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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基于大数据的城市治理精准化服务信息平台核心技术与应用效果ꎬ实现了基于互联网爬虫的人口、建
筑、企业信息爬取ꎬ进行了城市治理大数据分类清洗和城市治理数据仓库建设ꎮ 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大数据的城市治理

方法ꎬ包括“地－楼－房－人”一体化管理、大数据聚合关联分析、数据钻取等一系列分析模型ꎬ提高了城市治理精准度和

科学性ꎮ
关键词:大数据ꎻ数据爬虫ꎻ城市治理ꎻ数据仓库

１　 引　 言
所谓城市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

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ꎬ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

系ꎬ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

管理ꎬ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ꎮ 自我国把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

革的总目标之一ꎬ提出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要求以来ꎬ国内的许多城市都纷纷探索社会治理模

式的创新ꎬ实现从“管理”向“治理”的理论与应用提

升[１~３]ꎮ 与此同时ꎬ社会治理相关部门“条块分割”“各
自为战”“重复建设”的现象还普遍存在ꎮ 分散的管理

格局导致各类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ꎬ信息数据无

法共享共用ꎬ社会管理的力量无法统一[４]ꎻ传统的治理

手段导致基层负担重、行政效能低ꎬ基础性、源头性、苗
头性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反映和及早防控ꎻ落后的治

理机制使各级领导无法在第一时间快捷掌握全地区整

体动态ꎬ遇到紧急事件无法快速反应ꎻ城市管理与城市

治理相关部门的业务流程和需考虑的管理因素愈发复

杂ꎬ积累了大量离散的数据ꎻ跨部门的业务协同、数据

协同需求不断涌现ꎬ新的管理需求和问题也频出不穷ꎮ
与此同时ꎬ大数据技术方兴未艾ꎬ如何在大数据和“互
联网＋”时代推进电子政务的集约化ꎬ打通城市治理相

关部门之间的业务边界、数据边界ꎬ充分挖掘各类信息

数据在城市治理中能发挥的作用和价值ꎬ是目前我们

行业和社会所共同关注的重点ꎮ
本文探索了时空大数据汇聚、可视化分析与数据

挖掘等技术在城市治理领域的应用ꎮ 目前ꎬ本论文的

研究成果已成功推广应用至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国

家新区的城市治理工作中ꎬ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ꎬ推
动了政府城市治理方式的转变与创新ꎮ

２　 系统框架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治理精准化服务信息平台主要

由城市治理大数据库、城市治理信息平台、城市治理大

数据可视化及信息共享系统等子系统平台组成ꎬ采用

分层体系和“云＋端”架构ꎬ服务器可采用云端虚拟化

方式部署ꎬ终端打通覆盖手机客户端、视频摄像头、手
机信令、城市监测传感器等城市治理物联网数据源ꎬ应
用系统可在互联网或政务网等网络上运行ꎮ 平台的主

要架构如图 １ 所示ꎮ
其中ꎬ城市治理大数据库由时空信息数据库、城市

治理基础数据库、城市治理专题数据库、公共服务与城

市现状数据库、其他应用专项数据库等部分构成ꎬ涉及

５ 个主库ꎬ６０ 余类、数百层城市治理相关数据ꎮ 城市治

理信息平台实现数据采集、城市网格化管理、城市治理

业务协同联动、绩效评价、知识检索等功能ꎮ 城市治理

数据可视化及信息共享系统基于城市治理大数据中心

构建ꎬ实现城市治理相关的专题数据管理、统计查询、
大数据可视化分析展示ꎬ以 Ｂ / Ｓ 应用形式运行ꎬ为城

市管理者和城市治理业务部门提供辅助决策支撑ꎮ 系

统以 ＧＩＳ 技术为载体ꎬ整合、打通政府决策所需的各类

数据资源ꎬ包括多维时空信息数据ꎬ手机信令、监控摄

像头、环境监测传感器等实时数据ꎻ同时ꎬ整合城市规

划、国土资源、交通物流、商业服务、科教文卫等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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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跨领域的工作流数据ꎬ并基于一个平台实现数据的

综合展示、数据检索、信息共享ꎻ建立时序热力、空间关

联聚合等大数据辅助分析模型提高政府决策能力与公

共服务效率ꎬ作为城市治理数据的可视化与信息共享

基础平台支持城乡建设规划、城市治理、安全监管、应
急指挥、便民服务等一系列电子政务与智慧城市应用ꎮ

图 １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治理精准化服务信息平台架构

３　 城市治理大数据建设
３ １　 大数据分类整合原则

如图 ２ 所示ꎬ平台设计和构建了涵盖城市治理各

个主要应用领域与业务领域的综合大数据中心ꎬ包含

人口信息、建筑物信息、视频监控信息、城市管理部件、
工商法人、城市危险源、城市应急资源、科教文卫与福

利机构等 ６０ 余类、数百层与城市治理相关的数据图

层ꎬ总数据记录数千万级ꎬ存储容量 ＴＢ 级ꎮ

图 ２　 城市治理大数据分类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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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数据的数据清洗、分类、整合过程中ꎬ主要秉

