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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规改革对大数据提出了明确需求



实施监督和评估考核的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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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31日 冯司长讲话
多规合一信息平台建设指南座谈会（北京）

       这一轮总体规划成果实际上是三部分内容。第一，传统的规划成果，战略

定位、空间格局、支撑体系、目标指标的要求；第二，实施策略，到底如何实

施，各个部门在总体规划实施过程中承担什么职能和责任；第三，实施监督和

评估考核。

     信任不能替代监督，没有评估考核和没有监督管理就没有规划有效的实施，

所以强调体检评估和实施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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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评估考核难点

监测什么？

谁来监测？

如何判断城市规划在逐年实现

如何发现城市运行的问题？

从什么角度分析城市运行的问题？

如何诊断城市存在的问题

城市总规的落实责任主体是谁？

建立什么样的考核机制？

——汪军教授

如何保证城市能够按照总规的目标发展

积极推进规划评估，

推动城市规划的

理性循环



量化总规  评估指标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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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量化空间量化

城市总体规划Ø 以“量化总规” 为手段，落实“目标指标化”

      突出“量化总规”特点，落实“目标指标化”要
求，将城市战略定位与发展目标进行量化分解，构
建指标体系，实现规划核心内容的有效传导与相互
衔接。

Ø 围绕指标体系，构建体检评估考核机制

      落实“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要求，围绕指
标体系、空间格局、任务清单，构建完善的体检、
评估和考核机制。通过监测和评价，充分反映城市
运行过程中的实时状态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完成
情况。结合绩效考核，督促相关责任部门补短板、
强弱项，确保城市总体规划的有效实施。

指标量化

体检评估考核机制

城市战略定位

年度体检 专项评估 绩效考核

城市发展目标

量化总规

总规指标体系城市空间格局 实施任务清单

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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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创新发展，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方面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2.坚持协调发展，在形成平衡发展结构方面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3.坚持绿色发展，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4.坚持开放发展，在实现国际共赢方面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5.在增进人民福祉方面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01-五大发展理念

北京 

1.坚持创新发展；

2.坚持协调发展；

 3.坚持绿色发展 ；

4.坚持开放发展；5.坚持共享发展  5.提升居民获得感

02-五大发展理念 + 提升居民获得感

住建部

1.城市综合运行体征；

2.创新活力；3.人文魅力 ；

4.绿色环保;   5.安全韧性；

6.空间绩效

03-实施监测指标

上海

42
个

45
个

98
个

量化总规  评估指标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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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评估指标对大数据提出了新需求

指标画像

常住人口

机动车平均速度

职住平衡指标

绿色交通出行比率

PM2.5年均浓度 空气质量优良率

平均通勤时间

噪声达标区覆盖率

服务人口



监测评估指标对大数据提出了新需求

上海数慧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随着规划从‘增量规划’ 迈入‘存量规划’，规划更加精细化。城市

规划关心的真正对象——城市服务人口总量，进而研究需要为这些服务对

象配备多少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常住人口
服务人口

     假如某一段时期你因为工作常在外出差，你仍
然是常住人口，但不会消耗城市用水用电的量，
不享受城市服务，这一部分人在上海是存在的，
因此规划的时候可能就要减去这一部分，或者在
原来的数据上打一个折扣——假设年常住人口是
A，规划更关注的是日均常住人口A1，
A1=90%A。 

       假如路人甲在该城市中逗留的10个小时与路
人乙在该城市中逗留的14个小时，进行相加，就
得到一个“日常人口”数量（在该城市中呆满24
个小时），将城市“日常人口”数量累加，即为
全市的日常人口，也就是城市规划关心的真正对
象——城市服务人口总量，进而研究需要为这些
服务对象配备多少
“水”“电”“路”“气”“商”等市政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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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评估指标对大数据提出了新需求

