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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记忆由人活动而产生，大数据即人本视角

展，随着高速铁路和高铁经济带建设的不断深入推

下的观察方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共享

进，未来高铁经济带将逐步替代城市群、经济圈，

时代的来临，大数据平台迅速兴起，并在制造业、

对未来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交通业、金融业、医疗业、教育和科技服务业等不

在高速铁路加快建设和高铁经济带发展的背景下，

同行业中得到广泛应用。随着移动终端设备的不断

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之间的经济往来将更加密切、

普及，在大数据时代和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

要素流动将更为充分，进而形成海量空间数据和经

利用大数据来绘制城市脉络将是未来城市发展的主

济数据。通过高铁大数据分析得出，各城市的高铁

流趋势，也是实现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然趋势。

互通度与房价、城市购买力呈正相关关系。以长三

所谓“城市脉络”，包含城市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管

角城市群为例，长三角目前的整体高铁通达水平在

理，是城市的“气”与“势”，是城市规划蓝图和

全国领先，核心城市上海的房价一直高企，同一城

建设实践的统一体现。如何实现大数据应用与绘制

市群的南京、杭州、嘉兴等城市与上海实现高铁的

城市脉络的有机结合，使城市规划建设更为科学合

高度互通后，低交通时间成本、与核心城市巨大的

城市记忆由人活

理、城市运营管理更为优质高效，是大数据时代下

房产差价为上述城市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外溢需

动而产生，大数

城市发展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求，拓宽了房地产市场的上升空间，增加了上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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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即人本视角下
的观察方式。

一、大数据促进城市群建设，实现区
域协调发展
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一般以1个以上

市的人口导入，为其自身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可
以认为高度互通的高铁一定程度上拉平了区域之间
的差距，进而有助于实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尤其
是实现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

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
的城市群体。利用大数据分析对城市群进行更为精
细的范围界定和分类，有助于促进城市集群高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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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城化和高度一体化建设，引导各种经济要素在区域

城市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城市的规划

之间进行合理流动和科学配置，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建设和运营管理构成了城市发展的主线脉络，传统

和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的城市规划作为政府行为，以采样数据为基础，以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重点推进和实现区域协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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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数据提升城市规划，塑造智慧

政府部门、各领域专家的价值判断为核心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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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市购买力、房价和城市“一小时生活圈”高铁互通关系图

通过大数据指导绘制城市脉络，未来的城市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将更加智能、高效。

分析，已经难以满足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当前大数据分析运用包括城市公共交通线路数
据、城市出租车轨迹大数据、人口流动热力数据、共享单车轨迹数据、手机移动设备实时
定位数据等多领域、全集化数据。利用大数据绘制城市脉络，较之传统手段融入更多学科
的科学技术方法，以及更加全面考虑“人”对城市空间的全方位需求，促使城市规划建设
向精细化、动态化、模型化发展，城市规划评估由“静态蓝图”评估转变为动态监测和综
合评估，城市后续监管由经验治理转变为科学治理。通过大数据指导绘制城市脉络，未来
的城市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将更加智能、高效。人本主义下的城市发展与管理，将更有可
能实现以更少的资源消耗支撑更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

24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2017.11 -

25

专题

COLUMN

人本视角下的人与城

策划 / 编辑 ＿李 琳 设计＿刘文杰

（二）大数据助力城市规划评估创新
大数据为城市规划评估带来新思路和新手段，强化了规划评估对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的支撑。近
年来，在城市规划方案与政策评价方面，大数据技术研发和应用不断深入，如同济大学通过手机信令数
据挖掘城市人口空间分布与活动的特征信息，探究了上海市人群的职住分布和通勤、活跃度、消费、迁
移、城中村识别等问题；百度研究院大数据实验室利用百度定位数据、轨迹数据和地图POI数据等，首
次在精细尺度上检测并可视化中国多个城市地区的住宅空置率状况，针对若干具体的城市给出了数据层
面的解读。在未来大数据背景下的城市规划评估将以城市动态监测和综合评估为主，更加强调城市流动
性和功能空间评价，也更加重视城市宜居性和可持续发展评价、公众参与和以人为本的规划评估。

图2 外市到上海通勤用户居住地分布图

雄安新区。

（一）大数据助力城市新区规划建设
大数据的出现和应用推动城市规划建设向动态化、模型化和精细化发展，城市规划由过去的以地
理空间为主导转变为以城市居民为主导，通过人口大数据、地理位置大数据等对城市规划进行全方位分
析，指导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决策，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的整体水平。例如雄安新区
是国家千年大计，在新区规划建设中，可以充分借鉴既有新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这些经验和
问题可以通过全集数据予以体现，同时借助中心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的位置大数据和热力状况分析结
果，进一步优化新区空间利用率，注重功能区域合理搭配，精准判断新区功能偏向，提供更加优质、更
加智慧、更加绿色的城市服务。这方面，腾讯位置服务具有可借鉴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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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数据在城市脉络绘制中的应用制约

大数据与传统规划行业知识相结合，通过对LBS定位数据、公交IC卡刷卡、路段流量、地铁出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成熟，大数据产业取得快速进步和显著发展，产业生态

