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题：基于大 ( 开放 ) 数据的城市空间品质与活力研究
[ 主持人语 ] 城市空间品质与活力是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核心关注对象，但长久以来面临难以大规模的客观测度的问题。随着信息通
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城市研究可获取的新数据环境 ( 大数据和开放数据 ) 不论是在时空覆盖和考察粒度方面都有巨大的提升，为更
精细地从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刻画城市空间提供了可能。北京城市实验室 (BCL) 坚持定量城市研究的创立理念，在成功召开两届年
会之后，在清华同衡召开的第三届 BCL 年会 (BCL2016) 进一步聚焦新数据、新方法和新技术对城市空间品质、城市活力的研究，
强化以营造品质和活力为目的的城市规划设计的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期“专题研究”栏目以“基于大 ( 开放 ) 数据的城市空间品
质与活力研究”为主题，遴选出几位 BCL2016 年会上的与城市空间品质和活力紧密相关的嘉宾发言，整理成文，供国内学界和业
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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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城市主义：人本尺度城市形态研究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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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图片的可获得性日益提高和处理手段日臻成熟的背景下，图片是一种在近期将得到高度重视的城市数据源，是
对已有多源城市数据的重要补充。为此文章提出了图片城市主义这一概念，认为其是基于体现客观世界和主观认知的大规模
量化城市研究的一种方法论。本文首先对图片城市主义的内涵进行阐述，其次介绍了图片的若干来源，以及当前的分析与可
视化工具，最后给出了图片城市主义在城市空间品质测度、街道绿化水平评价和城市意象分析等方面的研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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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orial Urbanism: A New Approach For Human Scale Urban Morphology Study/Long Ying, Zhou Yin
[Abstract] With easy accessibility and processing technique of imag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mages are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urban data resources, and raised the concept of pictorial urbanism as a subject-object method of urban study.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notation of pictorial urbanism, resources of images, visual analysis tools, and cases of pictorial urban studies on spatial quality
evaluation, street greenery evaluation, and urban imag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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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其的分析。长期以来，城市规划、城市地理、

0 引言

城市经济与城市社会等相关领域的学者通过现场调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研对城市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展开研究，但较大

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其复杂性日趋增加。客观认识和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消耗决定了该方法不能很好地

理解城市系统及其演进过程，离不开大量数据的获取

适用于大范围的研究 [1]。随着 ICT(Inform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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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技术(信

旅游热点区域分析和城市形态分析，如

息与通信技术 ) 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

Eric Fischer 运用 Flickr 相片点位数据，

此外，也有对图片内容信息挖掘展

的迅猛发展，开放数据运动的推动和志

绘制出了美国、加拿大与欧洲等地 100

开的少量研究，比如 Liu 选择了全球最

愿者数据的出现，数据的可获得性大为

①

多个城市的城市形态 ，并区分本地居
②

10 月 ) 等。

大的两个在线照片供应商—Panora-

增强。手机信令、公共交通刷卡记录等

民和游客的空间分布规律 。Tammet

mio 和 Flickr 相片，利用深度学习技术

大数据，以及来自商业网站和政府网站

基于 Panoramio 相片点位密度，开发

对照片内容进行识别并分类 ( 分为绿色

的开放数据共同促进了新数据环境的形
[2]

[3]

③

了 Sightsmap ，显示了全球最热景
[4]

视觉意象、水视觉意象、交通视觉意

成 ，为城市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 。

观的分布 。Zhou X L 等人基于海量

象、高楼视觉意象、古建视觉意象、社

2015 年底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

Flicker 相片的坐标点位信息、时间信息

交活动视觉意象和运动视觉意象 )，统

确指出，“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

和标签信息识别了多个城市旅游目的地

计分析了每个城市的城市意象要素类型

程，有其自身规律……要把握发展规律，

[5]

