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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t evaluation of spatial layout planning has been drawn much attention from many scholars and
governments.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post evaluation is reviewed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basic concept of
post evaluation of spatial layout planning. But, up to now, most study still focuses on the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use planning, and few on the other kinds of spatial layout planning, such as regional planning and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 planning. Secon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ormer researches on post evaluation
from the objection, standard and contents of evaluation. (1)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objects, research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kinds which are result evaluation, process evaluation and overall evaluation. (2)
There are many debates on the standard of evaluation, but the index defined in the planning documents, as a
basal standard, is still chosen by most of the study. (3)The un-spatial indexes still play the main role in the
post evaluation of spatial layout planning evaluation, even though the importance of spatial indexes has al-
ready been realized by most scholars. Finally, this paper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of post evaluation of Chi-
na's spatial layout planning from the aspects of time arrangement, contents design, and for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space and regional resources in different scale.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post evaluation of regional plan-
ning and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 planning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in the future. As for the time
arrangement, i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lanning system, while the period of evaluation on small-scale plan-
ning should be shorter than on big-scale planning. As for the contents design, since the mainly propose of post
evaluation of spatial layout planning is to make the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planning, analysis on
causes of failure and success of planning should be the research key-poin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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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空间布局规划后评价的研究与实践日益受

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 首先， 在界定 空 间 布 局

规划后评价基本概念的基础上， 简要回顾了 空 间 布 局

规划后评价的发展历程。 其次， 从评价对象、 评 价 标

准、 评价内容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空间布局规 划 后 评 价

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 最 后， 从 时

间安排、 研究重点两个方面对我国空间布局规 划 后 评

价的发展进行了思考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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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规划体系大致可以划分为时间序列规划和空

间布局规划两大类，前者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后者如城市规划、区域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主体功能区规

划等[1,2]。空间布局规划主要是通过合理的人类生产与生活活

动的空间组织获得最大的发展效益[3]。
长期以来，我国空间布局规划重视规划编制的最终成

果，即规划文本、图件和说明书，对后评价相关工作研究相

对薄弱乃至缺失，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更缺乏必要的监督和检

测机制[4-6]。尽管近些年来国内陆续开展了空间布局规划后评

价的相关研究，并将部分内容纳入到规划工作程序中，但就

其研究深度与应发挥的作用而言还存在很大差距，由此带来

一系列问题。一是在前期研究支撑下，规划具有很强的科学

性和针对性，但由于内容触及各方面既得利益，没有能够按

照最初设想来实施，导致目标不能实现或实现程度大打折

扣；二是由于区域是自然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构成的复杂巨

系统，其发展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相当复杂，一些影响区

域发展的新因素和新机制在前期研究中没有给予充分考虑，

规划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做出及时调整，导致规划目标欠缺科

学性、合理性。
从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主体看，规划主要是一种政府行

为，规划实施效果也成为检验各级政府执政水平和决策能力

的重要标准。前瞻性地开展规划后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对

于及时处理规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因素、根据新情况及时

调整规划目标、纠正规划中出现的新问题，并进一步提高规

划实施效果和科学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界定空间布局

规划后评价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国内外空间布局规划后评

价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并对我国空间布局规

划后评价的发展进行了思考与展望，以期对空间布局规划后

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以及实践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导。

