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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是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国土资

源保护与利用的基本依据。在梳理国土空间规划既有相关理论与技术的基础上，提出了基
于人居环境科学的国土空间规划理论框架和技术体系，理论框架将“空间的理论”与“规划的
理论”按照“以人为本、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持续发展”等 4 大理念进行整合，
将人居环境科学

的 5 项原则、5 个系统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的五级三类体系进行统筹；技术体系涵盖国土空间
规划中非常重要的国土资源“双评价”
、
“三线四区”
划定以及规划管理信息平台。
关键词 国土空间规划; 理论框架; 技术体系; 五级三类; 人居环境科学

2015 年 9 月，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

确提出，要建立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用途管制为

用，
推进多规合一，
实现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

主要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2017 年 1 月，

有机融合”；2018 年 4 月，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集聚开发、分类保护与综合整治“三位一体”总体格

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这标志着我国国土空间

局，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性、综

规划体系改革全面启动；2019 年 5 月，
《关于建立国

《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 年）》确立了国土

合性和战略性特色 ；2018 年 2 月，
《中共中央关于
[1]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更是明确提出要

案》组建的自然资源部，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建立

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提出将主
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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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

理论存在一定争议，有学者认为规划师在从事规划

确定建立“五级三类四体系”的任务；2019 年 11 月，

实践时几乎不会用到理论[3]，而侧重于技术方法的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掌握以及在具体案例中的实际操作。但从释义可

的指导意见》发布，明确了“坚持底线思维、保护优

知，空间规划的理论既是关于空间的也是关于规划

先，
多规合一、协调落实，
统筹推进、分类管控”的统

的，可理解为有关空间布局和规划过程的普遍的、

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基本原则；2020 年 1 月，

系统化的理性认知。

自然资源部印发《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试

关于空间的理论，是以空间为客观对象的理

行）》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

论，
包括空间结构、资源保护、景观环境等空间组成

评价指南（试行）》，前者规定了省级国土空间规划

的理论，
如区位理论、布局理论等；
关于空间规划的

的定位、编制原则、任务、内容、程序、管控和指导要

理论，包括空间规划体系、规划编制和技术方法

求，后者则明确了“双评价”的目标、原则、流程、评

等。西方学术界对这两种理论有所区分，Faludi[4]

价方法、成果要求及成果应用。至此，在国家层面
不仅明确了国土空间规划的地位，强化了其对各专
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而且形成了相应的技术指
南。
空间规划是现代国家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各
国通过不同类型的空间规划为空间资源保护与利
用提供指引，限制特定的开发行为以保证公众利

将关于空间的理论称为“规划中的理论”
（theory in

planning），而规划本身的理论称为“规划的理论”

（theory of planning），而 Darke[5] 将其简称为城市理
论（urban theory）和规划理论（planning theory），中

国学者孙施文 [6] 则将其分为是实证理论和规范理
论，认为有关“规划中的理论”较多是实证性的，而
“规划本身的理论”
则大部分是规范性的。

[2]

益 。由于各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的

当代中国受到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思想及西方

差异性，形成了根植于自身的空间规划体系、规划

现代化思想的共同影响[7]，在多元文化基因的塑造

理论体系和相关技术方法体系。中国近年来深入

下，空间规划理论较为丰富、但体系性不够。2000

进行空间规划改革，取得一系列理论研究成果及实

年之前，对空间规划的研究较少。2000 年之后，特

践经验，并提出“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

别是 2014 年全国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后，空

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

间规划的关注度大幅度提升，但多数研究偏向于实

设活动的基本依据”。但是，从国家到市县的国土

践经验总结及技术革新探讨。基于上述认识，本文

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目前正在开展，理论框架与技术

梳理影响中国较为深刻的既有空间规划理论，并结

方法亟需完善。

合空间规划发展需求，探索适合新型国土空间规划
的理论框架。

1

国土空间规划的理论框架研究
构建国土空间规划，旨在科学布局生产空间、

1.1

既有空间规划相关理论研究的梳理
1）相关空间的理论。关于空间的理论一直是

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从关注范围看，早期关

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文化空间，体现战略性、提高

注城市空间，
之后是城镇群、大都市区等区域尺度，

科学性、加强协调性，
以强化规划权威、改进规划审

近年来特别关注乡村空间，提出城乡一体化。具体

批、健全用途管制、监督规划实施、突出国土空间规

涉及到区位理论、布局理论、空间理论与发展模式

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显然，国土空间

研究、空间形态及结构研究等。有关空间理论研究

规划是对既有空间规划的整合，对其理论的探讨属

有分散和集中两种价值取向，对应多种不同的发展

于空间规划理论的范畴。

模型。分散思想下，诞生霍华德田园城市，以及由

空间规划作为一门实践学科，涉及地理学、资

此演化的中心城和卫星城模型、美国郊区化背景下

源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因而对于其是否有自身的

赖特提出的广亩城市等。集中思想下，形成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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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的同心圆、楔形、多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型。区

