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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l往参与智慧城市标准综合评价系统研发过程中 ，研究我国 目阿城市规划标准的现状 ，总结了我国现有城市 划栎准中存枉 

的 自成标准 、内容冲突 、缺乏衔接 碉等问题 ，并认为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缺乏一套促使 “多姚融合”的标准 。论义认为建立 “多 

规合一”标准关键的是解决 “多姚”之间数据不融的问 ，这就需要构建多规合一数据库，搭建信息平台，建立起监督管理，进 

而促进多规的融合。往智慧城市标准建设中，论文从如何利用智慧城市信息技术于段进行 “多规合一”标准建设的角度，面临缺 

乏统 一的标准支撑 ，探究 “多规合-----”标准建设的方法策略及主要内窬。 

[AbstractlThis article in smart cit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system development process，the research actuality of city planning 

standards in our country,summarizes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existing urban planning standards become standard，content，conflict，lack of 

such problems as Fairing，and argues that the root of these problems is the lack of a prompt”multiple gauge fusion”standards．This paper 

argues that establishing”rules”are the key to solve the”rules”between data does not melt．this needs to build more rules and database set up 

information platform，set up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thus promoting the ihsion ofmultiple rules．In standard wisdom city consuuction， 

this article from how to utilize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ans wisdom city”more rules and standard construction point of view，to explore 

the”rules”approach strategy and main contents ofthe construction ofthe standard，lack ofunified standards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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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引言 

2014年 8月 ，南陶家发改委、 土 

资源部 、环境保护鄢及住房和城 乡建设 

郎 (以下简称 “住 建部”)四部委联合 下 

发的 《关于开展市县 “多规 合一 试点 

1二作的通知 (发改规划 【201411971号 )》 

(以 下简称 《试点通知 >>)，确 定了 28个 

“多规合一”市 县单位 。而其他很多试点 

名单外市县也积极 响应 ，开展 “多规合 

32 

⋯ ” 丁作 ，可谓 “一呼 阿应”。【 】<<试点通 

知》魁为了寻求到能够解决各市县在规 

划编制 实施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的途径， 

同时也是政府规划工作机制加大力度改 

茚的重耍 举措 ，是强化空问规划、集约 

±地使用、完蔷空间规划标准的奠基石 ， 

对 于未来 中国城市 经济发展 、空间开发 

的优 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都具有重大的 

意 义。 

“多 合一” 已成为 各级 政府 以及 

各市 县的重要丁作之 一。 目前试 点工作 

也是开展得如火史【j綮，从 已经进行 “多 

规合一”编制的试点市县来看 ，“多规合 

一 ”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存在其局限性 ， 

许多试点市县在开展 “多舰合一”的 

作中 ，往往 比较注重 “协悯” ：【：地使用 

性质 、控制线划定等多舰之间的矛盾点， 

而在一定程 度 上忽略 了规划统领 ，符类 



 

划 r{ 政 ，缺乏统 ⋯的 划 “龙奠” 

引铷 ：I3外， }j 的 “多 合 一·”I L较 

 ̈重的fJj然越 j 地使 『}{的 】题， ， 

、 人项 目等 方面天 较少 ， ： 

求 “影 合 - ·” F作rf Jl 

U 新 ，动念悯恺 ， 重 分，个 彬虑 ： 

， 划 巾存 的期 川I 仍需进 

一 步探究 ． 匕较天汁的办是 “ fⅡj”、 

“近 }9】”，而较少 “远期”或卉 “远 

近结 ”。【 

t然．  ̈ 仆 的试^m “多地! 

