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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到 2050 年全球将有 66%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1]，

这给城市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挑战 [2]。据

统计，城市消费了地球 70% 以上的资源，是主要

的 CO2 排放场所 [3]。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同时，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因此全

球各地一直在不断探索有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手段，智慧城市就是其中一种。有学者甚至将信

息通信技术（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发展与城市的发展描述成一种共生

现象 [4]。学术界和政界普遍认为智慧城市概念源于

IBM 公司 2008 年提出的“智慧地球”，但从搜索到

的文献来看，早在 1997 年就有学者以新加坡为案

例来描述智慧城市 [5]。随着人们对智慧城市的关注

度上升，学者针对智慧城市提出了褒贬不一的多种

评论 [6]。智慧城市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解决城市

交通拥堵及环境污染等通病的灵丹妙药 [7]。

由于智慧城市本身复杂的交叉学科属性和不同

研究者学科、工作背景及研究视角的不同，除一致

强调“智慧城市是利用 ICT 提升政治效率和促进经

济、社会和城市发展的一种手段”这个观点外 [8]，

其他方面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具体来说，该领

域研究还存在以下三个突出问题：（1）概念多元化、

评价标准混乱，对智慧城市的理解和认识并未达成

一致 [9] ；（2）成果多、主题分散，现有研究尚未指

出该领域的发展脉络和需主要攻克的难点，因此对

后续研究的借鉴和指导价值有限；（3）对智慧城市

建设中的市民参与问题研究深度亟须拓展。

本研究以智慧城市建设中人与 ICT 的关系为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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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智慧城市理论研究存在的概念多元化、研究脉络不明显和对市民参与

问题认知深度不够等现象，论文以“市民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为视

角对智慧城市理论典型观点进行了演化分析。然后从“ICT 成熟度—城市发展需

求—建设任务”三个维度构建了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模型，提出：（1）人的认知是

智慧城市建设的动力源 ；（2）智慧城市是一个散系统；（3）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

不断深化的连续体 ；（4）智慧城市建设内容需经历基础设施建设、制度转型和大

众创新三个阶段；（5）以市场为主体的商业模式是智慧城市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

的有力支撑等观点。接下来，结合演化分析和研究观点指出了智慧城市理论发展

趋势并提出了以下建议：（1）学术界应主动对接相关政府部门和 ICT 企业，提升

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2）创新研究视角，按“自下而上”建设模式构建智慧

城市理论体系；（3）创新数据获取方法；（4）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市民参与上来 ； 

（5）多关注智慧城市建设的商业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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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从梳理智慧城市发展典型观点，构建基于“ICT 成熟度—

城市发展需要—智慧城市建设任务”三个维度的智慧城市理

论整合框架，提出智慧城市理论的发展趋势和开展研究工作

的对策与建议，以应对上述三个问题。

1  关于智慧城市的几个典型观点 ：基于人与 ICT
的关系视角

1.1  梳理智慧城市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
以篇名包含 smart city 或 smart cities 为条件，在 Elsevier、

Ebsco 和 Springerlink 三个英文数据库进行搜索，截至 2018 年

3 月，所得学术文献数量分别为 1 077 篇、797 篇和 366 篇；

在 CNKI 期刊数据库中搜索到的篇名包含“智慧城市“的文

献则多达 6 017 篇。文献作者来自学术界、ICT 企业界和政

府相关部门，其中学术界的研究者又分别来自城市规划、公

共管理、IT、社会经济及政治学等不同领域。由于智慧城市

涉及学科多，研究者背景和视角不同，所以研究成果也各有

侧重。已有不少学者尝试对智慧城市的研究进行分类，例如

比布里和克罗格斯蒂（Bibri & Krogstie）认为智慧城市建设

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以技术与 ICT 为导向（technology driven 

mode）和以人为导向（human driven mode）两类 [10]。这类

观点强调智慧城市战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 ICT 提升

包括交通、能源、通信、废弃物和水资源等在内的硬件设施

的使用效率和技术水平；另一类是通过 ICT 加强包括知识

创新、社会参与和社会资产等在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 

软设施 [11]。纳姆和帕多（Nam & Pardo）将智慧城市分为技

术（包括硬件技术和软件技术）、人（包括创造性、多样性

和教育）和制度（包括治理和政策）三类 [12]。该观点认为：

为实现智慧城市目标，政府可以在技术、人和制度这三方面

进行投资，这些投资能够通过提升自然资源管理效率，加快

制度服务于市民创新的速度和提高社会参与度等途径来实现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3]。后来又有不少学者根据以技术为导向

