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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规”衔接背景下的用地现状调查方法探索 

——以武汉市为例 

  

方可，唐梅 

 

摘要：本文阐述了用地现状调查中进行“两规”衔接的重要意义，通过剖析目前“两规”在衔接中存在的主

要差异，分析其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明确“两规”现状衔接的基本原则，提出衔接的实施路径，

同时结合武汉市的工作实践，提出“两规”现状调查衔接的重点，并提出改进“两规”衔接工作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现状调查，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衔接 

 

1.前言 

随着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新时期的城市工

作应从重生产空间转向统筹“三生”空间的要求，各地规划和国土部门逐步认识到“两规”衔

接的重要性，多地均已开展“两规”或“多规”融合规划的编制工作。 

通过“两规”在用地性质判读中存在的差异，建立“两规”衔接原则，形成“两规”衔接

用地现状调查成果，探索一条城乡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用地性质判别的路径对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两规”对接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通过“两规”充分衔接，有利于统一市域范围土地空间资源状况的统计口径，满足

国土资源“一张图”建设的需要，确保国土资源“以图管地”科学监管目标的实现。 

其次，通过全市层面的“两规”信息汇总和全面衔接，将能够较为集中地反映出土规和城

规口径的批而未供、已批待建、已批在建、甚至是未批在建的用地情况，从土地资源的利用角

度来说，最大限度地覆盖了土地资源审批投放的信息面，并辅以多年度信息的连续分析，能够

全面地反映出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幅度，有利于掌握建设用地增长的重点方向，为城乡规划实施

引导提供重要支撑。 

同时，通过现状调查形成一整套现状用地统计数据，以此为基础研究城市空间拓展、用地

变化规律和特征，并建立全局统一、“两规合一”的现状用地数据库和用地现状信息动态更新

系统，为各类城市规划的编制奠定技术储备和研究基础。 

2.“两规”现状调查存在的主要差异及原因分析 

2.1 差异情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2 年颁布的《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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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37-2011）》，考虑了与《土地利用现状分类》衔接的客观需要，用地的定义与划分上存在较

多相似之处，部分地类能建立起对应关系。但由于两者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对用地的细分

程度不同，导致部分地类不能一一对应。通过对武汉市近年来“两规”对接实践中的总结，“两

规”用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的差异： 

 

图 1：“两规”在山体水域统计上的差异 

资料来源: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6 年度武汉市用地现状调查》 

 

图 2：“两规”在村庄统计上的差异 

 

图 3：“两规”在菜地林地统计上的差异 

资料来源: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6 年度武汉市用地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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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土规中的水库水面和城镇内部的部分水域、山体，土规计入建设用地，城规不计入建

设用地。 

二是土规中村庄用地包括宅基地前后的林院等，城规未计入建设用地；城规中村庄包含被

大片村庄包围的菜地林地，土规不计入建设用地。 

三是城市建成区外部分水工建筑、港口码头、风景名胜用地、采矿用地，土规计入建设用

地，城规不计入建设用地。 

 

图 4：城规中村庄包含被大片村庄包围的菜地林地，土规不计入建设用地 

资料来源: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6 年度武汉市用地现状调查》 

四是水上桥梁、高尔夫球场、院墙内部的非建用地等，土规不计入建设用地，城规计入建

设用地。 

 

图 5：“两规”在水域桥梁统计上的差异 

资料来源: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6 年度武汉市用地现状调查》 

五是土规中水库水面，及土规中备注未建用地，土规计入建设用地，城规不计入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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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两规”在水库水面统计上的差异 

资料来源: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6 年度武汉市用地现状调查》 

六是土规强调已批用地，城规中无法判别用地实际建设情况。按照每年更新的土地审批数

据落实已批用地，但无法判别用地实际建设情况，区分已批已建用地和已批未建用地。 

 

图 7：土规无法区分已批已建用地和已批未建用地的差异 

资料来源: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6 年度武汉市用地现状调查》 

2.2 原因分析 

2.1.1 各类基础资料起始时间不统一 

地形图、影像图、审批数据及土地变更调查等基础资料是城规和土规用地现状调查工作开

展的前提，这些资料直接影响现状调查的工作质量。然而，实际工作中，由于各类基础资料的

提供部门相关数据整理发布的时间并不一致，导致对现状用地进行判读时时间上不能吻合。以

武汉市 2016年开展用地现状调查为例，至 2016 年底所收集到的数据中，土地变更调查数据更

新至 2015 年 10 月，城市规划管理审批数据更新至 2016 年 8月，影像图资料为 2015年 12 月

采集的资料，以上三类数据只是开展现状调查所需的部分基础资料，而城规、土规和管理部门

的数据时间节点不一致，给用地现状的判读和对比分析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资源由网友整理上传，更多资源请访问bbs.seer52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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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两规”基础资料时间起始点不能完全对应 

