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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按照软件工程的基本要求设计了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信息系统的数据库和软件结构，并对三维

专题制图、指标计算表达式解析引擎和数据一体化管理存储等关键技术的实现方法进行了设计。依照设计实

现了软件开发，并应用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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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研究长期分散于诸

如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土地经济

学等不同的学科和领域中［１］，相关的信息系统也

多面向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项目而建设［２，３］，

针对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信息系统的研究更

不多见。由于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量

大，时间紧迫，利用计算机与 ＧＩＳ技术研制一套

信息系统以提高土地登记、土地利用和土地价格

等基础信息调查和集成效率、实现测算过程自动

化和成果表达的可视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文将在《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规程》（试行）

（以下简称《规程》）的专业需求基础上，研究开发

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信息系统的数据库、软件架

构、关键技术方法等关键技术环节，并对系统在武

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项目中的

应用情况进行介绍。

１　系统业务需求分析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首先需要对特

定时间点的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状况开展基础调

查，进行汇总分析，掌握用地情况（简称为用地调

查）；选取反映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指标体

系，分析、统计、确定相应理想值，计算开发区土地

利用集约度分值，以评价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状

况（简称为程度评价）。在用地调查和程度评价的

基础上，对特定时间点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扩

展潜力、结构潜力、强度潜力和管理潜力进行测

算，推算开发区用地潜力规模和尚可供地年数（简

称为潜力测算）［４］。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涉及全域覆盖的土

地登记、城市规划、产业和企业效益等多种数据，

需要逐宗土地进行调查数据的输录、校核和相关

指标逻辑检查。因此，建立以宗地为核心的ＧＩＳ

数据库，实现属性、图形数据关联以及二维或三维

地籍图的编制，是用地调查的工作底图及资料规

范化整理的系统要求。其次，程度评价和潜力测

算需要对具有层次结构的评价因素进行专家打

分、权重计算及指标统计，相关的计算方法虽然简

单，但业务过程繁杂，节点的模型公式各不相同，

且手工操作一般的工具软件实现相关的计算对评

价人员要求太高。因此，针对评价数据的计算需

求提供定制功能是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信息

系统的主要需求之一。另外，评价涉及评价工作

用表犆１～犆１２，评价结果汇总表犉１、犉２，测算工作

用表犌１～犌５ 共１７类表格和６类专题成果图以及

工作报告、技术报告和专题报告等３类成果报

告［４］，成果存储、修订、查询和表达需要方便、快

捷。因此，实现数据、表格、图件和报告的一体化

管理是系统建设必须考虑的应用需求。综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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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实现评价资料入库、计算统计及成果查询应用

等过程的程序化是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信息

系统主要的软件需求。

２　系统总体设计

２．１　数据库设计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数据库主要包括宗

地、土地供应台帐、建筑物、企业、企业统计台帐等

基础数据表，系统字典和专家知识库等系统参数

表，评价因素指标表等过程数据以及成果报告、成

果图件等成果数据４部分，数据库关系如图１

所示。

由于宗地是城镇土地管理及地籍信息系统的

最基本单位［５］，因此，采用宗地作为数据调查和指

标统计的基本空间单元，可避免其他方法分割宗

地的权属界限，也有利于成果的表达和决策应用。

其中，宗地内土地、建筑物和包括个人、企事业单

位在内的权利人等实体的自身信息及权属关系派

生的用地结构状况、土地利用强度、土地开发程

度、产业用地产出投入效益（企业统计台帐提取）

等土地利用状况和用地效益信息，以及到期项目

用地、闲置土地处置、土地出让方式等反映土地利

用监管绩效和供应市场化程度的指标（土地供应

台帐提取）构成了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基础数据。

土地集约利用评价需要通过建立专家知识库来实

现基础数据项与评价因素对应关系的建立以及因

素权重度量，通过建立系统参数库获取评价因素

指标的标准化计算规则，在此基础上获取土地集

约利用评价相关指标的评分计算。

图１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信息系统的数据库关系

Ｆｉｇ．１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

２．２　系统软件结构

考虑到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业务的非日

常性，系统设计为单机版的运行模式，系统软件结

构可分为数据服务层、软件逻辑层和应用表现层

３个层次。

１）数据服务层。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ｆｆｉｃｅＡｃ

ｃｅｓｓ的 ＭＤＢ格式数据库实现开发区土地评价的

空间数据库和系统参数库的构建和存储，分别通

过系统层次的Ｉ／Ｏ、ＡＤＯ．ｎｅｔ和空间数据库引擎

实现数据库文件、非空间表和空间数据的矢量或

影像的访问和操作。

２）软件逻辑层。根据工作内容、技术流程和

成果要求等业务需求，综合考虑软件平台成熟度、

开发难易程度和开发周期等因素，选取ＥＳＲＩ的

ＡｒｃＧＩＳＥｎｇｉｎｅ９．２组件库作为 ＧＩＳ开发平台，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０５Ｃ＃ 作为开发工具

