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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市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技术问题

陈兆玉　周　婕　贺文龙天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摘　要　论述了综合运用计算机扫描处理技术、 GIS技术、 CAD技术和常规规划方法 ,完成衡水市中心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所遇到的技术问题。 提出一些中小城市规划的特点和常见问题的处理方法 ,并根据城市规划所

需空间信息的特性 ,提出“共生空间单元”的新概念 ,以便于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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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水市位于河北省的东南部 ,京九铁路与石

德铁路的交汇处。其区位优势因京九铁路客、货的

运营日益提高 ,于 1996年 8月升为地级市 ,为衡

水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为保障

城市建设的有序进行 ,给城市持续发展余留空间 ,

衡水市委托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城市规划设计院承

担建成区 10 km
2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在这么大的

范围内一次性完成控详规任务 ,是不多见的 ,有一

些规划设计的问题值得研究。此外 ,这次规划提供

的基础资料是 10多年前测绘的 1∶ 1 000比例尺

地形图 ,地物变化很大 ,地形图的现势性很差。 我

们在规划的全过程中综合应用了计算机技术 ,使

扫描技术和 CAD技术结合应用于规划工作底图

制作 ; GIS技术主要用于对现状资料的分析和规

划成果图的制作 ; CAD技术用于补测地图和规划

设计的过程。 图形扫描、矢量化处理技术 , CAD、

GIS技术和常规规划方法相结合 ,圆满地完成了

任务。

本文针对这项特定的规划工程 ,从规划设计

和计算机应用两方面 ,结合具体问题予以讨论。

1　规划设计方面

1. 1　规划贯穿分区规划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相结

合的原则

衡水市于 1995年 8月完成了城市总体规划 ,

预计到 2010年发展到中等城市的规模。这次规

划范围是原县级市的建成区中心地区 ,东起滏阳

河 ,西至育才大街 ,南以胜利路为界 ,北至大庆路。

在建成区中部偏北 ,衡水火车站和京九、石德铁路

枢纽从中间通过 ,把规划区分割为南北两部分

(见图 1)。 规划总用地为 947 ha。在这么大的范

围内 ,不能直接以总体规划的用地布局作控制性

详细规划。必须先在规划区范围内 ,作出分区规划

的布局后 ,再作控制性详细规划。

图 1　中心位置示意图

Fig. 1　 Cent ral Zone Diagr am

按详细规划的要求 ,在规划区内进行逐地块

逐栋房屋调查。这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典型的北
方小城市 ,它有现代化道路和建筑物 ,但在街区内

部多是胡同小巷和低矮的平房 ,还有大片的乡村

住宅 ,混杂着小工厂 ,用地布局混乱 ,环境污染严

重 ,留下一个从农村→城镇→小城市的发展烙印。

本次规划的目的是按总体规划确定的社会经济发

展目标 ,把衡水市建成经济发达、功能齐全、环境

优美、交通便捷的中等规模的园林式现代化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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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它成为冀东南的商贸中心。

