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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突破城市总体规划 “目标 结果”式的实旋评估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利 

用基于信息技术的大数据与城市统计年鉴、城建统计年报、专项统计数据、遥感影像等共同构建多源数据， 

t％4师 开展 “目标一动态监测一结果”多维度评估工作，将成为评价、考核、引导城市总体规划及配套政策逐 

步科学化、高效化的主要趋势。评估工作体系也将呈现出年度总体动态监测及评估、年度各类专项监测 

及评估、5年实施情况评估、规划期末实施情况总体评估等多种类型。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rought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to break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al result“formula of master planning Using large data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urban statistical yearbook．urban construction statistics annual 

report．special statistical data and remote sensing image to build multi source data together．carry 

out the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of“goal— dynamic monitoring— result” it will become the main 

trend of evaluating，assessing and guiding the master planning and supporting policies to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The evaluation work system will also show a variety of types of annual overall dynamic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annual special monito ring and assessment．5 year lmplementation 

assessment，and the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n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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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是对总体规划阶段性 

实施情况的 “把脉”，是综合评价城市规划编制、 

实施、管控成效，为城市规划修编、新一轮规划 

编制、配套政策优化调整提供技术支撑的重要工 

作。2008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 《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首次明确要求把城市总体规划 

实施评估工作作为规划管理的法定性和常态化工 

作。201 7年住建部 《关于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试点 

的指导意见7明确提出建立 “一年一体检，五年 

一 评估”的规划评估机制，进一步阐述和强调了 

规划评估工作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 

方法、理论研究等成果逐年增加，但多以规划目 

标、城市空间格局、用地布局等 “静态蓝图评估” 

作为主要内容，周期以五年一次为主，缺 乏实时 

监测和动态评估，难以及时发现规划实施过程中 

的不足和问题，不能为规划内容、政策设计以及 

规划运作制度提出修正、调整的建议 ⋯。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移动终 

端设备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推动了基于信息技术的数据技术的革命性发展。 

本文试图利用基于信息技术的大数据与城市统计 

年鉴、城建统计年报、专项统计数据、遥感影像 

等共同构建多源数据 ，一方面针对城市发展方向 

和空间布局、各项强制性内容的执行情况等进行 

实施情况评估．一方面针对强制性内容年度落实 

情况、服务设施空间配置质量及配套政策实施情 

况等进行动态评估。通过传统评估方法与新兴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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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方法的结合 相互弥补，探索城市总体规划实 

施评估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1传统数据支持下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存在的 

不足 

1．1受限于统计数据信息量，规划实施评估的 

完整性和系统性不足 

各类相关统计数据中与城市总体规划评估相 

关的指标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城市人口、建设用地、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等，传统评 