和以人为导向的划分逻辑对智慧城市研究进行了分类，例如：

有学者提出智慧城市应包括制度基础、硬件基础、社会基础

和经济基础四极 [14]。虽然具体分类标准略有不同，但这些观

点有个共同的理论假设：智慧城市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市民生

活水平，其核心是技术。学者争论的是需利用技术来解决哪

些问题，全然忽视了人与技术、人与政府和人与人之间的交

互作用。

在智慧城市理论研究分类的方法中，库米塔和克鲁岑

（Kummitha & Crutzen）提出的 3RC 模型是一种比较全面的

方法——根据智慧城市建设中 ICT 与人的相互关系，将智慧

城市建设分为受控型（restrictive）、反射型（ref lective）、实

用型（rationalistic）和批判型（criticism）四类，从人与技术

关系的视角对智慧城市相关观点进行了系统分类 [15]。该方法

不仅充分体现了智慧城市建设中人与技术的关系，还创新了

智慧城市理论研究的分类方法。但是该方法有两个地方值得

商榷：一是整个演化过程中都是以技术为本体，人在智慧城

市建设过程中的作用随对本体的认识改变而不断变化；二是

虽然分类逐步体现了人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积极主动作用，

并且也强调了市民参与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作用，但是仅

将市民的作用定位为参与，仍然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

1.2  梳理智慧城市理论研究的 4PC 分类法
本研究基于库米塔和克鲁岑提出的 3RC 智慧城市研究

分类方法，将研究视角改为市民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所发挥的

作用，结合 web2.0 环境下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将研究深

度拓展为合作伙伴，提出梳理智慧城市理论研究的 4PC 分

类法，即将研究观点分为被动接受型（passive）、促进提升

型（promotion）、应用主导型（programmer）、合作共创型

（partner）、批判反对型（criticism），具体情况如下。

（1）被动接受型。这类观点认为市民在智慧城市建设

中仅作为服务的被动接受者，尤其强调 ICT 技术在智慧城

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基于 ICT 而实现的数据整合和

城市业务互联是评定智慧城市最重要的标准。智慧城市可

以为市民提供基于 ICT 的公共服务，技术是推进市民之间、

市民与政府之间、市民与服务提供商之间交互的核心工具。

ICT 被规划成智慧城市的终点，只要城市采纳了 ICT，就

能以智慧城市方式改变市民生活方式。持此观点的代表学

者有拉卡尔萨达和科博（Calzada & Cobo）[16]、卡拉格鲁等

（Caragliu et al.）[13] 和吉布斯等（Gibbs et al.）[17]。在强调

技术重要性的同时，赞成这个观点的学者提出智慧城市不

仅要强调 ICT 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更应利用 ICT 为全球

变暖等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发挥 ICT 在创造宜居宜业和安

全生活环境方面的作用，并兼顾个人需求 [18]。这类观点存

在一个明显的缺陷——认定“城市互联”后就是智慧城市，

没有考虑社会因素。我国大部分城市都采用这种理论建设

智慧城市，所以出现了《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报告（2017）》
中所提到的“同质化严重及市民获得感低成为我国智慧城

市建设普遍现象”[19]。

（2）促进提升型。这类观点认为市民在智慧城市建设过

程中，能够因自身能力提升而促进技术的发展。被动接受型

观点因忽视人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能动作用，过分强调技术

的重要作用，而受到了学界批评，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纯粹

的乌托邦理念 [7]。还有学者提出技术能提升人力资本和市民

创新及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因此能帮助解决社会所面临的

问题及创造公共产品 [11]。这类型文献的共同观点是：人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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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是技术进步的一个副产品，不再单纯把市民看成技术

的被动接受者，人力资本、技能和能力提升等原因改变了市

民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6,11]。

（3）应用主导型。鉴于上述两类观点对智慧城市建设中

市民的作用认识不够及它们可能带来的社会不公平等问题，

应用主导型观点认为应该从不同视角对智慧城市进行系统认

识，学术派应该把智慧城市研究的焦点放到人而不是 ICT 等

技术上。人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主体，技术为人服务。他们提

出“社区驱动”的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提升社区的技能和能

力来推广 ICT 应用和创新。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 ：市民是

智慧城市建设的起点和终点，智慧城市建设是人与技术开发、

采纳和扩散的耦合，只有在市民积极参与的地方采纳和推广

ICT 才是有效的，而且社区的参与会推动社会创新和激发企业

家精神。持此观点的代表学者有吉芬格和古德龙（Giffinger & 

Gudrun）[14]，内罗蒂等（Neirotti et al.）[20]。

（4）合作共创型。合作共创型学派关于智慧城市的观点

和应用主导型有相似之处，都强调市民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

主体地位和作用。该类观点认为 web2.0 技术的强交互性使

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发生了变化，而智慧城市是一个拥有多

利益相关者的生态系统，强交互性不仅有利于加速知识创新，

还有利于建设一种由市民、政府、企业及其他机构共创的智

慧城市 [21]。典型观点包括莱特德多尔夫和迪金（Leydesdorff & 

Deakin）提出的“三重螺旋”[21] ；兰巴尔迪等（Lambardi et 

al.）在三重螺旋基础上加入“民权社会”（civil society），有

学者称之为“四重螺旋”[22] ；卡尔扎达和科博（Calzada & 

Cobo）提出由市民和城市规划者共同创造智慧城市的若干

原则 [16]。这类研究强调智慧城市复杂系统中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交互，认为知识创新和经济发展都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成果，

