变革与成果，重点
介绍了数据增强设计（Data Augmented Design，DAD）及
相关成果，笔者认为城市规划云平台将成为存量规划时代
新的规划形式与技术基础，并以城市规划云平台 CITYIF
为案例对新数据在规划行业转型中的应用进行介绍；最后
在进行经验与教训总结后，对未来新数据在规划中的应用
进行展望。
关键词 新数据环境；存量规划；大模型；数据增强设计
（DAD）；城市规划云平台

1 引言
信 息 通 信技术 的迅速 发展促 进了大 量新数 据的涌
现。由大数据和开放数据构成的新数据环境正逐渐形成，
为城市研究和规划设计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区别
于过去传统的统计年鉴等数据，本文提及的“新数据”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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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未被广泛使用的数据。开放数据运动带来了开放政
府、开放知识、开放获取、开放应用程序接口（Open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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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下称“开放 API”）等一系列来自政府、学术机构、商业公司与民
间组织的响应，为更全面更深入地刻画规划参与主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由此可见，这样一种变
革给规划转型带来了可能性。另外，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大多数城市的发展也从快速生
长期进入稳定成熟期。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原有的宏大愿景式规划正在悄然改变，大量扩张型的
增量规划正朝着存量规划方向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规划的内涵、价值、类型、形式、路径、对象、
市场和技术手段都在发生深刻的转变。城市规划正从单纯关注物质空间向全面关注经济、社会、生态
与空间的可持续发展转变。而互联网、大数据、GIS 等信息技术手段的创新亦成为规划转型中最重要
的元素之一。
基于以上两大趋势，数据尤其是大数据与开放数据，正日益成为城市规划行业重要的工具并影响
着规划理念的创新。尤其自 2013 年以来，有关数据在规划中应用的研究思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诞生
了如“大数据与小规划”“众筹众包众创”“微时代与云规划”“数据增强设计”“大模型”等理论思潮。基于新
数据开展规划分析、规划评估、辅助设计和模拟预测成为技术视角规划转型的主要探索方向。
因此，笔者欲对近几年的成果进行回顾与总结，以期为后续的发展提供基础。篇幅有限，本文主
要采用笔者及其合作者近几年所进行的研究与应用作为案例。

2 数据获取、管理与平台
2.1

数据获取

2.1.1

数据类型与特征
在此，应首先对大数据和开放数据进行辨析。在过去，数据获取具有极高的门槛与成本。测绘数

据、统计资料及由政府发布的官方数据是主要的城市规划与研究数据来源，即便官方发布的统计资料
是开放数据，但更新慢、粒度粗。开放数据与大数据的兴起正逐渐改变这个局面。
开放数据（open data）指的是一种经过挑选与许可的，不受著作权、专利权以及其他管理机制所
限制的，开放给社会公众自由出版使用的数据。大数据起源于 21 世纪以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目
前关于大数据的认识普遍存在误区，认为大数据等同于数据量极大的数据。实质上，大数据除了数据
量大外还应具备其他特征，当前较为广泛认可的是，大数据应具有“5V”特征——Volume（数据量），
Variety （多样性），Velocity（速度），Veracity（真实性），Value（价值）。大数据种类多且价值
高，但真正投入规划行业使用的数据类型却相对较少，主要有公交卡数据、LBS 数据、浮动车数据及
手机数据等。
大数据与开放数据共同构成当下的新数据环境。但受限于数据获取成本与途径等各种原因，目前
存在着“大数据不开放，开放数据不大”的现象，制约了城市研究及规划实践对数据的获取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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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前“开源与众包”的新时代精神理念有所相悖。这是规划行业拥抱数据、谋求发展的挑战之一。
2.1.2

新数据在城市规划中的价值
（1）城市基础数据覆盖范围的扩大。与传统数据相比，新数据环境主要呈现出精度高（以个人或

设施为基本单元）、覆盖广（不受行政区域限制）、更新快（每月、每日甚至每分钟更新）等特点。
传统数据多反映某一时刻或一段时间内城市所处的断面状态，只能覆盖有限的时空范围。而包括公交
刷卡、出租车轨迹、信用卡交易记录、在线点评以及位置微博和照片等在内的新数据环境，则可以反
映个人乃至整个城市短至每秒、长至多年的动态变化。
（2）编制手段的革新。新数据的应用并不意味着单纯将问题交给新数据解决而贬低城市规划领域
知识的价值。恰恰相反，新数据的意义在于补充了一种新的工具与抓手，去重新构建城市规划学科基
础及城市规划编制方法——一种基于居民时空行为的、具有社会感知力的协作沟通方法。
（3）参与方式的扩充。“感知即参与，信息即权力。”新数据的产生打破了政府信息垄断的机会，
让居民能够获取与感知城市规划编制的过程，为城市规划带来了全新的公众参与形式——“众包”。因
而新数据环境促成了规划决策与政府治理的改变，城市规划第一次真正具备了进行人本主义规划实践
的数据条件。
诚然，新数据为城市规划研究与实践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价值，但目前规划行业对其应用仍处
于起步阶段。一方面，由于大数据行业还处于诞生初期，各个产生大数据的机构也刚刚开始运营，所
以与居民时空行为、城市各种传感器等有关的，对城市规划具有核心价值的数据刚刚开始积累和应用；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数据积累与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当前对城市大数据的应用还处于现象描述与现
状特征提取阶段。未来仍需要通过足够长时间的数据与技术积累，才有条件去建立能够认知城市运行
规律、评估政策实施效果甚至模拟城市运行的城市模型，从而进行有效且精准的规划预测。
2.1.3