49

新型空间规划的技术方法体系。

位及布局理论由来已久，中国《管子·乘马》中对于

总体而言，中国空间规划理论体系一直处于不

都城选址、城市土地使用的布局理论、布局模式等

断完善过程中，两种类型的理论是互相影响并对规

内容已有论述。城市空间的理论则是涉及对空间

划实践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但规划理论较为分散

的认识、城市空间形态构成、空间组织等多方面[6]。

和滞后的特征依然没有改变。

[8]

关于城市形态与结构的研究，齐康 提出了城市形
态研究的提纲，之后中国学者从城市形态影响因
素、驱动力机制、演变过程等角度做了大量研究探
[9]

[10]

1.2

构建国土空间规划理论框架的挑战与需求
1）面临的挑战。当前，中国构建国土空间规

划理论框架面临一系列挑战。一是研究对象的复

索 ，顾朝林等 总结了城市空间结构基本理论，并

杂性。国土空间规划研究涉及多尺度和全要素，空

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生态城市、可持续城市 3 种

间尺度涵盖全国、省域、大都市区、城镇、乡村，
乃至

2）空间规划相关理论。各国关于空间规划自

环境等各个系统，及其发展状态和空间关系；二是

身的理论差异较大，本文聚焦于中国的相关理论梳

涉及学科的广泛性。国土空间规划涉及地理学、资

理，包括空间规划科学基础及理念创新、空间规划

源学、环境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以及区域

编制实施要点、空间规划体系框架及技术方法体系

和城市研究与之交叉的学科；
三是理论研究的滞后

构建和新技术方法应用。吴良镛 在 2019 全国城

性。国土空间规划是一门实践学科，常常是大量规

市规划学会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建立国土空间规划

划工作实践后才逐步回归理论研究，容易导致空间

体系过程中，需要更为自觉地发展人居科学，为建

规划理论受制于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些思维定式；

立包括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在内的国家规划体系提

四是空间规划制度受多种思想的影响和制约。

供坚实的科学支撑，并建议增设“人居科学”，城乡

1950 到 1960 年借鉴了苏联计划经济规划的经验，

理想城市空间结构模型。

[11]

规划学是人居科学的核心学科之一。林坚

[12-15]

认

为空间规划要统一价值观，保障“三生”空间，注重
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
空间山清水秀，强调国土空间规划框架的基础性作
用，
提出建立贯穿中央意志、落实基层治理、面向人
[16]

公园、建筑空间。要素涵盖人口、社会、经济、资源、

1980 年以来又借鉴了欧洲、美国等现代规划理念

与经验，在这种多元文化冲击下，再结合中国国情
进行理论创新，
挑战显而易见。
2）需求的梳理。国土空间规划是全域国土空

间保护和开发的战略性、纲领性和基础性规划，其

民群众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樊杰 认为“五大发

反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要求和国土空间治理

展理念”应是当前区域发展和空间规划着重思考的

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在新时代背景下，国土空间规

方向，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优化国土空

划要以空间治理和空间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以实

间格局。顾朝林等

[17-18]

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地位、本

现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国土为目的，对国土空间进

质、基本构成和主要内容进行梳理，提出国土空间

行合理开发、布局、利用、整治和保护。可以明确国

[19]

规划编制需要的关键技术创新。方创林 也总结

土空间规划指导思想是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了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的要点。武廷海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生态文明”战略部署，
坚持新

等

[20-21]

基于国土空间与人居环境为一体两面的基

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可持续发展道

本认识，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明确了城市规

路。因而，
以人为核心，
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生态

划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地位和作用。郝庆等 [22] 对于

文明共同发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是

各类空间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

中国新型国土空间规划理论框架构建的思想基础，

乡规划等）的发展历程与理论演化进行解析，提出

并可以具体梳理成以下 5 个方面的需求。一是保

了基于人文—地理学视角的空间规划理论体系。
[23]

党安荣等 分析空间规划目标、现状与基础，提出

护自然生态基底，秉承生态文明与生态发展理念，
尊重空间资源承载力与潜力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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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二是营造美好