并且指出需根据不同利益相关者需求来构建智慧城市，但是

面对如此分散的市民需求却未能提出有效可行的解决办法。

（5）批判反对型。智慧城市这一理念自被提出后就一直

遭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早在 2008 年奥朗（Hollands）就撰写

了一篇批评智慧城市建设的文章，提出智慧城市有何智慧的

疑问并指责了那些自吹自擂、自我安慰的所谓智慧城市的做

法 [8]。此后，每年都会有学者撰文批评智慧城市建设，批评

的主题基本可以归为几类 ：①城市互联与社会参与问题 [16] ；

②智慧城市建设受 ICT 公司影响过大 [23] ；③当前智慧城市

“自上而下”的规划模式 [7] ；④过分强调技术而可能造成的

社会不公平 [13,16] ；⑤智慧城市建设内容同质化严重 [8] ；⑥当

前规划、建设和运行模式约束人对经济知识的贡献 [24]。

基于上述智慧城市理论演化分析，本研究综合多种视角，

紧紧围绕智慧城市建设中人与技术的交互特征，提出智慧城

市理论整合模型。

2  “合作共创”视角下的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模型

2.1  整合模型的构建逻辑
综合国内外学者、业界及政府部门对智慧城市的定义，

本研究将智慧城市定义为“城市管理者以城市运行中所产生

的海量数据为依据，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解决城市发展中所

面临的问题，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和增强城市韧性，促进城市

和人全面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型城市治理模式。”根据该定

义，智慧城市的主要工作层包括“物联感知—网络通信—数

据及服务支撑—智慧应用”[25]，每个层级都围绕数据开展工

作，城市中海量多元异构数据是智慧城市的基本元素 [26]。数

据源于人类活动，被人加工，为人服务，人是整个智慧城市

的核心。城市要实现智慧化决策必须满足：（1）具有数据获

取的物理支撑 ；（2）建立数据应用的制度保障 ；（3）具备开

放创新的条件和能力。

上述关于智慧城市的定义表明智慧城市的核心是人，基

本元素是与人活动相关的数据。智慧城市经过数据采集、传

输、脱敏脱密、加工和形成信息等环节，将信息用来为法人、

社会管理者和自然人服务。各利益相关者利用 ICT 对信息进

行深度应用形成多重螺旋并产生创新，这类创新进而反哺和

推动当地智慧城市建设，形成不断完善和更新的迭代开发，

这种基于信息价值增值的工作逻辑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表示智慧城市的“智慧”源于数据，所以其工作起

点是各类数据源，具体包括各种感应器、传感器、视频采集

设备、手机信号源、文本数据及音频数据等 [26]。数据源采集

的数据被称为原态数据。原态数据被采集、存储后，经过脱敏、

脱密和专业加工后形成有价值的信息，这是智慧城市中信息

价值链的第一个增值环节。信息形成后被用于政府相关部门

的公共服务，由于这类信息的使用，政府部门能够提升服务

效率，改善服务水平，增强服务互动及节约服务成本等，从

而更好地为人服务，这是智慧城市中信息价值链的第二个增

图 1  基于信息价值链的智慧城市工作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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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环节。政府提供基于精准信息的公共服务后，不仅管理效

能提升了，而且由于新一代 ICT 等技术的采用，在城市中形

成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人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良好互动。

这种充分的交流将进一步形成知识创新的多重螺旋，并不断

产生知识创新 [27]。知识创新进一步推动政府服务提升、智慧

城市行业的数据采集和加工的软硬件技术，并加速新一代智

慧城市模式形成过程，这是智慧城市中信息价值链的第三个

和第四个增值环节。在持续建设过程中基于信息的价值链不

断增值直至形成新的价值增长极。在整个信息价值链中，人

类活动是起点，人是智慧城市服务的对象，是知识创新的主

体，因此人是整个信息价值链的主体。

2.2  整合模型的主要观点
随着信息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和人对信息技术的

认知不断深化，城市信息化在经历了数字城市、智能城市等

阶段后，已进入智慧城市阶段 [26]。上述关于智慧城市理论

研究的演化分析表明智慧城市的本质是城市，智慧城市的核

心是以人为本，智慧城市的应用深度受技术发展和人对技术

的认知与应用制约。同时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其复杂系统属性源于城市自身的复杂系统属性 [28]，它是