新数据获取的探索
如前文所言，目前规划行业在新数据获取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大数据不开放，开放数据不大”。
因为大数据的产生依赖于互联网应用产品和服务，因而数据通常由互联网机构垄断。对于绝大多

数规划设计单位和学术机构而言，地铁刷卡记录数据、手机信令话单数据、出租车轨迹数据等政府或
国资背景公司的数据都难以获得。目前只有以参加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大赛（SODA）为代表的少数情
况下能够低成本甚至免费获得该类数据。因此，在整个数据获取的过程中，规划行业较为被动，对互
联网机构具有极大依赖性。在未来，为了获取对行业有价值的精确而全面的大数据，规划行业亟待与
互联网行业谋求合作。
另外，开放数据的获取虽然相对主动，但却具有较高的技术要求。“网络爬虫”是获取开放数据
最重要的方法。“网络爬虫”是捜索引擎抓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将互联网上的
网页下载到本地，形成联网内容的镜像备份以获取网络开放数据。其基本工作原理如图 1 所示。通过“网
络爬虫”可实现数据采集、编辑的自动化与规范化，提高数据获取效率。目前与数据智能获取相关的课
题和培训在业内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响应，一些基本的数据抓取小工具，如微博数据抓取程序、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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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爬取程序、百度路况识别提取工具等，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在规划师行业内部掀起热潮。

图1

2.2

“网络爬虫”工作原理

数据管理
针对不同数据源（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需要运用不同类型数据库进行存储。其

中，结构化数据主要运用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如 Oracle、MySql、SQL Server 等，半结构化数据则
采用非关系型数据库，如 HBase 等，非结构化数据则需采用 Text、HDFS 等进行储存。
通常而言，数据量不大的数据不需要专门开发数据库，存储于上述数据库如 ArcGIS 的 gdb 或者
文本/xls 格式中即可。而对于数据量较大的新数据，如公交刷卡数据、LBS 位置数据等，则需要开发
专门的数据管理平台进行数据预处理与存储。目前已有专门针对公交卡及 LBS 数据的数据管理平台。
此类平台主要涉及 ETL 数据预处理平台、数据存储中心、分布式计算中心、管理控制中心四大部分。
此外还有较常见的为大数据行业广泛使用的 Hadoop、Spark 等大数据管理平台。这些平台通常包含爬
虫工具、集群化存储、工作流、数据流、交互式脚本、数据库、数据挖掘框架等内容。但这些平台并
非针对规划行业搭建的数据管理平台，因而在应用前还需要作相应的改造。

2.3

数据平台
目前已有各式各样的规划数据平台为不同组织所运用，其组织构成框架大同小异，主要包括以下

四大部分（表 1）。
（1）数据处理平台：解决大数据的处理、分布式计算问题，使大数据能够输出成可供应用分析和
应用开发调用的“小”数据。
（2）规划应用平台：面向规划应用需求开发的前端应用平台，解决普通规划师的应用问题。现有
的典型规划应用平台有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以居民时空间行为数据为基础的人迹地图规划分
析平台。
（3）城市画像平台：是在多源数据（含大数据、开放数据及传统数据）的基础上，通过空间计算
与统计、用户画像和语义网络分析，对城市空间和市民进行数据画像的平台。
（4）规划支持平台：是基于大数据的规划模型平台。目前规划支持平台中的各类模型还是传统模
型，但在未来随着大数据应用的深入，基于新数据的城市模型将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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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应用平台整体框架