合一” 的编 制] 作 、}z台创 、傅 

村 J创新、 划 榉合等方 埘艇他m 

仃f}{ 的 攀意 义，不 过，堪丁 

} 述 “ 一”现状以及存 的 不 ， 

“多 合 ·”n勺编制 施 7：作 螋 越 

一  比较允 统 一的 准采描 未来的 

城市 划。⋯ l，1统钡 “多 ”的人融合。 

坟 rj／、 带 钡 冬政 J}f=J=邢 f、J、 

研究院 犏 十Hf、 的 “多 合 一” I 

导川 ，供各市 进 行 “多地 俞 -” 

九勺编制 ～f 啦行执行、参彬 ，以推 动 

Ⅲ令IfIi的 “箩刎合⋯”] 作。魄 魁人 

数培、 息 代，、 n“巾 u三1 -：i f：,入以 

息 数据 堪黜的 慧城市 埋设 }l、f代， 

智慧城 市 设 济发展 、人 的 为 、 

创新镑蹦、流 侈动 、乍愁 境 、 卜 

乍 等方 ，技 什柑j 的 Jtj。 1 

曲或 未=>l∈城市 高 ，{=物联恻、 H 

务 、人数 等 息技 术 手段怍 辅助 ， 

而这 辅助乃 i1li以 不可抵挡 的趋势  ̈

渐杉响城市的 i_]=!设发 。 慧城 订̈几『 

说是敬 卞城 前、，j．联网、人数 的 合 

肜忿 ，它 以 ； 披 术为堪 的创新系 

统 ， 城市 资粥 九化 、城 m 

蛇j J新衍 、城 市 训数掂 采 鼎 合 

方而提 fjc强 人的披术 支撑。[ 此 ，彳了 

必婴从智慧城市 j“多 台一” 结合 

的角 ， 充，1 、 伯0城丌了 划 智 n止 

市背景殳Ilfllj 妲 · 比铰亢 的 “侈 

台 一”栎准 ．推动段⋯城 乡建设发 }l 

的 “多 融合”。I：t 

2 我同现仃规划系现状及M题 

我 ￡f肼的 抓准 点婪El1 

济 什 会发 ， E体功能 区 《， 

在1器规划 I： 内容 

(j智慧城市g 

白J芟乡 划 ，i地利}{lj 划以心环 境 护 

《等各项 项 划 战。ii 『【 经济 j 

仆会发 划魁区域、城 m 济 H会发 

总锄 以区域％济、打戊m 、 会 

等 丰婪6』f究 奔，⋯flffj 域 、城 

mI 发 目际幂̈方向， 、f 缎艘腑城市 

失策 彳了宏观 指导‘ 。打J《乡 划他 

城市总体规划、 制 划、修 

} 弹细 划 ， {i 务址 一一定 

【1、} ，以发 划 指 辱，划‘城市的 

发 战}I{}{训 目 行 } 进行落宴。 

也利 {̈ 划 主 是 ：} 地 j̈、资源 

分 方面进 l匀、iJ q ， 炎 项 

划 L地蚪发、使川 、 挺 供依据 。 

0 枷划 内柞l l'J从不川的 能出 

发编制的务炎 业 似 通 划 、 

水利 划 、环境 划、 ；岱 划等。 

彭炎} 的 rh丁 划川t途 不川 、 自 

『j荦 不州 ( 丧 l、文：』 示)，导 

做 之 间衔接融 合艘越求越 。现彳了 

的 划 准纷繁 、I、J 众多、 r1成 

雒 、得 闩为政 ， 划l_f}{能 1分不 ， 

“横 ”、“纵il_1J” 系 ⋯硼 ，进战 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实施力度 指导性 约束性 约束性 

实施 实施计划 年度政府工作报告 近期建设规划 年度用地指标 

规划年限 5年 1O一2O年 10年 

监督机构 本级人大 上级政府 、本级人大 国务院、上级政府 
监督 

实施评估 年度政府工作报告 规划修编 执法监察 

主管部门 发展和改革部门 城乡规划部门 国土资源gl~f-] 

管理 规划类别 经济综合规划 空间综合规划 空间专项规划 

规划特征 综合性 综合性 专项性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上层土地 编制依据 上层次规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上层次规划 