将 ICT 应用到城市不同子系统中，城市不同子系统（如系统

1，系统 2……系统 n）的智慧城市建设过程就是整个城市智

慧城市转型过程。根据智慧城市建设源于人、服务于人，建

设需求源于城市实际需要，建设项目须围绕数据这个基本

元素等特征，按照图 1 所示的智慧城市工作逻辑，本研究

基于“ICT 成熟度—城市发展需求—智慧城市建设任务”三

个维度提出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模型，模型的主要观点包括 ： 

（1）人的认知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动力源；（2）智慧城市建设

是一个散系统（system of systems）；（3）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

不断深化的连续体；（4）智慧城市建设内容需经历基础设施

建设、制度转型和大众创新三个阶段，即“3I”（infrastructure, 

institution, innovation）；（5）以市场为主体的商业模式是智慧

城市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图 2）。

2.2.1  人的认知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动力源

智慧城市建设是人类利用 ICT 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

种城市治理模式。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城市人口规模快速

增长的同时给城市造成了包括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及公共服

务供给不足等城市通病。1970 年代，就有城市政府开始利

用 ICT 工具提升公共管理水平并不断深化应用，直至 1997
年有学者以新加坡为案例提出智慧城市概念 [5]。智慧城市建

设中人的认知包括人对技术的认知和对城市发展的认知，当

两者出现耦合时就会产生诸如智慧城市之类的城市新型治理

模式。人对技术的认知会随着技术的成熟度和社会程度而不

断提升，当城市某子系统在发展中暴露问题并亟须提升治理

效能时，就会出现如图 1 所示的该领域的智慧城市建设。随

着人的认知不断深入，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推进，直到实现能

拥有“决策智慧”的城市治理模式。

2.2.2  城市的复杂系统属性决定智慧城市是一个散系统

如图 2 所示，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该系统包

含从系统 1、系统 2 到系统 n 在内的若干子系统（例如交通、

电力、水务、经济、教育、卫生等）。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信息技术已被不同程度地应用于城市的上述领域，但由于这

些子系统之间缺乏互联，城市复杂系统中存在大量信息孤

岛。根据 IBM 所提出的智慧城市定义，智慧城市的重要任

务之一就是使城市子系统（业务单元）互联，形成一个巨

大的复杂系统，所以又有学者将智慧城市定义为散系统 [29]。

很明显，智慧城市的散系统属性源于城市的复杂系统属性 [30]。

人是城市的主体，是城市这些子系统的活动主体，必然是

复杂城市系统的主体 [25]。在该系统中，人会根据自身活动

的需要，利用 ICT 提升城市某些子系统的效能，从局部到

整体实现城市整个复杂系统的智慧化。智慧城市建设是城

市管理者利用 ICT 实现城市某些子系统的效能，我们常见

的智慧旅游、智慧公安、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城管、

智慧水务、智慧环保及智慧政务等都是智慧城市散系统属

性的体现 [25]。

2.2.3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基于人的认知而不断深化的连续体

智慧城市建设并非一个包含技术和人的二极管，它是

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种形态，是人类智慧在城市管理中

的体现，是一个阶段性概念，其本质仍然是城市，随人类

对 ICT 的认知和城市发展需求的认知而不断变化。一项 ICT

面世后，随着技术成熟度提高和人对技术的应用能力提升，

图 2  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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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 成熟度会与人类所感知的城市发展需求产生耦合，由此

产生智慧城市建设需求。每一个阶段的智慧城市都大致经历

了需求产生、需求确定、项目建设、项目试运行、推广运营、

绩效评价、模式修正与升级等阶段，这些阶段构成某种形态

智慧城市的一个生命周期。和普通事物的生命周期不一样的

是智慧城市不会消失，它只会在各类因素综合驱动下不断持

续改进。因此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基于人的认知而不断深化

的连续体。

2.2.4  智慧城市建设内容呈“3I”模式，市民全程参与是其基

础支撑

有学者基于营销学视角提出了智慧城市建设需要经过

“推式—拉式—网络”（push-pull-networking）三个阶段 [3]，

其中推式阶段主要以提升政府工作透明度为特征，拉式阶段

主要以市民主动参与为特征，网络阶段以市民共同解决问题

和创新为特征。但营销学研究的是企业产品与用户需求之间

的关系，该范式下的智慧城市理论，市民仍处于被动地位。

本研究基于智慧城市工作逻辑，提出智慧城市建设内容的

“3I”模式，即智慧城市建设的建设内容应经历基础设施建

设、制度建设和大众创新三个阶段，市民全程参与此三阶段

任务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支撑。其中基础设施建设阶段主

要解决智慧城市建设的硬件和软件问题，包括硬件布置、软

件开发、接口开发以及网络建设等。这是城市变得智慧的前

提，其作用有如人的感官和神经系统。制度建设主要为智慧

城市顺利运行提供保障和规范，建设内容包括数据共享、处

理和保护制度、政府公共服务业务流程转型制度和规范制度

等，其主要作用是为保障智慧城市业务数据流转顺畅和操作

规范。最后是大众创新阶段，是指市民基于智慧城市提供的

公共平台进行信息交流和知识创新，推动智慧城市升级发展。

这是智慧城市建设绩效决定阶段，因为：（1）智慧城市建设

主要是为市民提供服务，只有市民拥有充分的获得感，智慧

城市的城市属性才能得以彰显，而市民获得感低是目前我国

智慧城市建设的一大痛点；（2）智慧城市建设属于城市信息

化项目，具有一般信息化项目迭代开发的特征，需要市民不

断使用、不断反馈，为业务迭代升级提供依据 ；（3）智慧城

市建设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城市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开放创新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智慧城市为广大市民参与城