指标画像

常住人口

机动车平均速度

职住平衡指标

绿色交通出行比率

PM2.5年均浓度 空气质量优良率

平均通勤时间

噪声达标区覆盖率

服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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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评估指标对大数据提出了新需求

      随着规划转型与变革，促使规划从传统的关注人口，关注土地和房子向更关

注人的生产生活本身转变；从传统的提供的是基础型的公共产品，关注够不够，

向提供的是改善型的公共产品，更关注好不好转变。

道路网密度 机动车平均速度

通勤距离 通勤时间

城市规划更加向“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



监测评估指标对大数据提出了新需求

12

人口指标维度

时间
年、月、日、时

空间
市域、行政区（市辖区）、主城区（中心城区）

60岁以上人口
占全市常住人口比例

文化类从业人员
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

常住人口规模

城镇人口

人均/千人指标

职住结构

平均通勤时间

绿色交通出行比率

居民满意度



传统调查统计口径下的数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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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数据：覆盖率高，抽样科学，但因10年普查间隔时间太长，5年1%抽样调查无法全覆盖，对普查后5年的规划指导意义逐年

下降，人口移动偏向于迁入迁出的统计，无法观测城市内部人口动态移动。

公安数据：全样本，观测管辖区内居住人口的变化，户籍人口统计准，但实有人口数据库中的外来人口统计并非外来常住人口的概念，

并且往往在外来人口办理行政事务后才会入库或信息更新，公安部门提供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数据，而不办证不上户的人口很多，因此

登记在册的只是沧海一粟。另，人口移动偏向于迁入迁出的统计，无法观测实时人口的变动趋势，包括昼夜人口分布差异特征、通勤特

征等。

出行调查：以人工调查为主，机动灵活，易于掌握，适用于大范围的，全面的居民OD调查，但此类调查时间长、数据更新缓慢，难以

掌握最新的人口移动状态。

人口数据来源类型
人口统计应用的数据优缺点

人口规模 人口结构 人口分布 人口移动 市民满意度
人口普查 √ √ O O 一

公安调查 √ √ O O 一

出行调查 一 一 一 O √

√ O 一可用 可参考 不考虑



新数据异军突起，弥补传统数据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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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信令数据，可以观测实时人口的运行轨迹和变动趋势，可以观测常住人口和外来流量人口的总量和行为分析，但，无法标签户籍

人口，样本需要校核。

腾讯大数据，定位精度高，数据更新快，但无连续运行轨迹，算法模型开发复杂，也无法标签户籍人口，样本需要校核。

人口数据来源类型
人口统计应用的数据优缺点

人口规模 人口结构 人口分布 人口移动 市民满意度
人口普查 √ √ O O 一

公安调查 √ √ O O 一

出行调查 一 一 一 O √

手机信令数据 O √ √ √ 一

腾讯大数据 O √ √ √ 一

√ O 一可用 可参考 不考虑



02

大数据服务于规划评估的核心能力



基于大数据进行专项评估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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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场

菜谱

原料 工艺 一盘菜

定菜谱

找菜场

选食材

烹饪技术 美味佳肴



基于大数据进行专项评估的流程

17

菜场

菜谱

原料 工艺 一盘菜

从业务角度建立的评估指标

从哪儿能获得大数据源

这些数据的质量能达标吗

怎么才能计算得出我们所需要的指标

专项评估成果



端到端的大数据解决能力

上海数慧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18

动态监
测评估

业务表达

算法驱动

基础保障

质量提升

长效
运维

数据
获取

数据
处理

分析
能力

展示
应用



数据获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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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获取渠道 获取方法 数据说明

手机信令数据

中国移动

1）政府协调

2）数据购买

3）商业合作

4）数据交换

1）手机信令通常较难获取原始数据，多数
情况下为经过运营商处理后的中间数据，或
统计结果数据；

2）经协商，或可部署服务器至运营商机房
进行数据处理与计算；

中国电信
（青稞）

中国联通
(联通足迹)

