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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的高密度城区通常是城市公共设施与公共活动最为集中的区域，但在高密度建设中也出现了通风不畅、热岛效应增加、污染加剧、步

行空间破碎等问题，影响正常的人群活动，甚至危及人体健康。在后智慧城市转型的发展背景下，数字化、信息化与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深度嵌入

城市各系统之中，形成以城市智能和自治系统为支撑的新技术体系，以解决高密度城区复杂多样的发展问题，实现人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

本文在对高密度城区建成环境特征和人群活动特征进行深入理论剖析的基础上，揭示了高密度城区超高空间建设强度和建筑高度的特征以及小尺

度、多簇群的空间肌理，发现了高密度城区人群高频动态交互、簇群集散、潮汐涌动等活动特征。笔者认为，不同的人群活动对环境品质有着不

同的需求，同时，即使是在高密度的建成环境中，通过空间形态的优化，也能起到良好的促进通风、减少污染、提升物理环境舒适度的效果。由

此，本文建立了“街道景观—物理环境—人群活动”等要素一体化的环境品质提升框架，进而通过多源异构大数据的耦合分析，探索步行环境品

质、物理环境品质、街道景观品质等各要素关联互馈的耦合机制，并根据不同的行为活动需求，提出相应的建成环境品质优化提升的途径与方法。

在此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提出可行的智能化规划和自动化响应策略，为高密度城区建成环境的品质提升提供有益的借鉴与指导。

Abstract: The high-density urban area is usually the most concentrated area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and public activities. However, high-density also causes 
problems such as poor ventilation, increased heat island effect, intensified pollution and broken walking space, which affect the normal crowd activities and even 
endanger human health. Under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post smart city transformation, digital, informa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begun to be deeply embedded in various urban systems, forming a new technology system supported by Robotics and Autonomous Systems (RAS), so as to solve 
the complex and diverse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high-density urban areas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cities. Based on this, according 
to the in-depth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uilt environment and crowd activit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high-intensity and high-height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igh-density urban areas, as well as the spatial texture of small-scale and multi cluster, and finds the high-frequency dynamic interaction, cluster 
distribution, tidal surge and other activity characteristics. Thus, considered that even in the high-density built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form, it could als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ventilation, reducing pollution and improving the comfort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improvement integration framework of “street landscape - physical environment - crowd activity”, and then through the 
coupling analysis of multi-source heterogeneous big data, explores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walking environment quality, phys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street 
landscape quality,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optimiz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built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behavioral 
needs.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AI technology, this paper proposes feasible intelligent planning and automatic response strategy, which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built environment in high-density urba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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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范围内来看，人口高密度并向大城市、特大城市

集聚是亚洲城市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1]，这使得包括中国在内

的一些亚洲国家的大城市在与美国和欧洲一些大城市比较时，

具有更加紧凑的布局和更高的密度 [2]。高密度的建成环境已

经成为中国城市建设发展的主要空间特征之一。在中国的城

市更新建设中，特别是城市中心区内，在土地价格、开发成

本、投资收益等诸多要素的影响下，城市空间往往呈现出更

高的密度、更大的强度、更立体化的建设以及更复杂的系统，

出现空间形态和结构模式的迭代演化，即“单核—圈核—轴

核—极核”[3]。这一迭代演化过程也正是城市为适应高密度

建设而不断增长和完善所形成的结构模式的升级。在“紧凑

城市”（compact city）的理念下，高密度建设及其形成的立体

化、复杂化的系统，被认为是有效促进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 [4]、

改善交通、节约能源 [5]、提高生活质量 [6] 的重要方式与表现。

然而，高密度的城市建设在带来诸多便利和益处的同时，

也会造成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大量硬质地面的建设产生严

重的热岛效应；交通拥堵严重，汽车尾气又产生进一步的空

气污染；PM2.5、雾霾等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大体量、高密度

的建设使得城市通风条件恶化，加剧了热岛效应，空气污染

也难以快速消散，步行环境恶劣；人群高频交互，导致病毒

等致病要素快速扩散；等等。随着人们健康意识和追求的不

断提升，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

持续管理并促进高密度地区的发展和环境品质的提升，成为

世界范围内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 [7]，也是智慧城市向后

智慧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导向。

“后智慧城市”是在“智慧城市”发展基础上，以城市

智能和自治系统（RAS：Robotics and Autonomous Systems）

为支撑的新的发展代际 [8]。“后智慧城市”超越了现有的以

技术为中介的城市化，以人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核心 [9]，

是在智能技术深度嵌入城市基础设施运营维护与城市管治的

基础上 [10]，应对高密度城市复杂任务的整体化系统化解决方

案与新的城市发展途径。由此，如何在智慧城市发展技术积

累的基础上，利用智能技术管理、维护，甚至创造高品质的

建成环境，成为后智慧城市转型的关键问题之一。

1  高密度城区环境品质特征及其提升关键

1.1  高密度城区建成环境特征
在对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中，建筑覆盖率（通常称为建筑