资料来源: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6 年度武汉市用地现状调查》 

2.1.2“两规”用地统计范围和工作精度不一致 

根据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市域范围内分为外围农村地区和都市发展区，其中都市发展区

范围内主要按照城规用地统计口径进行现状用地统计，比例尺精度为 1:2000，外围农村地区

主要按照土规现状用地统计口径进行现状用地统计，比例尺精度为 1:10000。两个不同范围内

的现状调查采用他的基础地形图比例尺精度的不同，导致对两个工作范围内的基础地物最小尺

度标准的判定存在差异，难免造成部分用地统计的遗漏和误差。 

 

图 9：“两规”基础资料的精度不一致 

资料来源: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6 年度武汉市用地现状调查》 

2.1.3 “两规”用地统计口径不能完全对应 

城规统计口径为城乡建设用地，以城镇建设用地作为重点统计对象，对外围乡村地区统计

未实现全覆盖。土规统计口径为城乡建设用地，以外围农村地区为重点统计对象，对城镇建设

用地更新不足。城规用地现状统计主要根据地形图、遥感影像、地籍、审批数据等，结合实际

用地确定现状用地边界。土规城镇土地调查中，以宗地为单位统计现状建设用地。在城规用地

现状调查成果中只需统计面状各类用地，土地变更调查成果中包括图斑、线状地物、零星地物，

其统计也要比城规数据复杂，各类用地面积由图斑地类面积+线状地物+零星地物面积组成，其

中图斑地类面积=图斑面积-扣除地类面积（耕地图斑内的田坎面积）-线状地物面积-零星地物

资源由网友整理上传，更多资源请访问bbs.seer52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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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图 10：“两规”在用地统计口径上不能完全对应 

资料来源: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6 年度武汉市用地现状调查》 

2.1.4“两规”对未利用地的界定标准存在差异 

城规和土规对未利用建设用地的判读存在概念上的差异，以武汉市为例，城规口径的未利

用地分为存量和增量两种类型，其中存量未利用地指原先的城市建设用地，当前因拆迁改造而

实际处于场平或未建设状态；增量未利用地指经过城规口批征供环节合法获得土地使用权属，

而当前尚未实际建设使用的土地。相比城规口径较为具象的法定认定手续，土规口径的土地合

法性概念较为抽象和复杂，与城规口未利用地概念较为接近的是土规口“批而未供土地”的概

念，依据 1999 年颁布的《土地管理法》，“批而未供土地”是指依法已经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

府批准土地征用或农地转用，而未供应出去的土地，或者是有些建设项目没有及时申请供地造

成已审批建设用地指标无法按计划落实的土地。同时，根据《土地管理法》，对闲置土地的概

念也可概括为：指应该利用却因各种原因被闲置，没有得到利用的土地。通过城规和土规口径 

 

图 11：“两规”在未利用地统计上存在差异 

资料来源: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6 年度武汉市用地现状调查》 

资源由网友整理上传，更多资源请访问bbs.seer52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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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辨识，可以看到，城规对土地法定化认定能落实到具体地块，而土规口径对土地法定化

认定偏向于指标性认定，土规强调已批用地，难以在空间上落实，无法判别用地实际建设情况，

城规以实际建设状况为准界定现状用地，以 2016 年武汉市都市发展区统计数据为例，此类差

异用地约 176.4 平方公里，导致在全市层面的现状用地量化统计中存在着巨大的出入。 

3.“两规”现状衔接的基本原则 

针对“两规”现状用地调查侧重方向、调查标准、调查成果的差异，按照以下基本原则开

展“两规”衔接工作： 

一是遵循“全域覆盖、分步判定”的总体原则开展全域“两规”现状用地衔接； 

二是突出审批性质，兼顾实际性质，客观反映城市建设实际状况； 

三是抓住主要矛盾，最大限度地运用法定依据有针对性地解决疑难地块的判读问题； 

四是强化成果的易读性，围绕衔接后的数据建立系统性的成果体系。 

4.“两规”现状衔接的实施路径 

 