数据处理平台

规划应用平台

城市画像平台

规划支持平台

ETL 数据处理平台

人迹地图规划分析平台

空间画像

基础模型

分布式计算中心

……

市民画像

综合模型

应用中心

……

语义画像

专业模型

管理控制中心

……

……

……

为了对上述平台有更深刻的认识，下文选取三个典型的为规划行业所应用的综合数据平台进行详
细介绍。
（1）人迹地图规划分析平台。“人迹地图”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城市数据平台，数据源主要包括全
国范围的数十亿台智能终端一年的 LBS 定位数据，位置微博和微博语义数据，全国行政区划、用地、
路网、POI、房价和点评数据及部分省市的手机信令与 IC 卡刷卡数据。通过该平台可查看全国任何一
个地方人口的分布、联系和结构特征。此外，“人迹地图”通过分析居民时空行为，可解构城市空间、
刻画城市人群与空间异质性等，因而适用于智慧城市的各个领域。
（2）“徐霞客计划”。“徐霞客计划”为龙瀛等发起的“众包”中国城市数据共享平台。该平台致
力于将散布在各个研究者手中的全国宏观或微观数据汇总到统一、规范、透明公正的开放平台上，规
避数据格式不一、数据持有者独占数据等情况对城市及区域研究带来的障碍。通过该平台，研究者或
规划师一方面可贡献数据，另一方面可在此平台上进行城市研究、规划前期分析、规划咨询、公共参
与等。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为了能兼顾城市间区域分析及城市内部分析的尺度，该平台将数据尺度定
格在 1km 的网格上。目前，“徐霞客计划”已经征集到涵盖人口密度数据、道路交叉口数据、公共设
施数据、Flickr 照片数据、微博签到数据等多类数据。总体而言，与中国已有的共享数据计划相比，
“徐霞客计划”在社会空间数据收集方面做出了贡献。
（3）BCL 数据共享平台。BCL 数据共享平台以定量城市研究网络为基础，供科研群体分享可
用于城市定量研究的开放数据。除此之外，该平台鼓励并邀请学者进行学术观点或论文的发布，
并致力于成为城市研究学者的社交平台。因而 BCL 数据共享平台是兼数据共享、理论共享与学术
社交于一体的综合数据平台。目前，BCL 数据共享平台已聚集了来自各行各业科研群体的力量，
如规划、建筑、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等。在线上数据共享平台的基础上，线下亦举办了多次学术
研讨沙龙活动。
对三大平台进行总结发现，尽管三者在数据源、使用领域方面有所区别，但三者均为城市新数据
综合应用平台，均具有数据处理、城市研究与规划支持的功能意义（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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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三大数据平台对比

数据源

使用领域

作用

人迹地图规划分析平台

非众包数据

商业

基于城市研究的规划决策

徐霞客计划

众包数据

学术

城市研究与分析、规划支持

BCL 数据共享平台

众包数据

学术

城市研究与分析、规划支持

3 城市研究
3.1

城市研究新范式
与基于传统数据的城市研究对比，龙瀛与刘伦（2017）认为新数据支持下定量城市研究正在发生

四个方向的变革：空间尺度的扩展、时间尺度的扩展、研究粒度的扩展与研究方法的变革。
伴随着时空尺度的扩展，新数据为城市研究带来了新范式，龙瀛等（2014）将其提炼为“大模型”。大
数据和开放数据的广泛使用、计算能力的日益成熟以及城市与区域模拟分析方法的日臻完善，使得兼顾大
范围地理尺度与精细化单元成为可能（图 2）。“大模型”是一种在大范围地理区域上建立的相对精细尺
度的城市、区域分析与模拟模型。与传统城市与区域模型相比，“大模型”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图2

传统模型与“大模型”对比

资料来源：龙瀛等，2014。

（1）兼顾研究范围和模拟精度。在传统数据环境下，受数据收集方法的限制，城市研究往往在尺
度和精度之间进行折中（图 2 左）。受益于新数据环境，大模型能够兼顾研究尺度和计算单元（图 2
右：大空间、细精度），因而空间覆盖可涉及城市群或更大空间范围，基本研究单元可细化至地块、
街区或街道等空间单元以及居民、家庭、企业个体等社会单元。
（2）由大规模数据驱动。相对于以统计小区、交通分析小区、行政区、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群等作

新数据在城市规划与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91

为基本研究对象的传统分析模型，“大模型”既可以地块、街区或乡镇为基本空间单元，也可以城市
活动主体如居民个体、家庭或企业等为基本社会单元展开分析和模拟。这样的数据精度对数据量产生
了极大的要求，因而大规模数据驱动是“大模型”成立的必要条件。
（3）整合点和面，兼顾城市内和城市间。“大模型”的研究对象多为涵盖大量城市的“城市体系”。
在传统的区域研究中，城市体系中的城市大多被抽象为点，侧重分析城市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在传
统的城市研究中，单个城市则往往被当作“面”来深入研究内部诸要素的关系与作用机制。大规模数据
驱动的“大模型”则可兼顾两者，通过整合区域和城市的点、面相互作用，在精细尺度上对大量城市
样本进行分析模拟。在研究分析的过程中，除了可对城市内部的发展动态进行解析外，还可关注城市
间的“网络”，较好地兼顾了城市内和城市间的综合分析。
“大模型”作为新的研究范式，除了可归纳城市一般规律外，还可用以揭示地区差异，因而有利
于完善已有理论或提出全新理论。此外，由于涉及更多类型的城市，“大模型”还可以缓解大小城市之
间的技术数据鸿沟，改变目前业界较少关注中小城市的现状。
在应用方面，“大模型”目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向。一是进行大、中、小各种尺度城市的分析。
如龙瀛等于 2014 年利用全国路网测绘数据和 POI 数据，对全国 654 个县级及以上城市进行了地块尺
度建成区的界定，并与其他建成区界定方法一一对比（图 3）。二是从人的视角进行精细化分析与模

