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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大数据时代的城乡规划

城市大数据与定量城市研究

Studies and Practices of Urban Big Data and Open Data in China
龙

瀛

文章编号1673-8985（2014）05-0013-03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B

要 城市大数据日益成为我国规划学界和工程界关注的热点，微观个体的大数据与这个时代规划界所提出的各种理念比如“以人为本”、

摘

“新型城镇化”等不谋而合，为相应的学术研究、规划实践和商业咨询带来了发展契机。从研究机构创建、学术研究开展、规划编制探
索和产业发展等角度，全面回顾了当前城市大数据领域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并重点介绍了致力于定量城市研究的北京城市实验室
（BCL）的基本情况及其开展的诸多定量城市研究工作。

Abstract In line with the human-oriented focus and the need for new urbanization, big data has become a new paradigm in the field of
urban planning and engineering. It brings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academic research, planning practice and business consulting.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an overview of urban big data studies from the institutional, academic,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Particularly, it elaborates a number of research projects carried out by Beijing City Lab, a virtual research community dedicated
to urban dynamics studies.

关 键 词 大数据 | 定量城市研究 | 北京城市实验室 | 城市规划
Keywords Big data | Quantitative urban studies | Beijing City Lab | Urban planning

1 大数据时代

设”
。
智慧城市作为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传统的

重要手段和途径，已成为国家城镇化的重要战

城市快速扩张、用地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已难

略方向，
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
相关的规划与实

以为继，城镇化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

践在全国各地不断推进。2014年8月，发改委、

和生态问题开始日益显现。包括北京和上海在

工信部、科技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土部、住建

内的一些大城市在总体规划修改中，纷纷提出

部、
交通部等8部委印发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

了建设用地“减量规划”
“
、零增长”等规划概

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综合来看，我国的城市

念。集约、高效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新型

规划模式亟需进行转型。

城镇化发展所需实现的目标。虽然传统的规划

近几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大

理念一直强调以人为本，但已有的规划手段和

数据已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和研究领域，并在

技术很难从根本上实现这一原则。2014年3月，

多个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方式。
相比其他传统行业，
大数据带给城市规划

2020年》
，明确提出要“努力走出一条以人为

和研究的影响更为显著，其不仅对城乡规划编

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

制、
评价和管理的方式产生影响，
也通过对人的

高级工程师，博士

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规

活动、
移动和交流方式的改变，
改变了规划的对

北京城市实验室创建人

划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进智慧城市建

象——城市和乡村。大数据的应用与智慧城市

作者简介
龙

瀛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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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促进了城市规划的科学化与城镇治理的

研究，用于中国多个重大城市建设项目，如上

解决方案报送给全国许多城市的规划管理部

高效化，使得各部门在数据及时获取与有效整

海世博会、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等，这些研究

门。据上海数慧罗亚总监介绍，大数据时代，对

合的基础上，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实时进行科

及其成果振奋人心；而南京大学甄峰则利用多

其业务拓展，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点已通过

学决策与响应；同时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基础与

源的大数据和开放数据，带领整个团队开展了

北京晶众公司⑩ 的业务拓展印证并体现出来，

平台，为以人为本、面向存量、自下而上的新型

大量的探索性研究工作，这对于学术界具有很

作为致力于交通行业利用手机数据开展咨询

城市规划构建提供了基础。

好的参考和借鉴意义。甄峰团队的“关于中国

工作的公司，北京晶众公司近一年来取得了业

互联网信息生产和消费方面”的研究成果已

务上的快速发展，目前已经积累了中国几十个

发表在知名城市研究期刊Urban Studies上。

城市的手机数据。可以想象这些大量城市的手

正是大数据，让我们看到了作为微观个体

此外，日本金泽大学沈振江教授长期以来一直

机数据，为商业咨询工作提供了广阔的业务空

的社会空间中的人，
“大”的开放数据，让我们

关注如何利用地理空间分析和可视化等手段

间。致力于推动信息化在城市规划和管理及企

看到了物理空间中的设施/项目，为相应的学科

支持城市规划，是日本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和

业决策中的应用的美蒽朗（EnerLong）公司

/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日益成为我国规

领军人物，其专著《Geospatial Techniques in

同样为大数据时代的新机会所激励，正跃跃欲

划学界和工程界关注的热点。大数据对于各个

Urban Planning》 被Springer出 版 社 出 版，产

试。而对于致力于开拓规划行业咨询工作的北

行业，不是简单的换笔和多了一个数据源，实

生了很大的影响。

京城垣公司 ，
无疑也将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2 来自多方面的探索

际上，能够看到人的大数据，是这个时代所提

（3）在规划编制领域，不少编制单位正积

3 案例：
北京城市实验室

出的各种理念比如“以人为本”
“
、新型城镇化”