密度）、容积率、人口密度等都是表达空间密度的常用指标 [11]。

然而高密度的概念是非常主观的，且在不同的国家、文化背

景、社会生活等的影响下，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在我国，

通常认为密集的高层建筑群（高层住宅区、商务办公区等），

以及建筑层数不高但建筑覆盖率很高的地区（老城厢地区、

历史地段等）是高密度建成环境的主要表现形式 [12]。在一些

特定地区，如城市中心区内，则往往表现为高层建筑与高建

筑覆盖率的双重高密度。

在高密度建成环境中，城市道路系统通常较为密集，形

成以小尺度为主的街区形态。一些尺度较大的街区也会在不

断的城市更新中，被逐步切分为更小的尺度。在这一空间肌

理下，城市开放空间往往较为狭窄与分散，室外步行空间断

裂破碎；多种功能业态高密度立体化混合，各色人群与车辆

高度密集，拥堵与拥挤时有发生；公共交通发达，通常有多

条地铁线路交织，为大规模人流集散提供支持；地下空间网

络发达，成为区域内各个街区联系的主要方式和步行的主要

空间；在高层建筑影响下，高密度空间内部通风不畅，但近

地面风场混乱，甚至在局部地区产生强风；由于地面车流量

较大，室外噪音污染严重；商务区大量的玻璃幕墙建筑造成

严重的光污染；硬质化土地比例过高，加之天空可视域较小，

散热受到很大影响，使得室外步行环境进一步恶化。

由此，可以将高密度建成环境的特点概括为：空间高强

度建设，交通立体化组织，功能高密度复合，人群高频率交

互，地下空间网络交织，室外物理环境恶劣。

1.2  高密度城区环境品质提升关键要素
高密度建成环境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系统复杂化的

运营管理问题和室外活动环境的改善与优化问题。这些问题

的复杂程度超越了人类的认知和处理能力，也超越了纯技术

与单一要素的解决能力，产生了巨大的人工智能和自主化决

策需求，也为“后智慧城市”提供了丰富的规划与应用场景。

在这一背景下，智能技术和自动系统成为人与城市空间

的媒介，基于新一代智能和通信技术，通过对大数据的快速

获取、分析和预测，以自动化的方式，自主反馈并优化城市

系统的运行，形成以城市智能和自治系统为支撑的新技术体

系。人工智能技术与自动化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与发展，可

以提供一系列可行的解决方案，使得高密度城市成为综合经

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且高效可持续运行的“后智慧城市”[13]。

例如：车辆和行人的集成自动化管理，可以更好地利用既有

设施提升人和车辆交通的移动效率；通过无人机或其他飞行

器充分利用空域，丰富城市空间立体化使用的程度，并提高

高密度地区的交通效率；进而通过天气预报与交通出行系统

的自动控制联系，优化管理城市的出行行为与方式；并以自

动化的方式控制环境，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重塑舒适、连

续的步行环境，以及新的休闲空间；等等。在高密度建成环

境中发展和应用智能技术与自治系统，能更好地协调城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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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运行，支持城市的高密度发展，发掘土地更大的空间潜

力，促进地面、地上与地下空间更有效的综合利用，进而创

造更好的环境品质，提升人的舒适度与便捷程度。这也是我

国城市发展与城市化深化的挑战之一——如何实现人性化、

全方位、立体化的城市化。

1.3  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建成环境品质提升框架
对于高密度建成区的环境品质来说，提升的关键可以归