图3

大模型应用：对中国多城市建成区界定对比
资料来源：龙瀛等，2014。

92

拟。如龙瀛与周垠于 2016 年利用路网数据、手机信令、地图兴趣点（POI）、现状用地分类和现状建
设用地等数据，从人口密度等方面对成都街道活力进行量化评价（图 4）。三是将城市内尺度汇总的
指标与宏观城市指标进行计量分析，以丰富城市理论。如龙瀛、沈振江等于 2014 年基于“大模型”思
路，利用开放数据构建了可自动空间化和合成人口属性的系统，最终生成全国地块尺度的居民空间分
布和属性信息（图 5）。

图4

大模型应用：成都街道活力量化评价
资料来源：龙瀛、周垠，2016a。

“大模型“为城市研究带来了革新，却同样为城市定量研究带来进一步的挑战。当前定量城市研
究正面临着多现状研究少远景判断、多客观认识少规划启示等问题，待进一步的深化应用。

3.2

基于开放数据的研究
针对不同的开放数据，城市研究者展开了不同的研究。首先是政府开放数据，主要的研究成果有

模拟中国城市的城市扩张过程，覆盖全国所有城市的地块尺度的城市增长模型（Long and Wu, 2017），
全国街道尺度人口对 PM2.5 的暴露评价（Long et al.，2014），地块尺度建成区界定（Long, shen and Jin，
2015）等等。以上研究由于均具有一定的尺度，而“大模型”可保证尺度与精度，使研究结果具有较
大的使用范围，因此“大模型”是以上研究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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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应用：全国地块尺度人口空间化与属性合成系统
资料来源：Long and Shen, 2014.

此外，城市研究者基于微博数据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如基于微博数据的北京空间混合使用情况
研究（Long and Liu，2013），基于新浪微博数据的规划圈识别以及京津冀地区舆情分析、长辛店老城
情绪地图分析等研究。
总体而言，尽管业内已有一定技术积累与学术成果，但基于开放数据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由
于数据精确度与数据量大小问题，该领域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提升空间。

3.3

基于大数据的研究
一是公交一卡通刷卡记录数据。目前所进行的研究主要有利用公交刷卡数据分析北京通勤与职住

关系，并据此探讨北京职住空间结构的合理性（龙瀛等，2012）、北京通勤效率评价（Zhou, Murphy,
Long，2014）、地铁里灰色人群的识别分析（王良，茅明睿，2016）、极端出行人口分析（Long, Liu,
Zhou et al.，2015）等。
二是手机信令数据。这个领域的研究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是引用手机数据提取个体行为轨迹，
进行个体行为识别；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分析城市空间结构及与城市环境之间的互动机制。如以上海为
例识别城市中心结构，对城市中心体系进行了评估（钮心毅等，2014；晏龙旭等，2016）。利用手机
信令数据，从职住关系、通勤行为、消费休闲行为等视角，从个体角度对城市建成环境进行了综合评
价（王德等，2015）。
此外是通过与 TalkingData 合作获得的基于智能手机 APP 采集的 LBS 和用户标签数据。运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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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目前已进行的研究有基于多源数据的回龙观出行与职住分析（储妍等，2017）、北京通州行政
副中心研究（周垠、龙瀛，2016）等。
而通过与阿里巴巴等电商的合作，茅明睿等人于 2014 年进行了一系列基于人的行为数据对人的性
质、特征进行画像的研究，简称“市民画像”。

4 规划应用
4.1

认识城市规律——理解
城市规划研究是以城市各类空间资源要素为对象，揭示现象、描述特征并解释机制的过程，是科

学开展规划决策的必要步骤与有效手段。
过去利用数据认识城市规律通常运用到的传统数据有统计资料、问卷调查与基础地理信息，反映
的是特定时间节点上静态的、局部的城市社会经济规律。随着具有时空行为信息的新数据在城市研究
中的应用，其所具有的样本量大、动态性、时效性、精细化与多样化特点，为城市规律的挖掘带来新
的视角与维度，使得诸多原来难以定量分析或不被关注的的研究，如个体时空行为追踪、趋势分析、
传统规划理论假说验证、基于互联网的新空间运行形势等，变得可能。尤其是新数据带来的研究范式
的革新，使得城市研究在满足精细化的同时大大拓宽了尺度。更如人本尺度城市形态（human-scale
urban form），为更细致研究城市形态提供了新途径与新方法。除了研究范式的革新外，新数据同样为
科学开展规划决策提供有效抓手，现已开发的应用如人迹地图、社会感知的心情地图等都是城市规律
实证认识的应用。
尽管新数据拥有许多优点，但与传统数据相比，仍存在数据有偏性明显、缺乏个体社会经济属性
等不可规避的缺陷。新数据虽长于分析城市现象中的特征关系，却短于揭示现象背后的原因。因此，
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认识城市规律，新数据应与传统数据结合使用，以提高研究数据的质量和研究
内容的深度。

