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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大数据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决策依据,智慧城市建设可以大幅提高城市品
质。借助智慧城市理念,依托先进的信息化技术,使规划编制和管控更加科学精准。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的建立和监督实施,智慧城市建设其本身所具备的宏观视野和顶层设计的理念也亟待顺应和融入新
时期我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体系。大数据技术使新型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更加智能化,并且有效缓解了土
地资源紧缺导致的各种城市矛盾。因此,探讨大数据背景下的国土空间规划和智慧城市建设对重塑城市
发展新优势、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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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big data provides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nd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city. With the help of the smart city concept and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re more scientific and precise. With the
establishment and supervision of the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system, the macro vision and top-level design first
concept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itself need to be adapted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overall planning system of my
country's territorial space in the new era. Big data technology makes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new
cities more intelligent, and effectively alleviates various urban conflicts caused by the shortage of land resources.
Therefore, discussing the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and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shape the new advantages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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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的国土空间规划和智慧城市建设取得了显著

现城市内部传感器和目标的有效连接。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应用

成效。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大数据技术为我国的国土空间规划和

计算机技术占据重要地位,通过相关计算机程序的设置,可以在

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有利于提高国土空间规

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所需数据的收集采样。准确的信息收集,可以

划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有利于提高智慧城市的发展质量,有利于

将城市管理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减少不必要的事件发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因此,探讨大

生。当智慧城市管理系统运行时,可以在民生、安全、政务等服

数据背景下的国土空间规划和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推动我国社

务上提供便利,加快智慧城市的建设速度,提高人们对智慧城市

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建设的满意度。

1 相关概念分析

1.2大数据技术的概念

1.1智慧城市的概念

大数据技术是指从各种类型的海量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

智慧城市作为未来城市开发的重要形式,融合了数字化城

值信息的能力。大数据技术能够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强大的决

市、生态城市和创新城市等功能。由于现代网络的进步,互联网

策支持,推动智慧城市的完善和发展。大数据技术是信息技术快

系统能够在信息化方法的辅助下,形成全新的联网系统,从而实

速发展的产物,大数据技术时代的到来为各领域工作提供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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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能够实现信息全覆盖,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另外,应用大数据

的一体化平台,实现国土空间规划在线审批、协同办公、智能

技术不仅能够合理分配社会资源,还能够助力决策层作出科学

编制、历史信息查询比对和预警的功能。通过增加大数据挖

合理的决策。因此,要积极推进大数据开放共享,引导社会力量

掘和云计算的应用,增强规划大数据的挖掘分析,为决策提供

积极参与大数据建设。

数据支持,推进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和实施等方面的智

1.3大数据国土空间规划概念
大数据国土空间规划概念是在大数据技术不断应用的背景

能化发展。
3.3注重人才建设培养,进行大数据规划融合

下提出的。基于大数据的国土空间规划研究是国土空间规划升

大数据背景下不再单单需要专一的专业人才,更需要具备

级后的全新概念。大数据国土空间规划合理运用云计算等研究

操作现代化科学技术设备且能了解处理大数据信息的复合型人

手段。充分整合不同类型的地域空间要素信息,充分利用大数据

才,所以要对专业人才进行建设培养,使得他们能够对大数据进

进行综合分析,形成统一规划的数据资源服务体系。大数据国土

行处理,为大数据下的国土空间规划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发挥自

空间规划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强调多种方法的融合,强调公众

己的能力。不仅如此,对于大数据我们不能仅是依靠它来进行规

的充分参与和对综合环境的适应能力。该研究基于最新的科学

划,更要深挖大数据与规划之间的联系,将二者融合创新,以此

思想和技术方法,统筹规划未来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布局,进而

来优化传统规划方式,实现大数据大规划的有机融合,提升决策

形成科学的国土空间开发方向。

的科学合理性。

2 国土空间规划的意义

3.4制定科学的规划管理制度

现阶段的国土空间规划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这对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管理制度是促进

