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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化手段破解大城市交通规划编制“规划冲突”难题 

——以深圳市交通规划编制协同管理平台为例 

罗钧韶 丘建栋 宋家骅 
 

【摘要】为解决大城市交通规划编制信息缺乏有效组织和动态跟踪，编制成果间难以继承，

甚至相互矛盾，形成“规划冲突”、难以协同实施等问题。本文通过信息化手段，以 Web 为

网络平台，GIS 为支撑技术，开发面向交通规划编制项目的空间索引、空间叠加、冲突智能

识别等算法程序，构建具有标准化录入、多属性检索、邮件式动态跟踪、智能化甄别“规划

冲突”等功能的交通规划编制协同管理平台，形成由“分散孤立”到“整合协同”的高效管

理模式，实现交通规划成果信息共享、方案可视、成果协同，有效破解“规划冲突”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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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国内许多城市，尤其是一线大城市，开展了数量大、层次多、

内容广的交通规划，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带来了规划编制信息缺乏有效组织与动态跟踪，

编制成果间难以继承，甚至相互矛盾，形成“规划冲突”、难以协同实施等与发展需求不适

应的问题。规划编制管理部门缺乏对已编规划的统筹，难以避免重复规划；缺乏对在编规划

的跟踪管理，难以及时掌握项目进展。规划编制单位缺失共享信息渠道，难以全面融合各层

次规划成果；缺少标准化方案表达形式，导致解读方案困难；多个同时在编的相关规划信息

隔离，导致规划方案冲突。 

面向协同实施的城市交通规划
[1]
要求协同的规划编制过程，在各层次各阶段之间协同运

作，迫切需要加强规划编制的管理，提高规划编制效率和质量，解决“规划冲突”问题。目

前，国内各大城市尚无有效的解决方法。结合深圳的实践与探索，以信息化手段构建交通规

划编制协同管理平台，形成由“分散孤立”到“整合协同”的高效管理模式，实现交通规划

编制的信息共享、方案可视、成果协同，有效破解“规划冲突”的难题。 

1 面向协同的交通规划编制管理需求及存在问题 

1.1 面向协同的交通规划编制管理需求 

协同的交通规划编制管理是面向协同实施的城市交通规划的基本要求
[1]
，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需要协调方方面面，尤其对于快速城市化地区，更需要全过程地加强对规划编制

的管理，以促进各个阶段的协同。 

从规划编制层面分析，协同的交通规划编制管理需要宏观规划战略、中观功能布局到微

观交通组织与设计各层次之间相互协调与支撑，规划战略协同功能布局，功能布局协同运行

管理，运行管理协同实施计划，保证规划编制在各层次规划关键环节上下一致、协同衔接。

就单个规划项目而言，需从项目“立项—编制—方案—反馈”各阶段纵向衔接上下层规划，

横向融合关联成果方案，由设计任务、技术路线、成果构成及要求等形成协同规划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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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划编制角色来看，对于城市交通规划管理者，协同的交通规划编制管理需要对多项

目、多层次的交通规划进行组织、统筹、衔接，用规划指导计划，并统筹后续建设和协调；

需要各规划项目的动态跟踪，协调把握项目的进度，减少规划过程中的延误与滞后。对于城

市交通规划编制单位，需要畅通的相关规划成果的共享渠道，消除资源壁垒，以减少投入大

量时间和精力去搜寻，提高效率，降低规划编制人力物力投入；需要对多个同时在编的项目

进行沟通和协同衔接，防止方案矛盾，消除“规划冲突”，以提高规划编制质量和保持成果

的延续性。 

1.2 大城市交通规划编制管理的存在问题 

目前国内各大城市已开展或正在一系列的交通规划，层次涵盖宏观、中观到微观，内容

包括整体交通规划、专项交通规划、交通组织管理、智能交通等方面，但尚未对规划编制进

行有效的管理。 

（1）难以便捷查询与共享所需要的信息。按照已编制完成与正在编制的交通规划项目

产生的数据和信息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需保存的文件资料相应增加。规划编制成果的纸质