乡镇，
强调的是上级规划指导和决定下级规划。
“三

人居环境，面向高质量发展，致力于为人民营造出

类”涵盖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强调的是

美好环境和幸福生活，这是国土空间规划的根本目

各类不同规划之间的层级、定位、内容、职能。基于

标。三是满足衣食住行需要，衣食住行是人民生活

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存在的问题、业务需求和技术

的基本所需，国土空间的不同功能及其空间布局，

支撑，在梳理国土空间规划行政层级体系和专业层

要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为出发点。四是提供便

次体系的基础上，进行融合贯通的综合研究，为制

捷的文娱康养，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定面向美好人居环境营建的不同空间尺度和不同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

类型的空间规划提供理论支撑。

间的矛盾。文化、娱乐、健康、养生的需求是新型国
土空间规划必须关注的。五是健全的社会保障体
系。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新型城镇化、乡村空
心化等问题，
构建覆盖全民、城乡统筹、保障适度的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新型国土空间规划的内
容。
1.3

基于人居环境科学的国土空间规划理论框架
1）人居环境科学的支撑。从上述分析可知，

构建中国国土空间规划理论体系，需要从中国国情
出发，结合西方学术思想，解决关于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环境等多系统的复杂性问题。吴良镛 [24]

所创建的人居环境科学，正是借鉴西方学术经验，
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
下建立的包含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等多
学科融会的新的学科体系。人居环境科学是一门
以人类聚居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相
互关系的科学，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而
不像既有的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
只涉
及人类聚居的某一部分或某个侧面。人居环境科
学的目的是了解、掌握人类聚居发生、发展的客观
规律，
以更好地建设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
2）理论框架的本质。基于人居环境科学理论

图 1 基于人居环境科学的国土空间规划理论框架

构建中国国土空间规划的理论框架，可以将空间规
划的分散理论整合统筹，
并直接指导“五级三类”空
间规划体系建立。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该框架将

2

国土空间规划的技术体系研究

“空间的理论”与“规划的理论”按照“以人为本、生

新时代背景下，国土空间规划在技术创新和规

态文明、五位一体、持续发展”等理念进行整合，并

划实践方面，越来越重视借助新型技术方法推动城

按照吴良镛院士人居环境科学的 5 大原则（生态、
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 5 个系统（自然、人、居

市空间规划管理和智慧城市建设[23]。2019 年 7 月，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国土空间规划

住、社会、支撑），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的“五级三类”

“一张图”建设和现状评估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

体系进行统筹，
“五级”包括国家、省级、市级、县级、

按照“三步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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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已成为国土空间规划的一项

用经验。王英等 [30] 总结当前地理信息资源共享的

重要内容。实际上，在此之前已有大量研究围绕

方式、特点、困境及产生困境的原因，
从观测数据共

[25]

“多规合一”展开，黄勇等 从平台建设、审批制度、

享增值理念、制定数据标准规划和流程、完善数据

三线划定等方面探讨了实现“多规合一”的技术方

使用监管机制、加强相关配套机制、完善平台与应

法。沈迟等 [26] 强调接口设计的“三标衔接”，以“多

用系统建设 5 个方面提出未来空间规划地理信息

[27]

规合一”统领各类规划。何子张 提出构建“一个
空间信息平台”，推行“一表式”受理审批，完善“一
套机制”，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在具体实践过
[28]

[29]

资源共享的方向。张恒等[31]从规划编制、规划管理
及规划实施 3 个角度提出基于建立“一张蓝图”的

空间规划信息资源共享模式。目前，不少相关研究

程中，李佩娟 、王唯山等 根据厦门编制多规合

中都会提出信息平台建设 [17，23，32-35]，但仅限于框架

一的经验总结，提出“行政+技术”的工作方法推进

探讨，并没有系统性的给出具体采用哪些技术，缺

（蓝图制定，项目监管）
“多规合一”与“全域规划”，
并在实践中实现“技术协调”
与“管理共享”。
2.1

国土空间规划的总体技术体系

少关于技术体系的整体构思。
随着理论体系梳理、技术方法探索、规划实践
积累、保障制度建立等各方面的条件日渐成熟，中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一张蓝图的绘制，
必须要有技术体系的支撑。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信
息共享、业务协同，研发统一的信息平台有利于解
决规划矛盾，
实现城市数据共享、辅助规划决策、提

国国土空间规划已经进入全面编制阶段。依据本
文提出的国土空间理论框架（图 1），结合既有规划

技术方法，形成如图 2 所示的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
技术体系，
包括本底条件评价（双评价：
资源环境承