通过运用 GIS技术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了解

到中心区现状人口仅 8. 6万 ,平均 88人 /ha。平房

占总建筑基底面积的 63. 5% , 95% 的地段容积

率低于 0. 8,呈现低层高密度建筑状态。 公共设

施、市政设施不配套 ,城市杂乱拥挤 ,实际上中心

区的土地利用率很低。 经过对现状存在问题的研

究 ,确定的规划策略是:中心区的人口不仅不向外

移 ,还要通过调整用地结构 ,增加居住人口。这是

中小城市和大城市旧城改造所不同的重要特征。

不合理的土地开发造成土地资源浪费 ,是一些中、

小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 ,应当引起重视。

这次规划范围位于该市优越的区位 ,将发展

成为商贸、金融、交通和文化中心。按铁路和主次

干道及河流的自然分割 ,确定分区规划的范围 ,及

每个分区的功能 ,其用地结构为“ 1个核心区 , 4

个环核片区 , 2条轴线”。 每个分区确定一个主功

能和 2～ 3个副功能 ,使一主多副的功能和谐结

合 ,形成生气盎然的生活环境。 事实证明 ,中小城

市中严格的功能分区 ,使城市显得呆板 ,生活不

便。多功能用地的组合 ,尤其是居住区和工作区的

结合 ,只要不产生环境相互干扰 ,会减少交通量 ,

减轻城市的拥挤。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 ,结合现

状 ,确定在一个分区内有 2～ 3个主要用地类别

并存。如核心区是以商贸中心为主 ,在工厂搬迁后

的地址上 ,规划一个文化广场 ,成为文化娱乐中

心 ,改建后会增加城市绿化地带 ,预留城市生态空

间。火车站在核心区的北边 ,也是交通集散中心 ,

形成交通和商贸共生共荣的结合。围绕核心区四

周 ,东、西、南、北 4个分区分别承担居住、教育、行

政、公共绿化及部分工业、仓储的用地功能 ,在一

个分区内实现 2～ 3种类别用地功能的有机结合。

沿城市中心街和人民路 2条主干道为轴线 ,展开

重点地段景观设计 ,以城市道路、公共绿地、广场

和现代化的建筑群体相结合 ,形成色调明快、错落

有致、虚实相映、疏密相间、动静有序、环境和谐统

一的景观。 各个分区 ,根据各自的用地功能和结

构 ,确定规划设计的景观特征。分区规划的框架确

定后 ,按通常的规划原则调整现状用地结构 ,把有

污染的工业和仓储用地调整出中心区 ;保留一类

工业和少量二类工业用地 ,这是中心区经济发展

的动力之一。 衡水市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结构
见图 2。

在调整用地结构的同时 ,在大范围内全盘考

虑进行公共设施、市政建设项目的用地定位。完善
城市道路系统 ,规划出与主、次干道相连的街区内

部支路 ,以及消防通道。现状城市主、次干道依总
体规划已经或正在形成 ,而支路基本没有形成 ,没

有居住区级规模的居住用地 ,在小区级的居住区

内没有形成公共服务设施和集中绿地 ,仅有的中

小学用地也非常紧张且布局不合理。 这都是控制
性详规应解决的问题。 本次控制性详规对每一个
规划地块根据用地性质不同一般划分至 0. 3～ 3

ha,每个地块确定 13项控制指标:地块编号、用地
性质及代码、建设项目、用地面积、建筑密度、容积
率、控制高度、绿地率、交通出入口方位、停车泊
位、建筑后退红线、人口容量、市政公用设施项目、
用地兼容性。容积率的确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
题 ,已有不少论述 ,本次规划是根据用地的性质及

所处地段的景观设计要求 ,考虑到社会效益、环境

效益、经济效益的统一而确定的 ,对每个规划地块

都有明确的规定 ,并允许有一定的弹性。控制性详

细规划地块控制指标见表 1及图 3。

图 2　衡水市中心区规划结构示意图

Fig. 2　 Detailed Contro l Planning of the Centra l

Zone of Hengshui City Diag r am

1.现状地物地貌 ; 2. 地块编码 ; 3. 用地性质代码 ; 4. 用地面积 ;

5. 道路交叉口坐标 ; 6. 道路转弯半径 ; 7. 机动车出入口方位 ;

8. 建筑后退红线距离 ; 9. 道路红线 ; 10. 机动车道路边界线

图 3　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控制图
Fig . 3　 Detailed and Contro l Planning

Contr ol Diag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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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衡水市中心区控制性详细地块控制指标

Tab. 1　 Contr ol Index o f the Cent ral Zone o f Heng shui City

地块

编号

用
地
代
码

用地性质 建设项目
用地面

积 /m

建筑密

度 /m

容
积
率

控制高度

(% )

最
高

最
低

绿
地
率
 
%
 

交通出入口

方位

E S W N

停车泊位

(个 )