文件通常是通过资料册、文件夹等贴码分类装订收编与存取，电子文件通常按照一个规划项

目建立一个总文件夹，下设若干子文件夹的树状结构方式进行管理，不同规划编制项目资料

分散在不同部门，缺乏统筹组织，数据管理凌乱分散。对于城市交通规划管理者而言，难以

直观明晰一个地区究竟开展了或者正在开展多少相关项目，各类项目是否有重复建设，新项

目是否有立项的必要；对于城市交通规划编制者来说，很多资源存在壁垒，无信息共享渠道，

难以全面收集，无直接查询方式，难以高效利用。 

（2）难以迅速准确解读已编规划成果和识别“规划冲突”。交通规划编制过程中，需要

对各方多源的相关规划编制成果方案进行梳理、分析、借鉴和吸收，以便与上下层规划相互

衔接，目前是依赖人工方法对各有关规划成果进行细分解读，对方案进行归纳总结，找出异

同，识别“规划冲突”，鉴于规划编制技术人员经验差异以及人为误差，既耗费大量时间与

精力，又难以准确理解到位。面对与日俱增的城市交通规划编制项目，仅凭借人工处理的方

式明显耗时低效。 

（3）难以协同多个同时在编规划项目和消除“规划冲突”。多个同时进行的交通规划编

制项目管理周期较长，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编制单位常常存在信息隔离，无相互了解沟通的

便捷途径，同时由于规划信息收集程度不一、解读深度各异，尚无共同的动态跟踪平台与协

调机制，容易导致编制成果相互矛盾，方案参差不齐，“规划冲突”屡见不鲜。 

2 以信息化手段建立协同管理平台，破解“规划冲突”难题 

2.1 响应交通规划编制管理特点的信息化技术 

（1）数据库技术
[2]
。针对各规划编制信息存储分散，数据管理凌乱，按照交通规划编

制项目文件具有名称、类型、时间、空间地理等属性特征，可将项目属性分类，采用数据库

技术进行信息汇总和数据整合来解决。数据库技术是信息系统的一个核心技术，利用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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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 建立多属性特征的数据库，为实现规划编制文件便捷查询与信息共享提供统一存储

空间。 

（2）GIS 技术
[3][4][5]

。解决规划编制项目成果矛盾和“规划冲突”的问题，首先需要实

现项目方案可视化。根据交通规划编制项目的空间地理属性，引入 GIS 技术交互视觉体验。

GIS 属于信息系统的一类，运作和处理地理参照的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描述地球表面空间

要素的位置和属性，通过 GIS 空间分析功能的开发，构建空间索引、空间叠加、冲突智能识

别等算法程序，实现编制成果的继承、衔接和协同。 

（3）WEB 技术。面向规划编制成果的便捷共享需求，可融合 WEB 技术，采用 ASP.NET
[6]
，

通过联网对数据库访问及 GIS 地理空间数据的发布和应用，实现数据的共享、可视和互操作。 

2.2 多源异构数据融合的总体思路 

通过融合应用多个信息化技术，利用 ArcGIS Server 构建协同管理的 GIS 平台，自建地

图引擎，通过 JavaScript 引用 ArcGIS API 进行空间分析；利用 SQL Server 建立协同管理

数据库，通过 C#访问，进行数据读取和运行；以浏览器-服务器(B/S)方式的服务器提供软

硬件环境，并建立文件资料库按既定规则存储规划编制文件，形成交通规划编制协同管理平

台“WebGIS+数据库+文件服务”多源异构数据融合的总体思路。 

 

图 1 多技术融合的总体思路 

2.3 分层次整合的框架体系 

按照总体思路，以规划编制项目数据库为支持，构建由基础层、核心层和功能层相互协

作的交通规划编制协同管理平台的框架体系。 

（1）功能层。协同管理平台功能层面向应用，开发的主要功能包括规划编制项目的信

息录入、资源查询下载共享、在编项目动态跟踪以及规划冲突整合等，各主要功能分布于不

同的平台版块之中，远期根据实际管理需求预留功能拓展接口。 

（2）核心层。核心层响应功能层需求，结合基础层与数据库信息，由核心技术方案及

程序算法组成，包括①GIS 可视化技术方案，即 GIS 可视化地图环境，按照“所见即所得”

的方式对规划编制进行统一管理，开发 GIS 地图中缩放、点选、圈选等分析程序算法，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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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相关规划编制信息、编制成果及附件资料。②Web 网页设计，使不同规划人员分布式协

