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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构建多规数据资源体系？01



多规数据资源体系是什么？

多规各类
图件

多规成果
资料

多规建库
数据 ……



多规合一建设目标

一套机制

一个平台

一张图

让数据动起来

让数据建起来

让数据管起来
让数据用起来

多规合一：是指利用信息

化手段，建立统一的空间

规划体系，实现城乡统筹

发展的方法和平台。

具体内容是建立“三个一”

基本体系：建立统一的空

间规划体系“一张图”；

建立统一的规划信息管理

“一个平台”；建立多部

门参与规划的“一套协调

机制”。

数据是多规项目中一项核心的、关键的内容，直接影响着多规项目建设的成败！



为什么要构建多规数据资源体系？

多规项目建设实施模式特点，决定了数据建设需要体系化、规范化的工艺流程！

调研收集

规划编制

成果提交 标准建设

数据建设

系统建设

规划编制项目： 信息化项目：

调研收集

标准建设

数据建设

冲突协调

成果提交

系统建设

多规合一项目：



为什么要构建多规数据资源体系？

多规数据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多规数据建设需要体系化、规范化的工艺流程！

涉及部门多：发改、国土、规划、环保、交通、水利、农业、林业……

数据种类多：主体功能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环境功能区划……

空间参考不一：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980西安坐标系、地方独立坐标……

数据格式多样：纸质资料、电子资料、CAD、MapGIS、SuperMap、ArcGIS……

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数据建库工作量巨大，工作周期长……

多规是一项长期工作，数据需要持续更新……



多规数据资源体系解释

多规合一数据资源体系，是指多规合一数据在信息化过程中，采用顶层设计的方法，围绕多规合一的

核心目标，对多规合一形成的数据资源进行规划和设计，完成多规合一数据收集、整合加工、数据建

库、差异协调、综合应用等一系列数据资源生产的流程，从而将整个过程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即数

据资源体系。 

顶层
设计

标准
规范

生产
流程

系统
工具 数据 数据资

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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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工作开展

目录
梳理

标准
制订

整合
建库

差异
协调

数据
应用

数据
更新



2.2　数据资源目录梳理



2.2　数据资源目录梳理

引入CBM（组件化业务建模）、 DFD（数据流图）等方法开展数

据资源规划工作。



2.2　数据资源目录梳理

按部门 按业务或数据类别 按数据内容



2.2　数据资源目录梳理

确定多规范围 明确责任主体 规划数据收集基于目录成果开展：

确定哪些部门、哪些数据纳入到多规当中，不能没有边界。

发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重大项目，等等

国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现状、基本农田保护规划、耕地保护规划，地籍数据，

　　　业务审批数据，等等

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专项规划，业务审批红线，等等

环保：环境保护规划、环境功能区划，等等

林业：林业生态红线划定，等等

水利：城市水利规划，等等

……



2.2　数据资源目录梳理

确定多规范围 明确责任主体 规划数据收集基于目录成果开展：

为保障多规合一工作顺利开展，必须明确分工，明确责任主体。

建议分工如下：

（1）组织协调：多规合一领导小组

（2）数据收集：多规合一领导小组、规划院、多规平台建设单位

（3）标准制定：规划院、多规平台建设单位

（4）坐标转换：测绘院

（5）数据建库：规划院、多规平台建设单位

（6）差异规则：多规合一领导小组、规划院、多规平台建设单位

（7）差异处理措施：规划院

（8）差异协调：规划院



2.2　数据资源目录梳理

确定多规范围 明确责任主体 规划数据收集基于目录成果开展：

数据收集需注意以下事项：

n 数据收集前，依据确定的多规范围，提前将待收集数据目录发到各部门，进行数据收集准备。

n 数据收集时，除了完成数据收集工作，还必须对所提供的数据进行调研，并完成数据详细情况的填写，可

参考下表。

部门 数据名称 数据格式 坐标系 覆盖范围
及数据量

生产时间
及更新情况 生产平台 采用标准 备注

　 　 　 　 　 　 　 　 　

　 　 　 　 　 　 　 　 　

　 　 　 　 　 　 　 　 　

