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时空大数据应用 

基本规定》（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2022年 6月 1日 

 

 



 2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行业标准制定任务由自然资源部提出，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

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TC93 归口。 2021 年 10 月 25 日，本

文件已列入自然资源部《 2021 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

标准计划号为 20211400。 

为规范国土空间规划领域中城市时空大数据获取、处理和使用标

准，构建科学规范的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和应用技术流程，提升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与评估等工作的精准性，在总结城市实践经验、广泛听取

意见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时空大数据应用基本规

定》。 

2.编制背景。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

干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监测评估预警和实施监管机

制。《“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要求加强国土空间的实时感知、

智慧规划和智能监管，强化综合监管、分析预测、宏观决策的智能化

应用。当前，应用基础调查、遥感影像、手机信令、审批管理等时空

大数据，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评估等工作越来越普遍，规范国土

空间规划时空大数据应用成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

基础支撑。实践中，由于数据产存分散，数据类型繁杂多样，数据收

集、处理缺乏统一的标准，影响了数据全面、响应迅速、智能分析、

协同合作、支撑决策的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体系的构建。明确

统一、融合、规范的国土空间规划时空大数据应用标准，发挥海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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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推动建设全要素、多类型、全覆盖、实时更

新的权威国土空间数据库，夯实“可感知、能学习、善治理、自适应”

的智慧规划建设基础，已成为迫切需求。 

为规范国土空间规划领域中城市时空大数据的使用标准，构建科

学规范的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和应用技术流程，制定本文件。 

3.主要起草人。 

（1）承担单位。 

本文件由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自

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清华大学、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中

国联通智慧足迹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起草。 

（2）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略。 

4.主要工作过程。 

（1）预研究阶段（2020.06-2021.02）。 

牵头单位主要面向城市多源数据，如浮动车轨迹数据、手机信令

数据、公交刷卡数据、物联网感知气象数据等城市时空大数据，开展

了“多源数据分类、清洗融合、数据检验、应用分析”的城市动态认

知与国土空间规划优化研究。梳理了城市多源多模态数据分类框架，

以及如何融合这些数据应用至城市及规划智慧化管理，相关研究成果

在实践中进行了验证。 

2020年 6月，本文件申报为自然资源部标准制修订预研究项目。

2021 年 2 月，编制组经过前期基础和调研，确定了标准内容提要和

制定原则，并据此撰写完成编制标准大纲。 

（2）草案编制阶段（2020.10-2021.12）。 

2020 年 10 月开始，牵头单位积极启动标准编制准备工作，邀请

科研单位、高校、大数据应用活跃的企业、移动通信运营商、地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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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管理部门等有关单位专家共同组成标准编制研究工作组，开展

本文件编制工作，并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和 3 月 24 日，两次组织标

准编制专家、大数据技术应用和国土空间规划领域专家召开了专家研

讨会和交流会，研究确定了标准编写的工作计划和整体架构。 

2021 年 4 月—8 月，编制组根据工作框架，确定标准编写内容和

成果形式。期间，组织时空大数据应用较好的城市，围绕具体数据采

集、处理、使用和应用指标计算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初步形成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时空大数据应用基本规定》草案稿。 

2021 年 8 月—10 月，对草案的城市时空大数据分类、数据规范

要求和逻辑、典型应用场景等问题召开 10 余次集中研讨会议，对草

案具体内容进行讨论。 

2021 年 11 月，自然资源部庄少勤副部长召开专题会议，组织相

关司局领导专家开展标准研讨，原则同意标准框架内容。同月，组织

大数据应用较好的企业专家（百度、高德、腾讯、中国移动、中国联

通、中国电信）开展标准草案征求意见，就数据分类、数据处理技术、

数据质量规范、应用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 

2021 年 12 月，根据征求意见情况，对草案的城市时空大数据分

类、数据质量要求、应用场景进行了修改完善。牵头单位组织召开了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时空大数据应用基本规定》（征求意见稿）专家

研讨会。会议邀请陈军院士，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院士专家，地方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领导，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

专家，就《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时空大数据应用基本规定》（征求意见

稿）从编写规范、框架内容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 

2022 年 1 月—2022 年 4 月，编制组进一步梳理数据分类、规范

流程和应用场景的部分内容，并对可能涉及的数据安全、个人隐私、

物权保护等相关法律情况做进一步审查，修改形成最终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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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1.编制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统一性与继承性。 