于地方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产生活存在巨大的影响,传统的方

国土空间规划发展的关键措施,提高开展规划研究作业的效率。

法并不能满足现代化的诉求,从而造成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国土

对于国土空间规划作业本省的复杂性来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

空间规划的过程中会加强各类资源的科学开发、应用,促使区域

管理机制来加以执行,以保障规划管理工作可以有序地开展。首

范围内的空间资源创造出更高的价值,为地方的长期建设奠定

先,其可以通过建立大数据分析机构等部门来确定管理机制,各

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国土空间规划的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部门之间需要对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建设等内容给予明确；其

相反的,在国土空间规划的过程中会时刻注意动态因素的变化

次为了保障国土空间规划可以顺利地进行,建立相应的监测评

情况,采取科学的手段进行调整,适应时代的发展。所以,国土空

估机制有利于实时了解规划方案的运行；此外,在实际研究过程

间规划对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其同样会存在一定的问题而影响着规划研究的正常运行,因

3 大数据背景下的国土空间规划建设路径探究

此人们需要综合考虑来健全规划管理措施,以确保规划各个环

3.1强化国土空间规划数据利用

节可以有序地进行,使国土规划得以顺利地开展。

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体系自身就有着非常明显的先进性,

3.5多层级一体化的协同治理模式

该体系实现了对过去数据中信息不对称以及传送、保存等诸多

自然资源部门行政管理的一体化特性决定了其数据治理的

不利因素的改善,通过新算法提高了数据收集、传送、加工、分

特殊性,同时,自然资源信息化与各级数字政府建设又具备多层

析等工作的效率。从国土空间规划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土空间规

级属性,因此,多层级一体化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数字空间治理平

划要涉及多种信息类型。在国土空间规划的信息来源中,数据结

台框架的基本模式。按照自然资源部“一网、一图、一平台、

构具有多样性,自然资源部门的地理数据、交通部门的道路车辆

三应用”的信息化建设框架体系要求,在统一的国土空间基础信

数据、群众生活的日常数据等,这些数据都具有动态性,需要快

息平台支撑下,实现自然资源业务的一体化管理。数字国土空间

速更新。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各类数据的细致化处理。国

治理平台的建设框架体系应坚持与自然资源部信息化框架体系

土空间规划数据源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数据是信息时代最为

一致,基于分层架构,逐层设计实现基础设施层、数据资源层、

重要的工具,应整合多种资源来提高数据分析的质量,深入挖掘

平台支撑层和应用服务层,与“一网、一图、一平台、三应用”

数据当中潜在的规律,继而追溯和预测规划设计中的问题。

层层对应,实现数据共享。

3.2国土空间规划信息一体化平台的搭建

3.6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

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实施过程中,要对区域内土地的利用状

基于新时代的背景之下,国土空间规划要秉承“生态文明、

态等其他数据进行实时、长期的监测和评估,当监测数据与规划

以人为本”的原则,借助特定的技术应用,构建完善的规划框架。

目标出现偏差时,要及时发出预警,这样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就

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国家战略发展目标,遵循人与自然和

成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基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着

谐共生的自然规律,以生态空间保护为规划前提,走上高质量的

力打造国土空间规划信息一体化平台,作为国土空间数字化体

发展之路。在绿色环保的基础上,兼顾国土空间的开发和利用,

系的基石。在现有国土空间规划大数据库的基础上集成地理信

界定各个自然资源条件的发展潜力,以资源承载能力评价为国

息系统、建筑信息化模型等新技术,整合公共服务数据、智能感

土空间规划基础,制定合理的发展规模。由此不仅能有效地优化

知数据等为不同部门的用户搭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管理信息

自然资源利用,还能保证原有生态系统的完善,将国土空间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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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在实际的规划过程中,全面体现人的

