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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品应用视角下智慧社区分类及综合发展
Smart Community Classification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 Application

刘泉
Liu Quan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新技术及相应产品的影

响广泛，其中既包括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影

响，也包括能源等传统技术领域出现的新突破。随着新

技术、新产品大量涌现并得到广泛应用，丰富的技术产

品选择和高速的技术迭代使得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容和内

涵愈加丰富。如何建设智慧城市成为一个难以得到清晰

回答的问题。由于自上而下构建的智慧城市框架涉及的

内容过于庞杂，理想空间形态难以得到完整描绘，巨系

统下的智慧城市建设给人以“盲人摸象”之感 [1]。这使

得智慧城市规划建设领域的决策者、建设者和研究者在

面对复杂且多变的问题时往往感到困惑和疑虑，甚至无

所适从。

在这一背景下，智慧社区因具有相对封闭的边界和

相对简单的系统，成为各类技术厂商推广产品应用以及

各类规划研究设计机构研究未来城市模型的重要载体。

通过实践可以发现，具有不同技术背景和认知理解的技

术厂商或建设主体所构想的智慧社区目标存在较大差异，

形成了诸多建设重点完全不同的社区类型，但技术厂商

和建设者们并未就如何认识和建设智慧社区这一路径达

成共识。因此，有必要对当前已开展的智慧社区规划建

设实践经验进行梳理。鉴于新技术产品的应用对智慧社

区建设影响很大，本文从智慧技术产品与城市空间载体

结合的视角出发，对当前国内外智慧社区进行分类比较，

分析其各自特征，以期为智慧社区的规划建设提供更具

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

1  智慧技术产品应用视角下智慧社区的四种类型

当前，信息技术厂商对智慧城市建设产生了重要影

响。如拉蒂和克劳德尔认为，智慧城市的建设一直由城

市规划师、建筑师和社会理论家主导，现在跨国 IT 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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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国内外的智慧社区建设中，不同技术企业主体的认知差异和产

品特点造成智慧社区类型的多样。从智慧社区内技术产品的应用方式来看，

智慧社区可以被划分为“信息 +”“空间 +”“产品 +”和“综合 +”四种建

设模式。技术产品与空间载体的类型特点和组合关系起到重要作用。智能

技术产品可以分为技术驱动型产品和需求驱动型产品两类，而空间要素可

以分为结构性空间要素和附着性空间要素两类，因而，智能技术产品与空

间要素结合可以形成四种组合，并划分智能技术产品在智慧社区进行应用

的象限分类。四种类型的智慧社区均可以在这一象限中明确其定位。未来

更加合理的智慧社区建设应该采用更加综合的模式，其关键是处理好第三

种组合关系，即促进技术驱动型产品与结构性空间要素的良好结合，这需

要新技术领域和空间规划领域的跨专业融合来提供技术支撑。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enterprises and the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result in diversified types of smart communities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products in smart communities, smart communit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information+” type, “space+” type, “product+” type and “integration+” typ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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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quadrant. It suggests a more integrated model should be used to construct 
more reasonable smart communities in the future. It is significant to deal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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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driven products and structural spatial elements. It 
requires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the field of new technology and urban 
planning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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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种智慧社区模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6,8-9]

“信息 +”模式（以中电科共智社区为例）

“空间 +”模式（以 WeWork 为例）

“产品 +”模式（以本田智慧社区为例）

“综合 +”模式（以多伦多滨水区为例）

头登上历史舞台，形成了新的主导力

量 [2]。昆兹曼认为当前的智慧城市建

设需要不同专业领域的合作，包括驱

动智能技术应用的国际技术公司、为

城市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的企业、关

联的产品企业、智囊团和企业顾问、

金融机构、经合组织、大学与研究机

构等共同推动 [3]。

智慧社区是智能技术及其产品影

响城市发展建设的重要载体，智慧城

市和智慧社区将成为公共服务输出和

技术产品集成展示的空间平台 [4]。在智

慧社区的建设过程中，由于不同技术

厂商和建设主体的专业领域背景不同，

对智慧社区内涵的理解不同，因此建

成的智慧社区展示出来的功能和空间

也有所区别。从智慧技术产品应用的

视角出发分析，智慧社区可以大致分

为以下四种类型 ：“信息 +”模式、“空

间 +”模式、“产品 +”模式、“综合 +”