纳为三个主要方面：街道景观（步行空间环境品质）、物理

环境（室外空间环境品质）、人群活动（人车活动环境品质）。

而这三个方面又涉及开放空间数据、空间形态数据、街道景

观数据、风环境数据、声环境数据、热环境数据、人群活动

数据、公交刷卡数据等诸多数据类型。为了实现环境品质提

升，需要通过人工智能对这些数据进行识别、分析、处理、

计算等，以把握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在特征与关键要素，进而

实现三个方面的一体化、协调化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高密

度建成环境品质提升（图 1）。

2  后智慧城市转型下的环境品质提升途径

2.1  基于街景图像数据智能解析的步行空间环境品质优化
街景图像是一种反映街道状态的数据类型，具有覆盖全

面、角度统一的特征，能够客观反映出街道内植物、道路、

车辆等的构成关系和相互干扰关系。由此，在对图像进行语

义分割的基础上，区分出相应的道路、建筑、植物、车辆等

要素（图 2），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街景图像大数据进

行解析，进而自动统计获取街道景观的绿视率（行道树、景

观绿化等所占比重）、步行空间连续度（人行道的连续长度

与总长度的比值，考察步行空间是否被车辆、设施等破坏）、

景观廊道完整度（通过街道欣赏山体、标志等景观要素的程

度，判断其是否被遮挡等），并可将街景图像与空间形态数

据进行叠合，找出步行空间景观视觉较差以及被破坏和断裂

的节点。

由此，可以形成对高密度建成环境的街道景观和步行体

系的评价，进而有针对性地展开规划设计或空间治理，甚至

可以定期对高密度建成区进行检测与评价，追踪步行环境的

变化情况，便于良好步行环境的长期维持与改善。

在对某山地城市的街道景观研究中，以山体为对景，通

过基于人工智能的街景图像分析技术，找到城市中可以欣赏

到山体景观的街道，并对无法欣赏到山体的街道进行了针对

性分析；进而通过街景图像数据与空间数据的叠合，精准找

出阻碍视觉廊道的因素，特别是高层建筑和高层建筑簇群

（图 3）；在此基础上，即可通过城市设计的手法和城市建

设管理的手段，对城市空间形态和街道景观进行优化。

2.2  基于风声热环境数据智能解析的室外空间环境品质

优化
物理环境是影响人在室外活动舒适度的主要因素，它

对于人体舒适度的影响是多元的，其中风环境、声环境、

热环境是主要的三个方面。同时，人在室外活动时的舒适

程度，并非简单地由单一环境要素决定，而是一个综合了

风环境、声环境和热环境的作用结果。而在高密度建成环

境中，物理环境又受到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建筑间距、

高层建筑布局、街道走向、建筑朝向等都会影响物理环境，

进而影响室外步行环境的舒适度。由此，利用多种传感器，

实时获取并检测物理环境变化，构建综合物理环境场，并

对物理环境和空间形态进行模拟（图 4）；进而通过人工智

能的智能处理与控制技术，便可实时获取城市物理环境数

据，监测步行环境舒适程度，精准定位物理环境的不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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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密度建成环境品质提升框架

注：  左上图为拍摄的原始图像，左下图为语义识别后图像，右侧为语

义分割对照图像，不同的颜色表示识别出的不同要素，如深蓝色

表示机动车，绿色表示树木，浅蓝色表示天空等。

图 2  街景图片人工智能语义分割与机器学习

原始图像原始图像

语义识别语义识别

语义识别对照语义识别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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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某城市中心区夏季综合物理环境（风、声、热环境）分析

a 风环境分析图 b 声环境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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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识别遮挡景观视廊的建筑

住区高层

单点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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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热环境分析图 d 综合物理环境（风、声、热环境）叠合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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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并给出可行的优化方式与途径。通过人工智能系统

对城市空间形态进行优化调整，形成“空间形态智能调整—

综合物理环境智能模拟—环境舒适度智能评价”的循环，

并最终达到综合物理环境舒适度最优的状态。新区规划设

计中，可以首先构建综合物理环境场，并将规划设计方案

置入环境场中进行模拟和优化，形成适宜方案；而在建成

区内，则可通过城市更新、增加室外构筑物、优化植被的

方式进行调整。

在某新城中心区的规划设计中，借助构建的综合物理环

境场，模拟规划方案引起的物理环境的变化，进而不断优化

方案。通过改变空间形态，控制通风廊道的走向和尺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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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与周边水体和开放空间的良好关系，实现风环境、声环境

和热环境综合舒适度最佳的空间形态方案（图 5）。

2.3  基于手机 LBS 数据智能解析的人车活动环境品质

优化
人群的高密度集聚和高频率交互是现代城市的主要特

征之一。通过位置服务（LBS: Location Based Services）定位

数据，可以精准定位每个人的位置，并形成相应的移动轨迹 

（图 6）。当把 LBS 数据与城市空间形态数据相结合后，借

助人工智能的数据智能处理技术，可以了解每个人对城市空

间的使用过程，包括起止点、停留点、停留时间、何时停留

等信息；同时，也可以掌握城市各个空间的使用状态，何时

空间使用人数最多与最少、使用人群来自哪里又去向何处等。

而这些都是与空间品质密切相关的。相应地，开放空间如何

布局，规模如何确定，公共交通如何供给，道路系统如何协

调，配套服务如何配比等，都关系到空间的品质以及人在使

用空间时的体验。

在人工智能智能解析的基础上，可以有效识别出城市中

人群集聚的热点地区和鲜有人迹的冷点地区，并相应地进行

开放空间的布置和公共交通的供给（图 7a）；可以识别出城

市中人群主要的居住地和就业地，进而判断城市的职住平衡

程度，如图 7b 中反映出该城市就业地相对集中，但就业地

分散在城市外围，将会产生大量的长距离通勤交通和钟摆交

通，应在规划中通过调整就业和居住用地的布局来缓解这些

问题；此外，还可以识别出城市主要的消费地（图 7c），对

城市商业服务设施的布局合理性进行评价。

此外，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识别特定人群并追踪其活

动轨迹，甚至可以应用于疫情防控，用来追踪感染者的轨迹

和停留点及其密切接触者，有利于极大地争取疫情防控时间，

并节约防控成本 [14]。而这些复杂且庞大的运算，也只有借助

人工智能技术才能实现。

3  人工智能介入下的高密度建成环境优化

3.1  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器自动化系统优化
在软件、硬件、新材料、数字技术、信息网络、ICT、