承了以下 ４ 个原则:
(１)整体性原则ꎮ 大数据整合与政务信息和数据

的收集、组织、开发和利用关系密切ꎮ 要求其中的数据

与城市治理、城市管理业务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ꎬ并
且各数据之间并不孤立ꎬ具有逻辑关联和整体性ꎮ

(２)多样性原则ꎮ 各数据来源不同ꎬ保持数据的

多样性和各数据本身专有特点ꎬ保留数据亮点ꎮ
(３)以公众为中心原则ꎮ 以综合性和服务性城市

治理为目标ꎬ不仅满足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信息需要ꎬ也
要从城市生活、社会化应用角度更多为广大公众提供

有用信息和便利服务ꎮ
(４)以需求为导向原则ꎮ 数据的整合不是一概而

论ꎬ更不是盲目地将所有数据资源简单加工和整理ꎬ要
以服务于城市治理、服务于社会大众为需求导向ꎬ实现

有效数据的收集和整合ꎮ
３ ２　 基于互联网爬虫的数据获取与更新

大数据的采集与协同更新是保障数据生命力与应

用价值的核心ꎬ同时也是建设大数据中心的传统难点

问题ꎮ 为了实现数据的自动化、常态化更新ꎬ确保数据

的现势性与实用性ꎬ在平台中引入了数据爬虫技术ꎬ同
时从互联网和金宏网上自动获取与城市治理业务紧密

相关的信息数据ꎮ 可以定期动态地从省市政务信息资

源共享平台ꎬ链家、携程、天眼查等网站上获取城市治

理所需要的企业、建筑、人口、公共服务等各类信息数

据ꎮ 为后续的城市管理、人口分析、经济发展、应急辅

助决策等应用提供支撑ꎮ 在基于大数据的城市治理精

准化服务信息平台中ꎬ使用了两种数据爬虫技术ꎬ一种

是基于“操作宏”的数据爬虫ꎬ一种是基于 Ｐｙｔｈｏｎ 和

ＨＴＴＰ 协议的数据爬虫ꎬ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互联网数据爬虫及获取的企业信息数据的空间化结果

　 　 基于“操作宏”的互联网数据爬虫ꎬ主要通过模拟

鼠标点击的方式实现数据采集ꎬ对返回的页面进行基

于正则表达式的数据内容提取ꎮ 基于 Ｐｙｔｈｏｎ 的数据

爬虫ꎬ使用 ｒｅｑｕｅｓｔ 请求目标数据ꎬ使用 ｓｃｒａｐｙ 框架进

行数据内容的提取清洗ꎮ “操作宏”适合进行小规模

数据的快速提取ꎬ而基于 Ｐｙｔｈｏｎ 的数据爬虫则适合进

行大规模、大范围数据的定期采集与更新ꎮ

４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治理方法
通过大数据技术的支撑ꎬ平台实现了城市治理数

据的数据挖掘与辅助决策ꎬ提升政府的宏观决策能力、
应急保障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ꎬ实现微观精细化管理

与大数据宏观辅助决策无缝结合ꎮ
４ １　 “地－楼－房－人”四位一体化管理

如图 ４ 所示ꎬ通过基于大数据的城市治理网格化信

息平台的建设ꎬ实现了宗地数据的收集、清洗、整合ꎬ建
筑数据的采集和空间化ꎬ房间、住户信息的采集以及与

人社数据的有效整合和接口对接ꎮ 最终实现以地查楼、

以地查人、以楼查房、以楼查人、以房查人的连锁查询及

反向查询ꎬ在应急响应、重点人口管理、城乡规划建设、
公共安全、社区管理等领域有良好的应用价值ꎬ可以为

政府决策、管理及规划提供数据层面的量化依据ꎮ

图 ４　 “地－楼－房－人”一体化管理

同时ꎬ平台通过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 的方式打通与人社业

务数据库的关联ꎬ实现数据的实时校验与定期更新ꎮ
可以实时检索实有人口的社会救助信息等业务数据ꎬ
使平台与人社的业务系统实现了无缝对接ꎮ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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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运行管理

通过前期的大数据整合与集成ꎬ平台中实现了对

上百类城市治理相关的数据的可视化展示与查询ꎮ 平

台中整合了城市管理部件数据ꎬ小到一个上下水井盖ꎬ
大到大型公共停车场ꎬ在平台中均能实时检索到相关

的信息ꎮ
如图 ５ 所示ꎬ当出现城市治理问题时ꎬ例如某个雨

水井盖丢失ꎬ网格员上报后可以在大数据平台中实时

定位ꎬ查询出井盖的养护单位、管理单位和责任人ꎮ 在

大数据平台中整合了城市治理网格化管理系统中上报

采集的所有城市治理事件ꎬ可以对城市治理情况进行

四维度上的动态热力分析ꎬ对城市治理和公共安全事

件的处理情况、发展趋势进行有效分析和判断ꎬ发现治

理热点区域ꎬ评价治理效果ꎮ

图 ５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运行管理

　 　 此外ꎬ大数据平台中有全城域内所有的临街商铺、
重点企业、仓储物流、九小场所数据ꎬ通过生成各种图

形报表ꎬ可以对不同城市区域的宏观经济发展情况进

行监控和评价ꎬ分析不同区域的经济活跃度ꎮ 通过打

通与工商、法人信息库的联结ꎬ可以通过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实现数据联动和业务联动ꎮ 平台中还整合了城域