特征与空间分布特征，进一步探讨了各

的时空分布规律 。

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

图片元数据和文本标签信息也常用

个城市在城市意象类型上的相关性与差

在规划理念和方法上不断创新，增强规

于旅游路线推荐、人群的时空行为分析。

异性 [13]。赵渺希等人以谷歌图片搜索中

划科学性、指导性”。新数据环境的形成，

例如，Gavric 等人基于 Flickr 点位数据

广东 21 个城市的图片为数据来源，分

为回应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要求提供了

分析了柏林的旅游热点和游客的旅游路

析案例城市在网络空间中的意象，试图

机遇。

[6]

线 。Straumann 等人根据相片点位不

通过实证研究对凯文·林奇的意象理论

在整个新数据环境中，图片占有

仅分析了苏黎世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在

进行扩展和补充 [14]。除了 VGI 数据和

很大的比例，特别是大量带空间位置的

空间分布格局上的差异，还分析了这两

搜索引擎中的图片数据，带空间位置的

[7]

图片成为刻画城市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

类群体旅游路线的差异 。Vu 等人基

图片数据也日渐多源、丰富，街景地图

的有效来源。其他新数据多以数字为表

于 Flicker 相片，分析了香港本地居民和

也是常用的一种。Li 等人运用 Google

[8]

征，如果称其为“表值数据”，那么以

外地游客旅游行为的差异性 。Hu 等

街景图片，分析了曼哈顿的一个街区沿

图像和语言为代表的包含更复杂、更高

人综合 Flicker 相片的点位信息、属性信

街 300 个样本点的绿化指数；同样的方

维、更抽象的这类数据则可称为“表意

息和图片信息分析了多个城市的旅游热

法用于沿街样本点、地块的绿化水平的

数据”。前者在数据的计算处理上便捷

点区域特征 。Kim 等人将全球地表划

评估，并与收入展开相关分析 [15-16]。Yin

且高效，后者则更多地体现出信息的丰

分为若干个网格，然后将 Flicker 相片落

等人基于谷歌街景地图，运用机器学习

富性与复杂性。鉴于“表意数据”的分

入相应的格网，根据 Flicker 的标签和图

的方法，自动识别街道的行人数量 [17]。

析难度，计算机领域对此研究较多，而

片内容，分析地标的时空分异格局 [10]。

Harvey 基于 Google 街景图片，对街

城市研究领域对图片内容挖掘较少。

Palomares等人基于Panoramio图片，

道安全展开评分 [18]。Naik 等使用计算

同时，图像处理技术日趋成熟，很多

研究了欧洲 8 个大城市的旅游热点区域

机识别技术对海量的街景图像进行了测

网站提供的应用程序接口 (Application

空间分布规律，并基于 GIS 空间统计分

算，将获得的数据与社会经济学指标结

Programming Interface，简称“API”)

析功能，分析了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的

合在一起进行分析，探索城市在社会经

降低了图片分析的难度。因此，这是基

空间分异规律，研究表明，外地游客的

济学方面的演变和物质形态变化之间的

于图片展开人本尺度城市形态 ( 指人可

空间集聚度更高，巴塞罗那、罗马的空

关系 [19]。

以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的城市形态，

间集聚度比伦敦和巴黎更高 [11]。Sun 基

是对目前网格、街区和地块等尺度城市形

于带空间位置的 Flicker 相片，结合路网，

槛，从图片的元数据到文本再到内容，

态的深化与必要补充 ) 研究的最好时代。

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为游客推荐旅游

分析难度逐渐递增。分析研究多见于图

线路，尽量在较短的行程内通过较多的

片的元数据或文本数据，而对信息量最

1 相关研究

[9]

旅游热点

[12]