传感器以及远程控制、GPS 等要素大力发展的推动下，在数

据处理和计算能力巨大提升的基础上，加之必要的基础设施

支持系统，城市正成为更加紧密连接的整体，其集聚性正进

一步增强，而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机器自动化应用正在经济

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日常生活中不断扩展。基于这些技术，

城市系统可以自主地感知环境变化并对此作出决策，以应对

当代城市高密度发展带来的系统复杂、数据流巨大且高频交

图 7  某城市空间—人群的智能交互识别

a 人群活动冷热地区识别 b 人群居住与就业地识别 c 人群就业与消费地识别

图 6  城市人群动态活动轨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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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通过空间形态的优化，使得基地内部形成了良好的风热环境，提

升了物理环境品质。

图 5  基于物理环境与空间形态智能优化模拟的方案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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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的挑战。而城市规划设计与研究则需要了解，基于人工智

能的增强计算和物质空间的干预能力将如何重新配置或使用

城市空间。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器自动化发展趋势，将重新定

义并塑造城市高密度空间，使城市在高密度状态下更加高效、

精准、健康地运行，并创造更好的空间品质。

在这一趋势下，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器自动化系统 RAS

包括城市系统自动化与城市服务机器化两个方面。在高密度

建成环境中，城市系统自动化可以有效地取代、减少、补充、

增强、扩展或简化城市功能系统管理中人工计算和控制的技

术和方式；而城市服务机器化则可以通过自主设备完成对人

类来说过于危险、重复或单调的任务，以及处理完成超出人

类能力强度和精度的任务。上文中所提及的人工智能介入的

三个方面，均展示了超过人类能力的计算、处理、强度、精

度等要求的能力，有效增强并扩展了规划设计和城市管理的

方法体系。

3.2  人工智能支撑下的高密度建成环境优化场景
现代城市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整合和更好地利用现有

的城市基础设施，并促进高密度环境高品质地发展。持续高

密度并快速增长的城市发展，会给市民、企业和城市管理部

门带来巨大的压力和困难，包括：大量人口通勤与生活交通

所带来的拥堵，以及拥堵造成的时间成本增加和环境污染问

题；物流运输和服务难以提供；居住区户外休闲和锻炼的开

放空间不足，并受到空气污染威胁；极端天气与气候问题对

城市系统和市民健康造成的危害等。这些困难恰恰为基于人

工智能的机器自动化系统的应用提供了场景，在解决这些问

题的同时，使高密度城市能够成为经济—社会—环境有机共

融的整体。

解决的可能途径包括：车辆和人员流动的综合自动化管

理；利用空域（无人机或飞行器）结合人员流动管理，最大

限度地扩大城市的“垂直”空间和“体积”；可控的自动化

环境可以创造出新的休闲空间（如设在建筑内部、顶部或下

方）；通过传感器连接的护理系统，可以便捷地提供医疗支持；

智能的天气预报和管理可以与交通运输系统的自动控制相联

系；加强能源系统的自动化管理；通过智能人脸识别和交通

监控提高城市安全性；等等。

4  结语与探讨

技术的发展与城市生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当

代的城市生活正在被一系列智能系统所重塑，包括智能化基

础设施、智能化医疗护理、智能化商业服务和智能化货运物

流等。在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的冲击下，已经出现了数字

孪生、机器人、自动化系统等变革。虽然在规划领域内人们

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技术变革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并已经感受

到智慧城市对城市的改变，然而如何借助智能化技术管理促

进高密度发展仍然是全世界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在城市规

划由增量向存量转变的过程中，快速城市化已经开始让位于

对城市建成环境管理的重视。在高密度发达地区，城市系统

的复杂性与城市生活的多样性产生了诸多需求与问题，极大

地刺激了智慧城市的建设以及相关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

导致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剧烈改变。新一代的智能设施，往

往都是在高密度发达地区的城市率先被创造出来并投入使用

的。在后智慧城市转型的背景下，对生活质量的关注加之大

数据和智能化技术的快速进步，使得智能科技已经成为城市

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目标就是提升高密度空间的生活和环

境品质。

注：本文图片均为作者绘制或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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