本文件编制过程中，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已有相关标准

内容进行了总结梳理，尽量保持与已有标准的统一和协调；构建的国

土空间规划城市时空大数据体系继承了已有文件对时空大数据的定

义，保证了标准的通用性与继承性。 

（2）先进性与科学性。 

本文件首次构建了国内国土空间规划领域时空大数据的应用质

量控制体系，聚焦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应用需求，对时空大数据分类进

行了梳理，并结合城市和市场企业具体应用实践分析，确定时空大数

据的应用规范。标准对时空大数据在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应用具有较

好的引领作用，提升了时空大数据在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应用的规范化

水平，支撑国土空间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工作，先进性与科学性较强。 

（3）实用性与适用性。 

本文件构建的时空大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充分结合了当前时空大

数据在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广泛应用成果，可信度高，逻辑与指标实

用性强；文件同时阐述了时空大数据在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典型场景的

应用口径和方法，适用性广泛。 

2.编制总体目标。 

本文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编制： 

（1）梳理城市时空大数据分类。 

构建全面适用于城市级国土空间规划的数据分类体系。梳理各类

时空大数据的属性与特征，为时空大数据索引、收集、处理和应用提

供基础。 

（2）构建大数据质量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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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国土空间规划大数据治理应用与质量控制体系，规范时空大

数据获取、处理、融合和应用要求，提高规划编制、实施、监督和评

估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3）指导国土空间规划应用场景。 

构建时空大数据应用技术流程。通过国土空间规划中典型场景和

具体指标的应用，以及各类时空大数据有机融合与相关模型方法实践，

指导时空大数据在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应用。 

3.标准技术内容说明及论据。 

（1）标准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国土空间规划中城市时空大数据的使用规范，包括

城市时空大数据的定义与分类，城市时空大数据获取及质量控制基本

要求，城市时空大数据应用。 

本标准适用于利用时空大数据开展城市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

批、实施和监督，省级、县（区）级等其他层次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工

作也可参考执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将“ GB/T 12409-2009 地理格网”“ GB/T 35273-2020 个

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37973-2019 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安全管

理指南”“ TD/T 1063-2021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 等作

为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列出大数据、城市时空大数据、日活跃用户量、空间粒度、

时间粒度、规划单元、地理格网、映射关系等 8 个术语，并对其进

行了定义。 

（4）基本原则。 

本文件列出构建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时空大数据应用基本规定的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需求导向”、“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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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享”和“坚持全生命周期管理”，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

修改和实施监督的智慧规划建设提供支撑。 

（5）总体要求。 

从“梳理城市时空大数据分类”“构建大数据质量控制体系”“指

导国土空间规划应用”等 3 个方面对城市时空大数据在国土空间规划

领域的应用提出总体目标要求，并规定数据资源层、数据要求层、应

用场景层、决策服务层四个方面的总体框架。 

（6）数据要求。 

该章节阐述了国土空间规划领域中使用的数据分类与内容要求，

规定了国土空间规划领域中应用的时空大数据在数据获取、数据处理

与质量控制、数据校核和数据融合相关规范要求。 

其中数据获取要求主要包括在空间范围、时间范围、空间粒度、

时间粒度、属性内容的要求。数据处理和质量控制要求主要包括对数

据清洗与处理、数据量等方面的要求。数据融合主要考虑到多源时空

大数据的表达形式、时空粒度等不同，支持建立以地理格网为单元，

通过构建地理格网与规划单元的映射关系，满足各类国土空间规划城

市时空大数据应用场景的需求。 

在本文件制定过程中，对位置服务数据应用成熟活跃的企业（包

括百度、高德、腾讯等） 和手机信令数据应用成熟的运营商企业（包

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以及时空大数据应用成熟的

城市（包括广州、深圳、武汉、重庆、长沙、青岛、哈尔滨等）进行

时空大数据采集处理、质量要求等相关方面的论据调研和案例搜集，

最终确定了本文件中的数据要求。 

同时，开展了 50 多个不同规模的特大城市、省会城市和小城市

日均活跃用户量占比开展调研分析。对于手机信令数据，通过调研发

现，如北京市、深圳市、武汉市、西宁市、湘潭市、长春市等日均用

户量占比均在 20%—30%之间，其误差率均在 5%以内；如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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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绵阳市、渭南市等日均用户量占比均在 15%—20%之间，其