4.2

规划编制——创造
龙瀛与沈尧在城市定量研究新范式“大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数据增强设计”（ Data Augmented

Design，DAD）。它是一种以细尺度设计为基础，同时对各个尺度效应进行精准了解与评估的设计模
式，是“大模型”理念在规划设计方面的深化与发展（龙瀛、沈尧，2015）。它以定量城市分析为驱动，
通过数据分析、建模、预测等手段，为规划设计的全过程提供调研、分析、方案设计、评价、追踪等
支持工具（图 6），以提高设计的科学性，激发规划设计人员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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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数据增强设计过程
资料来源：龙瀛、沈尧，2015。

DAD 从本质上与过去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及地理信息系统（GIS）1 一致，是一种新的规
划设计辅助方式。DAD 的设计框架为 TSP（time-space-people）模型，主要由大尺度城市设计的时间、
空间与人三维度构成（图 7）。其中，每个维度都可以细分为尺度与粒度两个刻画指标（图 8），并能
在尺度与粒度间自如调度。例如时间维度，尺度为设计年份，粒度指以年为单位；空间维度的尺度则
为整个设计范围，粒度达到街道甚至单体建筑；而对于人的维度而言，尺度涉及范围内的居民及访客，
粒度为不同类别的人以及弱势群体，甚至个人。

图 7 大尺度城市设计的 TSP 模型
资料来源：龙瀛、沈尧，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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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新数据环境为城市设计中尺度与粒度的折中带来机会
资料来源：龙瀛、沈尧，2016

目前，该方法论主要在清华大学设计课上进行探索，已产生如“街道城市主义”（Street Urbanism）、
“图片城市主义”（Picture Urbanism）等多个细分新理念。“街道城市主义”倡导以街道视角而非传统的
地块视角切入设计。该理念认为，街道作为城市的骨骼，对城市的建设起到支撑作用，它连接了作为
肌肉的地块与城市，使城市迸发出真正的活力。在“街道城市主义”的指导下，以街道为单元的城市
空间分析、统计和模拟的框架体系被建立。 “图片城市主义”则认为图片是一种在近期将得到高度重视
的城市数据源。它倡导以能够反映客观环境和主观认知的大规模图片作为数据基础进行城市量化研究。
在应用层面，该理念可投入于城市意象识别、空间品质评价、城市活力评估和城市色彩分析等领域。
在具体实践方面，DAD 理念已在增量设计案例——北京行政副中心和雄安的总体城市设计及存量
设计案例——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中得到应用。
对于增量设计而言，DAD 可起到探索规律、辅助设计的作用。其中，在数据稀缺场地探寻“城市
生长基因”为 DAD 的一个细分。如在北京行政副中心城市规划设计项目中，场地稀缺基础数据，无法
进行进一步的规划设计。因此借鉴 DAD 方法论，该项目将北京视为生命体，从历史数据中探索“城市
生长基因”，从而对北京未来城市形态和活力展开定量分析与预测。此外，该项目还借鉴规划目标相似
的已建成优秀案例，关注其体现的开发、形态、功能与活力的关系，识别不同类型城市形态的优秀基
因，从中总结一般性规律并提取模式，以支持新区设计方案的评价和优选（图 9）。借鉴通州案例，
周垠、龙瀛于 2016 年以成都为研究案例，通过约束性元胞自动机、BUDEM 模拟等方法模拟城市扩张
（数据模拟），分析行政中心迁移对城市用地扩张及新中心周边活力的影响（提取规律），从而预测
北京行政副中心周边城镇用地扩张速度和城市活力变化情况（周垠、龙瀛，2016）。
对于存量设计而言，DAD 除了能起到探索规律、辅助决策的作用外，还可以提供有助于沟通协作
②
的信息平台。以曹哲静等人在上海衡复城市设计竞赛中的作品为例 。在整个项目中，数据一方面提供

了时空分析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成为可供多主体协作沟通平台搭建的基础。该项目的基地在上海衡复
历史街区，拥有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其现存的风貌是多种历史事件演进与长期空间干预叠加的结果，
因而涉及多主体、多产权、多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由于在规划更新时需要对多主体进行全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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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借鉴 DAD 理念，在多维数据的帮助下搭建了测度空间数据的动态反馈平台并最终得出规划引
导。测度平台的搭建为空间干预制造了反馈机制，在设计主体与客体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