市规划和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了平台，他们通过平台形成社会

网络，交流想法、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最终实现开放

创新。

这三个阶段在城市大系统这个“面”上可能会存在交叉

的情况，但对于城市系统中某个子系统“点”，必须按照这

种逻辑顺序建设。

2.2.5  基于市场的商业模式为智慧城市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以人为核心的智慧城市其本质是一种“共建共享共治”

的城市治理格局，市民的广泛深度参与为商业模式的突破提

供了基础，这是其与技术主导型等智慧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

区别。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在《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发改高技 [2014]1770 号）中明确提出“市场

为主、协同创新”及“严禁以建设智慧城市名义变相推行土

地财政和不切实际的举债融资”等。根据前述智慧城市相关

理论，智慧城市建设在技术属性上属于信息化建设项目，而

信息化建设项目“三分建设，七分维护”。如不能实现商业

模式的突破，庞大的建设及后续维护资金需求将会成为影响

智慧城市建设效果的关键因素。正如图 2 所示，“合作共创

型”智慧城市理论主张市民全程参与智慧城市建设，这种广

泛深度参与是智慧城市建设取得商业模式突破的根本条件，

而商业模式突破又为智慧城市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构成良性循环。

2.3  整合模型“合作共创”的实现途径
综上所述，该整合模型重点回答了（1）为什么要建智

慧城市？（2）建设什么样的智慧城市？和（3）怎样建设智

慧城市？三个问题。图 2 的横截面中轴、横截面和侧截面所

描述内容分别代表了这三个问题。该模型中，市民是智慧城

市建设的起点和终点。相比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由技术到人

的二极管这种观点，本研究提出的智慧城市建设“市民—市

民”连续体这种观点不仅能突出智慧城市建设以人为本的本

质，且因市民作用贯穿于整个建设过程，还能避免过分强调

技术而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等问题。

智慧城市建设的动力源于人类对城市治理和可持续发

展的认知，产生这种认知后，城市管理者会根据 ICT 成熟

度和城市实际需求来确定智慧城市建设顺序，从某种意义上

来讲智慧城市建设应是一种分层推进的模式。相关部门要利

用新一代 ICT，特别是移动互联技术吸引市民全程参与智慧

城市建设从需求确定、方案规划、项目建设、制度转型和开

放创新全部过程。例如：假设交通拥堵已成为影响某市民生

的重要痛点问题，相关部门认知到这个问题后，会根据当时

的 ICT 水平和城市实际情况决定智慧交通建设需求。在确定

建设需求后，第一步是需要进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是

获取数据的物理支撑，如地磁感应设施、公共交通工具 GPS

设施、交通诱导设施等，还需开发一些支撑软件。在确定

ICT 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后，需要从制度上对数据进行规范，

如必须从政府层面强制包括公安和移动等相关数据共享，以

及涉及这些数据的脱敏、脱密等制度。完成前两个阶段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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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应用推广与创新阶段，这直接决定智慧城市建设绩效。