1 基本概念及发展历程

1.1 基本概念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规划后评价的定义尚未形成普遍认

同。钟契夫和许光建认为，规划后评价是在规划实施之后对

规划理论和方法进行的有效性检验，是对规划的目标、效

益、影响和守法等情况进行系统、客观的总结和分析[7]。李

王鸣和沈颖溢认为，规划后评价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正确判断

规划实施与现状的矛盾冲突，分析规划实施的影响机制及问

题产生的原因，并由原因入手探讨有效的解决策略[8]。陈烨

和罗震东侧重系统性，认为规划后评价应包含“回顾—总

结—预测”三项基本内容，通过规划回顾向上连接规划编制

和实施阶段，通过规划实施总结获得不确定性环境下规划变

动的实验性经验，通过规划预测向下连接规划修编阶段[9]。
李文辉也认为，规划后评价不是简单地判断既成事实的活

动，而是在区域发展规划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搭建理解

的桥梁[10]。
虽然对规划后评价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学者

们普遍认为，规划后评价有助于推动监督机制与民主化进

程[11]、落实规划和强化实施[12]、补充措施建议和定期修订方

案[13-15]、实现规划的良性循环[16,17]。结合上述研究观点，基于

空间布局规划视角，笔者认为空间布局规划后评价是对空间

布局规划进行“回顾”、“总结”、“预测”以“发现问题”，
继而“分析原因、提出调整建议”的过程，其核心目的是优

化规划空间结构并获取发展效益。
1.2 发展历程

规划后评价是作为规划评价的组成部分被学术界所提

及。英国系统规划研究的主要创始人 McLaughlin 和 Chad-
wick 指出，规划实施并不意味着规划行为的结束，而应每

隔一段时间检查系统状态是否偏离假设方向并进行修正[5]。
但由于规划师对设计思想的执著、规划部门对权威的维护、
信息系统不完备、缺少经费等原因[17]，规划实施前评价一直

是规划研究领域的关注重点，规划后评价研究鲜有涉及。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随着系统方法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广泛运

用、应用经济学和政策科学的兴起以及针对现代建筑运动主

导下的城市规划发展的评判，规划评价研究开始注重对城市

规划实施效果的评价[11]。
在我国，规划后评价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 2002 年钟契

夫和许光建编写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基础理论和方法》
中，该著作将规划后评价作为独立一章进行了系统介绍与分

析[7]。随后，孙施文和周宇对国外城市规划实施评价理论进

行了系统梳理，试图唤起我国对城市规划实施研究领域的重

视[17]。2004 年以后，《关于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

和修编前期调研工作的通知》（2004 年）、《城市规划办

法》（2006 年）和《城乡规划法》（2008 年） 等相继颁布

的法律法规均将规划实施评价设定为规划修编前的必须环

节，引发了学术界对空间布局规划后评价的普遍关注，相关

研究也陆续开展。目前，我国空间布局规划后评价研究主要

集中在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规划层面，对区域规划、主体功

能区规划等空间布局规划的后评价研究鲜有涉及 （表 1）。

表 1 国内空间布局规划后评价相关研究

Tab.1 Study on the Post Evaluation of Chinese
Spatial Layout Planning

2 研究进展

2.1 关于评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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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空间布局规划实施是一个复杂性、多层次的过

程，监测系统、技术和经费等局限性往往导致大部分基础数

据难以获取，评价者选择了不同侧面展开相关后评价工作。
根据评价对象不同，空间布局规划后评价可以划分为侧重规

划实施成果的评价、侧重规划实施过程的评价、全面评价三

大类。
2.1.1 侧重规划实施成果的评价

侧重评价规划实施成果的理论基础是将规划视为地区发

展蓝图[23]。因此，评价选择将现实与规划的吻合度作为评价

标准，简化了评价过程。同时，鉴于规划成功与否难以衡

量，这种将目标与结果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评价也不失为最客

观、易于测量的好方法[27]。但社会发展中不确定性所引起的

现实对规划的合理偏离，往往会导致这种忽略不确定性的评

价方法得出错误结论。Talen 在对美国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

市的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进行后评价时就曾承认，并没有必要

要求规划与现实结果间的完全吻合，只需设施与使用者的空

间位置关系同规划相似即可，他通过进行可达性对比以及回

归分析发现公园的现实分布与最初规划并不相符[28]。吕晓蓓

和伍炜也指出规划实施评价期间要充分考虑影响城市规划实

施的各种因素，并承认因此而产生的偏差[29]。但针对“偏差

容忍度”，国内学者大多只通过经验确定一定的阈值范围，

科学性有所欠缺。
此外，此类评价假定规划目标与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对应

关系[30]，忽略了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

因果关系并不明确这一事实[17]。评价者往往绕开对各因素作

用的解析工作，直接将规划实施期间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改善

与提高归因于规划。极端现象就是规划尽管未被落实，目标

却依然实现，例如，尽管某地并未按照规划要求落实招商引

资政策，但外部环境的改变却同样带来了大量迁入企业，此

时如何作出评价？Talen 认为，面对类似的情况，此类评价

将失效[28]。
最后，由于对规划目标的明确性、可度量性要求较高，

因此 Faludi 在区分了战略性规划 （Strategic Plans）和项目性

规划 （Project Plans） 后认为，此类评价只适用于项目性规

划[31]。与此同时，侧重规划实施成果的评价还存在以下几点

不足，不适用于具有激励、教育等功能的规划[31]；忽视了规

划目标以外可能带来的影响；没有考虑社会发展过程中网络

关系的动态变化[32]。
侧重规划实施成果的评价分为三类：

（1）以规划实施结果为评价对象。此类评价最早被 Al-
terman 和 Hill 用于土地利用规划后评价领域。此后，Talen
指出目前研究过于关注规划的失败，对规划实施成功之处分