机
动

非机

动

建筑后退红

线 /m

E S W N

人口

容量

(人 )

市政

公用

设施

项目

用地

兼容

性

47-07 R22 组团公建 2 656 40 1. 2 13 4 20 · · 35 2 3

47-08 R24 组团绿地 1 841 85

47-09 R24 组团绿地 1 277 85

47-10 R22 组团公建 托幼 2 498 25 0. 5 13 5 45 · 38 3 3

47-11 C11 市属办公 市水利局 3 464 30 2. 0 30 21 30 · 10 51 5

47-13 R21 二类住宅 6 188 25 1. 5 21 15 30 3 242 5 5 3 480

47-14 R21 二类住宅 3 272 25 1. 5 21 15 30 3 128 3 5 2 260

1. 2　远、近期建设项目实施及规划管理对策的研

究

由于京九铁路的运营 ,衡水市正在成为冀东

南交通枢纽 ,地理区位优势正在上升 ,近期存在着

许多引资开发的机遇 ,所以将控制性详规覆盖整

个城市中心区是明智的选择。显然 ,衡水市没有经

济实力 ,也不可能同时在 10 km
2范围内全面进行

开发建设。所以分期实施规划建设就成为研究的

重点问题 ,在用地布局上 ,必须高瞻远瞩。 衡水市

发展的远景有可能达到大城市的规模 ,中心区的

规划起点要高 ,把一些对城市中心区发展不利的

工厂、仓库 ,如衡水酒厂、棉纺厂坚持调整出去。但

是它们现在是衡水市的支柱产业、利润大户 ,近期

不可能搬迁 ,就把它们列入远期规划建设项目 ,近

期控制不准新建不符合规划用地性质的建设项

目。位于中心区的东、南、北边 ,均有大片的农村住

宅 ,规划为风格各异的居住小区 ,主观上希望能尽

快开发 ,由于是集体所有制的土地 ,为村民所占

有 ,近期在此开发建设的难度很大 ,只有控制其建

房 ,严格按规划允许的控制指标逐步建设。在规划

管理上采取一些鼓励性措施 ,加快这里的开发步

伐。

该城市的主次干道和给排水管网基本形成 ,

近期又不可能把电力线埋地敷设 ,故道路绿化可

在近期建设中优先实施。市领导决策把衡水市建

设成北方园林式现代化的城市 ,在道路绿化、公共

绿地的建设方面达到国内先进行列 ,所以按园林

式城市的绿化标准进行规划设计。市中心区现状

绿化水平很低 ,人均公共绿地只有 2 m
2 ,且现有

位于中心区的公园正在被周围用地蚕食。 为了创

造中心区良好的绿化环境 ,必须从规划和管理方

面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地扩大公共绿地 ,如居住

小区配置小游园及点状绿地 ;旧城区在后退红线

里以带状绿地布置于道路两侧 ,在主要道路设置

绿化分隔带及游憩林荫带 ,其绿化面积占道路用

地面积的 25% ;沿滏阳河设置植物园和沿河绿

地。在沿铁路边和工业区道路还规划设置有防护

绿地。规划后绿化用地提高到人均 8 m
2
的水平 ,

达到园林式城市规定的指标。大多数中小城市绿

化水平都很低 ,衡水市把绿化作为近期建设优先

安排的做法应大力提倡。近期建设的重点在核心

区新火车站广场周围及中心街的两侧 ,布设体量

较大的商业金融、服务中心 ,初步形成 CBD的建

筑主体 ,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中心 ,提高中心

区的城市规模效应。

为了便于城市规划管理的操作 ,所编制的控

制性详细规划文本以法规条文的形式 ,结合图表

详尽地规定出每个地块控制指标 ,及在规划管理

中可能遇到的情况和应采取的对策。 其基本原则

是强化对社会公益性、大型公共设施及有污染用

地的管理 ,而一般土地使用和开发强度 ,留有一定

的弹性 ,并设了专门的土地利用兼容性表格 ,分不

得兼容、容许兼容、有条件兼容 3种情况灵活掌握

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规划成果经市人大通过

后 ,文本具有法律效力 ,以保障规划方案的落实。

2　计算机应用方面

2. 1　基础资料的处理

这次规划全过程应用计算机技术 ,首先要解

决地形图数字化的问题。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人工数字化 ,另一种是计算机自动扫描后 ,再矢量