。

由上可知，限于信息挖掘的技术门

为丰富的图片内容挖掘较少，且用于旅

在国内，北京城市实验室 (Bei jing

游热点、旅游路线的推荐较多，关于人

带有空间位置图片的信息挖掘通常

City Lab，简称“BCL”) 分享的 Flicker

本尺度的城市形态、城市空间品质的研

可分为如下三类：对图片元数据的挖掘

相片点位数据也被应用在多个项目中，

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将基于前人的研究

( 如拍照地点、时间等 )、对图片文本标

如《成都市中心城特色风貌街道专项规

成果，总结图片来源与常用分析工具，

签的挖掘和对图片内容本身的挖掘。

划》
《
、成都平原城市群规划》
(旅游专题)、

并用 3 个案例，展示空间位置图片在人

《中国国家地理：西藏专辑》(2015 年

本尺度城市形态上的最新研究。

对图片元数据的挖掘最常见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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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片城市主义

费数位照片储存、分享方案的线上服

学计算平台，也适用于图片分析⑦；

务，也提供网络社群服务的平台。北京

ArcGIS，GIS 空间分析与统计 (www.

2.1 图片城市主义内涵

城市实验室 (BCL) 分享了全国 Flickr 相

esri.com)；DepthMap， 空 间 句 法

④

随着大数据和开放数据的广泛使

片点位数据 。② Panoramio(http://

常用软件 (http://varoudis.github.io/

用，以及日益成熟的计算能力和日臻完

www.panora-mio.com)， 隶 属 于

depthmapX/)；Python， 轻 量 级 脚

善的区域与城市模拟分析方法，使得兼

Google 的免费照片上传网站，提供无

本 语 言 (www.python.org)；Urban

顾大地理尺度与精细化单元的大模型研

限的相册空间，单张照片最大 25 M。

Network Analysis Toolbox，城市网络分

。其通过数据分析、

③ Instagram(https://instagram.com/)，

析工具箱⑧；Big Models，大模型研究

建模和预测等手段，为规划设计的全过

一 款 支 持 iOS、Windows Phone、

范式⑨；GeoHey，在线地图可视化平

程提供调研、分析、方案设计、评价和

Android 平台的移动应用，允许用户

台 (https://geohey.com)。

追踪等支持工具，以数据实证增强设计

在任何环境下抓拍自己的生活记忆，

究范式成为可能

[20]

[2]

的科学性 。在新数据环境和以人为本

选择图片并一键分享至 Instagram、

的新型城镇化驱使下，人本尺度的研究

Facebook、Twitter、Flickr 和新浪微博

逐渐得到重视，如街道城市主义，在认识

等平台上。

[21-22]

3 实践案例
上述方法及相关工具为有效发掘利

。

(2) 社交网站。① Twitter、Face-

用数据资源、在认知层面对城市形态进

而图片是一种从人本视角记录物质空间

book，美国社交网络及为博客服务的

行量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和

的社会空间的有效数据源，是未来对历

网站，包含大量的图片信息。②新浪微

新数据来源，本文将分享笔者最新的 3

史城市考古的重要资料，是认识人本尺

博，一个由新浪网推出，提供微型博客

个研究，通过实例解释图片城市主义的

度城市形态的重要渠道，是观察日常生

服务类的社交网站，在中国有广大的

内涵。

活的重要手段，是人本尺度城市形态研

用户群体，包含大量 VGI 图片 (www.