模式（图 1）[5-9]。

1.1  “信息 +”模式
“信息 +”模式是指主要依托信

息技术及相关产品构建社区智慧管理

平台，从而实现数据化、智能化管理

服务的智慧社区模式。此类模式以党

建、管理、安全和民生等主要问题为

关注对象，依托 GIS 地图、大数据等

资源，开发和构建各类管理平台，形

成智能应用终端，为社区提供服务。

产品供应商提供的智慧社区指一套完

整的社区管理软硬件技术产品，但基

本不从规划视角对社区空间本身提出

改造对策。如相关研究所述，此类智

慧城市应用与产品设计局限于非空间 

层面 [10]。

目前由国内技术公司提供的智慧

社区解决方案或智慧社区产品体系多

具有此类模式特征。如中电科新型智

慧城市研究院提出的共智社区提供了

四类主要服务内容，包括立体云防控、

边界防范监控等安全社区内容，环境

品质监测、智能灯杆等宜居社区内容，

智慧政务、党建、物业等幸福社区内容，

以及邻里互动、志愿者平台等和谐社

区内容 [5]。

1.2  “空间 +”模式
“空间 +”模式指为满足智慧社区

内工作生活方式的变化需求而提供新型

空间要素的智慧社区模式。与“信息+” 



73 2021 Vol.36, No.6国际城市规划

刘泉    技术产品应用视角下智慧社区分类及综合发展

① 混合的 19 项功能包括餐饮、种植、举办活动、商谈、睡觉、学习、游戏、买卖、展示、休闲、工作、运动、租赁、医疗、阅读、手工、监护、
物品交换、住宿。

② 需要说明的是，以往较多从规划设计视角提出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智慧社区偏向空间优化的传统方法，是指以“更智慧”的方式建设社区，

而不仅仅强调新技术在社区的应用，如社区农园往往被认为是智慧社区重要的空间要素之一，但这些基于人性化、可持续理念的社区建设也可

以被看作“空间 +”模式。

③ 与之类似，如中电科新型智慧城市研究院针对浙江省提出的未来社区九大场景的设想，创建了 80 项智能技术方面的设备设施，其中包括信息
技术产品的应用，也提供与创新空间产品结合的选择，如共享办公空间、创客空间等，部分设施具有“综合 +”模式的基本框架，但基于其技

术背景特点，具体产品内容更侧重信息技术本身。

模式不同，“空间 +”模式虽然捕捉到

了新技术条件下未来城市和社区中人们

生活与工作方式发生的变化，但这些来

自科技公司的投资者并未将着眼点局限

于对智慧技术的单纯应用，而是将关注

核心放在如何为新生活方式和新工作方

式提供新空间载体的方向，如提供高速

网络、打印设备、公共交往空间和高品

质的办公场所等，从而将新型空间要素

作为产品供给的重点。

在工作回归社区的背景下，针对创

意阶层（creative class）的需求，“联合办

公空间”（co-working space）的模式开始

进入社区，提供合作、开放、社区化、

可接近和可持续的场所 [11]。如 WeWork

公司采用混合利用办公建筑及厂房的

内部功能等方式，提出不仅要提供舒

适的办公空间，更要建设一个可以让

“我”融入“我们”的社区 [6]。日本

部分城市进行共享社区建设时也建造

了具有混合共享特征的社区中心，包

括柏之叶开放创新实验室和金泽共享

社区中心等 [7]。学者将这些共享设施

的共同点总结为功能混合①，因此“空

间 +”型智慧社区体现出与传统社区服

务设施不同的功能和空间特征。此外，

日本大阪站前综合体（Grand Front 

Osaka）内的重要项目“知识之都”

（Knowledge Capital）也提出打造智慧

创造与交流的场所，包括前沿科技的实

验室、未来生活样板间、服务创新创

意人群的办公空间以及促进不同领域

人员交流的公共空间和会议设施等 [8]。 

这些实践均强调在传统的住区和办公

场所之间创造具有混合功能、共享特

征且服务于不同人群的新空间载体②。

1.3  “产品 +”模式
“产品 +”模式是指在智慧社区建设

中通过新技术产品的应用实现社区智慧

化发展的模式。这一模式与“信息 +”