图9

“城市生长基因”分析过程

由此可见，无论是增量设计还是存量设计，新数据构成了容量巨大的数据库，可为传统规划设计
编制提供实时的数据支撑，使设计结果更科学、可信与可沟通；另外，在上海衡复城市设计竞赛项目
中亦可体现，新数据为实现“以人为本”的人本尺度规划设计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过去传统设计中，
政府公开数据与问卷调查为主要数据来源，尤其是问卷数据具有极强针对性与准确性。但获取难度大、
更新慢等特征妨碍了人本尺度规划设计的推进与发展。与之相比，新数据是被动采集的数据，小至个
体行为、大至城市空间均可实时获取。但此类数据往往非规划行业针对性数据，需要经过专业技术人
员处理后方可被运用。 即便如此，只要突破技术难关，人本尺度规划设计便可成为行业基础要求。

4.3

规划设计评价——评估
新的数据环境下，规划行业发展三阶段为“理解—创造—评估”。故规划设计评价同样是新数据在

城市规划中的重要应用。新数据环境正推动静态式、片段化、物质空间为主的传统规划评估向社会经
济综合评估转变（席广亮、甄峰，2017）。
目前规划评价主要关注于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ies, UGBs）评估与城市空间结构
评估。其中，城市增长边界是我国城市规划实施评价关注的重点内容。过去利用传统数据，主要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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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空间角度对规划效果进行评价,如运用遥感的手段观测城市的扩张与再开发。而新数据的产生则提供
了从与人类活动、移动有关的社会空间维度进行评价的可能，如微博数据、百度热力图、公交地铁刷
卡数据、浮动车数据、人类活动热点、土地使用强度等。但新数据存在的问题同样在于它并非为规划
量身定做的数据，需要经过运算处理方能转化为可为规划使用的数据。
目前已取得成功的评价实践有基于规划许可数据的城市增长边界实施评价（龙瀛、韩昊英等，
2015）、基于人类活动移动数据的城市增长边界实施评价（Long, Ham and Tu et al.，2015）、城市内
部空间的反现实模拟（龙瀛、周垠，2016b）、基于城市之间联系数据对区域规划结构的评价与街道的
绿化评估等。值得一提的是，新数据对传统数据并不是替代作用，传统数据与新数据共同构成了规划
评价的手段，两者的结合大大增强了规划评价的科学性、完整性与人文性。

5 城市规划云平台：存量规划时代新的规划形式与技术基础
5.1

规划行业未来方向：数据平台支持下的人本主义存量规划
“转型”是规划行业近年来的主题词。在过去，中国的城市规划行业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土地财政

的行业，规划行业蓬勃发展的十多年也是中国城镇化加速、房地产行业火热的十多年。随着中国人口
红利消失，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规划也进入存量时代。在存量规划时代，土地财政逐步落幕，规划
行业过去的商业逻辑、行事规则亦被改变——以城市更新、社区营造为代表的新的规划类型，使规划
的服务对象变成了项目范围内的居民，居民个体成为精准服务对象。因而规划的目的也渐渐向提升城
市品质和活力迈进，居民个体特征、需求、偏好与行为模式成为规划前期研究的重要内容。
数据技术时代的来临为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存量规划带来支撑。2015 年，阿里研究院在《互联网+：
从 IT 到 DT》中指出：“世界正从 IT（信息技术）走向 DT（数据技术）。DT 时代以服务大众、激发
生产力为主。”DT 时代的本质是传统产业的在线化和数据化。对于规划行业依然，在具备便利与低廉
的数据条件与运算能力后，互联网化的边际成本趋于零，必将走上开放、流动与平台化。
数据化与平台化对规划行业的革命性意义不言而喻，如何顺应并利用 DT 时代成为规划行业内部
亟待自我升级与变革的关键命题。在过去传统信息数据以获取成本高、更新慢的遥感数据、年鉴数据
等为主，反映人活动移动的行为数据难以获取。此外，传统的规划信息是内向、封闭的。各大规划院
与机构手中掌握的资源具有极高封闭性，各院之间具有信息壁垒。如今，传统规划院的部分业务已具
备平台化的条件，具有经济价值的案例也已出现。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搭建的城市规划云平台
CITYIF 正是其中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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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云平台的内容与组成
城市规划云平台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于 2014 年搭建的服务于政府、市民、规划师的云平

