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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格局是居民活动出行和区位选择的累积结果

个体活动出行

活动/行为

为什么去？

出行模式

活动强度 • 强度时空变化特征
• 活动类型变化特征

• 时空轨迹模式特征
• 时空交互网络特征



城市空间格局 城市要素、活动或功能的空间组织形式及变化特征

优化城市空间格局对于高密度城市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免费赠送

1 城市空间布局 2 城市空间形式 城市空间规模3

城市病：如交通拥
堵、环境污染、资
源分配不均等

城市空间格局反映了城市发展过程、程度和趋势



多维传感设备的普及和信息科技的渗透产生了
海量的城市监测和人类行为数据01

泛在移动计算使得数十亿人通过手机
等智能设备串联人。这些设备记录用
户行为，包括社会行为和高精度的位

置信息。

02

以其自身规模优势，减少传统分析对先验假设
的依赖，使以前难以直接研究的问题变得可行03

活动

“感知的一天”

记录了大规模个体的出行信息，为跟踪人类活
动与城市互动关系带来了巨大变革

GPS、智能卡、手机等多源装备捕捉不同尺度、不
同人群的城市移动数据
现势性高、样本量大、成本低、效率高、多样性好

城市大数据为城市空间格局的精细化研究带来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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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框架



（一）基于海量轨迹大数据的高精度语义重建

03

实现了海量轨迹大数据的智能处理，发展基于机器学习的轨迹重建与语义标记算
法，得到高时空精度和高语义层次的轨迹数据集，可应用于智能推荐系统、智慧
导航等领域。

大规模语义轨迹高精度重建算法研究大规模轨迹数据时空分割

可视分析平台

深圳市居民活动空间分布



（二）基于多源城市大数据的城市功能区识别

提出融合城市多源数据的要素融合表示学习，构建基于图神经网络的城市功能多
尺度识别模型，分析城市功能分布的时空动态演变特征，可应用于城市规划、智
慧政务等领域。

基于人类活动的城市功能动态分布城市功能的多尺度识别模型框架



（三）城市大数据驱动的城市群感知计算平台
 构建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多维度测度指标（ “人口-经济-交通-出行-土地-设施” ），实现多

源异构数据的统一管理与建模，构建城市群感知可视计算平台，支撑大数据驱动的超大城市区域的城
市模拟。

粤港澳大湾区感知可视平台（demo）城市群感知可视平台构建框架



小组招募

人工智能时空大数据
分析

智慧城市

欢迎对研究感兴趣的同学加
入我们小组！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E-mail: caojinzhou@sztu.edu.cn

数据 计算



关于课程 About this course
课程定位：数据科学与大数据系列课程的基础课和先导课

后续课程：大数据原理与技术、人工智能导论、大数据融合技术、
大数据编程与可视化技术、高级统计学、深度学习方法与应用等

课程目标：
让同学们对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针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深入讲解
了解数据处理与分析的基本工具与常用技术、发展前沿和应用案例
树立数据科学的基本思路，了解数据的“能”与“不能”
利用实验课，初步掌握使用数据分析手段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能力，独立

或小组的形式完成实验内容和大项目



关于课程 About this course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导论课能让你成为数据科学家吗？
不能……
但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应用数据

将来可能从事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或者技术开发， 希望这门课程带给你

们的是终身受用的数据思维和创新能力。



课程介绍
课程覆盖的内容
处理和分析各种类型的数据

• 文本、图、空间、时间、关系、Web、时间序列、流数据……

解决数据科学的两个核心任务

• 从数据中洞见真知：raw data  Insights

• 基于数据驱动进行决策支持：城市大数据分析、文本挖掘、图数据分析……

掌握数据分析的技能与工具

• Python及其数据分析工具（自学）

• 机器学习初步

• 数据统计基础、深度学习、数据库系统、最优化……

了解大数据处理的工具

• 初步介绍一些分布式数据处理工具、数据存储平台、数据可视化工具等



课程章节及学时分配（计划）
 课程共计18周（1-18周，18次课）

 Intro，4次课

 1）大数据概述 Introducation to big data

 2）数据科学基础 Data Science Fundamentals

 3）大数据处理基础 Big Data Analytics Fundamentals

 4）大数据与数据科学应用案例 Big data and Data Science Applications

 数据统计基础，2次课 Data Statistics Fundamentals

 大数据分析算法，2次课 Big Data Analytics Algorithms：机器学习相关

 1）聚类、分类 Clustering and Classification

 2）回归、关联分析 Regression and Association Analysis

 大数据处理工具，2次课

 1）大数据可视化 Big Data Visualization

 2）大数据处理平台与数据存储 Big Data Platforms and Tools and Data Storage



课程章节及学时分配（计划）
 课程共计18周（1-18周，18次课）
 数据科学前沿专题，7-8次课
城市大数据科学 Urban data science
图数据计算 Graph data computing

 图的基本概念、图的构建与可视化、图的中心度分析、图的社区检测、影响力
分析

文本挖掘 Text mining
 文本的预处理(如中文分词)、文本的分类、文本的检索…

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 AI and Deep learning
 课程回顾与复习，1次课



课程介绍
课程不会深入的内容

数据库系统与技术(如SQL查询)

• 实际上，数据科学家需要非常熟练的掌握数据库技术

• 我们把这部分知识留给后续的数据库相关课程

Python程序设计与数据分析编程实践【自学】

• 实际上，这部分对成为一个数据科学家来讲非常重要

• 我们认为你们已经掌握Python，或者能够通过自学+上机课掌握基本的技能

复杂的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模型

• 实际上，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 我们会讲解机器学习的基本思想与最简单的模型，把更复杂的知识留给后续的课程

数据伦理问题

• 目前学术界与工业界对数据伦理的研究尚待深入



课程网页 www.caojz.cn/courses/idsbd/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导论》课程 18

下周开通

授课PPT将会每周课程结束后上传到课程网页

作业/项目安排/自学教程/阅读材料等资料将会不定时上传到课程
网页

请同学们收藏网页，不定时check！！！



课程要求与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应用数据

考核方式（初步计划）
 作业（10%）+课堂出勤（5%）+实验报告（35%）+大作业（10%）+期

末考试（40%）

出勤得分：每次主动回答问题，课后来讲台登记学号姓名，可获得考勤
加分。

实验报告：交电子版，具体上交方式见课程网页。每迟到1天上交，总
分扣10分。



关于大作业 Final Project
以小组形式，提出一个有意思的研究假设或洞见，并用数据分析与大数据

方法方法进行实现，并用可视化方法进行成果展示。
第4周完成小组成员组队，小组成员不超过3人。
任选题目，课程网页会公布一系列建议选题，供大家参考。
例如：1）坪山地铁开通后房价预测；2）微博数据的社交关系研究；
第一阶段：提交项目介绍书（DUE WEEK 7），须包含以下内容：

清晰的问题陈述
拟使用的数据介绍
实现计划+拟运用的工具、方法、模型等
研究计划（学期里程碑）
小组成员分工

第二阶段：进度展示
  课堂PPT汇报，5页PPT，每小组5分钟

第三阶段：期末展示
期末时段，展示方式：PPT汇报+海报展示



Ques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