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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大数据和智慧城市技术的内涵及其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价值，并对大数据和智慧城市技术在现代城乡规划中的应用 

展幵探索，旨在借助新兴科技力量增强现代化城市的管理，促进城乡新面貌的形成。

【 Abstractj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big data and smart city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value in urban planning, and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smart city technology in modem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iming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modem 

city with the help of emerg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outlook for urban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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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大数据和智慧城市技术的内 

涵及其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价 

值

1 . 1 大数据技术的内涵及;、v:用价值

大数据是指规模巨大、结构复杂的 

数据集合，技术特点一般被称为“4V”， 

即体积大（Volume)、速 度 快 （Velocity)、 

种 类 多 （Variety) 和 实 时 性 （Virtual)。 

大数据技术作为信息智能领域的核心技 

术之一，在城乡规划应用中有着巨大的 

优 势 ：

①准确性高，城市规划建设大数据

系统的原始数据来源真实性、数据量和 

时效性均有保障，可以帮助决策者精准 

掌控城市发展的趋势；

②大数据技术的运算工作基于强大 

的计算机处理系统，数据获取和整合速度 

快，便捷性程度高，方便城乡规划人员与 

管理者进行设计与决策，且有助于资源的 

合理调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城市规 

划的经费幵支m 。

1 . 2 智慧城市技术的内涵及应用价值

智慧城市技术是运用信息和通信的 

方式全方位立体化地感测、分析和整合

现代化城市运行系统的各项数据信息， 

从而有针对性且迅速地对城市环保、公 

共安全、城市服务和工商业活动等需求 

做出智能响应，使居民享受到一体化贴 

心式的服务。智慧城市技术完美融合了 

物联网、云计算、数据挖掘、知识管理、 

人工智能和社会网络等技术工具，同时 

深刻贯彻了以人为本的创新理念，不仅 

可以满足人们的实际物质和精神需求， 

而且恰好迎合了时代最前沿的脚步。例 

如，韩国以网络为基础，倾心打造了一 

个集绿色环保和数字化于一体的智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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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

态城市，凡是城市内的居民均可享受全 

方位覆盖的网络，不仅可以远程智能监 

控家庭的建筑能耗，还可以轻松幵展远 

程教育和医疗活动。

2 大数据和智慧城市技术在现 

代城乡规划中的应用探索

2 . 1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城乡规划工作的核心是构建城乡规 

划大数据系统，对城乡规划工作中需要 

的城镇规划数据、城市规划数据、乡规 

划数据、镇规划数据、村庄规划数据以 

及民众对城乡规划工作的意见与建议进 

行收集、整合及管理，使规划工作有序 

进行。在应用该技术时，要注意大数据 

基础设施的全面建设，只有落实基础设 

施建设工作，才能保证城市规划工具数 

据收集的动态性、实时性和可靠性。在 

城市和乡镇城市规划部门构建基础设施 

工作上，首先要保证互联网设备的完善 

以及高速宽带的覆盖，具备互联网技术 

人才，便于城乡规划工作中所需数据的 

收集。另外，为保证居民可以对城乡规 

划工作提出建议，可以设计手机端和电 

脑端的数据平台，方便民众可以通过该 

平台与城乡规划管理者进行沟通，进而 

提出意见。

从城乡规划工作的性质上分析，需 

要大量的地理空间数据以及人文、历史 

数据，因此，利用大数据技术要做到科 

学可视化，简称为数据可视化技术，简 

单来说，利用该技术可以为城市规划工 

作人员提供目标区域完整、直观、可交 

互性的空间信息，利于管理者的决策[21。 

我国的百度互联网企业在该方面做出了 

积极的尝试，由其一手研发的百度大数 

据平台，在国家公共节假期等人流密集 

时间，可以实时收集并向人们展示城市 

交通状态，为人们的轻松出行提供合理 

的辅助规划，同时就交通部门而言，百

度大数据平台的上线可以帮助工作人员 

实时检测交通状态，并提供一些有效的 

疏导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智能城 

市建设的进程。

2 . 2 智慧城市技术的应用

大数据和智慧城市不再是初步的构 

想，目前，国际上许多发达国家早已将 

其应用于城乡规划建设中，并取得了十 

分显著的成效。例如，在阿姆斯特丹地区， 

智能城市系统和公共照明设施实现了无 

缝连接，夜晚时，照明传感器会自动感 

知到光度变化，随后开启照明模式；芝 

加哥地区则是广泛构建了 G PS传感器网 

络 ，实现了城市街区的数字化规划；纽 

约地区在地下水道系统中安装了传感器， 

极大地增强了城市污水排放和雨水径流 

水平的检测能力。另外，据证实，法国 

尼斯智能城市试点项目完全以 IP技术为 

架构，基于经济模式，并利用物联网技 

术规划未来城市和社会整体效益，形势 

大好。

由此来看，智慧城市不仅是指城市 

化信息化发展水平高的智能城市，还需 

要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体现“以人为本” 