内所有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福利机构、体育设施、视
频监控摄像头、实景三维等信息数据ꎬ从不同的数据支

撑和分析应用角度为基于大数据的城市治理管理决策

提供服务ꎮ
４ ３　 基于大数据的公共服务管理

在基于大数据的城市治理精准化服务信息平台

中ꎬ研究并应用了一系列大数据挖掘与分析方法ꎬ通过

数据挖掘来发现海量数据中所暗含的规律ꎬ为城市治

理和城市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数据参考ꎬ使每一个

决策都有数据可依ꎮ

图 ６　 基于大数据的聚合与数据关联分析

　 　 例如ꎬ图 ６ 所示为青岛市市北区公共停车场和临 街商铺基于大数据聚合分析的结果ꎮ 可以从数据中直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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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地看出ꎬ城区南部的停车场分布较为密集ꎬ结合日常

的公共交通流量数据ꎬ就可以较为准确地评估新规划

停车场的区域ꎮ
此外ꎬ基于大数据的分析方法ꎬ使城市管理者能透

过现象看本质ꎬ发现单一数据中难以发现的规律现象ꎮ
从聚合分析中可以发现ꎬ市北区停车场的空间聚合分布

与临街商铺的空间聚合分布呈现某种正相关现象ꎬ即停

车场分布密集区域临街商铺的分布亦密集ꎮ 基于上述

规律ꎬ在空间聚合的结果上再应用统计学中的相关系数

计算模型[５]ꎬ可以从统计学角度证明ꎬ青岛市市北区的

公共停车场建设不仅能够解决交通和市民出行问题ꎬ还
可以对区域经济发展ꎬ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ꎮ
４ ４　 基于数据钻取的应急保障与辅助决策

如图 ７ 所示ꎬ基于大数据的城市治理精准化服务

信息平台依托数据爬虫、网格化采集等多种技术手段

确保数据准确、全面、现势性好ꎮ 所以ꎬ该平台在应急

保障和辅助决策方面有非常好的应用效果ꎮ

图 ７　 基于数据钻取的应急保障与辅助决策

当在区域内发生应急事件时ꎬ通过大数据平台结

合 ＧＩＳ 技术ꎬ可以通过数据钻取实时分析出事件周边

的各类资源、设施的分布情况ꎮ 例如在 １ ｋｍ 范围内有

多少消防队、派出所、应急资源储备设施可以利用ꎻ有
多少危化品存储、运输单位ꎬ相关的危化品是何种类ꎬ

应急预案、责任人的信息是什么ꎻ周边有多少中小学

校ꎬ学校中有多少学生ꎻ周边有多少医院ꎬ医院的等级、
专科、床位数量以及到达指定区域的最短距离、时间等

等ꎮ 上述信息均可以在一个大数据平台中进行检索和

分析ꎬ并且可以进一步通过城市治理指挥中心与相关

部门的责任人和业务系统直接建立联系ꎬ使应急响应

与应急保障更及时、更有效ꎬ在时间就是生命的应急响

应过程中ꎬ发挥关键的作用ꎮ

５　 总结与展望
通过基于大数据的城市治理精准化信息服务平台

的开发与应用ꎬ实现了宏观、微观结合的科学化城市治

理ꎬ解决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问题ꎬ通过大数据

应用与分析ꎬ提升宏观决策能力与科学性ꎬ发现城市治

理的隐含问题与规律ꎮ 后续ꎬ将在大数据更新机制、大
数据挖掘ꎬ动态非结构化数据集成等方面开展研究ꎬ分
析城市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ꎬ对平台进行拓展与

升级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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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ａｓｅｓ[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ꎬ
２００８ꎬ５６(６):２２３９~２２４８.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ｇ－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Ｚｈｏｕ Ｓｈｅｎｇｃｈｕａｎ１ꎬ３ꎬＨｕａｎｇ Ｒｏｎｇ３ꎬＺｈａｏ Ｊｕｎ１ꎬ３ꎬＷａｎｇ Ｈａｉｙｉｎ１ꎬ２ꎬＨｕ Ｚｈｅｎｂｉａｏ１ꎬ２

(１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６６０３２ꎬ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Ｌｏｃ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ｅａ－ｌ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６６０３２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Ｗｅｓｔｃｏａｓｔ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 Ｃｅｎｔｅｒꎬ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６６０３２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 ｎｏｖｅｌ ｂｉｇ－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ｗ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ｉｇ－ｄａｔａ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ꎬ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ｉｇ－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ｉｇ－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 ｔｈｅ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ｉｇ－ｄａｔａꎻｄａｔａ ｃｒａｗｌｅｒꎻ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ꎻｄａｔａ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５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