同工作，联网化拓展信息沟通渠道，规划编制资源集约化。③项目方案的标准化，对于交通

规划中涉及道路交通、公共交通、公交场站、慢行车道等设施规划编制成果，用不同且易于

理解的标注显示，使原规划意图得到充分解读，保证规划编制成果的继承性。④GIS 空间分

析算法，开发 GIS 空间索引、空间叠加、冲突智能识别、邻接关系算法，甄别并显示交通规

划已编或在编项目间存在的冲突点。 

（3）基础层。基础层为 GIS 可视化及空间分析算法提供地图元素，通过自建地图引擎，

结合规划编制项目数据库的信息，运作和处理地理参照的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实现功能层

相关内容。 

（4）项目数据库。项目数据库是由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交通规划编制项目文档、图

片资料及数据信息等电子文件组成的数据集合
[7]
，并按照一定的数据结构与逻辑算法进行新

增、截取、更新、删除等操作管理。 

 

图 2 分层次整合的框架体系 

3 深圳的探索与实践  

面向协同实施的城市交通规划，深圳市为实现协同的交通规划编制管理，通过长期探索，

通过攻关研发，确立以信息化手段构建交通规划编制协同管理平台（图 3），已初步完成主

要功能（图 4），并逐步投入实践应用中。 

3.1 标准化规划编制项目信息录入 

为交通规划编制项目提供统一的标准化录入界面，将规划编制项目名称、基本属性、项

目文件及成果方案，一体化整合至管理平台数据库中。 

（1）对规划编制项目基本信息，利用 C#语言访问数据库并写入记录（图 5、图 6）。 

（2）关联规划编制文件图纸及成果，利用 ASP.NET 提供上传至服务器的端口（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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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设施相关的方案，开发“GIS 在线编辑”工具，将方案转为 GIS 语言，标准化

坐标系统录入到数据库空间属性特征记录中（图 8）。 

  

图 3 协同管理平台登录界面                    图 4 协同管理平台主界面 

  

图 5 标准化信息录入                         图 6 写入数据库记录 

    

图 7 上传至文件服务器端口                       图 8 GIS 在线编辑 

3.2 多属性项目信息便捷查询与共享 

（1）通过 C#/SQL Server 数据库访问读取机制，提供多种搜索方式：①关键词一键式

模糊搜索，迅速返回备选结果集，供进一步选择；②项目属性分类精确搜索，准确高效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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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编制信息；③交互视觉体验的地图点击搜索，便捷查询规划编制成果及方案。如图 9

所示。 

（2）制定统一的坐标系统，基于 ArcGIS API/Javascript 开发地图系统缩放和点选、

圈选搜索模型，通过 C#执行并显示执行结果，发布地图服务，实现可视化环境多式查询（图

11、图 12）。 

（3）协同管理平台创建交互式网页应用的开发技术（Ajax），提供获取规划编制文件和

下载资源接口，实现共享（图 10）。 

  

图 9 多属性项目信息便捷查询                     图 10 文件下载共享 

  

图 11 地图点选操作                           图 12 地图圈选操作 

3.3 定期邮件自动发送方式对项目动态跟踪 

开发项目动态跟踪模块（图 13），以项目计划时间与当前时间差为准绳，通过系统定

期检测程序，自动向交通规划编制项目管理者发送邮件，动态提供项目进展程度、延误提醒、

协同实施状况等功能（图 14）。 

3.4 空间叠加运算方法智能甄别“规划冲突” 

开发 GIS 空间叠加、邻接分析、缓冲分析等识别冲突算法（图 15-图 17），结合规划编

制特点，确定冲突阈值，智能甄别在编项目与历史已编项目、其他在编相关项目存在的“规

划冲突”的程序，直观可视化支持协同各规划人员的研究，实现规划编制的一致性和延续性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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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在编规划项目动态跟踪                      图 14 动态跟踪之延误提醒 

   
图 15 叠加分析               图 16 邻接分析               图 17 缓冲分析 

   

图 18 “规划冲突”识别示例 

4 结语 

未来，大城市中分层次、成体系、相衔接的面向协同实施规划的交通规划将越受重视，

随着编制项目类型、数量迅速增加，深度、广度也不断拓展，协同的交通规划编制管理要求

更为迫切。深圳市以信息化手段初步构建了交通规划编制协同管理平台，并将后续完善和提

升，为破解大城市交通规划编制管理中“规划冲突”的难题，实现信息共享、方案可视、成

果协同的由“分散孤立”到“整合协同”的高效管理模式提供可行的方法借鉴，将有效提升

交通规划编制效率和质量，有力支持协同实施的城市交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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