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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析在规划公众参与中的应用研究
——以“济南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之愿景填写分析为例

赵虎'李飞2 陈宇3 （1.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山东济南,250101； 2.山东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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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升级和个人手持信息终端设备的普及化，市民参与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途径越来越丰富，于是 

越来越多的文本信息成为今天规划公众参与的产物，而如何有效处理这些众多的文本信息成为规划师亟需面对的问题。本 

研究首先界定了公众参与中文本分析的类型和需求，其次提出了海量文本分析的五步技术框架，最后以“济南城市发展战略 

规划”的城市愿景填写分析为案例并给出相应的分析解读。通过运用ROST-CM软件进行词频和语义网络分析发现，在济南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中，市民对城市愿景的首要诉求是“宜居”，相关词群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历史文祀、交通服务、产业创新、 

区域定位和地域特色等领域，并结合关联度分析给出不同的愿景诉求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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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随着大数据的时代的到来，城市规划编制分析 

的技术和手段也开始升级。规划师通过相关软件 

对手机信令数据、社交媒体数据、车载GPS数据、公 

交卡数据等大数据类型进行分析，获得使用者的时 

空间活动轨迹及特征⑴，能有效地提升城市研究和 

规划成果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同时，还有一种数据 

形式——海量文本数据①，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文本是语言的表达，是基于字符串数据而有 

别于数值的另一种数据类型⑷。近年来，有些学者 

利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进行文本分析， 

获取体验者对城市空间或者环境的满意程度⑶；有 

些学者分析政府政策文件、领导人讲话以及新闻报 

道中的文本特征，挖掘其中隐含的城市发展与规划 

的有效信息14-51 o另外，也有人通过某一地域相关 

诗词等文学作品文本的分析，挖掘基地蕴含的场所 

精神和人文特征，从而对规划设计方案提供参考 

依据叫

可以发现，目前有关文本分析应用于规划公众 

参与的研究并不多，不过在未来，文本分析，特别是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878393） 

海量文本分析技术在其中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公众参与是城乡规划及至国土空间规划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无论规划体系如何变化，社会对公 

众参与的需求只能越来越高。而伴随着网络信息 

技术的升级和个人手持信息终端设备的普及化，越 

来越多的人会以非正规的形式参与到规划的公众 

参与活动中来，他们可以在政府设定的网页或者开 

发的专用APP上采用直接留言或者规定答题的形 

式进行意愿表达。因此，越来越多的文本信息成为 

今天规划公众参与的产物，而如何有效处理这些众 

多的文本信息成为规划师亟需面对的问题。

本文以“济南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中的城市愿 

景文本信息分析为例进行研究，首先界定了公众参 

与中文本分析的类型和需求，其次给出了文本分析 

的技术框架，最后对济南的案例进行应用并给出相 

应的分析解读。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推进完善新的 

分析方法在城市规划公众参与中的应用，更有助于 

城市规划方案科学性和针对性的提升，还有助于深 

度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形成。

1城市规划公众参与中的文本类型

文本是语言的表达，是基于字符串数据而有别 

于数值的另一种数据类型。根据文本自身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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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体格式、篇幅字数等条件，可将其分为三类，分 种文本的定义和具体特征见表1,其数据可以来源