化拼接。因为地形图的现势性很差 ,在未进行现场

调查 ,没有取得规划所需的用地分类信息和建筑

信息之前 ,不宜采用人工数字化。若在现场调查之

后再数字化 ,时间上不允许 ,会影响规划的进度。

再者 ,由于有 68幅地形图 ,数字化板少了不能满

足需要 ,购置太多则投资大 ,也不便携带在现场作

业。为此决定采用我校自己开发的扫描矢量化处

理软件 ,在去现场前一周之内就将 68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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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地形图扫描矢量化处理完成。 到现场调查

取得规划信息后 ,以编码的形式表示在 1∶ 1 000

的图上。运用 ARC /IN FO软件 ,在屏幕上进行数

字化跟踪 ,添加了编码属性信息 ,建立了规划空间

信息系统。在作规划方案过程中 ,需要用各种比例

尺工作底图。 68幅 1∶ 1 000的图拼在一起构思

规划方案很不方便 ,有了数字化的空间信息 ,可以

很方便地缩编成适当的比例尺底图。 因扫描处理

图形最大的特点是数据量大 ,每幅图扫描处理后

数据量还有 1兆。 60多兆的数据量 ,即使用内存

32兆以上的微机 ,在 AutoCAD13. 0的环境下运

行速度仍然很慢 ,必须作技术上的处理。在此之前

只需将矢量化处理时产生的无用信息用 Auto-

CAD进行编辑予以清除 ,减少数据冗余 ,以便加

快处理速度。

2. 2　规划信息的分类

空间信息包括:

1)规划背景全要素地形信息 ,扫描地形图经

过编辑处理的数据 ;

2)用地分类信息 ,按城市用地分类以地块为

单元 ,分至小类 ;

3)建筑物信息以每栋房为单元的信息 ;

4)道路红线信息、工程管网信息 ;

5)规划边界、铁路、河流信息 ;

6)特殊规划点状信息。

属性信息包括:

1) 用地分类编码 ,每个地块对应一个编码 ,

本规划区共有 19大类、 46小类用地 ;

2)建筑物结构 ,分钢混、砖混、砖木结构 3种

编码 ;

3)建筑物层数 ,以层数表示信息 ;

4)建筑物用途 ,以建筑物的实际用途分类

32种 ,以编码表示 ;

5)住宅建筑户数 ,以每栋房所住的总户数表

示 ;

