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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 　言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

求 ,信息化建设则推动了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

型转变。规划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是为人民谋福

祉和为政府提供科学决策依据的一种新型服务模

式。规划管理信息化平台是集成 OA、M IS与 GIS等

技术 [ 1 ] ,面向城市规划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辅助业

务人员进行业务办公管理的图文一体化信息平台。

许多县域城市在城市 GIS的建设和使用过程中 ,由于

种种原因 ,如设计上、数据标准上、系统实用性、管理

上的问题 ,使城乡规划管理信息化平台不能充分发挥

作用 ,浪费了大量有效资源 ,还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

决策者、办案人员应用的积极性 ,已成为规划管理信

息化建设中的瓶颈问题。

增城市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建设具有一定基础 ,

空间信息产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县域城市前列。

增城市结合县域城市的实际情况 ,以基础数据建设

为核心 ,以规划数据库管理建设为纽带 ,以应用建

设为发展动力 ,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式 ,全面

打造县域城乡规划管理信息化平台创新体系的服

务模式。

　　二、总体架构与建设内容

1. 平台总体架构

增城市城乡规划管理信息化平台应用服务的

新模式如图 1所示。研究纵向上可以分为基础建

设、管理建设和服务建设三个方面 ,包括标准与规

范制订、数据采集、整理、检查、建库、入库、系统设

计与开发实施、管理制度设计等各方面。横向上 ,

研究的范围主要是增城市城乡规划局的规划管理

业务信息化建设 ,包括三证一书、建设工程测量管

理、电子报批、规划决策和城乡规划村镇信息化等。

图 1　县域城乡规划管理信息化平台总体构架

规划管理信息化公共平台创新体系基础建设

可以概括为数据建设、公共坐标体系和 CORS系统

应用三个方面。数据建设是从数据的量度入手 ,解

决纸质文件图纸电子化、数字化的问题 ;公共坐标

体系建设是从数据的准度入手 ,解决坐标转换问

题 ; CORS系统应用是从数据的精度入手 ,解决定位

数据的可靠性和精确性问题。

城乡规划管理信息化平台是由人、软件、数据、

46 测 　绘 　通 　报 　　　　 　　　　　　　　2011年 　第 1期



硬件和网络等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其构成的底

层包括数据建设等基础建设 ;上层包括各种 GIS软

件、应用系统等服务建设 ;中层的城乡规划数据库

管理系统是指管理城市包括各种比例尺的地形图、

道路交通图等各种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以及包括路

网、用地红线、放验线等各种规划专题数据和元数

据的数据库系统。规划数据库管理处于层次三角

形的中间位置 ,连接底层的基础建设与上层的服务

建设 ,起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

2. 基础建设

县域城乡规划管理信息化平台的数据建设主

要包含基础地理数据、规划成果数据、规划背景数

据、规划专题数据、规划审批数据和三维模型数据

等六大类。

其中基础地理数据主要包含 1 ∶10 000、

1∶2 000、1∶500几种类型 ,三种数据包含数字线划

图、数字高程模型和数字正射影像 [ 2 ] (如图

2所示 )。

图 2　采用公共平台创新体系规划基础地理数据

规划成果数据是根据城市在区域范围内的地

位和作用 ,对组成城市的众多要素进行组合或调

整 ,以求得最合理的城市结构和外部联系 [ 3 ]。规划

编制数据对城乡规划工作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是城

市未来建设发展的蓝图 ,是城乡土地使用和开发的

法定依据 ,是公众参与规划的重要渠道。

规划审批数据是规划局建设项目规划许可的

结果数据 ,具有法律效力。具体包括规划选址红

线、规划用地红线、城乡规划内控路网、建筑报建验

收图形数据、修建性详细规划图。规划审批数据与

规划局“一书三证 ”的业务密切相关 ,在规划编制、

审批及专题数据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其他数据还包括规划背景数据、规划专题数据

和三维模型数据等。这些数据的生产采用计算机

网络、GIS、信息交换适配器、数据挖掘等先进技术 ,

为全市范围内形成准确、动态、高效的城乡规划编

制、审批及数据管理和数据服务体系的构成提供了

有力的基础保障 ,为政府和全社会提供可持续的专

题共享服务 ,形成先进、完善、全局性的地理空间信

息大系统打下坚实的数据基础。

为了建立基础空间地理信息系统 ,实现市政府

提出的使用“一张图 ”的要求 ,需要将现有的广州独

立坐标系和 1954北京坐标系转换成 1980西安坐标

系 ,并且根据多点转换最终得到整个增城市以及增

城市现有各镇区的坐标转换模型 ,并在以后的城市

规划和测绘工作中使用统一坐标系统 ,以便于整个

城市的规划编制。

基准站包括增城市的荔城站和永和站 ,为提高

测绘精度 ,保证测绘成果质量 ,引进了 GZCORS技

术 ,提高了基础测量定位数据的可靠性和精确性 ,

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增城市域范围内 ,通过采集 8

个 GPS D级点的 W GS284坐标建立了一个相对可靠

的以 1980西安坐标系为基准的转换模型。

3. 管理建设

通过建立规划数据库管理系统对城市包括各

种比例尺的地形图、道路交通图等各种基础地理信

息数据以及包括路网、用地红线、放验线等各种规

划专题数据和元数据进行规范和统一的管理。规

划数据库管理处于层次三角形的中间位置 ,连接底

层的基础建设与上层的服务建设 ,起着承上启下的

作用 ,如图 3所示。

图 3　规划数据库管理系统

4. 服务建设

服务建设的基本思路就是充分利用已建成的

数据和已搭建的框架 ,扩展应用系统的开发。已建

设的应用服务中 ,城乡规划管理信息系统提供办公

系统服务 ;软件“修详通 ”和“验收通 ”提供电子报批

服务 ;“规划在线 ”提供信息发布服务 ;村镇规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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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管理系统提供新农村网络建设服务 ;城乡规划管