究的重要支撑。为此，图片城市主义高

weibo.com)。

论上它是重新认知城市的一种方式

3.1 街道空间品质：测度、变化识别

度认可基于体现客观世界和主观认知的

(3) 街景图片。Google 街景地图、

街道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

大规模图片进行的量化城市研究，认为

百度街景地图和腾讯街景地图。相比百

成部分，街道空间的品质影响着使用者

图片是一种在短期的未来将得到高度重

度街景地图，腾讯街景地图覆盖面更广，

的行为习惯、公共健康水平及城市文化

视的城市数据源，是对已有多源城市数

但二者都提供了同一位置不同年份的街

塑造。长期以来，街道空间品质测度采

据的重要补充。

景图片 (“时光机”)。

取二维平面分析或小尺度主观调研的方

相较于传统的仅带点位信息数据或

(4) 其他。Google、百度等搜索引

法，难以在城市尺度上大规模地测度城

文本属性的数据，带空间位置的图片数

擎中的图片，行车记录仪、无人机、摄

市三维立体街道空间的品质水平、时间

据具有如下优点：①信息量大，一图胜

像头和空间视频等。

变化。近期，随着图像识别技术、街景

千言，图片所包含的内容多，图片反映
物质空间的尺寸、形态、构成、功能、
风貌、品质和场所感等，也反映社会空

获取技术的发展，街道空间的相关研究

2.3 分析与可视化工具
图片内容分析难度较大，通常需

获得新的方法。城市主要区域的多时相
三维空间图景可以短时获取，有利于开

间的密度、活力、精神、阶层和幸福感等，

写代码实现图像分析的程序，对于规划

可从不同方向对图片进行进一步挖掘分

师而言，门槛较高。近年来，逐步出

为验证多时相街景图像研究街道空

析；②交流方便，无语言差异的障碍，

现一些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plication

间品质的可行性，唐婧娴和龙瀛等人初

便于全球不同区域进行对比研究；③图

Programming Interface，简称“API”)，

步选择 2005 ～ 2013 年北京居住类更新

片直观，便于建立与空间环境的联系。

降低了图像分析的难度。图片分析常

项目周边的街道环境作为研究对象，选

用的工具有：OpenCV，知名的计算

择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北京是特大城

机视觉和机器学习的开源平台 (www.

市的典型代表，特大城市的人居环境状

opencv.org)；Clarifai，强大但并不昂

况日益受到重视；其二，更新类居住项

2.2 图片来源
笔者将常见的具有空间位置的图片
来源分为如下几类：

⑤

展量化评价。

贵的视觉识别接口 ；CloudCV，计

目存在时间上的变化，将涉及多个时间

(1) 专业图片交互网站。① Flickr

算机视觉 API (http://www.cloudcv.

点街道环境的改善 [23]。

(http://www.flickr.com/map)，雅虎

org)；Microsoft Cognitive Service，

旗下的图片分享网站，提供免费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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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微软计算机认知服务 ；MatLab，科

基于龙瀛和沈尧提出的“时间—空
间—人”(Time-Space-People，简称

“TSP”) 模型，笔者构建“街道空间—
品质评估—品质变化特征识别—影响因
素分析”的方法框架 ( 图 1)，探寻新数
据环境下街道空间品质评估的新思路 [24]。

2015 街景图像 ( 最新 )

2012 街景图像

该研究采用的数据包括居住项目基

空间维度

尺度：全球、区域、城市、片
区等

街道空间

街道空间

粒度：区域、城市、镇、街区、
评估指标体系

本信息、街景图片数据、开放数据和区

街道、建筑等

+
自动 / 人工打分

位特征数据四类。首先评估街道空间静
态的品质水平，以停驻意愿来反映，再

空间品质

识别有多个时间点的空间品质变化，设

时间维度

品质变化

尺度：世纪、年、月、日等
粒度：十年、年、月、日、小
时、秒

定五大类、16 小类评价指标，形成完整
的品质变化评价体系 ( 图 2)。
研究发现，近年来北京更新类居住

影响因素

个人性维度

影响因素

小比例人群等

区周边的街道品质总体较低，改善比例
在 10％左右，多为简单的表面化整治。
虽然部分街道实施了提升措施，效果却

尺度：所有人、大比例人群、
粒度：所有、分组、个人

图 1 街道空间品质测度、变化识别和影响因素分析的框架
注：红色粗体为本文研究所对应的具体特点。

不理想，约有一半没有成效。微观环境
的优化措施几乎没有体现规划设计中一

大类

直倡导的精细化理念。
街道品质提升的实践一方面验证了

和数据粒度，实现大规模、小尺度的精

停车空间整治
人行道部分

人行道部分改善是否有效

店面招牌变化
底商部分

随着图像分割技术、图像识别技术的进

3.2 不同视角街道绿化水平自动评价
城市街道的绿化水平一直是评价城
市环境、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表

