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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城市发展需求的智慧城市规划标准用例研究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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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福州滨海新城核心区智慧城市专项规划项目为研究基础，结合项目规划需求、规划思路、规划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和探
索，并将其总结为可用于智慧城市规划用例标准研究的素材，进一步结合国际标准用例研究方法和框架体系，使之成为全球化智
慧城市可应用和推广的典型国际标准用例。
关键词：智慧城市，城市规划，用例，标准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１　研究背景
智慧城市规划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明确智慧城市

建设实施路线和计划的首要环节。项目组长期致力于新技术、

新理论与智慧城市规划的融合，推广智慧城市规划示范项目，一

方面通过在智慧城市规划项目实践中不断总结分析，为城市发

展提供案例借鉴，进而为标准编制工作提供支撑；另一方面通过

研究智慧城市规划的方法论、规划流程、利益相关方诉求及高层

次案例等，研究和构建更加高效、科学的智慧城市规划标准架构

体系。

过去几十年我国城镇化建设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发展阶段，

在以大规模开发为重点的城镇化过程中，基本实现了空间上的城

市化，却未能产生人口城市化效益。智慧城市的建设，正是从人

类活动需求出发，以科技为驱动，充分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新
兴技术，对城市传统的生产方式、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进行创新

和变革，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基于人类活动的城市化过程提供可

行的发展路径。为更好的应对智慧城市建设中跨部门跨业务跨

时空的复杂社会环境，主流国际标准化组织及国家纷纷启动智慧

城市标准研究工作。我国各级标准化管理机构纷纷坚持贯彻落

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和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要求，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各类标准创新活动，鼓励企业社会资源的

参与和互动。

城市规划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环节，对于我国智慧城市

建设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性工

作。因此城市规划标准对智慧城市具有统一规范、融合保障等作

用，有利于大规模城市建设和城镇化的推广和复制，是推进我国

城市健康、有序、高效、融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技术保障。

２　研究方法和思路
依据现有的智慧城市理论、用例研究及国际标准实践经验，

将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ｄｅｔａｉｌｓ，Ｓｔｅｐｂｙｓｔｅ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Ｃｏｍｍｏｎｔｅｒｍｓａｎｄ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Ｃｕｓｔｏ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等通用用例内容进行组织关联，并结合利益相
关方分析、社会活动分析、信息交换流程、Ｉ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等分析方
法，参考“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Ｓｔｅ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４ｔｈ，２０１４）
研究成果，梳理得到适用于智慧城市规划设计标准化的技术实现

方法和路径。实施路径主要包含需求分析、利益相关者分析、用

例内容分析、标准化转化及标准发布等多个研究工作环节，如图１
所示。

围绕城市定位对城市在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需求进行

分析。以福州滨海新城核心区为例，其城市定位为闽江口区域规

划建设滨海新城，致力打造现代化国际滨海新城、福州新区核心

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宜居宜业智慧城市，因此在滨海新城智慧城

市规划中将更加注重规划的科学合理、资源的统筹利用，并将新

理念、新技术、新标准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提高城市的土地等资

源利用效率。

!"#$

%&'(

)#$

*+,$

-.

/#$

-.01

2345

67

8/

99

:;

<=

>?

99

@A1+

BCDE

-.DE

-.FGE

! ! !"#"#$%&'(!

２．１　利益相关者分析
通过对城市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及城市要素类别进行梳理，并

与城市发展需求进行匹配和协调，达到满足各要素之间均衡的发

展目标。以福州滨海新城核心区为例，其智慧城市建设中面临着

新城产业发展要素与环境保护要素之间、居民生活用地与规划用

地之间、政府管理需求与企业运营商利益之间的统筹和协调

工作。

２．２　用例编写
用例分析阶段需分别完成智慧城市规划用例描述、图表分

析、技术分析、信息流分析、需求分析、术语定义及其他相关信息

部分内容的研究，并按照用例标准编写方法模型对内容进行组

织，首先完成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ａｓｅ的编写，再经过信息转换和加工生成
规范的标准用例。

２．３　标准化转化
将标准用例编写的内容进一步提炼和总结为含有标准定义、

版本管理、范围和目标说明、概述、ＫＰＩ关键指标、环境分析、映射
分析等内容结构的标准文本，并进行相应的标注和说明。

２．４　标准制定
将标准文本按照国际标准流程进行提交、审议、修改和完善，

最终成为供全球用户可参考的智慧城市规划标准用例。

本文以福州滨海新城核心区智慧城市专项规划项目为例，通

过将规划编制工作中的需求分析、总体框架研究、技术体系构建

等内容与用例标准研究内容相结合，系统全面的将标准文档内容

进行阐释和补充，将项目实践方法和理论通过标准的形式进行总

结，并最终以标准用例的形式供参考和推广。

３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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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面向案例用户调研的城市规划需求研究
在传统的市场、管理者主导的城市规划模式下，容易出现规

划异化和与市民的分离，以经济发展为本、普遍追求功能效益原

则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经严重地制约了城市市民品格的提升，尤

其是由地方政府联合商业力量主导的城市建设［１］。因此，必须在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积极推动城乡规划与公众参与、

以人为本和科学理性的良性循环。

因此城市的规划和管理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法令条款，因为城

市是由大量的社会因素决定塑造的，社会和技术的变化，例如信

息和通信技术（ＩＣＴ）的发展，可以有效的促进自然资源和资源生
产工具在公民和城市服务之间的衍生关系。社会公众、企业、投

资者越来越多的成为城市服务的提供者，而不仅仅是用户。城市

规划的需求研究工作应该考虑来自城市内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

参与、投入和想法的碰撞，通过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力图

寻找相应的利益平衡点，本论文中主要考虑的利益相关者包含以

下类别，见图２。
城市领导者：政治领导人、管理者和经营者。

服务运营商：能源提供商、生产提供商、服务提供商。

最终用户和消费者：居民和当地企业代表。

投资者：私人银行、风险投资家、养老基金、国际银行。

解决方案提供商：技术提供商、金融家和规划提供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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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基于规划需求的智慧城市规划用例标准研究
为更好地实现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保障规划方案及标准能