　 　 　 　 　 　 　 　 　

　 　 　 　 　 　 　 　 　



2.3　标准制订



《多规合一编制成果提交规范》

面向多规合一编制单位。规范明确了多规合一编制单位
提交多规合一编制成果的要求，包括编制成果的提交方
式、内容组成、存储目录、项目基本信息；各部分成果
的文件格式、文件命名规范；空间数据成果的空间参考、
数据格式、管控内容、必要图层、图层命名、数据结构
及指标填写规范等。

2.3　标准制订

《各部门规划成果提交规范》

面向各部门及部门规划编制单位。规范明确了多规合一
编制涉及到的各部门提交的其部门规划的成果要求，包
括编制成果的提交方式、内容组成、存储目录、项目基
本信息；各部分成果的文件格式、文件命名规范；空间
数据成果的空间参考、数据格式、规划内容、必要图层、
图层命名、数据结构及指标填写规范等。

《建设项目空间成果提交规范》

面向建设项目报建单位。规范明确了建设项目报建单位
提交建设项目空间成果的要求，包括空间参考、数据格
式、管控内容、必要图层、图层命名、数据结构及指标
填写规范等。

数据汇交标准制订 数据库标准制订 数据共享标准基于标准体系开展：



《多规合一编制成果空间数据库标准》

面向多规合一空间数据库运维管理单位。规范明确了多
规合一编制成果中空间数据成果的空间参考、数据格式、
规划内容、必要图层、图层命名、数据结构及指标填写
规范等。

2.3　标准制订

《各部门规划成果空间数据库标准》

面向各部门规划成果空间数据库运维管理单位。规范明
确了多规合一编制涉及到的各部门规划成果中空间数据
成果的空间参考、数据格式、规划内容、必要图层、图
层命名、数据结构及指标填写规范等。

《建设项目成果空间数据库标准》

面向建设项目成果空间数据库运维管理单位。规范明确
了建设项目成果中空间数据成果的空间参考、数据格式、
规划内容、必要图层、图层命名、数据结构及指标填写
规范等。

数据汇交标准制订 数据库标准制订 数据共享标准基于标准体系开展：



2.3　标准制订

《多规合一成果数据共享技术规范》

面向多规合一成果数据共享应用部门，满足各部门对多
规合一成果数据应用的需求。规范明确了多规合一成果
数据的共享目录规范，以及多规合一成果数据服务的技
术规范，确保各部门可根据数据应用需求，依照共享目
录和技术规范完成数据共享服务的申请、获取和调用。

数据汇交标准制订 数据库标准制订 数据共享标准基于标准体系开展：



2.3　标准制订

标准可执行三要素



2.4　整合建库

GIS数据属性内容不全、不规范

坐标系不统一，缺少专门机构负

责
格式转换造成错误

GIS数据拓扑错误严重

格式转换造成错误

GIS数据拓扑错误严重

多规数据整合建库需要标准化的生产流程和配套的系统工具！



2.4　整合建库



2.4　整合建库

坐标转换

格式转换

数据质检

入库更新

数据建库必须统一坐标系。坐标的转换要有专门机构负责，建立转换关系，得到不同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参数。一

般只有测绘院能够完成。系统开发单位一般提供坐标转换工具。



2.4　整合建库

坐标转换

格式转换

数据质检

入库更新

数据来源于多个部门，数据格式各异，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因此需要有配套的格式转换、数据规整、数据质检、

数据入库系统，才能保证数据建库成果满足多规应用。



2.4　整合建库

坐标转换

格式转换

数据质检

入库更新

数据来源于多个部门，数据格式各异，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因此需要有配套的格式转换、数据规整、数据质检、

数据入库系统，才能保证数据建库成果满足多规应用。



2.4　整合建库

坐标转换

格式转换

数据质检

入库更新

数据来源于多个部门，数据格式各异，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因此需要有配套的格式转换、数据规整、数据质检、