店面立面通透性、装饰变化
底商部分改善是否有效

一步提升，后续空间变化研究有望朝着
更加智能化的方向拓展。

绿化改善
道路部分改善是否有效

研究过于主观”的诟病。鉴于当前研究

1. 发生店面招牌变化或改善则评分为 1，无变化则评分为 0
2. 立面通透性增强、装饰美化则评分为 1，无变化则评分为 0
3. 底商部分美化行为效果好则评分为 2，效果一般则评分为 1，
没有效果或者负面效果则评分为 0

1. 围墙通透性增强则评分为 1，无变化则评分为 0
2. 围墙绿化及其他设施改善则评分为 1，无变化则评分为 0
3. 围墙部分美化行为效果好则评分为 2，效果一般则评分为 1，
没有效果或者负面效果则评分为 0

通透性变化
围墙部分

划分停车空间或停车空间美化则评分为 1，无变化则评分为 0
人行道绿化增加或改善则评分为 1，无变化则评分为 0
街道家具增设或优化则评分为 1，无变化则评分为 0
人行道部分美化行为效果好则评分为 2，效果一般则评分为 1，
没有效果或者负面效果则评分为 0

1. 发生车行道精细化划分则评分为 1，无变化则评分为 0
2. 车行道绿化改善则评分为 1，无变化则评分为 0
3. 车行道部分美化行为效果好则评分为 2，效果一般则评分为 1，
没有效果或者负面效果则评分为 0

车道细化
车行道部分

1. 发生色彩更新则评分为 1，无变化则评分为 0
2. 立面清理、材质更改等则评分为 1，无变化则评分为 0
3. 建筑部分美化行为效果好则评分为 2，效果一般则评分为 1，
没有效果或者负面效果则评分为 0
1.
2.
3.
4.

绿化改善
街道家具增设或优化

间客观变化的识别和检测，减少“空间
为初步探索，暂时采取人工识别的方法，

立面清理、材质更改及其他
建筑部分改善是否有效

细化研究，突破传统的模型弊端；另一
方面，还说明街景可以应用于多时相空

评分说明

立面色彩变化
建筑部分

街景图像可以用于大尺度范围内街道静
态环境品质水平的测度，兼顾研究尺度

子类

周边绿化与设施建设
围墙部分改善是否有效

图 2 街道空间品质变化评价体系及具体评分说明

注：人工识别时应排除因季节变化等干扰因素造成的绿化变化及天气影响，针对有围墙的小区对围墙打分，针对有底商
的小区对底商打分。道路两侧居住项目底商围墙部分情况不同的则分别打分。

明，良好的道路绿化可以使人心情平静，
可以减少城市的热岛效应，具有碳汇能

是从人的视角去感受，且范围较大，其

景地图覆盖的所有街道 ( 外围区县未能

力和吸收大气中其他有害物质的能力，

基本空间单元非街道，故较适合应用于

覆盖 ) 为研究对象，每隔 50 m 选取一

[15]

。因此，

个样本点，通过腾讯地图提供的接口，

吸尘、隔音、降噪，种植大乔木能改善

整个城市的绿化水平整体评价

道路空间尺度关系、降低空旷感和塑造

街景图片是一种从人本视角判断街道绿

用Python程序自动爬取每个样本点前、

道路景观等。对绿化的客观评价是一种

化水平的重要数据源，图片的自动获取

后、左、右、正上方 5 个方向近百万张

高效且精准的方法，然而目前用于客观

与客观分析降低了调研成本且提升了评

街景图片，运用 MATLAB 图像识别的方

评价绿化水平的方法较少，其中遥感是

价的科学性，可用于绿色步道规划、可

法，分析每张图片绿色植被面积占比，

最为通用且常见的途径。然而，遥感也

步行性评价和绿色城市评价等方向。

客观评价每个点的平视绿化率和仰视绿

有其局限性，由于遥感从天空拍摄，不

本次研究选取成都市域内，腾讯街

化率，街道的绿化率为街道上每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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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平均值，计算方法如图 3 所示。