析不足[27]。于是，针对 Talen 的批评，Laurian、Berke、Er-
ickse 等提出了一种新方法 （PIE，The Plan Implementation E-
valuation），通过深入分析规划相关案件的审批过程来衡量

规划落实的深度与广度[33]。
鉴于对规划目标的明确性要求极高，此类评价在我国也

主要被运用于起约束作用的土地利用规划及其他详细性规划

的后评价领域。如韩浩英等通过对比 1983、1993 和 2005 年

北京城市发展形态，探讨其变化趋势与规划预期的吻合

度[34]。又如瑶燕华通过分析规划管理过程中已批准案件对原

有规划方案的调整，对广州市控制性规划导则的实施情况进

行了评价，并提出了完善实施效果的若干建议[23]。
（2）以规划实施效果为评价对象。此类评价认为，规划

实施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公众、规划者或管理者所期望的效

果。因此，即便现实对规划有所偏离，但只要效果达成，则

仍可视规划实施成功。赖世刚就曾指出，城市规划实施效果

评价可以作为改善规划的依据[22]。李王鸣和沈颖溢认为，城

乡规划实施评价重点应是评价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实效性，

考量规划是否有效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8]。Hopkins
教授进一步提出了评价规划的 4 项准则：效果、净利益、内

在效度以及外在效度[35]。但由于作用机理复杂，规划实施效

果往往难以测度，因此相关实证研究较少。
（3）以规划实施效果和结果为评价对象。目前，我国多

数规划后评价研究并未将规划实施效果与规划实施结果进行

严格区分。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从综合反映研究地发展状况的

视角构建相关指标集合，如李王鸣在《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

价研究》一书中[36]，将评价体系概括为规划目标实施情况、
空间组织与布局情况、公众对规划的满意度三类。在此思路

下所构建的评价因子必然既涵盖了代表规划实施结果的指标

（如建设用地面积等），又不乏代表规划实施效果的指标 （如

GDP 增长率、公民满意度等）。因此以规划实施结果和效果

为评价对象的研究不可避免地继承了上述两类评价的不足。
2.1.2 以规划实施过程为评价对象

伴随着对上述评价的批判，研究者意识到要进行规划后

评价研究，规划实施过程的评价是无法忽略的。王兰曾指出

规划实施过程影响着结果，过程和结果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

关系[37]。因此在 Fudge 和 Barrett 对规划实施成果评价与实施

过程评价两种方法的分析基础上，荷兰规划评价学派 （The
Dutch School of Planning Evaluation）对以实施过程为对象的

评价 （Performance-based Evaluation） 展开了一系列研究[38]。
该方法的最大特点在于更加关注规划的本质[31]，更适用于战

略性规划。但却只建立了规划与决策的联系，并未涉及决策

的具体落实情况，同时由于所需数据资料庞杂且获取难度

大，相对于规划实施成果评价更难于操作。有学者指出，编

制规划过程中规划师很难准确把握未来发展，而实施过程中

规划也不可能被严格履行[33]。Mastop 和 Faludi 也认为规划是

对未来模糊和不精确的推测，因此现实对规划的偏离属正常

现象[39]。鉴于此，Carmona 指出在进行规划后评价时，研究

规划对决策产生的影响要比分析规划目标与结果的吻合度更

重要[40]。Tsubohara 和 Voogd 认为规划对于区域发展方向的

影响力 （也就是在制定决策时，制定者对规划的参考程度）

也可以用来衡量规划实施成败[41]。Mastop 认为规划后评价应

分为 3 个步骤：①评价规划是否提出一个具可操作性的决策

框架；②评价规划是否及时更新；③评价规划是否有助于制

定可操作的决策方案[42]。Faludi（1986） 认为评价规划实施

有 2 个标准：一是决策者必须知道这个规划；二是决策者必

须接受这个规划，并使之成为决策制定的依据，即在一定程

度上规划者与决策者之间应就规划内容达成一致[43]。
随后，Faludi 提出，规划实施大多被规划师看作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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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交流和学习的过程，而非生产物质产品的技术过程，即