实现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所需功能的系统

定制。

３）应用表现层。表现层通过开发区土地集

约利用评价系统提供的菜单、对话框等用户交互

界面实现相关业务功能。业务功能主要包括评价

数据入库、集约利用程度评价、集约利用潜力测

算、成果图件和报告管理、系统工具５个模块。其

中：① 评价数据入库模块实现调查资料的图形数

字化和属性数据的输入建库与数据检核；② 集约

利用程度评价模块依据多因素综合评判法的技术

思路实现评价指标的权重计算、基于理想值比例

推算法的指标标准化计算和集约利用程度分值计

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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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等步骤，并按照《规程》要求格式输出犉１、犉２ 等

成果报表；③ 集约利用潜力测算模块根据各项利

用评价指标的集约度分值，汇总、统计开发区土地

利用各项潜力指标，并按照《规程》要求格式输出

犌１～犌５ 等工作报表；④ 成果图件报告管理模块

实现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二维、三维成果

专题地图和评价报告的制作、浏览、输出和打印等

管理功能；⑤ 系统工具模块提供数据编辑、查询

和统计分析等基本的用户交互操作功能。

３　关键技术的实现方法

３．１　三维专题地图的编制技术

在比较分析国内外典型的三维专题地图编制

技术的基础上［６，７］，本文结合系统开发的实际需

求，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Ｅｎｇｉｎｅ中的３Ｄ分析扩展模块

实现开发区三维专题地图的编制。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Ｅｎｇｉｎｅ９．２中的Ｓｃｅ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组件编制三维专

题地图主要包括４个步骤：① 利用ＩＧｅｏＦｅａｔｕｒｅ

Ｌａｙｅｒ接口，根据宗地图层特定字段的属性值设

置其Ｒｅｎｄｅｒｅｒ属性，生成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二维

专题图，作为背景地图；② 设置专题地图中需三

维显示图层的高程属性字段（数值型），将图层的

空间目标与开发区的地形数据（等高线、ＤＥＭ等）

叠加，计算其基础高程值狋；③ 根据建筑物楼层数

和平均楼层高度估算各建筑物高度，调用接口

Ｉ３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的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函数建立三维建筑物