市民深度应用不仅能解决面临的问题，还能推动应用升级创

新。因此，本研究提出的“合作共创”是建立市民参与智慧

城市全过程的参与机制，将市民角色由传统的“消费者”转

变为“产消者”，这还有助于解决现阶段我国智慧城市建设

所存在的同质化严重等问题 [19]。

3  “合作共创”视角下智慧城市理论的发展趋势、
研究建议和展望

3.1  发展趋势

3.1.1  逐步回到以人为本的建设轨道

根据 4PC 模式所梳理的智慧城市建设典型观点，智慧

城市建设从最开始技术决定论的被动接受型逐步发展到以人

为核心的合作共创型，人的作用逐步凸显。智慧城市是人类

用 ICT 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其本质是城市，而城市的

核心是人 [28]，所以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回归到以人为本的建设

轨道。图 1 表明智慧城市建设需求源于人的认知，结果服务

于人的需求，创新升级源于人的知识创新，所以整个过程都

是人在主导智慧城市建设。市民参与的深度将决定智慧城市

建设的成效，缺乏市民深度参与的智慧城市建设至多是城市

营销的手段而已。

3.1.2  复杂系统属性和跨学科特征越来越明显

前文已提到智慧城市建设的散系统属性，并指出该属

性源于城市的生态系统属性。本研究根据智慧城市所依赖的

软环境和硬环境两个维度构建出智慧城市建设生态系统（图

3）。该系统是基于智慧城市业务单元和工作逻辑构建的，依

据智慧城市工作逻辑将智慧城市划分成软环境和硬环境两部

分：前者包括公共服务、科教文卫、休闲娱乐、人口结构、

城市人文、城市社区、制度政策及市民生活风格等；后者包

括城市建筑、道路交通、城市产业、基础设施、能源、水资源、

ICT 设备应用水平及气候等自然条件。不管是软环境还是硬

环境，都受政府管理影响，并共同组成城市生态体系。智慧

城市内部驱动因素主要源于这些领域的需求及市政府主要领

导的城市发展愿景等。

在智慧城市生态系统中，由于 ICT 被深度应用在基础设

施、城市建筑、城市规划、公共服务、城市产业、经济及市

民生活等领域，因此城市在解决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变

得更加“智慧”。这种复杂的系统属性决定了智慧城市研究

明显的跨学科特点，图 3 也表明智慧城市理论横跨信息技术、

城市规划、政治、人口、公共管理、环境资源、复杂性决策

及经济等多学科。随着建设不断深入，智慧城市研究会横跨

越来越多的学科。

3.1.3  市民参与问题开始成为智慧城市理论界关注的热点

民众参与源于市场营销学，目的是为了提升新产品的适

用性和扩散速度。有研究表明民众参与能提升需求完整度和

精确度，提升组织效能和行业民主程度，改进用户交互和降

低用户抵触等。纳姆指出由于 ICT 发展，政府和民众之间的

交互能力增强，很多学者开始研究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的新模式，众包、民众外包、协作政府、维

基政府、开放政府、自助政府及政府即平台等新概念应势 

而生 [27]。根据市民在参与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些研究基本可

以分为参与设计类、以用户为中心设计类和用户创新类。作

为一种新的城市治理模式，智慧城市在本质上属于公共管理

的一种新模式。智慧城市建设的目的是提升市民生活质量，

但有研究表明市民对智慧城市这一目标的感知并不明显 [31]。

还有研究提出，智慧城市之所以会出现造成社会不公平、技

术官僚主义、形式大于内容及内容同质化严重等问题，就是

因为市民参与度不高。虽然学者已经开始重视智慧城市建设

中的市民参与问题，并提出共创、产消者、民众参与等概念，

但仍然面临用户需求分散、对参与本质理解不透彻及参与者

技能缺乏三大困难 [32]。

3.1.4  数据尚未立法成为制约智慧城市研究深度的重要因素

根据图 1 所示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框架和图 2 所示智慧城

市工作逻辑，数据是整个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素，所有智慧城

市业务都是围绕数据进行的。涉及数据的工作包括采集、传

输、存储、脱敏脱密、共享、交易和隐私保护等。公共领域

的数据不共享和私人领域的数据未达到交易标准这两个问题

不仅影响智慧城市建设效果，同时严重制约了智慧城市研究

的深度拓展。虽然国家相关部门明确应该加强数据相关的立

法，做好数据确权、保护、标准和规范数据交易等工作，并

且国务院下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发 [2015]50
号）也明确提出了要“确定数据开放范围边界、加快形成数图 3  智慧城市建设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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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产品体系、健全大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加快法规制度建设、