估通过采取 “目标一结果”的结果式评判方法， 

严格以总体规划目标为衡量标；佳，对相关方面阶 

段性发展或建设成效达标情况进行评价。但是由 

于统计数据的全面性不足，难以评价城市职住平 

衡、交通出行效率、基础设施运行效率等深入反 

映城市发展水平指标水平，影响规划实施评估结 

果的完整'l'~-fE系统性。 

1．2受限于统计数据获取方式，规划实施评估 

的准确性和动态性不足 

受到目前行政体制、数据多头管理、基层专 

业人员不足等一系列因素影响，采取自下而上填 

报的各类统计数据往住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误差， 

且在利用此类数据时通常难以深入验证和校对， 

一 定程度上影响规划实旌评估结果的准确性。此 

外、各类统计数据一般采取年度发布方式，并以 

阶段性结果数据呈现，缺少一定时间内实时动态 

数据 ，难以；隹确、有效反映出指标变化过程和特征， 

导致规划评估的动态调控作用不足。 

2多源数据支持下的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 

方法研究 

2．1多源数据说明 

本文提出的多源数据可分为专项统计数据、 

遥感影像解析数据和互联网大数据。其中专项统 

计数据包括城市统计年鉴、城建统计年报及其他 

专项统计数据，主要用于对规划确定的阶段性人 

口及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完成度评估。 

遥感影像解析数据主要是以一定区域内的各 

类遥感影像为基础数据．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城市 

建设’隋况等进行技术分析后提取的相关专项数据， 

还可以通过不同时期数据的比对，进一步揭示城 

市建设发展过程中的趋势和规律。 

互联网大数据主要是指人们通过互联网进行 

信息获取、经济活动、社交通讯等产生的可以反 

映出某类物质或现象的大小规模、空间分布、变 

化规律等信息的巨大数据源。互联网大数据高效 

性、时效性、海量性的优势对于揭示城市运行过 

程中产生的问题，特别是对于研究以人类活动为 

主导因素的城市运行内在客观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22．评估内容和总体框架 

关于城市总体 规划实施评估的主要内容。国 

内一些学者作了相关探讨和研究，李玉呜、沈颖 

溢认为，规划实施评价内容应围绕目标实施、空 

间发展、公众参与和措施落实四个领域展开 ：韦 

梦鹃认为城市总规的实施情况应该体现在两个层 

面，即总体规划目标的具体落实情况以及为保证 

总规目标的落实而采取和制定的相关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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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主要内容及总体框架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的实施情况。 

综合有关学者基于大数据进行的最新研究 

笔者认为未来城市总体规划评估工作将逐步成为 

评价、考核、引导城市总体规划及配套政策逐步 

科学化、高效化的常态化工作，工作本身也将呈 

现出多种类型，如年度动态监测及评估、年度各 

类专项监测及评估、5年实施 隋况评估、规划期末 

实施情况总体评估等，共同构建为城市总体规划 

实施评估工作体系(图1)，评价主要内容将涵盖 

实施结果评估和动态过程监测，评估方法逐步向 

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结合、静态评估与动态监测 

结合、实施结果与过程监测结合的多元复合方法 

体系发展。 

2．3实施结果评估 

实施结果评估的重点主要内容包括规划 目标 

完成度、空间形态发展情况、用地布局落实情况 

和强制性内容落实情况。 

规划目标完成度评估可以从人口、经济、用地、 

生态环境等指标考察规划实施过程中某一阶段任 

务目标的完成 隋况。以有关政府部门发布的城市 

统计年鉴、城建统计年报及其他专项统计数据为 

主要依据，采取分析统计、校核验证、耦合性分 

析等定量计算方法，客观反映总体规划各分项目 

标完成情况。 

空间形态发展结果评估可以通过解析不同时 

间段的遥感影像数据，分析和研究一定时期内城 

市空间发展特征，较为宏观地反映出城市空间结 

构及功能布局落实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 

用公共交通刷卡数据、出租车出行数据、互联网 

各类POI数据等多源数据，分析城市居住、教育、 

商业、医疗、办公、公园、交通等空间发展特征， 

研究城市功能布局及相互联系强度，作为宏观层 

面评估工作的深化和细化，共同组成城市空间形 

态发展情况评估的主要内容。 

用地布局落实结果评估重点从用地总规模、 

各类用地规划规模、人均建设用地规模、各类用 

地占比、地均产值指标、各类用地调整情况等相 

关基础指标展开。数据来源以城市统计年鉴、城 

建统计年报及其他专项统计数据为主，通过遥感 

影像数据再做进一步分析和验证。重点反映城市 

建设用地开发边界控制情况、总体规模控制情况、 

用地节约集约隋况、用地产出效益情况等。 

强制性内容落实结果评估重点包括 “三区四 

线”管控结果和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结果。利 

用遥感影像获取规划基期至评估截止时期的建设 

用地变化图斑数据，与城市总体规划 “三区四线” 