模式的区别在于，“产品 +”模式中的

产品并不只是智慧社区管理信息平台

及信息技术产品本身，可能还包括新

能源技术、机器人技术以及新型基础

设施等其他相关技术产品，并已形成

相互关联的产品体系。

如日本的本田汽车公司重点关

注氢能源技术和个人移动设备技术两

方面，提出了本田智慧社区（Honda 

Smart Community）的构想 [12]。其主要

意图是以氢能源技术为核心，将汽车与

住宅的能源供给进行整合，既达到节

能环保的目标，也实现相互供能，为

应对地震等灾害作好防护准备。此外，

在个人移动设备方面，针对日本老龄

化的问题，相关技术也可以为出行不

便的人士提供助动设备。当然，这些

工作的整合依然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撑，

但是与我国部分企业推广的“信息 +”

模式在技术方向和构想意图等方面仍

有所不同，“产品 +”模式更多地是从

具体的技术产品角度出发，回应日本

地震频发、资源短缺和老龄化的现实

问题。

1.4  “综合 +”模式
“综合 +”模式是指对信息技术、

空间建设和产品应用等相关要素进行

综合应用的智慧社区建设模式。早期

的智慧城市建设存在智慧技术与空间

规划脱节而造成的高标准建设的智慧

城市让使用者感到不人性、不便利的问

题，如韩国松岛新城和阿联酋马斯达

尔生态城的教训 [13-14]。因此，近年来智

慧城市或智慧社区实践更加强调智慧

技术应用和空间环境优化工作的结合，

以更加综合的方式，促进城市空间更

人性化地发展。

这种模式多融合了“信息 +”“空

间 +”和“产品 +”模式的特点。如人

行道实验室（Sidewalk Labs）在多伦多

滨水区（Waterfront Toronto）项目中提

出了城市设计挂帅的理念，以人的生活

需求变化作为出发点，把空间载体的

优化作为重点之一，将信息技术统筹、

新型空间要素创新、政策机制创新和

新技术产品应用结合起来，以提高生

活品质 [9,15]，形成更为综合的智慧社区

建设模式③。

2  智慧社区类型多样的原因解读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几类模式虽

然各有侧重，但在具体的智慧社区建

设工作中，相关工作的开展很难被完

全局限在各自明确的领域边界内，而

是或多或少地具有与其他模式相互结

合的倾向，这也是上述分类采用“+”

模式的意义。对于智慧社区为什么形

成以上分类区别，不同主体的认知差

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以从技术产

品与空间要素的关系视角进行解读。

2.1  自动驾驶汽车分级模式的启示
智慧社区之所以存在多种不同类

型，是因为重视信息技术产品还是因为

空间要素的提升？笔者认为，主要是技

术产品与空间载体结合关系的差异起主

要作用。对这种类型差别问题的认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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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自动驾驶汽车产品差异的案例得到