别是词汇型文本、短句型文本和篇章型文本⑺。三 自城市规划编制的各个部分。

资料来源：在参考文献［7］的基础上整理而来

表1 文本数据的类型和特点

文本类型 定义 特点 来源

词汇型
由一个或者多个词汇组成的 

短文本

由1-2句话组成的短文本

内容很少，文本特征明显，字数少，数量一般 

在几个或者十几个左右。

内容较少，文本特征明显，字数较少，数量多 

在10到100字之间。

内容较为丰富，文本特征较为明显，语序和表 

达规范，字数多，在几百至几千甚至上万字

城市性质和职能（交通中心、商业中 

心、科技中心等）、城市发展目标。

论坛留言及回复、咨询建议、意见及反 

馈、手机短信、聊天记录等。

政策文件、政府工作报告、领导人讲 

话、会议纪要及规划文本等。

短句型

由几个章节或者多个段落组
篇章型

成的长文本
不等。

根据《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城市规划工作可以 

分为规划编制、规划实施、规划修改和规划监督四 

个部分，各个部分均有公众参与的活动出现，只是 

活动的形式、对象和内容上有所差别。目前规划公 

众参与的方式主要有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 

专家评审会、民意调查、市长热线、公众接待日、公 

示和城市规划展览系统等⑻，产生的文件基本上可 

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会议纪要型，一类是意见汇总 

型。对于会议形式的活动，如座谈会、听证会、专家 

论证会、专家评审会，最后产生的文件应该是会议 

纪要，属于篇章型长文本。而对于广泛征求意见的 

民意调查、公众接待日、市长热线等活动产生的文 

件应该是意见汇总或者统计表，其文本类型多是词 

汇型和短句型的短文本，但对于现场不回收，并采 

取网络邮件反馈方式的活动而言，其产生的文件也 

可能是篇章型的长文本（表2）。

本文着重研究的是民意调查产生的文件，其文 

本类型以词汇型和短句型为主，属于短文本。为什 

么要研究这一类型的文本？综合起来有两个原因： 

第一，短文本分析是长文本分析的基础，二者分析 

的基本流程是共通的，都需要化解成最基本的词汇 

后，再进行相关统计和关联分析。第二，短文本分 

析时，能将语境的关联影响程度降到最低。因为中 

国文字释义的丰富性，在长文本中，同一个词如果 

语境不同，其表达的意义可能南辕北辙，而短文本 

的分析将会减少类似问题对分析结果的干扰 。

表2 公众参与环节与文本类型对应一览表

公众参与 

活动类型
参与内容 成果文件

主要文本

类型

1

2

3

4

5

6

7

8

座谈会 随机抽取一部分有代表性市民参加讨论，主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会议纪要

听证会
抽取部分市民（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相关专家或单位听取其对方案

会议纪要
的意见或者建议。

专家论证/评审会 组织相关专家对规划方案进行技术论证和评审。 会议纪要

民意调查 通过大范围的发放问卷或者网络问卷的形式收集市民的意见和建议。 

全体市民可以通过电话、APP、微博、信箱等相关方式表达对规划方案的

意见汇总

市长热线
意见。

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进社区或街道的形式听取市民对城市建设和规划方案

意见汇总

公众接待日
的意见。

意见汇总

城市规划展览系统
市民通过实地参观城市规划展览馆中展示的规划方案，并对规划方案进 留言本或

行现场评价。 意见反馈表

公示
将规划方案在官网或者指定场所对市民进行公示，市民可通过各种形式 网络留言或

对规划方案进行评价。 信件

篇章型

-zfie. teiI 
扁草型 

篇章型 

词汇型 

短句型 

词汇型 

短句型 

词汇型 

短句型 

词汇型 

短句型 

词汇型 

短句型 

篇章型

资料来源：在参考文献［7］的基础上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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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本分析的技术流程解析

文本是记录人们的思想、观点和情感的载体, 

对文本进行系统分析挖掘，能够了解文本制定者所 

隐含的价值观、意图和态度等。城市规划公众参与 

过程中产出的三种类型文本虽有差异，但是文本分 

析的核心技术框架可以是一致的。通常情况下分 

为5个步骤，文本采集、文本预处理、文本分析、可视 

化与解读、多元验证⑺，见图10
2. 1 文本采集

文本采集是实现文本分析工作的前提，需要结 

合公众参与的不同方式而设定相应的采集方式，通 

常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手工录入采集，这种采集 

方式针对的是纸质调查问卷或表格，还有电话采 

访。第二种是从管理后台直接提取，这种方式针对 

的是网络问卷或者调查表的填写。第三种是通过 

软件进行网络数据爬取，针对的是政府信箱收集的 

信件或者网站公示规划成果后的大众评论。这里 

需要说明的是，公众参与中文本分析的数据类型宜 

称之为海量数据，而不宜为大数据。这是因为大数 

据的采集方式通常是批量式的网络爬取，但文本数 

据里面还有手工录入采集。

2. 2 文本预处理

文本预处理是文本分析的必要基础，需要将采 

集到的文本按照软件分析的格式要求进行规范处 

理，包括格式转换、分词和过滤三步。第一步格式 

转换是要将xls、doc等形式的文件转换成适应软件 

分析的txt格式；第二步分词尤为重要，软件依据自 

带的词库会对txt格式的文件进行分词处理,从而将 

篇章型、短句型和词汇型的文本分成若干个独立的 

词汇；第三步是过滤，主要是针对短句和篇章型文 

本数据，其主要目的是对分词后的词组进行筛查, 

按照分析结果的需要对软件中的过滤词表进行补 

充，将与分析无关的词组或对分析结果产生干扰的 

词组过滤掉。

2.3 文本分析

结合公众参与的文本特性和成果需求，常用的 

文本分析内容包括词频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两个 

方面。词频分析是一种基本的文本分析方法，其原 

理是统计文本中每个词出现的次数，通过“统计词 

频”来识别海量文本中隐含的高频词汇，进而可以 

推测文本所表达的主要信息。而语义网络主要用 

于描述词汇的状态及其间的关系，生成的语义网络 

图是由结点和结点之间的连线组成，结点表示高频 

词汇，连线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本研究中通过 

“中心度”②、“关联度”③来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最 

终呈现出的各个关键词之间的关系网络。词频分 

析和语义网络分析均可使用ROST-CM软件④实现 

操作。

文本采集 J （软件1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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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文本分析的技术流程图