位置大数据
TD 1）原始数据可对外输出      

腾讯 1）QQ或微信
2）产品使用或基于腾讯云服务调用

其他数据 POI 互联网 爬取 -



数据处理能力——评估与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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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 说明

1 每日用户总量
每天出现信令的IMEI数

2 每日信令条数总量
每天所有设备产生的信令总条目数

3 每日人均信令条数
每天设备平均的信令条目数

4 每时用户总量
每小时出现信令的IMEI数

5 每时信令条数总量
每小时所有设备产生的信令总条目数

6 每时人均信令条数
每小时设备平均的信令条目数

7 用户出现天数
一月时间类IMEI出现的天数

8 活跃用户数
一月内出现天数大于18的IMEI量

9 活跃用户时变规律
活跃用户的小时信令指标

10 信令类型占比
各种信令类型的分布



数据处理能力——评估与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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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判断数据源是否满足业务需求

评估算法逻辑处理的有效性、准确性



数据分析与计算能力——获得各类指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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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Presto

业务元数据库

第三方大数据平台
Spark/MR

SQL

开发人员 业务人员

Tableau BI

数慧大数据平台

HiveSQL

可视化分析

质量分析
算法计算

二次计算
融合分析

关联查
询分析

可视化
分析



数据展现能力——业务表达与高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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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能力 分析能力 展示能力

数据获取 计算能力 运维能力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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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指标

需求数据特性

数据来源各异
不同的数据有不同的特点，

难以一套展现方案来满足所有的数据展示

指标类型多
业务场景多样，

无法全面覆盖，需要可配置的空间

大数据的展示特性
大数据量，实时数据

可视化需求
千城千面，表达自我的个性和特点

数据展现能力——大数据展示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数据展现能力——展示框架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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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Ui主题提供快速改变可视

化外观的能力

预置的UI主题

场景模板提供专业的可视化设

计

预置的场景模板

配置实现可视化内容的数据联

动

可配置的可视化交互

通过数据服务、数据文件等方

式配置展示的数据和指标

可配置的可视化内容

以拖拽的方式选择可视化元素，

设计可视化布局

可配置的可视化效果

大数据量的低延迟动态展示

海量数据的可视化支持



基于大数据构建城市级监测评估平台

指标体系的不断丰富和扩展

新数据源的不断接入与管理

算法模型快速迭代

高速的计算能力

持续稳定运行

业务创新和服务能力

1

2

3

4

5

6
一盘菜

一盘菜

餐馆

专项评估

持续监测评估



大数据 大架构 大平台

上海数慧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27

ERP CRM 其它应用 社交网络 传感器 地理信息 视频图像

采集，清洗，转换，评估

数据服务/实时集成/聚合

报告、仪表盘、查询、可视化、预测分析、机器学习、应用等

开发 数据科学家 业务分析师 运营



持续稳定的运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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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接入

数据

采集

数据

存储

数据

计算

前端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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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实践监测评估的几种模式



基于大数据实践监测评估的三种模式

上海数慧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30

自身没有数据源 从一次性的评估分析起步

自身具备片段数据源 尝试深入的专项评估分析

自身拥有稳定数据源 旨在建立动态监测评估平台



模式一：自身没有数据源 想从一次性评估分析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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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规划与
线路运营评

估

目标

供给侧

线网结构、站点覆盖、服务水平、可达性…

需求侧

职住分布、出行特征、出行需求…

现
状

公交运行现状、乘客行为特征…



模式一：自身没有数据源 想从一次性评估分析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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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实践监测评估的三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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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没有数据源 从一次性的评估分析起步

自身具备片段数据源 尝试深入的专项评估分析

自身拥有稳定数据源 旨在建立动态监测评估平台



模式二：自身具备片段数据源 尝试深入的专项评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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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服务设施（教育，体育，文化，养老，医疗卫生）
• 绿化（公园、绿地、林荫道）
• 水务（河流、湖泊、水库）
• 环保（水污染源分布、大气污染源分布、固废污染源分布、水源保护区）