图 12：“两规”现状衔接的技术路线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两规” 现状调查衔接工作总体分为六个步骤完成： 

步骤一：基础资料分类整理 

按照土规、城规和基础地理信息三大类分类收集基础资料。其中，土规需重点收集全国土

地调查成果、土地变更调查成果以及土地管理部门的审批信息；城规需重点收集用地现状调查

成果和规划管理部门的审批信息；地理信息资料主要包括卫星影像和地形图资料。 

步骤二：资料起始时间匹配 

在各类资料收集的基础上，需进一步对相关资料成果的采集和成果呈现时间进行匹配，以

资源由网友整理上传，更多资源请访问bbs.seer52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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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两规”和基础地理信息分析在时间上的一致性，主要包括地理信息、用地现状和审批信

息三类数据的时间吻合性。其中，地理信息的时间匹配是指确保现状调查中使用的地形图和卫

星影像图的成果时间相吻合；用地现状时间匹配是指尽可能使城规的年度用地现状调查与土规

的年度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能在时间上对应得上；审批信息的时间匹配是指“一书三证”信

息、城规批征供用信息和土规供地信息尽可能在时限上能对应上。  

步骤三：“两规”地类初步对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2 年颁布的《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考虑了与《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的衔接，在用地的定义与划分上存在较多相似

之处，大多数地类均能建立对应关系。“两规”地类初步对接就是基于以上标准，重点对土规

中农用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利设施用地、水域滩涂和未利用地等六类与

城规有明确对应关系的用地，按照城规的用地分类标准进行转换。 

步骤四：疑难地块逐一甄别 

由于“两规”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对用地的细分程度不同，导致部分地类不能一一对

应。如城规用地中拆迁用地和场平待建用地，在土规中不能找到相应的地类，土规用地中小类

基本能对应到城规用地分类中，但根据其内涵又存在多对一情况，具体用地在对应关系判读过

程中还需根据实际情况逐一判读。结合“两规”衔接中容易出现的疑难之处，重点分为建设用

地认定和未利用地认定两大类别进行甄别，其中，对建设用地的认定中，桥梁、高尔夫球场、

村庄农舍院墙内部的非建用地、已建成但无合法手续的用地和年度土规漏变更的用地参照城规

认定的边界进行用地范围界定；部分水工建筑、港口码头、风景名胜和特殊用地参照土规认定

的边界进行用地范围界定。对未利用地的认定中，根据“两规”审批资料，分存量批而未建用

地、增量批而未建用地和未批待建用地三类进行范围界定。 

步骤五：用地现状调查成果展现 

通过多元化的成果表达形式，旨在全面反映用地的静态和动态、显性和隐性、表象和内涵

上的变化情况，使得经过“两规”衔接后的用地现状既能够反映土规指标控制要求，又能够反

映城规用地分类情况，同时还能反映“两规”所认定的合法用地的依据来源，从而能够切实服

务于“两规”的管理实践。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通过“一表”能看得懂。“一表”即现状数据一览表，是指将衔接后的用地按照城乡

规划的用地分类标准建立用地平衡表，全面掌握细化后建设用地使用情况，在对接规划管理的

同时，还便于建立持续性的数据跟踪统计情况。 

通过“两规衔接”，2016 年武汉市都市发展区建设用地共计 1031.7 平方公里，城镇建设

资源由网友整理上传，更多资源请访问bbs.seer52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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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 740.1平方公里（含批而未建存量用地 47.54（完全在黄色里面），算到具体用地分类了） 

二是通过“一图”能对得上。“一图”即“两规”衔接后的市域用地现状图，作为统一对

外发布的基础图件，直观地反映都市发展区建设用地情况和外围城镇建设用地的边界情况； 

三是通过“一库”能辨得明。“一库”即“两规”衔接后的现状用地数据库，依托 GIS 平

台技术，全面反映用地的地籍信息、审批信息、历年土规现状、卫星遥感信息、地形图、土地

变更调查和建筑量等相关基础信息，也为用地的相关演变分析提供基础； 

四是通过“一书”能说得清。“一书”即《武汉市用地现状信息蓝皮书》，以说明书的条目

形式，详细描述全市域用地现状的基本情况和演变分析情况。 

步骤六：年度数据更新维护 

在“两规”衔接现状用地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年度数据更新维护的工作机制，重点包括