资料来源：在参考丈献.[7]的基础上整理而来

2.4 结果可视化及解读

可视化是为了更加直观地呈现分析结构，使文 

本分析结果以图形的方式呈现出来。其中词频分 

析可视化的结果多是词云图，可借助BLUE-MC词 

云工具⑥实现这一目的。语义网络分析结果能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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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ROST-CM软件生成直观的语义网络图，不仅能 

显示高频词之间的分布关系，还能显示出两个词汇 

之间的连结次数（关联度）。同时，分析者需要对统 

计表和分析图进行专业解读，在这里不仅需要统计 

学、几何学和社会网络学⑼等方面的知识，更需要 

依赖城市规划专业的工作经验，才能对分析结果作 

出科学合理的判断解读。

2.5 多元验证

考虑到文本分析存在精度上不足的缺陷，所以 

在技术流程中需要加入人工复检的环节对分析结 

果进行抽样验证。以词频统计为例，随机抽出1-2 
个词汇进行人工复检，统计其出现的次数和频率， 

与软件分析的结果进行较核验证。如果偏差太多， 

则需要返回到前面的某个环节重新调整和改进，然 

后再进行新一轮的文本分析及验证。在这里称为 

多元验证，是希望能有更多类型的支持数据可以验 

证相关结论，以提升文本分析的正确率。

3济南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应用分析

愿景分析是“济南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研究的 

重要内容之一，是城市居民共同达成的发展共识， 

在分析制定的过程中需要采集广大市民的意见和 

建议。由此，“济南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研究团队在 

市民问卷中设计了相关问题，并于2018年6月28 
日至7月28日间通过政府机构和专业问卷网站展 

开广泛调查填写活动（图2）。

北京的发展目标是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上海规 

划的愿景是卓越的全球城市。您认为未来的济南将会建

成为什么样的城市？请用2-3个词来概括，谢谢！ _________

图2问卷问题示例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 1 愿景文本采集

此次文本采集通过两个方式完成。一个是手 

工录入，针对的是通过各级政府机构发放到街道 

（乡镇）一级填写的纸质问卷，发放范围基本涵盖了 

济南市区全部街道（乡镇）。另一个采集方式是管 

理后台直接调取，针对的是通过专业调查网站—— 

“问卷星”平台发放的电子问卷。此次城市发展愿 

景文本数据共计发放问卷10598份，回收问卷8057 
份，其中规范填写城市愿景问题的有4958条，占回 

收问卷数量的61.54%。采集的文本主要是短文本 

类型，其中以词汇型为主，也有部分短句型文本。

3. 2 愿景文本的预处理

预处理首先是进行格式处理。两种形式收集 

到的问卷数据都需要存储成“txt”格式。同时，在分 

词处理的环节，本次分析的精度是识别到2-3个字 

组成的基本词汇，所以在ROST-CM软件设置中对4 
个字以上组成的词汇进行了过滤，这就能保证把最 

基本的词汇识别出来进行相关的分析。另外，本环 

节结合市民填写的具体内容，通过人工添加的形式 

对ROST-GM软件中的词库进行丰富和补充，从而 

使词汇分离更加精确。补充前后的分词结果，如表 

3所示。

3.3 愿景文本的分析及呈现

3.3. 1词频分析

将分词后的txt格式文本数据导入到ROST-CM 
软件内，进行词频分析操作，就可以将出现频次较 

多的单词统计出来，图3显示了排名前20的单词。 

在此基础上还可选择词频最多的若干词组进行词 

云图制作，图4是选择了前300位的单词，结合济南 

市的行政区划边界，在BLUE-MC词云工具中生成 

的词云图〔⑷。

表3 软件词库补充前后分词处理结果差别示例

示例 愿景填写内容

处理前 建设和谐，美丽的济南

处理后 建设和谐，美丽的济南

2
处理前 区域性制造业，物流，文化中心

处理后 区域性制造业，物流，文化中心

3
处理前 宜居文化名城

处理后 宜居文化名城

处理前 交通方便，休闲生活配套完善

处理后 交通方便，休闲生活配套完善

5
处理前 智能，生态和谐文明而文明，安全而舒适

处理后 智能，生态和谐文明而文明，安全而舒适

6
处理前 安全文明，和谐宜居

处理后 安全文明，和谐宜居

资料来源：在参考文献［7］的基础上整理而来

在词频统计结果中，“宜居”是出现频次最高的 

单词，频次达到1662次，其次是“和谐”、“生态”，频 

次也在500次以上，接下来是“文化”、“文明”、“美 