高审批效率，这无疑会带来空间规划的改革，是实

载力评价、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空间管控途径

现“一张蓝图”重要的技术手段。不少学者根据省

（三线四区划定）、空间要素配置以及规划信息平台

市国土信息平台建设情况，积极总结平台建设与应

等 4 个方面。其中空间要素配置需要信息平台支

图 2 国土空间规划的总体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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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所以下文将展开论述与信息技术直接相关的
“双评价、三线四区、信息平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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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进行差异化专项评价。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根据自然条件适宜性开发理念，围绕土地资源、水

国土资源
“双评价”
的技术方法

资源、生态资源、气候、环境、灾害、区位等方面进行

“双评价”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
适宜性评价）作为构建国土空间的基本战略格局、
[36]

资源环境承载力单要素评价，在此基础上开展农业
生产、生态保护、城镇建设三项专项评价，
划定生产

实施功能分区的科学基础 ，其评价结果为国土空

农业生产承载规模等级、生态保护重要性等级、城

间格局优化、国土开发强度管制、三线四区划定、重

镇建设承载规模等级，综合反映国土空间自然本底

大决策和重要工程安排等方面提供重要支撑（图

条件对人类生产生活的支撑能力 [37- 38]。国土空间

3）。2020 年 1 月，自然资源部印发《资源环境承载

适宜性评价，从生态功能、农业功能、城镇功能 3 方

调“双评价”的目标是识别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极重

性等级，以确定城镇建设用地发展方向。最后，根

要和生态极敏感空间，明确农业生产、城镇建设的

据“双评价”结果可以识别当前区域发展存在的问

最大合理规模和适宜空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

题和风险，未来空间发展潜力以及结合重大战略事

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

项开展一定的情景分析。

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指南（试行）》，强

面，判断区域内各类国土空间适合进行开发的适宜

护格局。
“双评价”遵循针对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区

图3

2.3

国土资源“双评价”
技术方法

科学划定
“三线四区”
的技术方法

空间规划编制与监督实施的核心内容。现有文献

“三线四区”是指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

对“三区三线”划定与管控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一

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以及生态保护区、农业生

类是基于“一张图”管理视角，结合具体案例，提出

产区、城镇发展区、历史文化保护区，科学划定“三

“三区三线”划定的流程和技术方法[39-40]。刘仨[41]认

线四区”是解决多规矛盾重要手段，以及各级国土

为应将“三区三线”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相互之间

科技导报 2020，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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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分步骤划定各类控制线和三类空间，并在

界。最后，根据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

确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红线两条刚性红

田红线、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对城镇开发边界和

线的基础上，提出城镇、农业、生态 3 类空间；二是

城镇空间进行调整[47]。

对“三区三线”中某一类空间或管控界线的影响因
素、划分方法、管控策略进行探讨[42-44]。张韶月等[45]

2.4

合理布局空间要素的信息平台
1）服务空间要素配置。空间要素的有效植入

提出了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系统流程，包括基于

是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内容以及构建全域国土空

“双评价”识别本底特征、基于功能遴选划分功能适

间新格局的重要手段，即是说需要在更大空间范围

宜区和基于 FLUS-UGB 模型划定边界 3 个步骤。

内综合考虑人口、产业、交通、公共服务设施等要素

区别于既有“三区三线”划定的技术方法，
本文将武

资源的合理配置 [48]，谋求城乡空间合理布局、生态

廷海等 [20-21] 所倡导的文化空间（历史文化保护区）

空间有效管控、产业空间优化配置、交通网络布局

纳入形成“三线四区”，需要在三区划定的同时，将

完善、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人口和城乡布局方面，

历史文化保护区按照其重要性等级进行划定，文化

在“三线四区”划定的基础上，
识别出适宜人口集聚

空间与其他 3 类空间可以耦合共存。

和城镇建设的区域，并按照建设用地规模，预测人

1）优先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将“双评价”结果

口规模，结合规划期限内分解的人口规划，可以对

作为参考依据，
结合《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的要

人口规模和布局进行弹性集成[49]；产业要素布局方

求，对国土空间开展生态功能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

面，在“三线四区”划定基础上，识别重点产业园的

评估，并将生态极重要和生态极敏感区域与国家和

规模和范围，并依据产业空间分布态势与导向划定

省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集中式饮用

重点产业集聚区以及预测发展趋势[50]；设施要素布

水源保护区等禁止开发区域进行校验，统筹各方利

局方面，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要与“三

益，
因地制宜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线四区”相协调，并满足空间开发强度和 4 类空间