标准层、辅助层和数据更新包的维护。其中，标准层维护是指经过“两规”衔接后的用地现状

数据的整体维护和发布；辅助层维护是指包含地籍信息、审批信息、历年土规现状和卫星遥感

信息在内的涉及用地相关信息的更新维护，以全方位获取用地的各类信息；数据更新包维护是

指对存量建设用地性质变化地块、新增建设用地地块和未批已建用地地块信息的更新维护，通

过此信息的持续跟踪，能全面掌握城市用地的变化流向情况和主要的空间拓展方向。 

5.“两规”现状调查衔接重点 

针对目前“两规”用地调查成果存在用地分类和“两规”判读标准不一致的问题，武汉市

在“两规合一”编制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按照“城镇建设用地和区域设施用地，参照城规

用地边界；村庄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参照土规用地边界”的总体原则，采取“两规合一、

全域覆盖、分步判定”的工作路径，建立起“两规衔接”的地类对接体系。 

5.1 确保严谨性，分区域建立用地界定标准 

基于“全域覆盖”的“两规”对接原则，为最大限度地确保“两规”统计口径的一致性，

结合土规重规模，城规重空间的量化统计特点，采用分圈层的模式分别进行“两规”用地的衔

接。具体而言，即根据武汉城市总体规划中对全市域所划定的都市发展区和农业生态区，分别

进行现状用地的界定——农业生态区内基于每年度的土规用地变更调查，在土规用地现状空间

边界内，按照城乡规划用地分类对地块进行性质界定，确保“两规”完全一致；而都市发展区

内，采取逐区逐片的方式对“两规”用地现状进行对接，确保“两规”在图数上衔接一致。 

5.1.1 农业生态区 

对于农业生态区，针对 “两规”现状用地调查侧重方向、调查标准、调查成果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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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城镇建设用地和区域设施用地，参照城规用地现状调查用地边界；村庄建设用地和非建

设用地，参照土地变更调查用地边界”的总体原则，采用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依据两规用地分

类转换，土规转换为城规用地分类。对于区域性设施水工建筑、港口码头、风景名胜及特殊用

地和采矿用地，依据用地权属，参照土规边界调整。 

 

图 13：“两规”在农业生态区内现状用地衔接方法 

资料来源: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6 年度武汉市用地现状调查》 

5.1.2 都市发展区 

都市发展区内，城乡规划的建设用地与土地利用规划的非建设用地有冲突时，以城乡规划

的建设用地确定用地边界; 土地利用规划的建设用地与城乡规划的非建设用地有冲突时，以土

地利用规划确定用地边界; 城乡规划的城镇建设用地和区域建设用地与土地利用规划的村建

设用地有冲突时，以城乡规划的城镇建设用地确定用地边界; 城乡规划中的区域交通设施用

地、区域公用设施用地、特殊用地、采矿用地范围小于土地利用规划的港口码头、水工建筑、

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采矿用地时，以土地利用规划为标准确定用地边界; 由于“两规”调查

精度不一致造成的“两规”拼接处的漏缝或重叠之处，应根据精度较高的数据确定用地边界。 

 

图 14：“两规”在村建设用地上的差异 

资料来源: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6 年度武汉市用地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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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两规”在采矿用地统计上的差异 

资料来源: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6 年度武汉市用地现状调查》 

5.2 强化操作性，建立“两规”衔接一致的用地对应关系 

建设用地地类的对接中，除城规和土规完全对应的用地地类以外，还存在“多对一”和“一

对多”两种情况。具体而言，“多对一”即多种城规用地分类对应一种土规地类，如城规中 H13 

乡建设用地、H14 村庄建设用地对应土规中村庄，城规中 H41 军事用地 、H42 安保用地对应

土规中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一对多”即一种城规用地分类对应多种土规地类的情况，如城

规中 H24 机场用地对应土规中民用机场用地和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城规中 H3 区域公用设施

用地对应土规中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和水工建筑用地等情况。 

由于城规用地分类较为细致，已达到小类的深度，出现多种城规分类对应一种土规分类的

“多对一”情况，原则上城规用地以中类分类与土规衔接；而一种城规用地分类对应多种土规

地类“一对多”的情况，由于城规分类与土规分类存在概念上的不完全对等，原则上需要结合

实际用途进行逐一甄别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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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土规现状用地对应与城规用地关系表 

 