丽”、“环境”、“泉城”、“创新”和“现代化”，分列4- 
10名，出现频次在250次以上，“安全”、“交通”、 

“人文”和“优美”四个单词紧随其后，岀现频次也在 

200次以上。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词频统计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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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词频统计前20名词汇列表 

资料来源：在参考丈秋［7］殆基仙上加工而来

图4词频统计排名前300的词汇生成的济南词云图 

资料来源：在参考丈献［10］的基禽上加工而来

显示岀一个静态的分布结果，而无法体现出词汇之 

间的联系和词群分布情况，而语义网络分析则能满 

足这一方面的需求。

3.3.2语义网络分析

在ROST-CM软件中点击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 

分析按钮，经过运算得到语义分析网络图（图5）0 
通过计算高频词的中心度和关联度，能将愿景分析 

的结果进一步细化。

分析高频词的中心度可以发现，中心度计算排 

名前十名的是宜居、和谐、生态、文化、环境、优美、 

交通、美丽、创新、文明。这些词汇与其他词汇联系 

较多，从中也可以以它们为核心进行词群的分类。 

“宜居”这个词汇是高频词的中心度最高，图中所有 

的高频词都是围绕着它分布的。这说明宜居不仅 

是词频统计次数最高，也是与其它词汇组合频率最 

高的词，所以城市愿景文本的第一级的核心词汇是 

“宜居”，这是第一个市民关注的领域。第二级核心 

词，是除去形容词后，脱颖而出的是2-10名中心度 

高的词汇中的“生态、文化、环境、交通、创新”。它 

们分别代表了生态环境、历史文化、交通设施、产业 

创新等四个领域，由此本次文本分析得到市民愿景 

表达集中的领域。同时，“中心”和“泉城”两个高频 

词中心度也比较突出，体现了市民在济南区域地位 

和地域特色上的愿景诉求。另外，在单词识别的基 

础上，可以进一步根据词与词之间关联度的数值， 

对两个字的单词词汇再进行拼接组合，从而形成更 

高一级四个字的词汇，这样会对市民表达的意愿和 

需求的程度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以排位前20名的 

高频词为主题词，结合语义网络的关联度数值，对 

与其关联的词汇按照一定原则进行拼接（表4）,再 

经过比对汇总，可以得到以下愿景表达中5个等级 

的拼接词汇。

第一级是“生态宜居”，“生态”与“宜居”二词 

的词频和关联度均是最高，表达了市民对城市愿景 

的最高需求。第二级是“文明和谐、交通便利、环境 

优美”，这三个拼接词的关联度处在100-200之间， 

体现了市民对城市愿景的次高需求。第三级是“历 

史文化名城、美丽泉城”，这两个拼接词关联度处在 

50-100之间，体现了市民对城市文化和特色愿景的 

表达。第四级是“科技创新、旅游休闲、国家中心、 

全国一流”，这四个拼接词关联度处在20-50之间， 

体现了市民对产业和区域定位的愿景表达。另外， 

还有两个单词，“现代化和安全”，虽然拼接其他单 

词的关联度并不是很高，但是在愿景的表达中也不 

应忽视。

表4 主题词及其关联搭配强度统计表

等级 拼接词汇（关联度） 备注

一 生态宜居（298） 200＜关联度

二
环境优美（165）、文明和谐（121）、 

交通便利（110）
100＜关联度＜200

三 历史文化名城（83）、美丽泉城（57） 50＜关联度＜100

四
国家中心（46）、旅游休闲（39）、 

科技创新（28）、全国一流（20）
20＜关联度＜50

注：词汇关联度的拼接遵循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名靠前的主题词优 

先与关联词按，照关联度进行拼接，排名靠后的主题词选择的关联词 

不能与前面的重复。

资料来源：在参考文献［7］的基础上加工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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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在参考丈献［7］飾基禽上加工而来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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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整体有效率=（软件识别数/人工识别数）％。