将规划实施看作是一个软过程，除直接影响外还包括一些间

接影响[31]。同时，他还提出战略规划往往具有“规划法则”
（Planning Doctrine），并认为规划法则为地区提供了坚定不

移的发展理念，因此即使规划已经过时，但仍能发挥作用。
基于此，Wallagh 认为规划在以下 4 种情况中发挥了交流学

习的作用：①决策与规划一致，并有明确信息强调该一致性

的产生并非偶然；②决策与规划不一致时，制定者进行了与

规划之间的博弈；③当决策与规划相抵触时，规划为决策后

果分析提供了依据；④当偏离经常发生、规划必须重新编制

时，只要原有规划是新规划编制的基础，则它仍然有效[44]。
2.1.3 规划实施的全面评价

尽管数据难以获取，依然有评价者坚持主张要对规划实

施进行全面评价。而实施过程评价的理论发展也为全面评价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于是 Alexander 和 Faludi 在 1989 年的

研究中构建了 PPIP 模型来全面评价规划的实施情况，内容

涵盖了“结果一致性”、“应用性”、“合理性”、“最佳事

前分析”、“最佳事后分析”5 个要素间的网络关系[30]。但由

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操作性等原因模型一直未在实践中得到

应用。尽管如此，模型至少已搭建起一个令人信服的评价体

系[17]，为之后的后评价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在我国，基于偏差分析的思想，研究者们也在尝试构建

此类评价体系以达到对规划实施进行全面概括的目的。沈颖

溢将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内容概括为规划目标实施、空间

发展与落实、公众参与以及规划措施落实与保障四个领域，

其中以规划建设跟踪制度建立、土地供应和建设项目库设立

两个指标来间接反映措施落实与保障情况[45]。刘耀彬在对城

市群规划进行评价时指出实施评价可从规划执行效果、规划

实施效果、规划实施效益、规划实施过程的合理性 4 个方面

进行[46]。随后，研究者大多运用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模

糊综合评价法等将偏差整合，建立综合性指标。这种方法的

优点在于综合性指标更便于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更便于公

众、政府、管理者了解规划实施的总体情况。但规划后评价

仍是一个新兴的领域，而且其结论不易论证，所以尽量简

单、可靠不失为明智之举，爱德华·J·凯泽等建议不必将所

有的测量都转化为单一矩阵，应在需要的情况下谨慎的使用

权重，在结果中应显示出各个单独指标，而不是将其归纳在

极具误导性的超级指标中[13]。特别是一些研究将代表实施过

程和实施结果的一系列指标整合在一个超级指标下，尽管表

面上是在进行全面评价，但却忽略了规划、实施过程及结果

之间的因果关系，将立体的事物压缩为一个平面，无法做到

对规划实施成因的深入解剖。
2.2 关于评价标准

在后评价过程中标准的选择尤为重要，但争议依然存

在。Willem K Korthals Altes 认为评价标准应依规划功能不

同而不同，其中规划功能又可分为 3 类：规划者定义的功

能、评价者定义的功能、规划在实施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功

能[47]。以 David Harvey 为代表的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学派则认

为，公正与理性应当始终是规划实施评价的首要标准，且公

正的含义不应仅局限在规划结果上，也应表现在规划实施过

程中[17]。在我国，张庭伟指出实效评价并非唯一的评价标

准，还需要开展实施价值评价，但这一评价需要比实效评价

更长时间的检验，不但超出一位领导人任期，而且有待于一

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检验[48]。但目前为止，国内外的实证研究

大多还是依据规划文本中的原设指标进行评价，少数研究也

在尝试将公众满意度指标引入评价体系以满足规划评价标准

的多重性要求。
2.3 关于评价内容

目前，尽管评价内容中非空间类指标仍占很大比重，但

学者们已普遍认识到空间类指标的重要性及以往对它的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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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8]。张晓瑞认为，城市规划实施的核心任务是协调城市空