模型；或应用接口ＩＭａｒｋｅｒ３ＤＳｙｍｂｏｌ的Ｃｒｅａｔｅ

ＦｒｏｍＦｉｌｅ函数导入其他软件中制作好的实景建

筑物模型，如ＯｐｅｎＦｌｉｇｈｔ（．ｆｌｔ）、３ｄｓｍａｘ（．３ｄｓ）

等［８］，对建筑物基底中心点进行符号化，生成三维

建筑物模型；④ 在前述的三维图形的基础上，叠

加区域遥感影像或对建筑物采取贴纹理的方式以

增强三维场景的真实感。

系统采用二维专题与三维实景相结合方式建

立的三维专题地图有效解决了多维属性的空间表

达，有助于协助外业资料调查空间定位，将结果数

据直观地通过建筑物对空间占有（水平和垂直方

向）的饱和程度来表现，将更加有利于评价数据的

表达、校核、分析和决策应用。

３．２　指标计算表达式的解析引擎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因素指标的统计和

标准化计算方法各不相同，计算公式简单但与数

据库属性字段交织使得计算过程繁杂。系统将开

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评价模型抽象为包含基本指

标变量的表达式，将公式表达式解析和基本指标

变量的ＳＱＬ查询方法集成为表达式解析引擎
［９］，

以实现评价指标数据计算的可扩展定制及系统集

成。表达式解析引擎包括公式编辑器、语法分析

器、变量统计器和公式计算器４个部分构件。

其中：① 公式编辑器与用户交互，实现公式

的输入、编辑和显示操作；② 语法分析器对公式

编辑器或数据库中读取的模型公式表达式进行语

法验证，并从验证合法的公式表达式中解析出公

式变量和计算符号，以堆栈形式存储；③ 变量统

计器从评价专题图层中运用ＳＱＬ查询方法获取

步骤②的公式变量值；④ 公式计算器根据步骤②

和③得到的各变量值和堆栈中的运算符号执行数

学计算，得到模型评价结果。

指标计算表达式解析引擎的实现与集成可以

满足系统在评价数据源或数据项不确定情况下的

统计分析，有助于提高评价系统的开放性和实

用性。

３．３　数据一体化管理存储技术

为了数据管理、分析和成果应用的方便，系统

充分利用ＥＳＲＩ的Ｇ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数据模型对多源

异构数据集成的功能［１０］，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Ａｃｃｅｓｓ

２０００的 ＭＤＢ格式数据库对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

评价的空间数据、统计表格、成果图件和成果报告

等多种类型数据进行一体化组织与存储。

其中：① 空间数据，包括开发区评价范围、开

发区宗地地籍数据、开发区建筑物数据以及开发

区内其他的基础地理信息要素，采用矢量或影像

模型存储于数据库中；② 统计表格，包括规程中

涉及的犆１～犆１２统计表、数据分析与计算的中间

结果以及用于存储成果报告与图件的属性表等，

采用关系表模型存储；③ 成果图件，包括二维专

题图和三维场景图两类，均以二进制文件流的形

式存储于关系表中，其中二维专题图以 ＭＸＤ文

件进行组织，三维场景图以ＳＸＤ文件进行组织；

④ 成果报告，采用ＤＯＣ文件格式进行组织，以二

进制流的形式存储于关系表中。

４　系统的实践应用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是我国开发区土地集

约利用评价工作开展以来首批启动并通过验收的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于其评价范围涉

及关东工业园、关南工业园、江北民营科技园、吴

家山海峡两岸科技园等多个空间上离散分布的园

区，且各园区产业特色、土地管理现状和评价数据

来源都存在较大差异，需要采用“先分园区评价、

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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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汇总统计分析”的方法思路进行评价，需要分别

对关东、关南工业园、江北民营科技园、吴家山海

峡两岸科技园进行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由此而增

加了两倍以上的工作量。因此，开发区土地集约

利用评价系统在项目中得到了实践应用，利用系

统计算的２００９年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土地利

用集约程度和土地利用潜力评价结果分别见表１

和表２，系统评价应用的部分界面截图（关东、关

南工业园）见图２。

　　由上述计算结果可知：①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的关东、关南科技园、吴家山海峡两岸科技园

和江北民营科技园分园区的集约度分值相差不

大，全区的集约度总分值达到９２．２７％，集约程度

总体情况良好。其中，各园区的分项指标中管理

绩效集约度分值较低，主要原因在于开发区内的

土地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的比率较低。② 武汉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土地利用总体潜力较小，其

表１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度评价结果

Ｔａｂ．１　ＬａｎｄＵｓ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ＷｕｈａｎＥａｓｔＬａｋｅＨｉｇｈ

Ｔｅ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

园区名称

评价范

围面积

／ｈｍ２

土地利用

状况集约

度分值

用地效益

集约度

分值

管理绩

效集约

度分值

集约度

总分值

关东、关南

科技园
３９９．４４ ０．９４１９ ０．９６８７ ０．８１１２ ９２．８１％

吴家山海

峡两岸科

技产业园

１０７．０２ ０．９６００ ０．９３３３ ０．７５０４ ９１．１７％

江北民营

科技园
１０１．１４ ０．９３６１ ０．９６８０ ０．７４６１ ９１．３０％

汇总 ６０７．６０ ０．９４４１ ０．９６２３ ０．７８９７ ９２．２７％

中４个园区总的工矿仓储用地可供数量较小，只

有３１．９８ｈｍ２，且大部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拆迁难

度较大。实际可供土地已远不能满足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的用地需求，建议对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重

新定界，扩大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用地范围。

表２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土地利用潜力评价成果

Ｔａｂ．２　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ＷｕｈａｎＥａｓｔＬａｋｅ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

潜力类型 潜力构成
关东、关南科技园

／ｈｍ２
吴家山海峡两岸

科技产业园／ｈｍ２
江北民营科

技园／ｈｍ２
汇总

／ｈｍ２

扩展潜力
尚可供应土地面积 ４１．４１ １２．５８ ９．４７ ６３．４６

尚可供应工矿仓储用地面积 ２２．５１ ０ ９．４７ ３１．９８

结构潜力 用地结构调整可增加工矿仓储用地面积 １．３３ ０ １２．０１ １３．３４

提高工业用地综合容积率挖潜土地面积 ２２．０９ １．８７ ０ ２３．９６

强度潜力
提高工业用地建筑密度挖潜土地面积 １１．５ ３．７９ ０ １５．２９

提高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挖潜土地面积 ７．８１ ５．２１ １．５９ １４．６１

提高工业用地产出强度挖潜土地面积 ２．７９ ２．６７ ０．５４ ６．００

管理潜力
有偿使用且已到期但未处置土地面积 ０ ０ ０ ０

应收回闲置土地面积 ０ ０ ０ ０

图２　关东、关南工业园土地集约利用系统评价应用截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ｒｅｅｎｓｈｏｔｓｏｆＳｏｍ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ｆｏｒＳｈｏｗ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５　结　语

本文所研究的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系统

很好地将用户需求和软件功能相结合，实现了评

价工作的模式化和自动化以及数据的一体化管

理。实践证明，系统极大地缩短了项目周期，在降

低评价工作劳动强度的同时，保证了评价成果数

据的准确度，为项目的按时、保质完成提供了重要

的技术保障。但由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目前

尚未建立相应的土地信息系统，土地集约利用评

价不能与地籍、规划等数据库实现对接，故系统在

土地集约利用动态监控、预警分析评价以及决策

分析等方面存在不足。

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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