理三维审批辅助系统提供三维浏览和分析 ,用于协

助决策。各项服务应用需求清晰、分工明确 ,构成

了一个统一服务的整体 ,如图 4所示。

图 4　县域城乡规划管理信息化平台服务建设

　　三、理论与技术方法

1. 基础地理数据动态更新技术

(1) 基础地形数据增量更新

基于规划管理成果的城市基础地形数据的更

新策略即从建设项目的起点 ———规划审批 (建筑红

线和用地红线划拨 )和终点 ———竣工验收 (竣工测

量 )入手实施基础地理数据的更新。

数据增量更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数据更新

示意图如图 5所示。用右边的更新数据 (竣工成果

图或地形图修补测 )去替换左边数据库中的地形数

据就必须在数据库中确定变更范围 ,在替换中还要

处理要素接边等问题。为了保证更新后数据的现

势性与准确性 ,需要按照一定的步骤和方法实施数

据更新 [ 4 ]。

图 5　基础地形数据增量更新示意图

(2) 影像数据动态更新

影像数据更新时 ,由于客观因素的影响 (如拍

摄时间、日照强度、温度等 ) [ 5 ] ,在新影像与旧影像

的边缘处会出现黑边或者色彩间隙。通过采用影

像融合技术可以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影像数据结

合成单一的、无缝影像数据 ,从而解决新旧影像的

边缘色差问题。

在计算边缘像元值时 ,采用距离加权的方法来

决定重叠区域的像元值。距离加权是指像元距公

共区域边缘的不同长度而给予不同权重 ,从而决定

像元的值 ,如图 6所示。

图 6　影像融合的距离加权法示意图

从图 6中可以看出 , x点同时存在于 R1 和 R2

两个区域 ,由于点 x距 R2 比 R1 近一点 ,所以 x点输

出的像元值中 , R2 所占的权重会大一点。由此计算

出的像元值能够在图像边缘处呈现出一种平滑的

渐变效果 ,从而改善了以往在影像图更新中的黑边

问题。

2. 村镇规划信息服务构件技术

为了使规划管理从县向镇街延伸 ,实现县镇两

级城乡规划一体化 ,需要引入 B /S架构 ,简化终端

电脑载荷 , 减轻系统维护与升级的成本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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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6 ]
,降低用户的总体成本分布式管理模式。重新

设计新的 B /S系统代价较高 ,同时传统的应用习惯

也不易改变 ,比较合理的方式是对已有的 C /S向面

向服务的框架进行移植。

基于. NET Remoting的特点 ,对于专业用户需

求系统可以通过. NET Remoting技术访问数据库并

获取最新数据信息 ,而对于系统开发人员只需要在

各子系统上部署代理服务类 ,系统维护的成本非常

低。因此 ,可以利用. NET Remoting技术对分布式

系统结构进行优化 ,这样的方式既能减少网络阻

塞 ,提高总体系统运行效率 ,同时也有利于系统的

安全性和系统维护 ,这种改良的分布式管理系统提

供了更好的伸缩性和可维护性。

　　四、应用与成果

新农村规划建设是县域城乡规划中一项最主

要的任务 [ 7 ]。为了实现地理信息服务从城市延伸

到村镇 ,建立村镇规划管理信息系统 ,作为服务村

镇的信息化平台 ,已经延伸到了全市各镇街。

通过村镇信息化建设 ,建立起农村规划的编

制、审批和查违工作的技术平台 ,实现了从数据生

产到向全社会提供城乡规划信息服务的转变 [ 8 ]。

市政府组织相关规划编制单位 ,利用信息化平

台进行会商和综合分析 ,按照《城乡规划法 》的基本

原则 ,结合实际情况 ,进行了合理的调整。调整后

方案直接显示在会商系统中 ,一步到位实现规划编

制的自动化与集成化。

进行“多规合一 ”,强化了资源、环境、城乡、区

域集约化程度 ,对推动县域城市今后更好地利用土

地资源、推进特色产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

如图 7所示。

　　五、应用前景展望

在基础建设层面 ,数据建设需要通过目前信息

服务的深入应用得到反馈 ,以充分了解并满足城乡

规划管理的需求 ,带动城乡规划管理信息化平台进

一步提升和发展。

在服务建设层面 ,未来的城市政务应用平台将

不仅仅局限于部门内部的业务操作 ,而是更多地向

网络拓展 ,实现依托政府内外网络的国家、省、市

(县 )互联互通 [ 9 ]。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 ,为增城市

电子政务建设提供公用的数据平台和基础地理信

息服务 ,为信息资源基于地理空间的整合提供信息

框架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县域城市数据交换平台节

点 ,实现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交换与共享。建设可

持续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 ,实现统一的

“一站式服务 ”,包括电子政府、电子商务系统、物联

网和信息化社区等 [ 10 ]
,为未来数字城市、智慧城市

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图 7　村镇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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