让业主不再感受到被“管”的烦恼。第三,业主可以通过手机

主体需求,参照公众需求和满意度,将情感活动融入到国土空间

APP进行缴水电费、物业费、卫生费等,也可通过手机直接联

规划编制中,最终使得国土空间规划变得更加智能化,各个规划

系换锁修锁、疏通下水道、家政服务、电脑维修、社康服务、

技术流程更加合理。

维修进度实时查看等一系列的便民服务。智慧社区建设的另

4 大数据背景下的智慧城市建设路径

外一个重大成果是智能家居系统,消费者如果在手机上安装

4.1运用大数据技术,促进智慧城市有序建设

该系统,就可以通过“智慧家庭”模块有效地接受无线信号的

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以人为本的,是群策群力后的结果,因此,

电源模块,实现门、窗、窗帘和家电的自由控制,实时观看家

应该提高公民的参与度。对于解决公众的需求问题方面,可以运

里的监控影像等。

用大数据等智慧技术进行舆情分析,以更加具有前瞻性和精准

4.4城乡管理智慧化

性的回应力去解决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

在大数据的影响下,城乡管理的发展将走向一种新的模式。

任。同时,及时观察并反馈公众的实际需要,有效增强人们的获

城乡管理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在数据方面的使用往往会变得智

得感、幸福感。运用大数据技术打造多元整合机制,及时灵活调

能化和高效化。在城乡管理的时候,需要进行高效的信息整合,

整公共资源和政府治理过程,从而实现一种动态治理的效果。这

并且需要对这些数据信心进行严谨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保

种多元整合机制颠覆了以往的传统治理思维,能够通过过程评

障城乡管理工作能够高效地进行性。在当前城乡管理工作进行

价和动态输出得到整体性治理,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改变以往分

的时候,需要大数据的参与并且需要大数据为其提供更多的基

散、碎片化的治理手段,并且能够让各部门职能相互整合,构建

础数据信息作为参考。对于城乡管理工作的推进,大数据为其提

政府内部与外部的信任,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推动智慧城市的顺

供了超强的数据资源,同时也不断地促使城乡管理的服务性能

利建设。

不断地增强。

5 结语

4.2智慧民生领域
智慧城市规划应该建立在对城市问题和规律综合研究的基

进行智慧城市建设的首要条件和新时期我国国土空间规划

础上,充分利用城市各类监测,通过对居民、企业及政府的行为

具有天生趋同的价值取向。现阶段,随着信息资源的不断增加,

与活动的时空进行汇总分析,探究城市活动以及移动系统的时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城市建设和国土空间规划是我国将来城市发

空特征和问题,并且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优化和调整,这也是构

展的重点,也有利于实现我国城市稳定发展和促进和谐社会建

建智慧城市规划框架。在构建以城市各类传感器、视频监控社

设。因此大数据背景下,目前我国需要着重探究和分析的问题主

交网络数据为主体的大数据分析平台的基础上,还应该对各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进行合理的国土空间规划,二是如

主体进行详细分析,明确问题,探究合理的智慧城市定位和发展

何开展基于大数据时代的智慧城市建设,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

目标,并且协调已有多种规划从体系和机制方面,确定智慧城市

问题,直接影响城市以及国家的健康有序发展。

空间发展总体要求,合理引导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制定、空间质量
评价空间发展规模预测以及空间发展布局方案,最终提出智慧
城市规划的重点领域、建设示范项目年度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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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创办智慧社区
第一,更改旧时物业的服务方式,从手机软件以及微信小程
序入手,创建资源外包式整体服务平台,供应便民、高效高品质
的物业服务工作,积极借助互联网+物业的模式,减少成本,联合
资源,把服务工作做到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第二,亲戚
朋友来访,不用物业登记,反复联系确认,业主自己可以邀请,只
需输入访客手机号码和车牌号,就会生成一个临时密码发到访
客手机,二十四小时内到访可通过密码直接开门,避免繁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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