够更好地实施和完善，本文提出按照 ＰＤＣＡ（ＰｌａｎＤｏＣｈｅｃｋＡｃｔ）
循环的闭环模式进行标准用例的研究，并以福州滨海新城核心区

智慧城市专项规划的项目研究工作为基础对标准用例编制内容

进行实践和完善。

进一步针对ＰＤＣＡ的各个环节，以城市规划需求研究成果为
基础，参考《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６．５．２４）研究报告中的结构模型用例
进行智慧城市规划案例分析，形成相应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ａｓｅ。以 ｐｌａｎ
ｎｉｎｇ环节为例，在利益相关者分析中对城市管理者、服务供应商、
规划管理者等几个角色的执行场景、核心需求及风险分别进行分

析和阐述，构建了用例分析模型，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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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用例分析模型是通过分析城市规划因素来梳理智能城
市规划关系体系，以确保智能城市规划是一种科学合理的方式。

它还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测试新的商业模式执行效力和经济效益，

并分析其可复制和推广的可行性。如图３所示，城市规划过程涉
及多个角色，参与、影响及推动智慧城市规划过程的角色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１）城市领导者。领导者应承担起促进城市规划设计的重大
责任，是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力量。他们需要确保智能城市

相关项目的要求得到地方政府和市民的支持。

２）规划管理人员。规划管理人员需要在规划设计及实施过
程中与城市投资者协调和谈判，并在城市领导层的支持下，引导

投资者、服务供应商在协调的每一个阶段都把重点放在有利于城

市规划实施的方向上。

３）规划编制人员。他们需要深入了解智慧城市的核心诉求，
并将诉求转换到城市规划的研究和执行过程中，并在这一过程中

帮助城市管理者更进一步明晰城市的发展定位和路径。

４　结语
本文从城市规划需求出发，结合智慧城市空间规划方法，在

智慧城市规划与城市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关性和协调性等方面

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并结合标准化工作流程对研究成果进行标

准化的用例转化，力图成为可在全球该范围内推广和借鉴的智

慧城市规划参考用例。同时智慧城市建设涉及的环节众多，影

响因素也众多，每个城市就其个体而言情况各异，因此还需要在

未来更多的城市案例中继续总结经验、持续完善标准用例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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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声学协作下的观演厅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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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大唐不夜城贞观文化广场西安音乐厅的案例分析，探讨在现代声学技术配合激励下，音乐厅设计的创新应用。建
筑师的空间设计应以声学理论为起点，而声学顾问因建筑师的大胆创意而激发出新的声学概念。两者密切协作，达到声色俱佳的
厅堂效果。
关键词：观演厅堂，建筑设计，声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ＴＵ２０１ 文献标识码：Ａ

　　十三朝古都西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位于大雁塔脚下
的大唐不夜城作为陕西省和西安市两级政府重点建设的项目已

被打造成重现大唐盛世的文化商业步行街。

西安音乐厅（如图１所示）是该项目核心部分贞观文化广场的
一部分。音乐厅总建筑面积１．８万ｍ２，其中地下面积约０．６万ｍ２，
地上面积１．２万 ｍ２，包含交响音乐厅、室内乐厅、流行乐厅、数字
录音棚及其他公共和功能空间。

西安音乐厅交响乐厅的设计运用现代手法演绎现代与唐风

的并置，并在声学顾问的配合下获得了声色俱佳的厅堂效果。

! ! "#$%&'(

１　交响乐厅的布局
交响乐厅的平面布局为经典的鞋盒式平面，宽３２ｍ，长４２ｍ，

其内部可容纳１２５５个观众座席，整体厅堂容积为１５５６０ｍ３。
为了在传统的矩形空间中营造丰富的室内效果，观众席被划

分成多个区域（见图２，图３）。１层池座区域与２层楼座区域通过
高差形成台地式的布局，３层楼座沿着厅堂两侧墙面向舞台方向
延伸。舞台采用开放式设计，其背后和两侧提供了合唱团座席和

临时观众席。开放式的舞台和具有包围感的座席排布，使得舞台

与观众席区域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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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声学设计参数
混响时间是评价厅堂音质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该项目中，声

学顾问提出获得一个可变声学环境，即可变混响时间环境。它能

提供古典交响乐和管风琴演出时需要的长混响时间，又能在需要

进行扩音支持的表演中通过使用可变声学元素提供较短的混响

时间。

音乐厅合适的设计参数和设计目标如下：

中频混响时间ＲＴ：ＲＴ（中频）＝２．０ｓ，向下可变；
低频混响时间ＲＴ（１２５Ｈｚ）：ＲＴ（１２５Ｈｚ）≥２．０ｓ；
清晰度Ｃ８０：－２ｄＢ≤Ｃ８０≤２ｄＢ；
早期衰减时间ＥＤＴ：ＥＤＴ（１２５Ｈｚ）≤ＲＴ（１２５Ｈｚ）；
背景噪声ＮＲ：ＮＲ≤１５。

３　舞台支持
舞台支持是衡量演奏者在演奏时能否相互听清的一个度量

标准。在声学设计中有很多要素用于提供良好的舞台支持，包括

围绕舞台背面和侧面的悬挑底面（见图４），
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

以及舞台上方可调节

建设信息化，２０１６（１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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