• 人口普查
• 经济普查
• 商业网点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住宿和餐饮企业

05
基础地理
地理国情普查数据、地形图、地址门牌、遥感影像、
DSM

04
房屋管理
建筑物，不动产交易登记

03
建设管理
一书两证

02
土地管理
地籍，现状，用地

01
规划管理
总体规划、专项规划、控详规划

平台历史资源

上海2020评估数据

手机信令

出租车GPS

交通IC卡

固话及宽带
上海2035规划编制



模式二：自身具备片段数据源 尝试深入的专项评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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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质量检验（数慧）
• 数据清洗（数慧）
• 模型改造（数慧、同济）
• 提交计算（数慧、联通）
• 成果验证（数慧、同济、上海局）

数据 场景

计算算法

上海联通提供

手机信令数据（片段）
上海局提出业务需求

职住识别

同济大学提供

职住算法基本模型

单元规划层面，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对单元职住平衡进行专项评估与专题研究，支撑单元规划编制



基于大数据实践监测评估的三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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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没有数据源 从一次性的评估分析起步

自身具备片段数据源 尝试深入的专项评估分析

自身拥有稳定数据源 旨在建立动态监测评估平台



模式三：自身拥有稳定数据源 旨在建立动态监测评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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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三：自身拥有稳定数据源 旨在建立动态监测评估平台



构建城市级监测评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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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活动监测

• 监测城市人口、岗位、职住平衡、通勤出行、跨区联系量、非
通勤活动点、人口迁徙、人口流动等。

车辆活动监测

• 掌握主城公交、出租、网约车、共享汽车、货车、班线客运车、
外地车等每一类车的活动规律，并与用地、POI数据结合，对出
行目的进行画像。

道路运行监测

• 实时监测路网速度、交通指数、道路拥堵里程、拥堵时长、道
路流量、常发拥堵等。

轨道客流监测

• 动态监测轨道客流OD、站点客流、断面客流、换乘客流、通勤
客流占比、乘车距离、乘车时间、公交换乘量、区段拥挤度、
不均衡性、轨道服务人口分布等。

制定一套反映城市运行的分层监测指标体系

• 宏观指标（面向整体、战略监测预警）

• 微观指标（面向具体对象、发现问题）



总结：面向总规改革的信息化解决之道：7大能力
可落地、可决策、可实施、可评估、可考核、可监督

1、服务嵌入集成能力：
看不见的多规平台，
无处不在的多规服务。

多规合一的空间

信息平台

√

多规合一的项目
审批平台

2、建设项目协同能力：
联通各部门业务系统，
搭建项目审批的信息高
速公路。
3、编制项目协同能力：
前期，协同服务与信息
共享；提交，量化成果
与科学审查；后期，同
编同调与更新维护。

规划监测评估平台

4、总规量化管控能力：
市长的城市管控“驾驶
舱” ，总规目标的“方
向盘” 和指标监测的
“仪表盘” 。
5、总规统筹联动能力：
总规统筹联动，规划向下
传导与向上反馈机制。
6、体检评估考核能力：
规划实施动态监测与定期
评估考核。

城乡发展战略数据库

7、静动数据整合能力：
静态数据与动态数据融
合的城乡发展战略数据
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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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评估考核能力：规划实施动态监测与定期评估考核

规 划 实 施

城 市 体 检
专 项 评 估
绩 效 考 核

专项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

城市设计

战略目标

规划指标

空间布局

任务清单

战略引领 刚性管控 城市总体规划

城市运行中的表征问题

围绕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点、
难点、热点问题，形成专项对策
建议

总 体 规 划 修
改 或 修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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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战略引领、刚性控制、主动服务为特色
服务城市发展要求和宏观决策的

战略监测与治理平台

体检评估考核能力：规划实施动态监测与定期评估考核



大数据助力城市规划

上海数慧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www.dis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