利用规划 
编制 主

要内容 发展目标和项目规模 功能结构、用地布局、建设时序安排 耕地保护范围、用地总量及年度指标 

编制方式 独立 独立 自下而上、统一 

审批机关 本级人大 上级政府 国务院、上级政府 

审批 审查重点 发展速度和指标体系 性质 规模和建设布局 耕地平衡和用地指标 

法律地位 《城乡规划法》 《土地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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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2空间规剃的摊肄性对比 

规划类型 主导内容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明确地区发展的发展策略、空间格局、核心发展目标和控制指标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建设用地规模和耕地、基本农田保护界线等 

城市总体规划 城乡增长边界、增长边界内部的空间格局 

其他相关规划 落实上述规划的具体要求和项目布局 ，开发时序等内容 

联级之 问的锚他 、越位拱 缺位 ，现行 

划市批程序繁琐 、悯蝼程 序务 一运作 ： 

柑关 法律法规之间 不协渊 ，缺乏 完藩的 

法规标准保障。 

一

，定程度 t，造成多规自成标准、 

内容冲突、缺乏}力_悯衙接 的根源可 以 

结为 “多 ”数据的不融合 ，也就 是说 

缺 乏统 一 统领 各 划 的 准。 管 在 

2014年陶家 鄢委联合}伟HJ“多 合一” 

试点建 ，冈此 ，需要结合智慧城市的 

建设人背 ，探讨智慧城市 佶息 化 角 

下建妲“多姚 合一”的标准陶缱桕 问题。 

3 “多规合一”的提出 

20l4 3月 ，《 家新 城镇 化规 

划 (20 14．2020)~叫确指出 ：推动加强城 

市规划 j 济手{ 会发展、主体功能 Ⅸ建 

设、 ：f：资源利川 、生态环境 保靠1、堪 

础设施建设等规划的相互衔接。推动彳了 

条件地区的 济 会发腱总体 划、城 

市规划 、I 地利川规 等 “多 合一”。 

20l4年 4月 ，《芙 丁 2014年深化经 

济体 制改革重点任务意见》。强 推动经 

济社会发 划、 土地利川规 划、城乡 

发展 划、乍态环境保{r1规划等 “多规 

合一”，盯展市县空 间规划改革试点 ，促 

进城 乡经济卞{会 一体化发腱 。 

20l4年 8月 ，国家叫部委 《芙于开 

展市 “多规 合一 ”试点 T作的通知 》 

试点市 28个，其中地缴市 6个 ，县级 

市堪 22个。 

}j nU已经进行的 “多舰合 一” 并不 

是 简荦的指⋯类规划 ，丽是针t对 一个 区 

域、一个城市昕对应的一个 间，统 一 一 

本规划”， 间安排 卜集约节约 ，往资 

源配 嚣 经 济、合理 、柯序 ，往宴 施管 

理中婪加速完善法律法 并』JIj大监督力 

度。『州 ，我们 应该 意到 ，我国的 

划标准缺乏统领衔接 ， 该促进 “多 

合一 ” 城乡规划事 l 中成为建设、宴施 、 

管 的 引领和依据 ，成为各类 划 的统 

领者。 

从现阶殴进行的 “多规合一”工作 

来看 ， 使 存促 进多 融合的过程起到 

重篮的作用 ，f}1没彳了 家统 ～的怀 

’隹， 类 划仍是 “敞沙”，冈此 ， 该 

遵 照一套 “多规 合⋯”的标准昧准 ，编 

制 “多 合⋯一” 规划波计导川 ，完 蓐丰}] 

X法制 标准 。[51不删职能的规划应 参照 

“多 合一”标准标进行规划宴施 。真 

宴现 “一个 间、一奉规划 、一张蓝 ”。 

“t刎”乃至更多的规划 ，都 涉及 

彳了部分卡曰 的T作 内窬 ，尤其是城 市 

间 划安排 上应该是统一的 ，而 目．必须 

统一。一个城市只彳_『一一个 间 ， 该统 

一 一

规划这个空问 ，这 是域 市发展 中统筹 

指导规划建设的需婪 ，也是探 索 “多规 

合一”的意义所在。I4】 

4钾慧城市视角的 “多舰合一” 