间布局，应把城市这个复杂系统分为两大部分，即物质实体

的空间因子和以经济社会为主体的非空间因子 （属性因子），

并由此认为城市规划实施评价也相应地分为两个方面：空间

因子评价和非空间因子评价[49]。李王鸣指出，过分强调社会

经济指标容易偏离规划实施评价的主要目的，并在一定程度

上掩盖城市空间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8]。鉴于此，

在对余姚城市规划进行评价时他尝试将城市形态率与紧凑度

等指标加入评价体系[36]。也有研究试图涵盖土地利用空间分

布、重大项目空间布局等[50]。
除此之外，独立片面的分析某一部门发展并给予改善意

见是容易的，但社会发展各部门存在着或联系或制约的关

系，因此后评价最难、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综合考虑

全局的前提下对发展予以评价，而这一意识在相关研究结果

中并未得到充分体现。

3 思考与展望

总体来看，我国空间布局规划后评价研究仍处于起步阶

段，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规划层面。作

为空间布局规划重要类型的区域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等空

间布局规划的后评价工作鲜有开展。为确保不同尺度生产、
生活活动在规划引导下形成合理的空间组织，最终实现各区

域发展效益最优，笔者提出在继续加强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

规划后评价的同时，也应将区域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后

评价工作列入研究重点。此外，笔者基于规划后评价的概念

解析以及后评价的对象、标准、内容等相关研究的系统总

结，从规划后评价的时间安排、研究重点两个方面对我国空

间布局规划后评价的发展进行了思考与展望。
3.1 时间安排

空间布局规划后评价次序一般依照规划层次逐级递推。
由于规划后评价的目的在于及时修正并完善规划及其实施机

制，逐级递推往往容易延误底层规划后评价的时机。此外，

上层规划比下层规划在内容上更具灵活性、对不确定性影响

的包容力更强，这就意味着下层规划应比上层规划更频繁地

开展规划后评价。因此，空间布局规划后评价体系的时间安

排应以逐级递推为主，但下层规划后评价的周期应该更短。
同时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需要提高操作效率、完善不同层级规

划后评价的反馈沟通机制。
3.2 研究重点

空间布局规划后评价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深入解剖规划

实施成果，分析规划失败原因，进而调整规划内容和目标，

并提出规划实施机制的完善建议。因此，对规划实施成败的

原因分析应作为规划后评价的研究重点，归纳起来，可能有

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突发事件的影响。区域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

其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类突发事件，如地震、海啸、洪

水、瘟疫、战争、金融危机等，这类事件对区域发展和布局

将产生重大影响，如地震对汶川等县市的影响、海啸对印度

尼西亚爪哇岛南部的影响都将是毁灭性的。而这类事件的发

生往往带有随机性，其灾变点很难通过各类方法进行精确预

测。因此，一旦发生重大灾害将会改变区域原有的发展进

程，规划的最终目标将会偏离原来的设想。
二是系统的不确定性。区域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开

放的巨系统，认识这样的系统发育过程、判断系统的发展状

态和存在的问题、设计系统的优化目标和调控途径都具有很

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由系

统复杂性产生的客观不确定性，以投资与 GDP 的关系为例，

由于存在产业关联效应、倍数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等，在预

测模型构建中其参数和取值区间的设定都存在一定的难度，

对投资每增加一个单位 GDP 的增长幅度很难做出精确的预

测；又如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它的波及范围、对不同产业部

门的影响程度、各地区的响应机制等也很难做出及时、准确

的解释和预测。另一类是由经济活动主体—人的复杂性引起

的主观不确定性，如在当前中国规划实施体制环境下，由于

缺乏利益完全一致的经济主体来不折不扣的执行上级按整体

利益确定的规划思想[51,52]，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及不规范的市

场行为带来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已成为影响规划实施

的重要因素。
三是前期研究不够深入。前期研究是编制规划的基础，

在现状和趋势把握不准，缺乏科学分析下盲目制定发展方

向、人口规模等，将会增加规划实施的难度，甚至带来地区

发展的重大损失。而目前我国规划编制往往按计划经济体制

下形成的“惯例”运作，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广泛的意

见征询等工作。以城市规划为例，近些年城市规划普遍丧失

了地方社会文化特色，无法实现发展效益最大化。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规划者在前期研究中没有将地区特色、优势结合到

规划方案中，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发挥地区特色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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