误差率均在 10%以内，日均活跃用户量占比与评估结果误差率密切相

关。对于个人位置服务数据，使用百度的个人位置服务数据的日均活

跃用户量最少可达到约 35%；高德最少约 50%，且对人口等指标计算

的准确度达 95%；腾讯可达到约 50—90%。 

基于调研情况，本文件确定了数据要求质量。其中手机信令数据

日活跃用户量应满足占城市常住人口比例高于 10%；位置服务数据、

物联网传感数据中涉及个人位置的数据，日活跃用户量应满足占城市

常住人口比例高于 30%。 

（7）城市时空大数据应用。 

该章节阐述了城市时空大数据在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应用的技术

流程、典型应用场景以及推荐使用的城市时空大数据。以城市安全底

线、人口结构、职住平衡、十五分钟生活圈、区域联系五个典型应用

场景为例进行了阐述。 

（8）数据服务要求。 

该章节阐述了城市时空大数据在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应用时需要

注意的问题，以及为国土空间规划提高服务决策依据的相关要求。 

（9）附录。 

该附录主要对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典型应用场景及对应的典型

指标进行了定义，同时对每个典型指标计算所需数据、相关推荐模型

等应用口径进行了规定，指导国土空间规划进一步具体应用。 

三、主要试验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

的经济效果 

1.技术路线确定与论证。 

本文件编制的主要思路是通过规范城市时空大数据，提升国土空

间规划应用的科学性。基于该思路，以及在对企业、城市等试验的基

础上，形成了“基本原则构建、总体框架设计、数据要求规范、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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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应用”的技术路线，指导标准编制。 

基本原则构建：主要是面向国土空间规划需求，确立“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需求导向、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

标准基本原则。 

总体框架设计：主要是根据技术路线，确定标准整体技术框架，

适用范围、术语定义、总体目标等内容，并设计构建“基底数据、数

据准入、数据准出、数据应用”的技术框架流程。 

数据要求规范：首先，根据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梳理城市时空

大数据分类。本文件把握对“广义时空大数据”的继承性原则和对“狭

义时空大数据”的聚焦性原则，构建全面适用于城市级国土空间规划

的数据分类体系；并梳理各类时空大数据的属性与特征，为后续数据

要求提供基础。其次，建立对城市时空大数据的获取要求和质量要求

体系，并通过对各城市进行试验验证，制定数据准出规则，供应用场

景层直接使用和调用。 

时空大数据应用：主要结合当前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重点需求，

从城市安全底线、人口结构、职住平衡、十五分钟生活圈、城市区域

联系等方面，举例提供具体数据使用规则，直观指导城市的实际应用。 

2.主要试验。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以深圳、广州、武汉、重庆、青岛、长沙

等各城市等不同规模城市为试验场地，对文件内容进行了试验，试验

结果证明文件规定的数据分类、数据要求（包括数据校核等）、典型

应用场景等在国土空间规划应用时能够更好的保证数据的科学性和

应用准度。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互联网地图数据、位置服务数据、物联网传

感数据，分别在不同城市开展人口、城市空间布局、职住平衡、15分

钟生活圈等的量化试验分析，其中很多试验分析涵盖全国107个国务

院审批规划城市。通过试验证明，本文件中的时空大数据分类基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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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覆盖国土空间规划的主要和重要应用，数据要求内容及具体量化指

标能够推动指标计算结果科学性和准度的提升，典型应用场景分析能

够涵盖当前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的主要需求。整体技术可行、技术路线

清晰，对于推进国土空间规划领域时空大数据的科学应用具有重要意

义，将有效提升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应用的数据规范化水平。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与国际、国

内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

数据对比） 

通过检索，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发布与时空大数据在国土空间规划

领域应用的基本规定的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的制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标准管理

办法》，文件中涉及所有数据均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电信和互联网用

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目前，国内外尚

无针对国土空间规划领域时空大数据基本应用规定的相关标准。本文

件可以填补国内相关标准的空白，与现行的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标准互

补。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文件是国土空间规划领域中，首次对如何使用时空大数据的基

础性标准。本文件发布后，承担单位和各参与单位将积极贯彻标准的

各项要求，及时在公众媒体、自然资源行业等做好宣传工作。通过宣

http://baike.baidu.com/view/8721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142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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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培训，使各类相关人员了解本文件的重要意义和具体实施方法，

提高使用时空大数据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应用的规范化水平。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