和 “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智慧城市的 

建设与城乡规划工作有性质上的相似点， 

都是以促进城乡规划建设的“现代化”“智 

能化”为出发点。城乡规划注重城市规划、 

农村绿化交通消防等方面的布局、城乡 

环境的改善、修补生态环境和城市建设， 

在这一过程中注重“智慧城市”的理念 

有利于城乡规划建设的现代化和智能化 

发展[31。

交通建造的完善是带动区域社会 

经济幵展的重要条件，分析我国现阶段 

区域交通情况，部分地区仍存在交通管 

理的无序性和随意性，交通建造的规范 

程度较低，极易造成交通堵塞。而利用 

大数据技术下的智慧交通，交通管理人 

员可以通过卫星、无人机和各路口摄像

头等设备监控不同路段的交通情况，并 

对数据进行整合，管理人员和居民可以 

通过各种终端设备获取路况信息，方便 

居民的日常出行，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交通事故的出现。此外，还应重视 

城市幵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重视绿色 

出 行 的 “智慧”理念，建立公交车专用 

道 ，优化城市、乡镇区域的交通网络[4]。 

智能城市的理想交通网络构架如图1所

7]\ 〇

二:维地图

传感器

阌1智能城市的理想交通网络构架

完善基础建设，促进生态发展是落 

实智慧城市的重要工作，由于城乡规划 

工作涉及面积较广，人口和社会结构的 

复杂性导致部分区域的基础设备和公共 

设施缺失，智慧城市背景下，既要重视 

该区域的基础设备与公共设施的完善， 

还要注重绿色生态，提高目标区域的宜 

居性。做好该工作需从以下几点着手：

1 )  利用大数据技术整合目标区域方 

位、城市、乡镇发展水平和经济水平等 

要素，拟定城乡规划的计划表；

2 )  基础设备和生态区域要符合城乡 

居民的实际需求与功用定位；

3 )  整合市政资源，科学利用土地面 

积，重视城乡规划工作的有序性，确保 

基础设备、生态区域占地面积以及布局 

的合理性；

4 )  从宜居性的角度完善城乡规划工 

作的公共安全设计，例如，在土地运用 

规划上，重视居民活动、娱乐中心以及 

文明中心修建的设计，提高城市边缘区 

的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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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物联网进行整个城市运行过程的科学 

管理。

在设计系统架构时要注意以下内容： 

丨）设计运营架构，即从政府、企业 

以及行业三方着手，调查其涉及的相关 

业务，在构建运营架构之后协调三方的 

关系，在确保其具有良好的交互关系后， 

便可以按照相互协作、管理和投资等关 

系进行城市运营活动；

2 ) 设计保障架构，即充分利用信息 

共享技术、相关智能化与信息化系统保 

障规章制度以及安装的信息化设施来做 

好设计工作，保证智慧城市将运营和管 

理风险降至最低，各领域的运营业务均 

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以此实现不 

同职能部门、企业和个人在智慧城市的

平衡稳定发展；

3 ) 设计技术架构，智慧城市具有的 

所有功能均需要通过技术架构实现，因 

此 ，设计期间需要分析物联网技术应用 

的条件，探讨物联网在连接各个具有不 

同功能的系统时，是否具有符合物联连 

接要求的物理接口，采取的工作步骤和 

数据交换技术是否符合技术应用的规范 

要求，以此在条件完全满足系统架构设 

计的前提下，便可以将所有系统进行高 

质量的系统对接，通过技术方法完成系 

统架构工作。

3 结语

智慧城市规划设计包含的内容较多， 

如果某一环节的设计工作存在问题，将

会对整体的设计工作造成极大的不利影 

响 ，因此，该市智慧旅游城市的规划设 

计人员在幵展设计工作时需要结合本文 

分析的五个方面的流程来设计，以此协 

调和优化城市发展期间各方面的资源， 

构建信息应用系统，推动智慧城市的有 

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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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综上所述，在城乡规划工作中应用 

大数据技术和智慧城市理念可以提高城 

市规划工作的质量与效率，有利于推进 

我国现代化、智能化城市建设，可以大 

幅度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生活环 

境。但根据实际数据分析可知，无论是 

大数据技术还是智慧城市理念在我国 

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相关工

作人员与管理者要深入了解智慧城市 

的优势，注重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技术 

等新兴技术的综合、全方位运用，注重 

高素质人才与研究人员的引入，为我国 

城乡规划的现代化与智能化建设进程 

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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