启发。当前，国际汽车工程师协会（SAE 

International）将自动驾驶汽车分为 0~5
级共 6 个等级，等级越高，自动驾驶的

水平越高（图 2）。由于汽车制造商与

信息技术厂商对汽车自动化发展方式

的认知不同，其关注的自动驾驶水平

不同，设计和生产的自动驾驶汽车的

功能和内涵存在很大差异。

汽车制造商基于路径依赖、技术

惯性和行业保护的思考，倾向于从 2
级到 3 级、4 级等逐步发展自动驾驶技

术，如特斯拉；信息技术厂商则从构

建全新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角度，

倾向于直接进入 4 级或 5 级领域开展

探索，设计全新的汽车产品类型，如

谷歌 [4,16]。这种不同认知使得二者推出

的自动驾驶汽车产品完全不同。一类

自动驾驶汽车更像逐步自动化的升级

汽车，另一类自动驾驶汽车则更像革

命性的带轮子的计算机。

自动驾驶汽车的产品差异是由不

同技术厂商跨领域竞争造成的，这正

是当前时代技术爆发的直接后果。泉

田良辅总结当前汽车行业最大的特点

在于竞争规则发生变化，未来自动驾

驶汽车的竞争将是电力公司、ICT 企业、

现有汽车厂商、汽车经销商和新兴电

动汽车厂商共同参与的“世界异种格

斗技大赛”[5]。单一行业内部形成的模

式和规则逐步失效，打破规则、重构

秩序的“创造性破坏”增多。当前智

慧社区建设类型多样所反映出来的同

样是新技术背景下不同行业跨领域竞

争的结果。

2.2  智慧社区分类多样的原因思考
不同技术背景出身的智慧社区建

设主体所描绘的智慧社区建设理念和

目标往往是不同的，甚至差距很大。

技术企业长期发展沉积下来的技术基

因是其描绘未来社区发展愿景的重要

技术基础，而智慧社区的发展方向则

是这些技术基础的自然延伸，如信息

技术企业更加注重提供信息技术产品，

汽车制造商则更加关注交通设备与能

源的综合发展等。此外，不同企业的

技术发展方向也存在偶然性因素。

图 2  从自动驾驶汽车思考技术产品与空间要素不同结合程度形成的智慧社区类型差异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6]绘制

参照自动驾驶汽车的分级，笔者

根据智慧社区智慧化程度的不同，将

其大致分为 0~4 级共 5 种级别进行类

比分析（图 2）。由于空间优化与技术

应用是分别从分级的两端思考未来智

慧社区得出的理想模式，因此二者描

绘的智慧社区目标同样差异很大。城

市规划师按照自身技术背景，更关心

空间优化方法对智慧社区建设的作用，

更侧重于空间设计本身的 1 级，如“空

间 +”模式；而信息技术厂商或其他技

术主体则更关注非空间技术产品应用

的 4 级，如“信息 +”和“产品 +”模

式，并不十分重视新技术如何与空间

更好地结合。这种差异造成了智慧社

区类型的多样性。而更好的方式应该

追求空间优化与技术产品应用的均衡，

因此最理想的智慧社区应该是第 2 级

的结合方式，即“综合 +”模式。

3  智慧技术产品与城市空间结合
的类型范式

综上所述，技术产品和空间要素

的结合是智慧社区建设的关键问题。对

于技术产品和空间要素如何影响智慧

社区建设这一问题，可以从技术产品

的驱动类型和空间要素的布局特征两

个视角作进一步解读。

3.1  技术产品与空间要素结合的基

本范式
从历史的视角看，新技术产品与

空间要素如何组合是个传统命题，而

并非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概

念。如在低碳生态城市建设阶段，产

品与空间要素的关系就受到规划研究的

重视，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探讨。卡尔索

普认为在面对低碳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

问题时，需按照要素对解决对策进行分

类，将其划分为设计和科技两个方面 [17]， 

即空间要素和技术要素两大类。空间要

素以能够实现紧凑发展的土地利用与

道路交通关系为基础，涉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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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范畴；而技术要素则包括节能、