各相关条文、图纸进行比对，通过分析统计、现 

场调查等方法对变化图斑涉及的具体项目位置、 

性质、用地规模是否符合 “三区四线”管控要求 

进行总体评价。 

2．4动态过程监测 

动态过程监测的重点和目的是通过对城市总 

体规划强制性内容落实、服务设施建设及运行、 

下位规划编制及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落实、配套 

政策制定及实施等具体工作的年度完成情况进行 

监测和评估，为规划期限内总体规划的修改、下 

位规划的编制及调整、配套政策的不断优化提供 

技术支撑。 

城市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落实情况的动态过 

程监测区别于实施结果评估中五年或规划期末强 

制性内容落实情况的总体性评估，重点在于城市 

年度规划建设工作中有关强制性内容的落实情况， 

时效性更为关键，目的是及时发现规划建设管理 

和 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下一年或几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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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工作安排和规划实施措施的制定、优化提供 

技术支撑。 

服务设施运行情况的动态监测途径是通对过 

各类论坛、贴吧、微博等涉及如教育、医疗、体育、 

文化、交通、市政等城市服务设施的话题进行整 

理、分析和统计，还可以通过搜集市民经政务网 

站对服务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发起的讨论、建议 

和投诉等内容，客观反映城市服务设施服务水平 

和居民满意度，有助于政府各相关部门及时优化、 

调整和完善服务设施的配建和政策保障。 

下位规划编制对总规强制性内容落实情况的 

评估主要作用是确保强制性内容的层层刚性传递， 

是维护总体规划严肃陛和权威性的有力技术手段。 

通过对年度新编制的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及各专项规划中涉及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落实 

情况进行评估，一方面补充完善了规划管理制度 

体系，降低了因为管理体系不健全导致的规划强 

制性内容难以落地生根的可能性：一方面能够从 

技术角度及时发现相关规划违反总规强制性内容 

的问题 ，实事求是的为规划内容的调整提供技术 

参考和依据，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 

长期以来，各部门较为重视相关管理办法和 

实施细则的制定，但实施效果和政策的进一步优 

化往往得不到重视，这也是影响规划实施效果的 

重要因素之一。在当前大数据时代，可以通过互 

联网高效、便捷的开展社会舆情监测和调研工作， 

发现配套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适用、 

不合理等问题，便于及时优化和调整，对于深化 

落实总体规划内容，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实现城 

乡精细化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园岛 

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提出以多源数据为依据 

的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体系、方法和主要内容， 

一

是运用大数据方法探索和研究了解决以往实施 

评估工作时效性和动态性不强的问题：二是提出 

通过开展总规强制性内容年度评估和配套政策的 

年度评估工作，进一步完善了规划管理制度体系， 

有助于推动总规强制性内容的落地生根。与此同 

时，在当前推行国土空间规划的背景下，如何对 

多规融合进行综合性评估，可能是未来所面临的 

新挑战和新难题。另外，围绕互联 网大数据的相 

关标准体系还尚未建立，数据获取的规范性、科 

学性，以及数据的准确性有待验证和提高，也是 

大数据在各行业内利用和发展所面临的困难。 

参考文献 - 

⋯ 孙施文 ．周宇 ．城市规划实施评价的理论与方法 [J】 

城市规划汇刊 ．2003(2)：1 5—20 
l2】李玉鸣 ，沈颖溢 关于提高城 乡规划实施评价有效性 

与可操作性的探讨 规划师 ，2010．26(3)：19—24 
l31韦梦鸥 ．城市总体规划实旌评估的内容探讨 【J】城市 

发展研究 201 0 1 7(4)：54—58． 

14l席广亮 ．甄峰 互联网影响下的空间流动性及规划应 

对策略 [J】规划师 2016I4)：11—16 
【5l龙瀛 ．孙立君 ．陶遂 基于公共交通智能卡数据的城 

市研究综述 【J】城市规划学刊 ，201 5(3) 70—77 

757 

一煳一一聃一 ～钳搬～ - - 一 一 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