资料来源：在参考文献［7］的基础上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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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中心度较高的词汇前20名统计图

资料来源：在参考文献［7］的基础上加工而来

表5 词频统计排名前10关键词验证结果

关键词 软件识别数 人工识别数 整体有效率

宜居 1662 1676 99. 16%
和谐 605 606 99. 83%
生态 523 531 98.49%
文化 480 545 88. 07%
文明 368 369 99. 73%
美丽 326 326 100. 00%
环境 310 312 99. 36%
泉城 278 278 100. 00%
创新 269 282 95. 39%

现代化 264 264 100. 00%
合计 5085 5189 98. 00%

3. 4 分析结果的验证

为了提高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以词频频 

次排名10的关键词为例，对软件分析结果进行人工 

复检验证。通过人工识别发现，软件对词汇的整体 

识别正确率在98%左右，其中“现代化”和“美丽”两 

个词的识别率是100%,但是“文化” 一词的软件识 

别率偏低，仅为88%。这是由于市民在“文化”一词 

的表达中较为口语化、用词不规范造成的。同时， 

研究根据文本填写的实际内容对软件中的词库进 

行补充，但是在补充几轮词库后，我们发现始终有 

几组词汇其有效率仍然无法达到100%。不过就整 

体分析而言，本次分析结果仍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4结语

通过对济南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中愿景问卷填 

写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济南市民对未来城市“宜 

居”发展的需求最期待，其关注集中在生态环境、文 

化特色、交通设施、产业创新等领域，并且在区域定 

位、现代化和安全方面也有一定诉求体现。虽然完 

成了相应的规划分析要求，但文本分析是一项较为 

复杂的分析方法，本研究只是对其在城市规划的公 

众参与中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同时，鉴于中国语言 

表达的丰富性，在实际的分析中，如果脱离了语境 

而只是单纯地去分析词汇则会产生歧义，所以也有 

部分学者认为文本分析方法今天并不适用。但是 

文本分析的目的主要是在海量的文本中把方向性 

的观点识别出来，因此我们不仅要认识到它目前存 

在的精确性不够、对分析者经验依赖性强等问题， 

更要意识到它分析的快速性和呈现的直观性优 

点⑺，在未来的工作中对其继续优化改善，进而成 

为城市规划中较为成熟的技术方法。△

致谢：本研究在文本采集过程中得到了原济南 

市规划局相关工作人员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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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目前界定大数据的标准主要是收集方式和获取数量。如果收集 

的方式是批量式的，特别是借助相关软件进行网络爬取，同时获 

取的数据量条数较多，则其数据可以称之为大数据。反之，如果 

数据获取的方式以手工录入为主，且数据条数较小，则可以称之 

为小数据。海量数据的收集方式和获取数量介于二者之间。

② 中心度反映的是词汇在由若干词汇组成的语义网络中的中心性。 

其计算方式是以该词汇为主心，将与该词有联系的词汇关联度数 

值加起来求和。中心度越高说明该词在文本中的连接作用越突 

出，可以据此进行词群的分析。

③ 关联度描述文本中两两词汇之间的联系程度，通常是两个词之间 

前后相邻出现的次数，这个数值直接能显示在语义网络分析图的 

连线上。两个词之间的关联度越高，说明二者之间的联系越紧密。

④ ROST-CM软件是武汉大学ROST虚拟学习团队开发设计的内容 

挖掘系统，能够对文本数据进行分词、词频统计和语义网络分析 

等操作。

⑤ BLUE-MC平台是由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研 

发的平台，其中词云工具是该平台的主要产品之一，能够将文本 

数据生成可视化的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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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Research of Text Analysis in Plann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A Case Study on Analysis of Urban Vision in "Jinan City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ning"

ZHAO Hu, LI Fei, CHEN Yu

[Abstract J With the upgrading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Handheld terminal equipment, Citizens can 

more easily participate in urban planning,and generate large amounts of text data, so there is a need for matching analysis methods to 

adapt to this. This study defines the types and need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ext Analysis firstly. Then proposed a five-step technical 

framework for large-scale text analysis. Finally, it applies the case of the city vision of Jinan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ning and 

gives corresponding results. Through the use of ROST-CM software for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and 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 in Jinan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planning, the primary demand of citizens for urban vision is " livable" , and the demand areas are 

concentrated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istory and culture, transportation service, industrial innovation, regional positioning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n gives different levels of vision requirements.

[Keywords] Text Analysis； Urban Plann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City Vision； Jin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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