目 圈 外学 对智慧城 市建 设的 

研究 _丰要 智慧城市 对城市发展 作J fj、 

智慧城市技术路线迁设等方而。我陶智 

慧城市建设的步伐 火步迈 ，“多 

合一” lT作也正在令 I箭地展开 ，如fnJ 

将智慧城市建设与城m 划有机结合， 

如何 将 智慧 城市 丰H 大数 据、 服务 、 

物联 刚等 信息技术J、 川 于规划融合 ，促 

使现 代佶息技 术 j城 乡 划的融合值僻 

深思。 

在规划各市县 级的 问 局巾 ， 

彳了不少问题仍旧卡̈、 炎 ，如 息缺乏 、 

数据 来源 少、科学分{：旰能 不够、错能 

决策 力度弱、 川水平 不尚 、主 随 意 

性常 见、公众奎 j少等 ，征城乡 问布 

局 }二始终得不到科学科]议威的可靠保【i_=：t， 

这嵝不足 fIj漏删 z虫制约了我 城乡 

划学科发展 ，¨时也对我 城乡 划墟 

设发 腱造 成了重大拗 火。从技术J 来 

看，殳̈何 数抛刚 息变为人 类所能 直 

规感 受并能直接 解的 是一个 }=<=期 

以来 内外部未能解决的 题 ，f 息数 

据分折虽然比较商 ，fH是也比较抽象 ， 

并目对专业知以 求很 高，这也是城 市 

划 丁作中的难题。 冈为城 乡规划 首 

要的 提是必须对所胤划得区域进行 资 

料的全面整理幂【】数据的综合分析 ，从而 

任掌握城 乡区域址全面的概 况下 Jf 

【l，T作 。就信息技术 Lj城乡规划 的结 合 

而言 ，最根本天键的是对城市数 据或信 

息的 采集、获取、分析、运用、艇 永 j 

典事 ，而这也是 划 帅娃容易忽 略的 

题。 

借助新时期科技发达日、}代 F的信息 

技 术，通过云平台、大 数据 等技术 于段 

对相关城市规划海 数 进行智能感矧 、 

智能 分析 、智能分析、智能膨川 。将 城 

市物理系统 Lj人类社会客观、有机结 合， 

智慧城市已然是城市信息化的--一种全新 



的高级阶段的发展形态 。智慧城市建设 

过程中的核心价值是利用信息技术处理 

海量数据 ，这 与城乡规划]．作中关键的 

数据分析处理的问题正好契合。随着智 

慧城市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未来城乡 

规划中能够快速对数据获取 、处理 、浦 

洗、分析和价 值提 取的成本亦可随之降 

低 ，这为城 市规划工作提供了便利 ，并 

且也大大提高了城市规划工作的效率 。【1】 

目前面向全生命周期且基于云数据中心 

的智慧城 乡规 划决策支持系统已经基 本 

具备了实现条件 ，城 乡规划 不仅 可以利 

用突破性的、创新性 的技术支撑 从数 字 

划 迈向智慧规划 ，还 可利 用这 一契 机 

从根本上解决 制约城 乡规划 编制与管理 

水平的瓶颈问题。 

上义分析 过造 成 多规不合 的根 

本原 冈是多规 之问没 有一套统 一统领 的 

标准 ，耍 建立超 “多规合一”标 准 ，其 

核心 的问题是 耍解决 多规数据不融的 问 

题这 需要 各部 门打 开政策 限制，打破信 

息壁垒 ，建立多规数据 标准 、管理标准 

以及相 成的平台建 设。数据融合 、信息 

共享利f}j、协调机制是宴现 “多规合一” 

的关键。在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大背 

景下，有必耍将智慧城市规划建设理念 

与方 法 ，|j规划标准 的建 立结合起 来 ， 

运用智慧城市的建设理念、信息技术手 

段探究推动实现 “多规合一”的 “智慧化” 

的标准构建。 

5智慧城市背景下 “多规合一” 