新能源、再生能源、资源回收、低影

响开发等低碳技术方面的需要集成在

空间载体上的相关要素内容，二者相

互结合，从而形成四种范式①。对低碳

生态城市中空间要素和技术要素关系

的探讨思路，同样适用于智慧城市的

相关研究。

3.2  技术产品和空间要素的类型特征

3.2.1  技术产品的两种驱动类型

从产品研发与设计的角度来看，大

部分技术产品可以被划分为两种驱动类

型。根据工业设计产品的核心获利能力

是基于技术性能还是美学性的差异，乌

利齐和埃平格将产品分类为技术驱动

型产品（technology-driven product）和需

求驱动型产品（user-driven product）[18]。 

两种驱动相互独立，但并非对立。绝大

多数产品兼有两种驱动特征，或者技术

驱动因素较强，或者需求驱动较强，两

者兼有的程度不同，但都位于这两个极

端之间的某个位置，并随着技术革新逐

渐变化。如超级计算机和硬盘驱动器更

多体现了技术驱动的作用，而咖啡机和

办公椅则更多体现了客户驱动（即人性

化需求）的作用。工业设计产品最初在

市场上比较技术性能本身，当相关产品

的技术性能差异变小时，工业设计的外

形和实用性能变得越来越重要。典型例

子是苹果公司的笔记本电脑 MacBook，

其早期依托技术优势占领市场，随着竞

争日趋激烈，该产品越来越重视工业设

计以创造美观的外形和提高实用性能 [18]。

3.2.2  空间要素的两种布局类型

空间要素则可以按照是否具有结

构性影响而被划分为两种类型。芦原

义信 [19] 和金广君 [20] 以街道为研究对象，

① 在如何通过合理组织两类要素以达到低碳生态城市理想发展目标的问题中，卡尔索普以美国为例，提出由这两类要素组合出四种可能的范式，

包括蔓延模式（蔓延的空间要素 + 高能耗的技术要素）、简单城市主义模式（紧凑的空间要素 + 高能耗的技术要素）、绿色蔓延模式（蔓延的空

间要素 + 低碳的技术要素）、绿色城市主义模式（紧凑的空间要素 + 低碳的技术要素）。其中，理想的未来应该是绿色城市主义模式，即采用紧

凑合理的空间结构并充分发挥低碳绿色技术要素作用的模式。

按照空间要素是空间的主体还是附着

其上的构件，将街道空间划分为两个

层次：街道的顶、底、侧界面属于街

道的“第一次轮廓线”，而小品、座椅、

广告、挂布和旗饰等附着物均属于街

道的“第二次轮廓线”。基于这一分类，

城市空间要素可以分为“结构性空间

要素”和“附着性空间要素”两类，前

者是指建筑、街道、广场等不可移动的

空间要素本身，后者则是指可从空间

要素上拆卸的附属物，如招牌、路灯等。

目前，较多的智慧社区技术产品以附着

性空间要素为主，在不改变城市空间形

态的前提下，提供附着在空间及建筑

之上的如传感器等各类智慧技术设备，

如“信息 +”模式。但智慧社区建设关

注的重点应该是结构性要素，这一类

要素与人性尺度、归属感等人性需求

更相关，因而如何将路灯、摄像头等

附着性要素的技术产品和不可移动的

结构性空间要素结合以提高智慧社区

的性能，值得深入研究。

3.3  技术产品和空间要素的组合类

型及象限划分
基于前文的分析，智慧技术产品

与城市空间的结合可以形成四种类型，

即技术驱动型技术产品与结构性空间

要素的结合、技术驱动型技术产品与

附着性空间要素的结合、需求驱动型

技术产品与结构性空间要素的结合以

及需求驱动型技术产品与附着性空间

要素的结合。

基于这一模式的划分方法，智慧

城市建设中，按照技术产品的两种驱

动类型和空间要素的两种布局特征，

可以形成智慧社区模式的分类坐标和

四个象限（图 3）。其中，横轴指两种

驱动类型，包括技术驱动型产品和人

性需求驱动型产品 ；纵轴指空间要素

的两种布局特征，包括结构性要素和

附着性要素。

四种类型均可以在这一坐标轴中

进行定位。“信息+”模式位于第2象限，

更多体现了技术驱动型产品和附着性

要素相结合所起到的作用。“产品 +”

模式位于第 1 象限、第 2 象限之间，更

多体现了技术驱动与需求驱动的兼顾。

“空间 +”模式位于第 4 象限，更多体

现了需求驱动型产品和结构性要素相

结合所起到的作用。“综合 +”模式位

于象限中部位置，能相对较好地兼顾技

术驱动型产品与需求驱动型产品的特

点和结构性要素与附着性要素的结合，

形成较为综合的建设模式。

总体上，第 1 象限包括更重视感性

设计的建筑构件和更加人性的街道家

具等；第 4 象限则指步行社区、紧凑形

态、小街区、密路网等可持续发展规

划理念的基本内容；第 2 象限是当前各

类新技术产品在不改变空间结构要素

的基础上，应用于社区空间而形成社

区智慧化发展的主要形式，实践经验

较为丰富。从对技术产品与空间要素结

合的象限划分可以看出，综合模式能

否成功的关键在于第 3 象限，即能否成

功实现技术产品与结构性要素的结合。

4  智慧社区综合发展的路径思考 
——以多伦多滨水区智慧社区为例

在城市规划领域，每次技术变革

都会对城市空间产生重要影响，如铁

路对田园城市的影响，汽车对广亩城

市和阳光城市的影响。与此同时，不

管技术进步如何变化，规划师更加关注

城市空间中始终不变的人性空间特征，

如混合功能、步行优先、人性尺度以及

归属感、地方性、多样性等原则。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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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的建设应该在技术驱动与人