6)道路和工程管网信息。

用地分类基本上按《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

设用地标准》进行 ,只有对居住用地例外。 为突出

社会公益性的中学、小学、托幼用地 ,对分类方法

作了一些调整 ,即住宅用地按住宅建筑的结构、层

数、市政配套状况和环境好坏分一、二、三等级 ,再

把中学、小学、托幼用地及小区道路、绿化和其它

公共服务用地加以区分。现场调查尽可能划分至

小类 ,用 3位数编码。 建筑物调查有 4项内容 ,即

建筑物的层数、结构、用途和所住户数 (只限于住

宅 ) ,每栋建筑物都对应这些属性信息。对建筑物

结构和层数的调查有利于划分建筑质量等级 ,和

发现与用地性质的矛盾 ,为规划调整用地布局提

供依据。对住宅户数的调查可以确定人口密度 ,和

统计人口数目对比。这种做法只能利用计算机处

理 ,这是一次新的尝试 ,已收到预期的效果。

2. 3　空间信息的组织

这里说的空间信息组织 ,是指为了制作各种

规划图件而对空间信息的安排 ,仅在规划范围较

大时才会加以考虑。如本次规划有 10 km
2 ,涉及

68幅地形图 ,专题规划图要按 1∶ 5 000比例尺

绘在一张图上 ,而地块规划控制图需要按 1∶

1 000或 1∶ 2 000分块绘出。居住区内部的支路 ,

是在作每个地块规划时确定的 ,只有在全部地块

规划完成时才能完成。通过这些支路的围合 ,把地

块细分 ,道路、公共绿地及其它功能的用地也表示

出来。对旧城改造地区在计算机上作规划时 ,需要

用到现状用地分布图及建筑质量分布图和主次干

道红线图叠加 ,才能精确划出支路的走向。因此在

规划之前应划分作业范围 ,划分时应考虑绘制出

的图幅大小以便拼接。 一般以主次干道的中心线

来分割作业范围 ,这样分割的范围往往和拼接起

的扫描底图边界不吻合。因为规划用地图和现状

用地图都要以原地形图为背景 ,所以要保留以图

幅为单元的扫描图 ,便于灵活拼接。

2. 4　信息处理

按上所述 ,我们把规划区分成若干作业单元 ,

每个单元和几幅数字化的地形图相对应。 这里有

选择使用软件问题 ,若用 GIS软件有图形分析功

能 ,自动生成面积 ,便于统计计算。但 GIS的作图

功能不如 AutoCAD,故本次规划在处理现状用

地信息和建筑信息时用 ARC /IN FO软件 ,制作

规划图和量算面积时用 AutoCAD。 土地现状利

用图及建筑质量分布图是利用 ARC /IN FO和

ARCV IEW两个软件相结合完成属性处理和彩

图绘制。使用 AutoCAD就要以编码分图层定义 ,

同一编码应在同一个层次 ,便于处理。无论使用什

么软件 ,都有公共接边问题 ,要处理好。不同软件

的数据文件交换通过 DXF格式进行 ,工作文件

均以 DWG文件格式保存。

2. 5　规划方案的设计

规划方案的设计和常规的做法基本相同 ,在

对现状调查分析完成之后 ,构思用地布局方案。在

计算机上设计方案之前 ,先有一个量的概念 ,大概

确定各种功能用地所处的位置及所占的面积 ,即

开始设计方案。

因为考虑到要制作规划图和各种专题规划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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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需要 ,所以在用 AutoCAD时先设定图层: 第

一层 ,道路中心线 ,人行道、车行道分划线 ;第二

层 ,道路红线 ;第三层 ,地块分划线 ;第四层 ,建筑

后退红线 ;第五层 ,道路控制点坐标及转弯半径 ;