数据入库系统，才能保证数据建库成果满足多规应用。



2.5　差异协调

差异规则制定 多规差异检测 多规控制线划定 差异处理措施及协调

差异规则的制定，就是确立不同规划在同一空间位置时，什么情况是存在差异的，什么情况是不存在差异的

，并且形成计算机能进行判断的规则。



2.5　差异协调

差异规则制定 多规差异检测 多规控制线划定 差异处理措施及协调

根据制定的差异检测规则，完成多规差异检测，生成差异分析图斑数据。



2.5　差异协调

差异规则制定 多规差异检测 多规控制线划定 差异处理措施及协调

差异协调模拟，生成协调预演结果，根据协调规则，辅助完成多规控制线划定。



2.5　差异协调

差异规则制定 多规差异检测 多规控制线划定 差异处理措施及协调

针对每类差异规则检测出来的差异，给出具体的处理的方法、措施，以规范规划人员在协调过程中按统一原

则进行协调。利用系统辅助进行差异协调，不仅提高效率，还能记录协调过程。



2.6　数据应用

数据应用

专题组织 符号化配置

分级显示 方案模板



2.6　数据应用

结合业务及应用特点组织专题图，改变传统需要客户自己来勾选各类要素。



2.6　数据应用

利用定制的字体文件，进行矢量符号的定义，形成丰富、全面的符号库，达到地图精美。



2.6　数据应用

1:25000 1:10000

1:5000 1:2000根据用户看图习惯，合理控制不同显示级别下专题图中各要素的显示，兼顾美观与内容。



2.6　数据应用

全面、专业的方案模板，实现多规合一各类专题图的快速构建！



2.7　数据更新

组织保障 机制保障



2.7　数据更新－组织保障

1、综合办公室

负责“多规合一”平台运行管理领导小组日常工作；根据领导小组任务分工，

统筹协调相关专业组保障“多规合一”空间信息平台日常运行各项工作。

2、平台管理组

负责建立“多规合一”空间信息平台配套的交换与共享管理类、平台运行管

理类的机制。

3、规划管理组

负责 “多规合一”空间信息平台的规划成果类数据标准；负责各类规划成

果资料的收集，数据问题的确认，以及规划成果质量把关。

4、业务管理组

负责“多规合一”空间信息平台中，项目生成、项目合规性检查、辅助选址

等多规合一业务相关工作。

5、信息化小组

负责“多规合一”空间信息平台在各部门推广应用的支撑，包括系统部署安

装、系统更新维护、人员使用培训、系统问题反馈收集等工作；负责“多规

合一”空间信息平台中各类数据的持续建设和更新维护，以及数据问题反馈

收集等。



法定规划联动修改机制 控制线动态调整机制

数据动态更新维护机制

建立法定规划联动工作机制，按照法定程序
开展法定规划修改完善工作。法定规划修改
方案通过规划、国土、发改、环保、农业及
相关部门的联合审查后，按原审批程序报批。

2.7　数据更新－机制保障

建立“多规合一”控制线调整机制，明确控
制线调整的条件及流程，加强部门协同。控
制线调整可分为整体修改和局部修改两种情
形。

多规合一数据库动态更新维护，需要规范的工作流程和
配套的系统工具来完成。其中，配套的系统工具需要有：
（1）成果联动更新业务系统；（2）成果联动更新管
理系统；（3）规划编制工具；（4）规划协查系统。



2.7　数据更新－示例

1、申请数据

纳入到多规合一数据库中的各类规划数据，

当规划需要修编或新编时，必须向多规合

一管理部门申请下载统一多规底版数据。

2、成果审查与协调

当基于统一多规底版数据完成规划修编或

新编时，必须利用多规合一空间信息平台

进行成果审查与协调，保证成果不与多规

成果及其他部门规划成果冲突。

3、入库更新

当规划修编或新编成果通过多规合一空间

信息平台的审查，即可向多规合一管理部

门提交入库更新申请，由多规合一管理部

门完成规划修编或新编成果的入库更新。



体会

多规合一
数据建设

设计
有方法理论

标准
有配套工具

实施
有工艺流程

应用
有业务逻辑



总结

转
变

多规编制工作

多规信息化工作

自下而上摸石头过河

目录
梳理

标准
制订

整合
建库

差异
协调

数据
应用

数据
更新

多规合一数据资源体系

自上而下层层分解 自下而上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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