性化的需求驱动之间取得平衡和兼顾，

并从技术产品与附着性空间要素结合

的视角逐渐向技术产品与结构性空间

要素结合的方向转变。

智慧社区建设应该采用更加综合

的模式，即“综合 +”模式，体现出信

息技术主导、不同方向新技术产品应

用以及空间优化相结合的方法，形成

智慧社区更完善的功能。这在多伦多

滨水区项目中得到了较为明显的体现，

具体包括空间综合、产品综合和人员

综合三个主要方面。

4.1  空间综合——设计技术产品、

空间要素和活动场景相结合的链条
斯蒂梅尔 [13] 和汤森 [14] 均提出智慧

城市建设缺乏易理解的故事和适宜的

目标。这说明仅仅依靠阐述智慧技术

应用的好处，难以清晰描绘智慧城市

或智慧社区的目标愿景。城市规划的

成功往往需要依靠技术、社会和空间

的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 [15,21-22]。

在智慧社区建设中，“综合 +”模

式的意义即理想目标的达成需要各类

技术产品、空间要素载体和社会活动

场景的融合和协同，以使社区空间要

素的组织能够真正成为技术产品在社

会活动应用的良好载体。韩国松岛新

城等以往智慧社区实践过多侧重于新

技术应用；与其不同，多伦多滨水区

的建设提出数字技术与城市设计结合

以提高生活品质的策略，重视城市设

计的统筹作用，通过规划设计人员的

研究工作，将谷歌公司的技术产品与

当地的居民需求进行结合，以增强产

品应用与空间设计的综合性和针对性，

如建筑的模块化、多功能和灵活性均

考虑谷歌公司员工为主的创新人群的

活动需求，高层木结构建筑的设计与加

拿大木材产业发展密切相关，公共空间

和街道的规划设计较关注该区域的滨水

空间特色和冬季活动场景，这些内容在

多伦多滨水区的规划建设中形成了相互

协调的共同愿景 [15]（图 4）。

4.2  产品综合——构建技术产品与

空间要素相结合的模块化空间产品

体系
能否真正实现智慧技术与空间规

划结合的关键是技术驱动型产品如何

与结构性空间要素结合，而不仅仅是以

非空间的形式附着在当前并不理想的

城市空间要素上。如巴蒂所言，下一轮

全球市场的产品潮流就是城市自身 [23]。

图 4  多伦多滨水区针对冬季活动的规划设计意象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5]

图 3  技术产品与空间要素结合的象限划分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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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该从更加整体的角度认识“城