第六层 ,地块属性、编码、面积、用地性质编码、后

退红线距离值。

不同层次的要素的组织可实现各种规划图

件 ,全部组合即形成地块规划控制图。把各作图单

元合并后 ,第一、二、五层组合可生成道路网规划

底图 ;第二、三层拼接组合后 ,再转入 ARC /IN FO

编辑可以生成用地规划图 ,对它经过再次编辑可

以形成绿地系统表现图。第二层道路红线图单独

绘出可以作为各种工作规划图的工作底图 ,各种

工作规划图用 AutoCAD命令也可很容易完成 ,

为了加快速度 ,可以用 AutoLISP语言编写小模

块程序。

2. 6　关于补测重要地物

地形图现势性差是规划工作经常遇到的问

题。这次规划区的新增地物很多 ,经过现状调查 ,

实地丈量位于重要地方需要保留的新增建筑物 ,

确定与地形图上已有地物的距离关系 ,运用 Au-

toCAD命令通过几何作图 ,可以测出建筑物的平

面位置。尤其是位于道路红线附近和将要开拓道

路处的保留建筑物 ,一定要补测出来 ,以保证规划

方案的可靠性。本次规划广泛采用这种方法 ,虽然

在现状调查时多花费一些时间 ,但比重新测地形

图在经济上、时间上都合算。由于地块规划方案是

直接用实测的道路中心坐标和红线宽度在计算机

上严格绘出的 ,它的精度取决于道路坐标的精度 ,

与地形图本身的精度无关。 只要地形图基本精度

可靠 ,与规划图一般能套合起来。按照本文介绍的

方法作控制性详细规划并不一定要求地形图的现

势性十分高 ,就能得到可靠的规划图。实践证明这

是一种合理、经济实用的方法。

2. 7　建立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问题

通过上述工作 ,我们取得了规划所需要的空

间信息 ,包括现状信息和规划信息 ,其中图形和属

性信息经初步处理后已进入 ARC /IN FO和 AR-

CV IEW系统。因为最初没有计划建立城市规划

信息系统 ,现再依据所建立系统开展规划设计工

作 ,按照规划管理要求尚需进一步开发。迄今为

止 ,大多是利用一些商业软件各自的优点 ,综合应

用解决规划中的问题 ,虽然是权宜之计 ,但目前看

来是可行的。

为了便于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信息处理和在

系统上进行方案设计 ,按照规划所用信息的特征 ,

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空间信息系统结构模式进行

研究 ,即 GIS的空间信息结构由基本的共生空间

单元所组成 ,而每一个共生空间单元是由点、线、

面组成 ,其数据独立集成处理 ,而和另一个共生空

间单元的内部数据之间没有联系。其属性由一个

复合属性表相对应 ,共生空间单元之间空间联系

松散 ,只建立有外部整体联系表。对于控制性详规

是以路网分割的街区或其中独立的单元作为一个

共生空间单元 ,它对应一张地块控制指标表格 ,表

格中的每一行数据即是每一个地块的属性。规划

管理经常需要操作的空间对象不仅是一个独立的

地块 ,还有和它紧密相连的共生空间单元。

建立这样一个共生空间单元的新概念 ,虽然

编程序要作许多工作 ,但它可以解决空间信息处

理中的复杂问题。 诸如 ,可以实现分区分层次查

找 ,大大提高检索的速度 ;再者 ,能更新地块信息 ,

解决空间信息变化后再组合所产生的难题。有了

这样的系统 ,就可在系统的支持下 ,在完成规划设

计任务的同时 ,建立规划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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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ion Calculation of Atmospheric Refraction

Ge Huanan
( Secondary School of Pet roleum Geoph ysical Prospect ing, Zh uozhou City, China, 072750)

Abstract　 Atmospheric ref raction w as discussed by some famous scientists, I. New ton, J.

Bradley , P. S. Laplace, F. W. Bessel, etc. The problem of calcula ting a tmospheric ref rac-

tion, how ever, has no t been resolv ed as yet. Based on a new va riable assumed, a fo rmula

w as put fo rw ard to calcula te atmospheric refraction precisely.

Key words　 atmospheric ref raction; zeni th; high 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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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chnical Problems of the Detailed and

Control Planning of the Central Zone of Hengshui City

Chen Zhaoyu　 Zhou J ie　 He Wenyan

( School of Urban Study, W TUSM , 129 Luoyu Road , Wuhan, China, 430079)

Abstract　 The paper repo rts on the technical problems o f the detailed contro l planning o f the

central zone of Heng shui city w ith the help o f comprehensive techniques such as computer

scaning techniques、 GIS、 CAD and the original planning method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put fo rwa rd the planning characteristics to some medium and small cities, of fer solutions to

some general problems. M eanwhile, acco rding to the cha racteristic o f spatia l info rmation

w hich is necessary fo r urban planning, the authors advance the new concept o f “ cooperate

spa tial uni t” , w hich w ill be helpful to opera te the U PM S ( urban planning & management

system ) and enrich the theo ry of GIS.

Key words　detai led and control planning; GIS; cooperate spa tial un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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