极思考并尝试将大数据和开放数据运用到其

等的终极体现，也为相应的学术研究、规划实

工作中。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金晓春

2013年10月龙瀛博士倡议并首创的北京

践和商业咨询带来了春天。
例如：

和翟健老师今年早些时候的介绍，他们正致力

城市实验室（Beijing City Lab，BCL），是一

于推动一套系统的规划支持系统，以支持规划

个致力于利用各种大数据、开放数据进行定量

师更快更好地开展规划的编制和评估工作，并

城市研究的学术网络，BCL专注于运用跨学科

北京城市实验室BCL ；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

对大数据和开放数据持非常开放的态度；北京

方法量化城市发展动态，为更好的城市规划和

计研究院成立了规划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上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在黄晓春和茅明睿的

管理提供可靠依据，最终建立起可持续城市发

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成立了可持续智

带领下，在大数据和开放数据方面也进行了深

展所需要的方法学基础。在龙瀛博士领导的核

慧 城 市 实 验 室SU-SMART CITY LAB ；北 京

入的探索和挖掘，例如对公交刷卡数据的深入

心团队努力下，BCL取得了持续、
快速地发展，

清华同衡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成立了北京西

挖掘、微博数据挖掘、多源网络开放数据的获

获得海内外规划界的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广

城—清华同衡城市数据实验室UDL 。另外，多

取和挖掘、规划知识管理等，并提出了面向规

大海内外学者了解中国城市研究的门户和平

个自媒体网站也先后创建或开始关注大数据

划行业的数据、方法和模型的框架体系；北京

台，目前已累计有近百位学者和学生纷纷要求

和智慧城市领域，如朱玮先生2012年创建的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王鹏在自由论坛

加入并成为会员。一方面BCL所共享的研究数

系统详细介绍了其在APP开发、规划编制系统

据为会员提供了研究基础，另一方面BCL所共

派UDParty ；澎湃新闻的市政厅栏目 ；以及

开发、规划热点事件关注、大数据和开放数据

享的工作论文也代表了中国定量城市研究的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创建的城市界面

挖掘、北京西城—清华同衡城市数据实验室建

最新动向。
此外，BCL推出一系列创新栏目，
如

设等方面的工作，其中很多工作并不仅仅是规

通过排行频道，推出中国城市的非官方排名，

（2）在学术研究方面，柴彦威、王德、甄

划信息化或新技术的应用，而是深入到了规划

以此希望得到决策者和公众的关注；通过可视

峰等学者多年前建立并持续推动的中国时空

编制或城市问题的核心所在。这些编制单位在

化的手段，
推出交互式地图，
以吸引公众对BCL

间行为研究，近几年来，他们数据获取的手段

这方面的探索，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规划信息

研究成果的关注和反馈等。

由问卷调查，扩展到手持GPS、公交刷卡记录、

化方面，比如在2014年6月China-UP新技术沙

北京城市实验室研究在方法论上强调多

手机记录等，发表了一系列非常优秀的研究

龙上天津规划院和长春规划院就分别介绍了

尺度城市定量建模：例如龙瀛博士和其他倡导

成果。北京大学柴彦威在美国地理学会会刊

他们各自在大数据和开放数据方面的实践。

者共同提出了“大模型”
（Big Model）[1]这一

（1）在研究机构方面，北京大学成立了
①

智慧城市研究与规划中心 ；龙瀛博士创建了
②

③

④

⑤

国匠城—城市规划人的在线社区 ；城市数据
⑥

⑦

⑧

CITYIF 。

AAAG上对中国的时空间行为进行了系统综

（4）在规划行业方面，规划信息化和新
⑨

定量城市研究范式，开展了多项针对中国所有

述，成功将中国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国际舞

技术应用的行业代表上海数慧公司 多年致

城市的精细化城市研究案例，如全国所有城市

台；同济大学王德将对中国时空间行为的深入

力于规划行业的信息化解决方案，并成功将其

的地块尺度城市扩张模拟、乡镇街道办事处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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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www.smartcity.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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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www.beijingcitylab.com。

⑦ 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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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PM2.5人群暴露评价、公共交通覆盖水平