市产品”，将技术产品应用与空间要素

优化相结合，设计新的智慧社区空间

产品类型。

这一“城市产品”的构建与场景

密切相关。多伦多滨水区项目之所以较

为成功，就在于其较多的场景应用体

现了信息技术对具体的服务设施、公

共空间以及建筑群体的直接影响，而

不仅仅是附着性空间要素与技术产品

结合之后形成的片段化技术提升。

多伦多滨水区项目较好地描绘了生

活场景的特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住宅生活场景与混合功能的住宅模

块，体现出生产、生活、学习等功能混

合、智能化服务以及灵活的空间组织等

内容；二是公共服务场景与智慧化公共

设施模块，体现出智能技术对医疗、养

老和看护等公共服务的提升，并在空间

上容纳了学习场所、社区工作空间等新

功能；三是社区出行场景与智慧街道模

块，体现出人性化、生态化的街道环境

和低碳化、智能化的出行方式；四是休

闲活动场景和共享公共空间模块，体现

出活力丰富的公共活动。这些场景并不

泛化，描绘的愿景清晰且具有针对性，

如智慧地砖具有加热融雪功能，形成可

加温走廊，而被称为“雨衣”的防风雨

檐篷可以遮风挡雪 [15]，这均是在多伦多

冬季天气寒冷的条件下，利用新技术产

品将居民吸引到户外活动的针对性空间

设计（图 5）。

4.3  人员综合——从专业分化到跨

专业融合为综合模式提供支撑
“城市产品”需要技术产品与结构

性空间要素形成更紧密的结合，以更

深入地影响和服务居民生活，但这种

结合并不容易，需要信息技术领域和

城市规划领域以及其他相关领域专业

之间的融合作为支撑。目前智慧城市

和智慧社区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就

是信息技术领域与城市规划领域之间

的结合不足。如昆兹曼认为大多数智

慧城市驱动者的目的是向城市和市民

出售技术和服务，而不是让城市居民

的生活更美好 [3]。桑内特（Sennett）对

阿联酋马斯达尔生态城和松岛新城的

智慧技术应用未能与人性化的空间需

求之间形成良好衔接提出了批评 [24]。

因此，智慧社区综合化发展的成

功需要不同背景的技术主体的统筹协

调和融合发展。瓜里亚尔特提出未来城

市需要通过生态学家、工程师、建筑师、

电脑技术员的配合，整体高效地应对

当前城市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出现的

新挑战 [25]。汤森强调了在智慧城市的

规划建设中，科学家与艺术家相结合、

信息学与规划学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14]。

王广斌等也注意到国内规划设计单位

缺少专门的 ICT 工程师的问题，建议

注重引进复合型专业人才 [26]。

多伦多滨水区项目中，人行道实

验室的团队搭建强调通过技术专家和

城市专家的结合，采用较为开放的专

业组织方式，如其网站所述，只要是

有热情、创造力和好奇心的各领域专家

都可以参与 [27]，从而构建专业背景丰

富的人员队伍。特别是该项目对城市

设计专业人员的重视，是其比以往智

慧社区建设场景更生动、愿景更清晰、

技术应用更具针对性的重要保障。

图 5  多伦多滨水区的新技术产品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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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当前，智慧社区建设的类型多样

且各具特色，这与其技术主体的背景及

其所能提供的技术产品密切相关。不

同技术企业主体出发点不同，提供的

产品和形成的社区差异很大。这种不

同技术背景跨领域的竞争，是新技术

发展的典型趋势。

如前所述的智慧社区四种分类并

不穷尽，但基本可以反映当前智慧社

区建设的主要方式。从智慧社区发展

建设的趋势来看，这些不同模式的智

慧社区只是技术及空间探索过程中发

展到特定时期的阶段类型，不会一成

不变。随着建设的逐步发展，智慧社

区作为一个整体，将逐渐体现出空间

结构和框架体系的稳定性。理想状态

下，智慧社区的建设应该能够充分关

注技术驱动和人性需求的综合作用，并

明确结构性要素和附着性要素的作用，

形成综合的发展模式。不同背景的技

术主体能否形成合理的分工合作和统

筹协调，不同专业人员能否实现顺畅

的技术交叉和领域融合，是智慧社区

能否成功实现综合发展的关键。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2020 年 5 月，

人行道实验室宣布因经济不确定等原

因放弃多伦多滨水区项目，这似乎动

摇了部分人对智慧社区建设前景的信

心。不过，这个项目被放弃并不一定意

味这个区域的智慧社区建设已经失败。

可以预期，多伦多滨水区项目开发将

转为其他形式继续开展。

事实上，历史上对田园城市等理

想城市的探索也是经历多次失败才逐

步积累经验。与之类似，智慧社区的

建设发展也许并不会一帆风顺，而是

需要长期、持续地探索。在这一过程中，

更值得关注的是多伦多滨水区和其他

智慧社区已开展的规划建设形成的丰

富经验和教训。这些资产将为其他城

市的发展带来启发和激励，从而推动

理想城市和未来社区的不断探索、砥

砺前行。

纵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EO（中
电科新型智慧城市研究院有限公司智慧

社区事业部原总经理）黄虎对本文的研

究提供了重要帮助，匿名审稿专家对本

文提出了宝贵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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