资料来源: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6 年度武汉市用地现状调查》 

5.3 突出现势性，细化未利用建设用地判读标准 

用地现状调查的基本工作原则和出发点就是要客观掌握全市的土地资源实际使用状况，未

利用建设用地反映出的是土地的基本流向变化趋势，为城市空间的拓展和发展方向的判读提供

依据。基于以上出发点，未利用建设用地的判读应重点突出土地的实际状态和现势情况，结合

法定手续细化判读标准。城规中的拆迁用地、场平待建设和土规批而未建用地，统称为待建用

地，其中属于城市更新区域内的待建用地计入建设用地，其余计入非建设用地。根据以上分类

情况，武汉市在国家建设用地分类标准上，进行补充细化，出台了地方用地分类补充标准，增

加 F1、F2、F3 三类用地分类，具体分为以下三种情况进行处理： 

资源由网友整理上传，更多资源请访问bbs.seer520.com



www.seer520.com 
访问网站获得2017规划年会视频集

表 2：F 类用地界定标准 

 

资料来源: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6 年度武汉市用地现状调查》 

一是已经确认为建设用地的拆迁、场平用地 用地性质记录为存量待建用地（用地代码

F1），计入城市建设用地统计，备注记录其审批性质。 

 

图 16：存量待建用地界定 

资料来源: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6 年度武汉市用地现状调查》 

二是原先为非建设用地，用地现状调查当下年份新增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其用地性质确定

为增量待建用地（用地代码 F2） ，计入非建用地统计，备注记录其审批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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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增量待建用地界定 

资料来源: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6 年度武汉市用地现状调查》 

三是未经审批的，其用地性质确定为未批待建用地（用地代码 F3） ，计入非建用地统计。 

 

图 18：未批待建用地界定 

资料来源: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6 年度武汉市用地现状调查》 

5.4 提升科学性，建立完整的成果表达形式 

为了全面反映“两规”衔接后的现状用地情况，同时确保多年积累的现状数据的延续性，

在传统图纸表达和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发挥 GIS 平台相对成熟的数据库技术优势，全

面完整地反映现状用地的系统信息。按照以上思路，武汉市在市域“两规”衔接的用地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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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一表、一图、一库、一书”的成果形式，确保用地现状调查成果的完整性和科学性。 

 

 

图 19：“一表、一图、一库、一书”的成果形式 

资料来源: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6 年度武汉市用地现状调查》 

6.相关建议 

6.1 建立跨部门的“两规”协调保障机制 

由于目前国内大多数城市城乡规划和国土规划分别隶属不同的部门垂直管理，两者在管控

内容、技术标准和法规上各自成体系。要实现“两规”真正意义上的对接，必须突破现有体制

的制约，强化“两规”衔接的制度建设，建立住建部门与国土资源部门的对接交流机制，从“两

规”编制体系和法规体系上加强协调，尽早明确“两规”各自的管控核心和衔接程序，出台经

“两规”主管部门共同认可的衔接技术标准体系，从根源和体制上为“两规”衔接提供保障。 

6.2 尽早实现“两规”指标调整的联动 

由于当前我国国土部门对土地资源的管控是通过两种主要方式来实现的，即土地的增减挂

钩政策和机动的土地利用规划指标分配政策。在编制体系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关注土地

资源“有多少”，而不考虑土地指标在空间上是怎么落地的，在这一点上两者没有对应关系，

因此，土规指标的分解不能在城规图上具体体现，导致对一些未利用地的判读和认定存在较大

困难。笔者认为，要转变这一状况，必须在部门有效对接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科学的“两规”

反馈认定机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增减挂钩必须经过城规落实，解决“放哪里”的问题。

只有实现了“两规”之间的反馈互认，才能为实现真正衔接提供可能。 

6.3 推动相关部门出台统一的“两规”用地界定标准 

目前，“两规”用地界定的矛盾焦点主要集中在三类：一是需要依据审批信息进行判定的

批而未用用地、未利用地；二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甄别的“两规”不能完全对应的独立建

设用地、区域公用设施用地、风景名胜设施用地、特殊用地和水工建筑等类用地；三是“两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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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中缺少对城镇建设用地内的农用地、水体的等扣除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处理以上三种主

要矛盾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精力进行人工判读，而且在缺乏统一甄别标准的情况下，主观判

读的结论往往缺乏说服力。因此，急需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统一的，操作性强的“两规”用地界

定标准，为实际用地判读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7.结语 

“两规”现状衔接对提升土地管理水平，科学支撑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具有重

要而深远的意义。随着我国多规融合探索的不断深入推进，技术标准的不断完善，新技术、新

方法的不断涌现，保障机制的不断健全，有理由相信“两规”衔接的深度和成果的科学性将进

一步加强，将为城市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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