建立标准规范体系”等目标和任务，但距数据交易和共享还

有一定距离。

3.2  研究建议

3.2.1  学术界应主动对接相关政府部门和 ICT 企业，提升理

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理论对实践指导作用有限是现有智慧城市研究的一个重

要特征，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智慧城市的复杂生态系统

属性和交叉学科属性。现有智慧城市研究学者主要来自学术界、

ICT 企业和政府部门，研究视角单一性决定了成果价值的有限

性。为提升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学术界应多与政府部门和

ICT 企业对接，了解智慧城市利益相关者及其价值诉求，熟

悉相关业务流程，搞清智慧城市工作原理，找到阻挠智慧城

市建设推进的实际困难并综合多学科知识提供解决方案。

3.2.2  创新研究视角，按“自下而上”建设模式构建智慧城市

理论体系

“自上而下”是当前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重要特点 [32]，

使得智慧城市理论研究领域也是按这种模式来构建相关理

论。这种模式下构建的理论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市民处于被动

接受的地位，被定位为公共服务的“用户”，他们关于智慧

城市的需求没有被重视，这是导致市民参与度低的根本原因。

“自下而上”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下，市民不再被当作“用

户”，而是智慧城市的“合作者”“共创者”或“产消者”。

这种模式旨在通过提升市民参与度来建设市民需要的智慧城

市，提升建设成果“黏性”，加快推广进度和普及速度。市

民高频使用行为还会产生更多智慧城市决策所需数据，进而

提升智慧城市建设绩效。和“自上而下”智慧城市理论相比，

“自下而上”的理论体系更关注市民参与、需求和智慧城市

中的社会网络等问题。

3.2.3  创新数据获取方法

关于智慧城市的定量研究主要集中在智慧城市建设动因

和智慧城市建设绩效两个方面，开展这两个方面的定量研究所

需数据一类来自政府或其他部门公开的数据，另一类来自研究

者通过发放问卷等方式获取的数据。其中后者一般主观性较强

而且不一定能充分反映被调研者实际情况，因此数据科学性

和价值都值得商榷。智慧城市是利用 ICT 提升城市管理效能

和市民生活质量，智慧城市所提供业务都须通过 ICT 来完成，

可精准记录使用者行为轨迹。这类数据经过脱敏脱密后使用价

值极高，研究者应尽量使用这类行为轨迹数据。在数据交易未

规范之前，可以通过网络抓取等方式来获得这类数据。

3.2.4  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市民参与上来

智慧城市研究文献表明，目前学者在该领域所进行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什么是智慧城市？”和“政府该如何建设智

慧城市？”两个方面，研究重点主要在内涵、意义、模式和

功能等方面，宏观层面研究成果居多。智慧城市的本质是城

市，城市的核心是市民，智慧城市建设的目的是为提升市民

生活质量，但有研究表明市民获得感低是现阶段智慧城市建

设的主要问题。要建设“共创型”智慧城市必须先解决市民

参与问题，主要包括：（1）web2.0 技术下，市民参与智慧城

市建设的动机和行为偏向研究；（2）如何利用 web2.0 技术

解决因分布散而给市民参与带来的难题；（3）智慧城市建设

市民参与机制设计与评价；（4）智慧城市建设市民参与问题

本质研究等。

3.2.5  多关注智慧城市建设的商业模式创新

相比国内学者，国外学者关于智慧城市商业模式的研究要

成熟一些，例如前面提出的智慧城市建设受 ICT 企业影响过

大及智慧城市建设变相成为某些企业的圈地运动等观点 [13-14]。 

我国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要求各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

时要创新融资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并明确要求采用 PPP

模式。虽然各建设城市都宣称已采用 PPP 模式建设智慧城

市，但是根据《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报告（2017）》，“在财政

部 PPP 项目数据库中，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项目，政府付

费占比超过 34%”，而且已采用的 PPP 模式多以政府购买服

务为主，因此智慧城市建设商业模式亟待创新。商业模式的

本质在于满足用户需求。以市民为核心的智慧城市建设理论

主张吸引市民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全过程，变“被动接受”为

“合作共创”，政府、企业和学术界应基于市民的广泛参与

更多从市场角度研究智慧城市商业模式的创新途径。

3.3  研究结论与展望
智慧城市理念自被提出就受到了来自各界褒贬不一的

评价，迄今为止尚未出现统一的智慧城市定义，因此智慧城

市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都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本研究从人与

技术关系的视角研究了智慧城市理论观点的演化模式，并从

“ICT 成熟度—城市发展需求—智慧城市建设任务”三个维

度构建了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模型，模型指出智慧城市建设随

人的认知不断深化。虽然已有研究强调了市民参与在智慧城

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但都是从市民作为服务“接受者”视

角来研究市民参与的重要作用，而本研究基于市民作为城市

服务“合作者”视角来研究智慧城市理论发展脉络和趋势，

更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利用 web2.0 技术按市民需求来推

动智慧城市建设能解决现有建设模式存在的诸多弊端，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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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分散、来自政府部门的阻力、数据交易不规范和基于 ICT

技术的市民参与理论匮乏这四个困难大幅提升了该研究的难

度。有学者基于企业领域的“众包”理念提出公共服务领域

的“民众外包”（citizen-sourcing）理念 [32]，可能会成为未来

智慧城市建设中市民参与问题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注：文中图片均为作者绘制。

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的修改意见。

参考文献

[1] United Nations.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4 revision, 
hilights[R]. New York: UN, 2014.

[2] OECD. OECD environmental outlook to 2050: the consequences of 
inaction[R]. Paris: OECD, 2017.

[3] BIBRI S E. A foundational framework for smart sustainable city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displinary, and discursive dimensions and their 
synergies[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18(38): 758-794.

[4] TOWNSEND A. Smart cities: bigdata, civic hackers,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utopia[M]. NY: WW Norton & Company, 2013: 28.

[5] MAHIZHNAN A. Smart city: the Singapore case[J]. Cities, 1999, 16(1): 13-18.
[6] LETAIFA S B. How to strategize smart cities: revealing the SMART model[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5, 68(7): 1414-1419.
[7] DATTA A. A 100 smart cities, a 100 Utopias[J]. Dialogue in Human 

Geography, 2015, 5(1): 49-53.
[8] HOLLANDS R G. Will the real smart city please stand up?[J].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2008, 12(3): 303-320.
[9] 楚金华 .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研究述评 [J]. 现代城市研究 , 2017, 32(8): 

115-120.
[10] BIBRI S E, KROGSTIE J. Smart sustainable cities of the future: an extensive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ture review[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17, 
31: 183-212.