利用位置微博和签到信息研究北京的城市功

课内容；
BCL利用全国所有公交站点数据开展

评价、
人口密度变化及城镇格局等。

能混合程度等。由于一部分大数据并不开放

的公共交通覆盖率的研究，得到了一些交通领

北京城市实验室的研究主题以“新城镇

（比如BCL一直未获得手机的相关数据）
，BCL

域同行的关注和赞赏；近期完成的中国乡镇街

化规划”中的人居环境质量为核心，希望对中

多是利用开放数据进行研究工作。龙瀛和合作

道尺度的PM2.5的人口暴露评估工作，得到了

国快速城镇化时期的人居环境质量进行全面

者的一个观点是，
多数开放数据是不“大”的，

环境科学家的关注。因此，利用大数据和“大”

的度量与监测，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和保障。

如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网站上公布的北京市过

的开放数据所开展的基于简单理论模型或数

除了乡镇街道办事处尺度的PM2.5人群暴露评

去十余年一书两证的数据，只有一万多条信

据驱动模型的研究，让BCL研究能够跨入相应

价与公共交通覆盖水平评价等研究之外目前

息，所以包括作者在内的BCL研究人员一个重

的专业领域，即所谓的“让我们跨界”。相应的，

还开展了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的都市区范围识

要的行动是将开放数据作“大”
，如，
（1）搜集

BCL所开展的研究，不再是简单的数据库建

别、居民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评价、城市

并空间化全国超过200个城市的用地规划图，

设、GIS空间分析、规划支持等等。这样，BCL

增长边界评价等研究。

并拼合成初步的“全国用地规划图”
，
进而初步

的数据、方法和论文等层面的基于开放数据的

北京城市实验室致力于传播国内外对于

评价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每个城市的

研究成果，才能更好地共享给学界、工程界和

中国定量城市研究的声音。除了将国内学者的

城市开发与城市规划匹配的比例；
（2）搜集全

产业界。

文章与数据公布到国际平台，BCL也关注国际

国各直辖市、省市和自治区的乡、镇以及街道

学术界对中国定量城市研究的声音。例如2013

办事处尺度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而研究乡镇街

年以BCL的名义采访了伦敦大学学院高级空间

道尺度的人口密度及其时空演变 （
；3）获取

大数据的一个核心是人，让我们有机会看

分析中心的Michael Batty ，就城市模型研究

中国过去一年每日的每个PM2.5监测站的每小

到以人为尺度的活动、移动和心情等，这是以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评述。2014年采访了

时浓度以及每日的MODIS AOD遥感影像，进

往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地理信息系统GIS、

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规划的Peter Hall ，就中

而建立了全国每日的乡镇街道尺度的PM2.5浓

决策支持系统DSS，甚至是规划支持系统PSS

国的“新城镇化规划”提出了其见解和判断。

度并评价了相应的人口暴露情况 （
；4）通过

所不具备的。我们所说的“大数据”之于规划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Michael Batty在其主持的

在线开放数据获得中国三百多个城市的每个

师，
不是CAD带来的简单换笔运动（清华同衡，

伦敦大学学院高级空间分析中心网站、其个人

公交线路和站点的数据，进而评价每个城市的

王鹏）
，之于城市研究学者，也不是传统意义上

网站和Twitter上多次赞誉BCL，表示“北京城

公共交通服务覆盖率 。BCL这样的实践还很

多了某个数据源。在对大数据和智慧城市表示

市实验室是中国崛起的象征之一” 。

多，
很多已经完成并在BCL网站上进行了发布，

乐观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那些针对大数据的

部分还在开展中，相信不久的将来会陆续进行

批评声音，如技术上大数据的有偏性。北京航

发布。

空航天大学的熊璋和王静远提出了“数据活

[2]

[3]

[4]

4 定量城市研究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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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实验室作为学术研究网络，致力