2）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根据《国土资源

比例的要求。同时，设施建设应合理避让生态保护

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

红线，并引导和支撑城镇空间的高效开发和集约合

的通知》
《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

理利用[51]。

特殊保护的通知》
《基本农田划定技术规程》的要

2）借助信息技术支撑。自然资源部明确提出

求，
将非耕地、损毁耕地、河道防洪堤内不适宜稳定

国土空间规划与基础信息平台同步建设。国土空

利用耕地等地块剔除，再将高质量、集中连片的优

间规划基础信息平台为实现从传统城乡规划向可

质耕地划入，得到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基础图层。再

感知、能学习、善治理、自适应的智慧国土空间规划

结合“双评价”结果初步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

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技术保障。大数据时代

线。最后，根据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

背景下的国土空间信息平台建设对于国土空间管

界进行调整细化，
最终确定永久基本农田红线[46]。

控至关重要。基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

3）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目前，还没有统

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依托国土资源、测

一明确的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导则。各个省市根据

绘地理等已有空间数据资源，结合各种传感器、物

需要制定了相应的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办法，如福建

联网、社交网络、社会兴趣点、手机信令、智能交通

省出台《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和管理技术要点》。首

刷卡等数据，建设可靠的、高效的、实时的、共享的

先，
在“双评价”基础上，
确定城镇空间的备选区，
并

国土空间信息平台，既可实现多源多尺度数据的有

按照一定标准，
在被选区中划定城镇空间；
其次，
通

效集成及挖掘，又能为政府部门开展国土空间相关

过对城镇用地条件和发展潜能评估，确定城镇用地

的规划、审批、评估、监管与分析决策提供基础服

的控制规模；
然后，
从城镇发展的空间指向出发，
确

务，
最终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定城镇用地的空间区位，从而初步划定城镇开发边

2）明确平台技术架构。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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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平台系统架构是一个完善、相互联系且相互支撑

充分进行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的数据共

的整体，自下向上分为基础层、数据层、支撑层、应

享，实现规划、住建、环保、林业、农业、水利等部门

用层，同时建设支撑保障体系、标准规范体系作为

的数据整合及互通互联；
通过平台实现数据来源更

支撑（图 4），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信息平台可以

为多元、数据分析更为科学、治理方案更为可行、治

满足多部门、多源、多时相、多尺度海量数据的集

理效率更为高效，
提升国土空间治理精细化水平。

成，为自然资源管理提供数据基础；利用平台能够

图4

3

国土空间规划信息平台技术架构

结论

业层次体系，进行融合贯通的综合研究，为制定面
向美好人居环境营建的不同空间尺度和不同类型

国土空间规划是以空间治理和空间结构优化

的空间规划提供理论支撑。技术体系涵盖国土空

为主要内容，是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

间规划中非常重要的国土资源“双评价”、
“三线四

修复的重要依据。本文在梳理和分析国土空间规

区”划定以及“规划管理信息平台”，以期支撑正在

划既有相关理论与技术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人居

开展的新型国土空间规划探索与实践。

环境科学的国土空间规划理论框架和技术体系，理

当然，国土空间规划的理论框架和技术体系都

论框架将“空间的理论”与“规划的理论”按照“以人

有待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探索与完善，相关的具体

为核心、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可持续发展”等 4 大

技术方法与技术方案也需要进一步细化与深化。

理念进行整合，将人居环境科学的 5 项原则和 5 个

然而，其坚持以人为本和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始终

系统，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的五级三类体系进行统

如一，在充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与尊重山水林

筹。该理论框架将空间规划的分散理论整合，直面

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潜力的基础上，随着全面的国土

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存在的问题、业务需求和技术

空间规划实践工作的开展，理论与技术将逐步趋于

支撑，有助于应对国土空间规划行政层级体系和专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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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rritory and spatial planning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national spatial governance system, a spatial

blueprin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 primary basi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erritory resourc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the technical system of the territory and spatial planning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related available theoretical researches and technical explorations of the territory and spatial plann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not only integrates "the theory of space" and "the theory of planning"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s of "people-orientate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ive-in-on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t also integrates the "five principles" and "five systems" of

the 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 and integrates the“five-level and three-class”system of the territory and spatial planning.

While the technical system includes the“double evaluation”of territory spatial resources, the determination of“three-boundary
and four-zone”
, as well as th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All these might hopefully be used to support the
ongoing 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the nationwide territory and spatial planning.
Keywords

territory and spatial plann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technical system; the five- level and three- class; 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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