[11] ANGELIDOU M. Smart cities: a conjecture of four forces[J]. Cities, 2015, 
47: 95-106.

[12] NAM T, PARDO T A. Conceptualizing smart city with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 people, and institutions[C].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Government Research. College Park: 
Springer, 2012.

[13] CARAGLIU A, DEL BO C, NIJKAMP P. Smart cities in Europe[J].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11, 18(2): 65-82.

[14] GIFFINGER R, GUDRUN H. Smart cities ranking: an effective instrument 
for the positioning of the cities?[J]. Architecture City and Environment, 
2010(4): 7-26.

[15] KUMMITHA R K R, CRUTZEN N. How do we understand smart citie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J]. Cities, 2017, 67: 43-52.

[16] CALZADA I, COBO C. Unplugging: deconstructing the smart city[J].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15, 22(1): 23-43.

[17] GIBBS D, KRUEGER R, MACLEOD G. Grappling with smart city politics in 
an era of market triumphalism[J]. Urban Studies, 2013, 50(11): 2151-2157.

[18] RICHTER C, KRAUS S, SYRJA P. The smart city as an opportunity for 
entrepreneurship[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Venturing, 
2015, 7(3): 211-226.

[19]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部际协调工作组 . 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报告（2017）[M]. 
北京 : 中国计划出版社 , 2017: 37-40.

[20] NEIROTTI P, MARCO A D, CAGLIANO A C, et al. Current trends in 
smart city initiatives: Some stylised facts[J]. Cities, 2014, 33: 25-36.

[21] LEYDESDORFF L, DEAKIN M. The triple helix of smart cities: a neo-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11, 18(2): 53-63.

[22] LOMBARDI P, GIORDANO S, FAROUH H, et al. Modelling the smart 
city performance[J].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2, 25(2): 137-149.

[23] KOMNINOS N, PALLOT M, SCHAFFERS H. Open innovation towards 
smarter cities[R]. Luxemburg: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 

[24] BAKICI T, ALMIRALL E, WAREHAM J. A smart city initiative: the case of 
Barcelona[J].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2013, 4(2): 135-148.

[25] 楚金华 .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智慧城市价值创造模式研究 [J]. 当代

经济管理 , 2017, 39(6): 55-63.
[26] 李德仁 , 姚远 , 邵振峰 . 智慧城市中的大数据 [J]. 武汉大学学报 ( 信息

科学版 ), 2014(6): 631-640.
[27] MACKE J, CASAGRANDE R M. Smart city and quality of life: citizens’ 

perception in a Brazilian case study[J]. Cleaner Production, 2018(3): 1-24.
[28] 楚金华 . 中国地级以上智慧城市建设动因探寻——基于 268 个城市的

事件史分析方法 [J]. 统计与信息论坛 , 2018, 33(12): 82-91.
[29] MAYANGSARI L, NOVANI S. Multi-stakeholder co-creation analysis in 

smart city management: an experience from Bandung, Indonesia[J]. Procedia 
Manufacturing, 2015(4): 305-321.

[30] ROCHET C. Urban lifecycle management: a research program for smart 
government of smart cities[J].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ve Professional 
Review, 2016, 7(2): 1-20.

[31] 赵勇 , 张浩 , 吴玉玲 , 等 . 面向智慧城市建设的居民公共服务需求研

究——以河北省石家庄市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 2015(4): 473-481.
[32] SCHMIDTHUBER L, HILGERS D. The emergence of local open 

government: determinan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online service 
reporting[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7, 34: 457-469.

（本文编辑：王枫）

参考文献

[1] 徐尉慈 . 城市交通规划论 [M]. 上海 : 同济大学出版社 , 1998.
[2] 朱俭松 . 我国城市交通及其规划的回顾 [M]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 

五十年回眸——新中国的城市规划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99: 131-135.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交通工程技术中心 ,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 

中国城市交通发展报告 1[M].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2009.
[4] 周干峙 . 发展我国大城市交通的研究 [M].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1997.
[5] 建设部 , 世界银行 , 亚洲开发银行 , 等 . 北京宣言 : 中国城市交通发展

战略 [C]. 李晓江 , 阎琪 , 赵小云 , 编译 . 中国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研讨

会文集）.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1997.
[6] 杨东援 , 段征宇 . 透过大数据把脉城市交通 [M]. 上海 : 同济大学出版

社 , 2017.
[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关于印发《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办法》的

通知（建城 [2010]13 号）[Z]. 2010.
[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关于印发《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导则》的

通知（建城 [2010]80 号）[Z]. 2010.

（本文编辑：许玫）

（上接 5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