都区、青白江区、龙泉驿区和双流县 )

五城区总体高于周边区县，特别是二环

运用 ArcGIS 等数量分级的方法，

可见绿总体高于中心五城区 ( 金牛区、

内，仰视绿化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区域；

将平视绿化水平和垂直绿化水平等数

成华区、锦江区、武侯区和青羊区 )，

③平视绿化率总体上高于仰视绿化率，

量分成 5 级，结果如图 4、图 5 所示，

且温江区最高，比较符合其“国际花园

且街道平视绿化率方差小于仰视绿化率

并绘制出不同视角的绿化水平分布曲线

城市”的定位；绕城高速公路内，南边

方差，仰视绿化率呈长尾分布。

( 图 6)。由此可以反映出：①平视绿化

平视绿化水平高于北边；②仰视绿化水

笔者按照同样的方法，搜集了中国

水平，二圈层区县 ( 温江区、郫县、新

平总体规律与平视绿化水平相反，中心

245 个主要城市中心地区近百万张腾讯
街景图片，识别了每张图片的绿化率用
以表征街道的可见绿情况，然后将图片

某个点
街景覆盖范围
前

HSV

绿化率

M1

r1

M2

r2

M3

r3

M4

r4

点位层次的结果汇总到街道尺度和城市
尺度，如图 7 为城市尺度的街道平均绿
化水平结果，并与街道长度、地块尺度、
城市经济水平、
行政等级展开相关分析 [21]。

后
平视绿化率

python

研究发现，街道长度越长、周边地
块尺度越小、所在城市经济越发达、行

左

政等级越高，则街道的绿化程度越好；
右

另外，总体而言，西部地区的城市街道
绿化水平较高；街道绿化水平最高的 5

M5

上

个城市依次为潍坊、淄博、宝鸡、马鞍

r5
仰视绿化率

样本点 ( 局部 )

python

图 3 街道绿化率计算方法

山和承德，全都是国家园林城市，而街
道绿化水平后五位皆不在园林城市之
列，这也从侧面佐证了该研究提出的自
动化街道绿化水平评价方法的合理性与
科学性。

3.3 主导城市意象识别
城市意象是反映城市特色与城市精
神最好的要素，对城市有着重要意义。
开放数据的丰富与发展为城市研究提供
了新的方法与途径，利用网络照片解读
城市意象，能够以更全面和更直观的方
式体现人们对城市的印象，便于发现、
分析和解决城市问题。城市意象的研究
图 4 成都街道平视绿化水平

图 5 成都街道仰视绿化水平

方法从认知地图、调查问卷等传统方法
发展到利用地理照片数据、网络开放数
据等新数据方法，研究对象从单个城市

1.0
0.9

认知、单个城市纵向比较发展到多个城

0.8
0.7

市的识别分类和横向比较，研究内容也

0.6

从性质的描述发展为量化的评价。

0.5
0.4

笔者利用 Flicker 相片展开中国城市

0.3
0.2

意象研究，综合分析相片点位信息、标

0.1

签信息和图片内容深度学习信息。中国

0.0
图例

平视绿化水平

图 6 成都街道不同视角绿化水平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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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共有 252 988 张 Flickr 深度学习照