标准构建 

智慧城市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种新 

兴模 式 ，它通过综合运用现代科技、整 

合信 息数 据资源 、统筹业务应用 系统 来 

进行城 乡规划 、建设和管理 ，基于城 市 

大数据的智能感知、信息云平台开展规 

划海 鲑 数据信息 的聚合 ，为城 市规划 、 

城市建设管理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基础 支 

撑。智慧城市的智能化地将城市 客观存 

在的 物理 部分 与人 的行为 、经济 发展 、 

人文社会等结合了起来，这将是城市规 

划建设的 一种新趋势 ，也为城市发展 中 

的问题解决提供一条可行之道。未来城 

市规划应充分利用 这～契机 ，将智慧城 

市规划建 }殳的理念 、技 术、方法 规划 

建设相互融合 ，促 进 “多规合一”陈准 

的建设 ，构建智慧城市背景下 “智慧化” 

的数据标准、标准和平 台的搭建 ，宴现 

⑩智慧城市◎ 

“多规”的真正融合，推动我国城乡建设 

事业的进一步发展。[61 

5．1错慧城市数据标准的建立 

5．1．1数据标准建立 

宴现 “多规合一”，形成 “一个空间， 

⋯ 本规划 ，一张蓝髑”，必须要有规划数 

据支撑。规划数据从形式上一般可以概 

括为规划基础数据、非结构数据和实时 

动态数 据。其中 ，箍础数据是规划 的关 

键 ，包括人 口数据、经济数据 、土地基 

础数据 、规划数据 等，基础数据主要 由 

各市县统计部门、国土部门 、规划部门、 

农业部门、林业部门等提供，并集成专 

题数据库。城乡规划以统一的艇 础数据 

为支撑 ，推动各类规划 底图数据的集成 ， 

使规划用地规模、用地性质、产业布局 、 

空 间功 能布局等最终 集聚在 一张 图上 ， 

真正实现空间规划“一张蓝图”的目标。嘲 

其次对文本、音频、视频等形式的非结 

构化数据进行汇集 ，丰富数据采集形式 ， 

提高选择性和可利用性。三是通过大型 

互联网数据库、行为流缱移动 性、社交 

网络、交通 网络等信息平台 ，获取居 民 

活动、交通流量、生态环境等实时数据 ， 

如图 l所示。 

阁 1规划数据标准构成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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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住建 齐}j 201 3年发 布 的 《智慧 