北京城市实验室一系列基于“大”的开

于定量城市科学研究，而不是注重传统意义上

放数据开展的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将相

构建相对完整的城市映像。此外，北京大学刘

的规划信息化或规划新技术/方法的应用，例

关领域开展类似研究的基础数据进行了同等

瑜在一些场合也提出了目前大数据时代学者

如，BCL并没有开发具体的系统来支持规划

空间范围的粒度细化。比如，关于中国人口密

们的“盲人摸象”的比喻，比如不同的学者利

编制或管理，也没有利用特别复杂的技术手段

度的研究，以往学者的研究主要在区县这个尺

用不同类别的大数据进行城市研究。但终有一

来开展研究工作。BCL所开展的工作，多是基

度，属于宏观分析的范畴。而BCL的研究将尺

天，完整的城市轮廓可以通过这些利用所谓有

于基本的专业理论和直观（straightforward）

度由区县推进到了更细一步的乡镇街道尺度，

偏数据研究呈现出来，当然这个目标是用小数

的方法模型。通过开展客观的定量城市研究工

利用这些数据，除了进行区域分析/城市间研

据无法实现的。

作，BCL将其研究成果向政府、规划师和居民

究外，还可以在典型城市或每个城市开展城市

随着城市规划由建筑学一级学科下设的

通报，并推送给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共同推动

内的研究工作。在更细的尺度内会发现新的问

二级学科，上升为城乡规划一级学科，高等学

整个定量城市研究领域的发展。

题，例如BCL发现的中国的“空心乡”
“
、 空心

校城乡规划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编制的《高等

镇”
“
、收缩的城市”
“
、街道办事处化”等，这些

学校城乡规划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指出，城

大数据和开放数据开展定量城市研究，在大数

问题是在区县尺度不易发现的。也正因如此，

乡规划的本科生的培养计划将纳入城市发展

据方面，利用公交刷卡记录研究北京的通勤出

BCL人口密度研究得到了区域规划领域的青

行、城市贫困、过度通勤、乘车人偶遇等课题；

睐，更得到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关注并纳入授

一年多来，作者和合作者一直关注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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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理念，
进而综合各类大数据和开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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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等功能区域。在功能片区内，社区级绿道串

打破上海点状休闲设施规划的常规，研究全

联资源节点形成环状或网状单元。宝山区具有

市域范围内连通成网的开敞空间系统，为市

悠久的工业发展历史，并且随着未来宝钢工业

民提供网络化公共活动空间以及为生物提供

区的搬迁，
利用保留工业建筑遗址，
规划一条工

沟通交流的连通通道。依据城市已经完成的

业遗产旅游绿道。宝山区已经规划建设一条漫

基本生态网络格局规划、郊野公园规划和慢

步道，
依据绿道设计标准，
将现有漫步道改造成

行交通系统规划，本文以研究休闲交通需求

为休闲绿道，并且在绿道穿越的罗泾、罗店、大

为主，重点规划休闲慢行交通网络，整合慢行

场机场和杨行等地区，
结合资源节点、
商业和居

系统与休闲空间网络资源，形成多功能融合

住用地等规划形成环状绿道单元（图18）
。

的绿道网络空间。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YU Kongjian，LI Dihua，LIU Hailon.“Antiplanning”Ways[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2005.
[6]

海沐，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1.
Charles E.Little. Greenways for America[M].
YU Qing，MO Wenjing，CHEN Haimu，et al，
translate. Beijing：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2013.1.
[7]

CAI Yunnan，FANG Zhengxing，LI Hongbin.
Greenway Planning Concept，Standard，

第三类区域为城市非集中建设区，居住和

Practice[M]. Beijing：Science Press，2013.
[8]

商业办公用地较少，自然资源分布密集，绿道
道为骨干网络，围绕骨干绿道串联的特色资源
节点，形成环节点的小环路绿道，吸引游客驻
足观光。崇明岛具有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以
市级环岛绿道为骨干线路，借助太平森林公园
和西沙湿地地区资源节点，分别规划一条社区
级绿道环路（图19）
。

绿道网络规划是一种针对上海城市特点
和城市发展目标的新的规划方法探索，尝试改
变以往严格控制生态用地边界的防守式保护
思想，努力实现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高效平
衡。本文结合城市用地规划和资源布局规划，

查尔斯.A.弗林克，罗伯特.M.西恩斯，等. 绿道：
规划•设计•开发[M].余青，柳晓霞，陈琳琳，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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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5页）
模型、城市系统工程、地理信息系统、城乡
规划公众参与等诸多课程或知识点，相较原有
培养计划增设了较多定量城市研究的相关基础
课程。
可以预见，
四年后城乡规划专业的本科生
毕业、
六到七年后硕士生毕业、
十年后博士生毕
业，
以及当他们纷纷走向工作和领导岗位，
对定
量城市研究/大数据/智慧城市等的认识将是全
新的，
与目前的学者/执业者/学生会有相当大不
同。通过教育而不是通过规划支持系统来进行
规划支持，是作者近几年来的一个认识转变[8]。
在此，
衷心期待教育上的改革，
带来定量城市研
究/大数据/智慧城市等领域更明朗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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