仰视绿化水平

图 7 中国街道平均绿化水平

片，中国大陆 205 个城市的城区范围内

共有 82 922 张深度学习照片，平均每

35 000

个城市 404 张照片。从分布情况看，照

30 000

片数量多的城市主要集聚在长三角、珠

25 000

三角、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而北京和

20 000

上海两个城市的 Flickr 深度学习照片数

15 000

量远超国内其他城市，分别为 3.24 万张
和 1.85 万张 ( 图 8)。
本研究认为城市意象是研究个体或
群体对城市特征的感应，超过整体平均

10 000
5 000
0

北京 上海 杭州 西安 拉萨 广州 成都 苏州 天津 桂林 珠海 大连 南京 重庆 厦门 深圳 武汉 昆明 黄山 张家界

图 8 中国不同城市 Flickr 深度学习相片数量

水平的部分才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城市
意象的主导方向不是由要素中比重较大

公共空间

的决定，而是应该由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城市意向
主导方向

的最多的要素决定 ( 图 9)。
在全国 24 个城市中，以标志建筑
为主导意象的城市有 15 个；以公共空
间为主导意象的城市有 2 个；以市民生

市民生活

标志建筑

活为主导意象的城市有 4 个；以自然景
观为主导意象的城市有 3 个。以标志建

城市景观

筑为主导意象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中国东
部区域，以公共空间、市民生活和自然

图 9 城市意象比较模型

图 10 主导城市意象

景观为主导意象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中国
西部区域 ( 图 10)。中国城市间意象构
成结构趋同，大多数城市意象以物质要

定量评价街道品质并观测其变化，为街

系统、空间结构 ) 和方案实施效果评价

素为主要特色，非物质要素特色不明显。

道空间改造与设计提供指引；从主导城

等。

市意象的研究可知，成都是一个富有生

带空间位置的图片也存在如下局限

活气息的城市，《成都市中心城总体城

性：VGI 图片的样本误差以及拍摄地点

市设计》的总体目标是将成都建设成为

与相片分享地点不一致；街景地图数据

本文提出了人本尺度城市形态研究

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休闲的生活气息、

搜集时间不确定，只精确到年月日，具

的新思路—图片城市主义。从理论上

和谐包容的城市氛围的现代化国际化大

体的时间和天气没能记录。另外，从不

来说，基于人的视角来探讨城市形态、

都市，在强化城市空间格局的同时，注

同角度拍摄的街景会存在几何形变，难

城市品质问题，将是未来城市研究的方

重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同时，街道绿化

以用于精确的几何测量；新数据来源于

向。图片包含的信息丰富，能以最直观

评价可作为绿色步道系统规划的参考以

互联网服务平台，平台接口的稳定性也

的形式展示城市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

及街道可步行性评价与改善的指标。

影响着研究的持续性，同时平台设计与

4 结论与讨论

间，是人本尺度城市形态研究的重要支

除了所展示的 3 个案例外，笔者认

人类空间认知之间的差别都会给研究造

撑；从实践层面来说，本研究给出了图

为带空间位置的图片在很多方向可展开

片的来源、常用分析工具，以及街道空

深入研究，如城市意象识别、空间品质

间品质测度、街道绿化水平评价和城市

评价、绅士化过程分析、衰败过程分析、

[注 释]

意象识别 3 个研究案例，展示了图片城

旅游路线推荐、可步行性评价、城市活

①网址为 https://www.flickr.com/photos/

市主义这一新思路的应用，并证明了具

力评估、城市管理水平评价、城市空间

walkingsf/sets/72157623971287575/。

有空间位置的图片应用于人本尺度城市

问题诊断、城市中心区判断、绿化水平

②网址为 https://www.flickr.com/photos/

形态研究的可行性。

分析、街道天空开阔度评价和城市色彩

成干扰。

walkingsf/sets/72157624209158632/。
③网址为 http://www.sightsmap.com/。

本文分享的 3 个案例的研究思路

分析等。在规划设计中，空间位置图片

和成果在规划实践中也有很强的指导意

可应用于远程现状调研、关键城市指标

data-released-1/，BCL DATA 25。

义。基于街景图片的街道品质研究，可

评价、方案辅助生成 ( 步行系统、绿化

⑤网址为 http://www.clarifai.com。

④网址为 http://www.beijingcity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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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网址为 https://www.microsoft.com/
cognitive-services/en-us/computervision-api。
⑦网址为 http://www.mathworks.com/
products/matlab/。
⑧网址为 h t t p : // c i t y f o r m . m i t . e d u /
projects/urban-network-analysis.
html。
⑨网址为 http://www.beijingcitylab.com/
projects-1/9-big-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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