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指南 ，公共数据 

库 ～是篮彳了 蟋，分别是公共堪础数据库、 

公共业务数据库卡u公其微务数据库 。 

慧 划数据足堪丁堪 础数据库之上的 一 

种公共 业务数据库。171堪 于区域 、城市 

规 划角艘对各类姚划数据的获取、集成 

和扩展肜成规划数据库 ，形成一套规划 

数 准 。姚划数据库南人口数据 、地 

理 问数据、经济数据、土地 数据 、产 

业数据 、生态环境数据等各类基础数据 

库组成。城 乡 划是 一个动态 过程 ，需 

篮不断更新心 ， 划数据库耍以一种 

全新的业务数据模式持续 的集成、处删 

数据 ，及l卜『更新 扩艘 划数据库 ，以供 

规划的需求。 

5．1．2提 高数据采集能力 

、“ 各类 划编 制中存 在慕础数 

来源不问、数 统计口径不嗣、数 宴 

时 新滞后等州题 ，需要大大提岛数据 

采集能力。 数 据采 集过程 中，首先要 

管理客户端 

业务平台 

监控服务平台 

数据摩管理平台 

分类怪 合各部门基础数据 ，筛选 出有效 

数据 ．并对 、 务数据 进行宴H寸监测 ，力 

求做到 “多舰合 ～”数 据 盖全丽、信 

息监管到他 ，打通fr： 息 “自上而 ’ 、“自 

F而 』二”、“横向”、“纵向”的其孛桨道 

宴现信息资源共享，井 此基础 上形成 

专题数掂库 。 二 是要往重= 结构化数 

据的fL_=集 ，结合个人经验利共享信息数 

据 ，开展多样的数据存 储形式，对构建 “多 

合⋯”标准亦是十分重耍的。_|是开 

阔 息数据获取 渠道 ，利川多种途径采 

集宴u、f数据 ，如 海戬公 交刷卡 数据 、海 

砒I叶J行 记采数据 、海 潋手机朋户移动轨 

迹的数据等，实现规划数据的实时更新 ， 

并 阻能 够为规划提供 吏为多样化的直观 

的数据参考 。 

5 1．3数据管理标准 

“多舰合⋯”海 数据结构复杂、宴 

【{、f数据 爆炸式增 长、有效信息的采集 

及牿准定他 I稠难 ，这 些问题使 “多 合 

一 ”地数据管理 而临巨大的挑战。冈此 

必须迎 完 相天制度进行数据资源采 

集、分析、筛选、共 事、利川和保密等。 

运It-If~!r恩技术 ，统 一数 据集成标准 ，包 

括对 箭规划冈j}耄数 的 采集域、采集方 

式、数捌 坦新的 期以及数据结 构等进 

行彳了效臼勺界定 ，进行 息聚合 ，动态更新。 

[81进行 “多 合⋯-”的 “一张 ”建设 

需要设计统一的数 据集成标准 ，支持不 

问部门堪础数据、 划成果的集中存储 

和统一管理、史寰斤，为 划编制单位服 

务 ，以 一张 ”进行统一 ffj，为相 

关部¨提 供 卡日 的f 息参考 。并且通 

过数掂库的不断扩 展 j扩充，宴时指导 

城市建设 舒蹦T作 ，为城市 划编 制、 

宴施管蹦提供 7JI】权威的参考依据。 

5．2纠怂信息、 建姐 

“多 ”数掂缡构钮杂多样，数据海 

量 ，嗡管 难 ，lf日芙邢门 该联合制定 

柱 Z的政策制度 ，建 机制，成立 “多 

合⋯”综合 、心 管 的 门，并且研 

发或者利Hj信息技 术，汇聚各部门信息 

突穗 itl~tt 

智能优化决_策 ，一 ⋯ ⋯ 一、 
， 、 

数据公众共享 
一  裹霎 i 

业务协同．．譬 橱划平台 战果数据管理 ．I 

瓣 鼢  嫩恸投 新 I 

京0 眵 ： 、 ／ 

一 ! 一一 
：t⋯ 茁 菇； ：夏 ～j 

⋯亚 数据 ⋯ 

设备对接 
， _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_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 基础数据、多规融合数据、业务审批数 
： 据、系统管理数据、元数据、其 空间 

l 数据等 

Ill 2“多角匹合一”信息平 架构 

安 全 保 障体 系 

监督反馈体 系 



数据资源，创建公众 业务信息平台。信 

息平台利用智慧城市 背 下的信息技 术 

手段进 行架 构，以数据 集成为核 心 ，以 

提 高城市规划 工作效 率为 目标 ，确保各 

单位进行规划管理 、编制 、实施中能够 

在一个平台上进行 ，从而实现规划的 “一 

张蓝 ”模式。“多规合一”信息平台应 

该形成统一的规划资料集 成库 ，并 且开 

放数据集成 、信息反馈的接 口，成为城 

市规划运营的一个公众业务平台。 

“多规合一”信息平 台是“多规合一”， 

是 一根纽带 ，是规划 信息数据的联动枢 

纽。在 “多规合一”工作中 ，对 “多规” 