行等数据的分析，从交通出行、职住通勤、就业结构等角度对城市的空间品质与活力进行量化剖

系统日趋完善，并越来越频繁地用于绘制城市脉络，但由于各方面的客观原因，大数据在城市脉络绘制应用中

析，为城市运营管理提供大量的科学数据支撑，开展城市“体检”，诊断城市问题，对过去的城市

仍存在不少制约，阻碍了大数据在提升城市规划、塑造智慧城市、实现绿色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规划及其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和分析，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现状和优化规划的策略，指导城市运
营管理决策。在城市原有的建设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优化完善城市规划，使城市治理由经验治理转

（一）信息孤岛现象严重

变为科学治理。如微软亚洲研究院利用摩拜共享单车的轨迹大数据，形成了一个覆盖6个地铁站的自

由于我国城市、企业的信息化是在不同时期分散实施，数据库系统、信息编码规则、业务流程定义等方

行车道规划方案，旨在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提升公众的骑行体验。利用大数据手段，可以更精

面的执行标准各不相同，系统无法信息共享和集成，而且行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信息孤岛在我国是一个

准地发现城市问题并加以解决，探索城市运营管理的新方式和新手段。

普遍问题。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将进入“深水区”，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
的信息互联、互通、共享格局还未形成，城市规划硬件设施重复建设、标准不一等问题不断凸显，信息孤岛问
题将变得更为严峻。各部门、各领域之间社会运行数据信息整合力度的不足，影响了大数据的综合分析和利
用，使大数据难以在城市脉络绘制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图3 上海金运路地铁站周边地区自行车道修建推荐方案图

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
间的信息互联、互通、共享格
局还未形成

智慧城市建设将进入“深水区”
城市规划硬件设施重复建设、
标准不一等问题不断凸显

信息孤岛问题将变得更为严峻

28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2017.11 -

29

专题

COLUMN

人本视角下的人与城

策划 / 编辑 ＿李 琳 设计＿刘文杰

（二）缺乏核心技术及高端人才

（三）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不足

当前，在城市规划设计中运用得较多的信息技术主要有Auto CAD制图技术、GIS地理信息

大数据在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的同时，也带来了“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安全风险。大数据时代

技术、GPS定位系统和RS遥感技术以及Network网络技术，而国内基础软件、高端芯片、关键

数据源多样化，数据对象范围与分布更为广泛，对数据的安全保护更为困难。我国信息安全技术

组件等核心技术储备不足，CPU、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大多依赖于国外。大数据产业在我国属

水平不高，核心信息技术及设备的缺乏、信息安全法制的不健全，加之大数据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

于新兴行业，大数据应用起步较晚，人才培养机制不足、培养体系不完善，教育和职业培训不

离，使得数据公开和隐私保护之间的协调更加困难，大量的社会运行数据存在蒙受意外泄露的安全

能很好地满足行业发展需求，各区域、各领域、各行业、各层面的大数据专业人才普遍匮乏，

风险。信息安全关乎城市安全、社会安全以及政府安全，信息安全一旦防护不当，很可能会造成城

不仅缺乏高层次、复合型的大数据科学家、首席数据分析专家，也缺乏从事基础性工作的数据

市管理局部混乱，政府管理应急决策失误，引发社会局部动荡。

人才，限制了大数据在城市脉络绘制中的应用。

应用起步

培养机制

较晚

不足

核心信息技术及设备的缺乏

信息安全法制的不健全

30

培养体系

人才普遍

不完善

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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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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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数据在城市脉络绘制中的主要建议
针对以上大数据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客观实际考虑，就大数据在城市脉络
绘制中的作用发挥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信息共享开放，建设空间信息公共平台
解决信息孤岛难题，需要上下联动，完善顶层设计，加强横向互通。强化对大数据建设工
作的组织协调，打破地区和部门数据壁垒，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数据对内共享和对外开
放，建立政府和社会联动的大数据形成机制，以政府数据公开共享，推动公共数据资源的开发
利用，减少硬件设施重复建设，节约财力物力人力，提高政府在城市规划中的工作效率。加快
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搭建空间信息公共平台，实现数据资源联合共建、广泛共享。与大数
据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进大数据在城市脉络绘制中的全方位应用。

强化对大数据建设工作的组织协调
·打破地区和部门数据壁垒
·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数据对内共享和对外开放
·减少硬件设施重复建设，节约财力物力人力

（二）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大力培养大数据人才
加大资金投入，积极引进先进的大数据处理技术、分析技术以及可视化技术，培养有知识有技术的高级大数

加快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据人才，提高对大数据的处理能力和分析能力，加速提取城市规划所需的信息，减少分析结果误差，提高大数据可
视化程度，促进相关人员对城市布局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规划。建立健全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推动高校、行业企

·搭建空间信息公共平台
·实现数据资源联合共建、广泛共享

业和科研院所之间的深度合作，加强大数据技术研发、市场推广和服务咨询等方面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三）完善信息安全体系，加大网络信息安全保护
完善信息安全体系，加强规范网络信息安全，加大网络信息安全保护。从法律层面上，加快完善相关信息安

与大数据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全法律法规，健全信息安全法律体系，消除网络信息安全法律灰色地带，提高窃取信息犯罪成本；从技术层面上，
加快自主研发相关核心技术及设备，扶持信息技术企业壮大发展，尽早实现自给自足，尽可能规避信息泄露风险；
从机制建设层面上，提高大数据信息安全风险管控能力，建设大数据信息安全的风险评估机制、应急响应机制、灾

·共同推进大数据在城市脉络绘制中的全方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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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恢复机制，从而形成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贯穿始终的风险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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