台。该平台可分为三个部分：数据云平台、智慧云平台和动力云平台，目的在于实现数据汇集、智慧
汇集和动力汇集三大功能③。
（1）数据云。数据云的任务是实现互联网上微小元素的集成，包括所有新数据以及提供驱动新数
据的技术、工具和应用系统。在数据资源层面，主要有人迹地图规划分析平台中搭建的数据库，还有
以“大模型”工作为代表的大量开放、半开放数据及通过 CITYIF 地图向公众采集的众包数据。除此
之外，数据云中还有在整个平台运转过程中通过合作、数据交换等方式获得的其他非涉密数据资源。
（2）智慧云。智慧云的任务为构建规划师之间智慧汇集与分享的平台。目前，已有微博、微信、
网络论坛、虚拟社区等分享平台。智慧云的任务是在这些平台的基础上建立知识库与智库。
“知识库”通过采集和语义分析，对分散在各个新媒体平台的文章、发言、观点进行提炼、归纳、
建库，将略显空洞的“规划师智慧”变成真正实用的“知识库”。而“智库”则是汇集城市规划和相关研究
领域的资源，包括项目、数据和场所等，并利用这些资源展开合作，如与高校开展人才培养、课题合
作及课程设计等，与研究者开展研究和新媒体撰稿等。
（3）动力云。动力云旨在实现规划众包、动力汇集与公众参与的全社会化和全过程化。云平台将
促成更多自下而上的微动力汇聚。它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联系平台，更是各方面各层次动力的汇
集平台。目前比较成熟的案例有深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推出的“城市梦工厂”项目。该项目于 2016 年聚
合深圳本土诸多优秀企业和社会组织，启动“种子计划”，孵化了聚焦于城市安全、城市更新、智慧城
市、海洋生态修复和绿色基础设施运营五大领域的第一批城市创新项目。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云平台创新中心亦通过相关项目培育和孵化社区营造中心，在招募设计力量的同时建立与国有资产管
理集团的资源库，以此来连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力量，共同推动城市更新与治理，创造社会与
市场价值。

6 结论与建议
6.1

收获与经验
正如前文所述，新数据已应用在城市规划与研究的方方面面。对于城市规划来说，新数据既是资

源探索，更是研究范式，还引发了理念创新，在实践中形成了应用系统。下面将对近几年在这几个方
面的收获与经验进行简单的总结。
（1）资源探索。新数据对于城市规划与研究而言，首先是一种资源。相对于传统数据而言，新数
据具有样本量大、动态性、时效性、精细化、多样化等特点，在个体行为捕捉、样本容量、研究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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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预测、规律发现等方面更具优势。但由于缺少精细的个体社会属性数据，新数据虽擅长进行特征
关系分析，却较难触及机制分析。因此，新数据与传统数据的结合正日渐成为业内数据使用趋势，以
期彼此配合提高研究数据质量，发挥各自优势。
另外，在数据资源获取方面，经过几年的探索，业内基本熟悉了解数据源的种类与性质，同时也
掌握了一定的智能获取多源数据的技术方法。对于规划行业如何与互联网公司合作等现实问题上亦有
一定的思考成果。
（2） 研究范式。除了资源外，新数据同样为城市研究带来范式革新。基于新数据环境，笔者将
新数据驱动下产生的城市研究新范式提炼为“大模型”。“大模型”能兼顾研究的尺度与粒度，因而它
在保证研究粒度的前提下，为城市定量研究带来了尺度的拓展。
（3） 理念创新。伴随着新数据在城市规划实践中的应用，一些新的理念诞生，如数据增强设计、
人本尺度城市形态、街道城市主义以及图片城市主义（Picture Urbanism）等。这些理念在实际的规划
设计中也已有所应用，如北京行政副中心城市规划设计、雄安总体城市设计及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衡
复历史片区更新改造等。在实践中更是诞生了如“城市生长基因”等可直接应用于规划设计的理念细分。
（4）应用系统。基于大数据与开放数据的规划综合应用平台同样是规划行业拥抱新数据的收获与
积累。其中，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搭建的城市规划云平台 CITYIF 是较典型的一例。此系统实
现了规划师、政府及市民的在线互动，是真正意义上基于“互联网+”的公众参与式规划。
由此可见，经过这几年的探索，规划行业不仅仅收获了新的数据资源、新的技术，更在认识论和
方法论上得到了补充与更新。新数据作为一种辅助式的手段与资源，正对城市规划及研究产生巨大的
影响。