数据进行统一的管理和监测 ，统 领各个 

部门信息，为 各规划提供数据参考、数 

据管控、规划 监管的功能 ，有助 于实现 

跨部门规 划信息和 审批 信息共享 ，并为 

用地划分、规划选址 、重大项 目的落地 、 

规划协阋等提供更为直接、直观的功能 

服务 。城乡 “多规合一”信息平台共辜 

多规 数据，实现信 息联 动 。为 实施 “多 

规融合” 实现提供 了技术保障 ，有利 于 

提高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水平。【 】 

多规合一”信息平台构架的主委任 

务是为 多规 ”工作提供标准规划的参 

考依据 ，以及安全保障的支撑 。其建设 

主要分为 三个板块 ，首 先是规戈0数据的 

统一管理平台，包括基础地理数据 、“多 

规合一”数据、业务 审批数据 、系统管 

理数据、元数据 以及其 他空 间数据 ，建 

立起的数据支 撑平台是规划进行的重要 

保证 。在统 一的数据库 资料支持下 ，设 

计业务 引擎、安全 引擎和数据 引擎 ，为 

规划数据处理、信息同应设计借 口设备， 

对规划 进行面向设 计，提供管理和监控 

服务功能 。最后 ，是管理窖户端组件 的 

终极设 计，搭建 世务平台 ．主要设 计规 

划冲突智能 监测、智能优化决策、数据 

共享、 №务协同、实施评价等业务功能 ， 

进行空间规划的编制、规划成果 质鳋的 

监测、成果数 据的管理 以及规划 的动态 

管理 。如图 2所示。 

◎智慧城市⑨ 

5．3 智慧监惜管旦ll 

监懵管理是规划编制、宴施的重要 

工作之一 ，在推动 多规合 一”工作进 

程中 ，应 当建立 统一的规 划监督 管理。 

从不同职能部门的视角及日、』更新、扩充、 

调整规划 信息数据 ，掌握和对接不同类 

型的规划，实现管理的实时化和精细型。 

不同的职能单位可以从顶层设 计的角度 

分为规划 管理单位、规划编制单位以及 

监督实施单位 ，在智慧城市日_、j代背景下， 

与城乡建设相关的各部 门可以通过大数 

据、网络技术、3s技术等先进科技技术 

建设商效的规划管理标准。 

在智慧规划 管理标准架构下 ，集 中 

建设 智慧规划 管理中心 ，相 关的发改 、 

国土、环保、交通等部门通过这个 “中心” 

平台进行数据共享传输、同应各类有效 

信息。智慧规划管理中心集中了各类规 

划的有效信息，在各部门进行规划编制 

过程中 ，结 合已有的规划信息 ，对正在 

编制的规划进行对 比、筛选 ，找到相应 

图3智慧规期管理架构闭 

智能应用 

智能分析 

智能传输 

智能感应 
～  

37 



技术与应用 

的问题 ．通过 平台服务 传送至各部 门 ， 

各部门结合 自身职能需求 ，对规划信息 

进行更新处理。【州如规划管理者 ，基 丁 

智慧规划管理中心的信息共享、基础数 

据 图的 共用上 ，进行规划 目录的编 制、 

规划重点 的明确 ，以及规划技术导则的 

制定等等 ，减少不必要的规划 ，避免规 

划中不必耍的重复操作。规划编制部门 

对各类规划进行有序的编 制，并 且在智 

慧管理中心的信息反馈基 础上，协调各 

部门各规划之间不衔接的地方，并进行 

修正 、修订等。规划监督实施者完善规 

划实施监督机带I．、建立规划保障标准等。 

各个部门通过这种双向的沟通，规划管 

理不仅井然有序的进行 ，还可以根据信 

息数据的同应反馈宴现动态调整。 

6 结语 

“多规合一”是为了解决 目前我国规 

划存在的 自成、规划 “打架”、机制 不协 

渊等问题 ，受实现 “多规合一”，“多 ” 

数据融合是核心也是关键所在。 

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下，运用信 

息技术建立超 “多规合～”的 “智慧化” 

标准 ，包括 智慧数据 标准的建立，智慧 

信息平台的构建 ，以及智慧监督管理标 

准的建立 ，能够建立统一的 “多 合一” 

标准，实现 “多规”数据的采集、分析、 

筛选、应用 、共享和服务反馈 ，以期引 

领各类 规划有秩序 、保质保量的进行编 

制、审批 、实施 ，进一步推进 “多规融合”； 

同时，“多规合一”标准的构建 ，有利于 

完善我国现有规划——真 正实现 “一个 

空间。一本规划 ，一张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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