6.2

反思
新数据为城市规划与研究带来新视角、新动力的同时，也由于数据使用不规范带来了一系列经验

教训。在城市研究方面，主要面临的教训是数据使用方法不当产生的“大错误”（big error）及一系列道
德伦理问题。首先是数据质量及使用方法，如数据收集失真、数据缺失、数据不具备代表性、一致性
及可靠性等问题所带来的“大错误”（Liu, Li and Li et al.,2016）.其次是伦理道德、个人隐私的问题。在
城市规划实践领域同样出现了盲目使用数据，为数据而使用数据的现象。方法严谨性上考究不足使得
最终的结果良莠不齐。
总体而言，这些问题的产生与不科学、不规范的数据收和处理过程有关。不能科学使用数据，就
无法科学指导城市规划研究与应用（Liu Li and Li et al., 2016），因此我们必须进行以下几点的反思。
（1）数据处理、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在过去，由于学者对数据供应方了解不足，如未意识到商业
作用为主的大数据具有不完整性等，致使对大数据的质量和偏差把握力度不够，从而造成了研究偏差。
因此，亟待探索更为可靠的技术方法以减少数据偏差。这一方面要求学者对数据提供方有更深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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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能存在偏差的地方了然于心；另一方面要求学者能够评估数据质量，了解所获得数据的运用程度。
此外，对无法规避的偏差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同样重要，学者应该对偏差的纠正做进一步的考量，如重
新厘清研究范围、在后续讨论中做针对性的分析等。
（2）数据供应方的合作模式。目前数据供应者（通常是互联网机构）往往会因所提供的数据涉及
自身核心利益等原因，而对提供的数据进行处理，从而对数据的准确性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
在合作期间，应注意进行更为严格的研究设计，以减弱数据误差带来的影响。同时，规划行业也应与
数据供应方建立良性的合作模式，一方面规划研究者需要数据供应方的帮助，另一方面也能为数据供
应方提供相应的服务。目前，在其他学科领域已有与数据供应方达成较为良好合作模式的成功经验，
城市规划领域也应该逐步形成更为成熟的合作方式。
（3）不能完全摒弃传统数据采集方式。包括手机信令数据、智能卡数据等在内的大数据存在不完
整的问题，而其他大数据如社交媒体数据则会存在样本偏差问题。传统数据的意义在于运用科学的传
统抽样调查可收集到更加详细的信息，如社会经济特征，从而使数据更有代表性。因此，传统数据不
应被彻底取代，大数据与传统数据应结合使用。目前业内已有许多学者采用这样的方法，如智能交通
刷卡数据及居民日志的结合（Long and Thill, 2015）。
（4）数据的校验。可通过多源数据对数据进行校验，从而提高数据的代表性和可靠性。虽然来自
不同数据源的数据会有更复杂的数据结构和处理过程，但它可以保证数据的稳健性及科学性。
（5）研究伦理的审查不可忽视。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大学研究机构，甚至个人研究机构，都应
该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以及保证公众的知情权。目前，在城市研究领域，对于研究伦理方面的审查还不
足。事实上，研究伦理审查同样是对研究机构与研究者的保护。因此，业内应规范数据使用原则规范，
对那些有隐私泄露倾向的数据源获得途径进行规范与管理。但由于伦理审查边界的模糊性，如较难界
定哪些是侵犯隐私的数据，目前研究伦理的审查仍处于摸索与讨论中。

6.3

对未来发展的判断
开放数据打破了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各种传感器数据使规划人能够感知和观测城市各种设施的运

行情况，而基于个体的时空行为数据和自媒体等数据则创造了一种感知社会、感知人类活动的数据基
础。在新数据的帮助下，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也从过往由规划师、城市管理者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小
范围的问卷调查、规划公示，变成由公众自发形成的、普遍的、自下而上的行为。因而，新数据环境
为存量规划时代中的精细化人本主义规划提供了支持，规划行业头一次具备了进行人本主义规划实践
的条件。在可见的未来，“玩得转数据，下得去社区”将成为规划师的基本要求。
然而，当下利用新数据所进行的城市研究与规划应用多还处于现象描述、特征提取阶段。未来对
新数据的进一步运用势必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挖掘与分析方法进步，如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等。人
工智能对规划行业的颠覆除了在数据挖掘与分析上，甚至还会在规划设计方案生成上。在已有海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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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积累下，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性方案在未来有望实现。在下一阶段，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介入城市
规划行业毋庸置疑并势在必得。因而，在新数据环境日益深化的背景下，规划行业改革迫在眉睫。这
种改革不同于往日引进 CAD、GIS 之类的技术革新，而是从方法论上重新构建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
编制办法、技术指标与评价体系。但是这种改革单凭规划师群体难以实现，因而整个规划行业也要做
好开放与联合行业外资源的准备。
在过去，业界曾存在对新数据缺乏实践应用的质疑声，认为新数据的研究与实践是脱节的。但经
过最近几年的实践探索，这样的质疑正被逐步击破。新数据环境下的城市研究不仅有研究与理念，更
有平台和方法论，已有的实践案例即是最好的证明。笔者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大数据将不再
是少数具有数据科学技能的城市研究者的专属物，不再是论文里静态的数字和图表，而是像 CAD 和
地形图一样，每个规划师都会用，能投入生产的生产资料。而这也是数据时代下城市规划行业的自我
变革与更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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