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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智慧城市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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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初步概括了智慧城市的组成要素。智慧城市是指运用新数字技术进行协同与整合，将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城市传统基础设施有机结合起
来的城市。首先，我们提出了智慧城市的７个目标：（１）发现理解城市问题的新视角；（２）高效灵活地整合城市技术；（３）不同尺度城市时空数据
的模型与方法；（４）开发通信与传媒新技术；（５）开发城市管理与组织新模式；（６）定义与城市、交通、能源等相关的重大问题；（７）识剐智慧城
市中的风险、不确定性及灾害。为实现以上目标，我们的研究需要在六个方面有所突破：（１）通过管理、控制和优化，使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实
际运行、前期规划更好的衔接；（２）探索城市作为创新实验室的新理念；（３）提供城市模拟技术目录，为未来设计提供指引；（４）探索更加公平合
理的技术方法以实现更好的城市生活品质；（５）探索促进有效公众参与以及公众认知的民主化城市管理新技术；（６）保障更加便捷高效的人口流动
性以及机会获取渠道。文章首先梳理了当前城市技术发展概况，并对智慧城市科学进行定义。我们将目前的智慧城市归纳为６种情景类型：（１）旧
城的智慧型更新；（２）科技园建设；（３）围绕高新技术的科技城建设；（４）运用当前信息通信技术的城市公共服务；（５）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开发新
的城市智慧功能；（６）运用网络以及移动客户端开发公众参－ｂ新模式。接下来，我们提出了七类可探索的项目领域：（１）智慧城市综合数据库的建立；
（２）数据采集、网络分析技术以及新社交媒体的影响；（３）网络及移动行为建模；（４）城市土地使用、交通、经济互动的建模；（５）城市劳动市场
与住房市场交易活动的建模；（６）智慧城市的决策支持，如城市智能技术，公众参与式城市管理以及（７）智慧城市规划架构等。最后，我们期望通
过这项研究，转变传统的城市研究范式，并进一步探索促进智慧城市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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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巴蒂ｌ未来的智慧城市

求，即对分散开发的技术，依据实际操作中表现出的协同

１愿景方法

关系进行整合和耦合，从而为城市生活品质的提升创造新

２０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城市的智能化大多出现于大

的机遇。“智慧城市”一词实际上可以有多种解读口１。智能

众媒体所描述的科学幻想中。但随着不同规模计算设备的极

城市（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ｉｔｉｅｓ）．虚拟城市（ｖｉｒｔｕ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数字

大发展以及设备的智能化开发，城市的智能化乃至人性化正

城市（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信息城市（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ｉｔｉｅｓ）都体

在迅速变为现实。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结合正创造出我们从未

现为智慧城市的各个方面，其共同之处在于以信息通信技

体验过的新城市环境。城市正日趋智能，不仅体现在日常个

术作为未来城市运转的核心ｐ Ｊ。研究将迎接这一挑战，即

人服务、建筑以及交通系统的自动化，也体现在通过实时监

通过耦合、协同以及整合技术的探索，最大化地运用不断

测、理解、分析以及规划。不断提升城市的效率、公平性以

涌现的新技术以提高社区乃至城市整体的利益。研究方法

及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短时间、连续性的信息反馈机制正

中关键的一环是运用信息通信技术。通过多样化的设备以

在改变不同时间跨度规划的编制方法，长此以往，城市将更

及在线网络解决社区的主要问题，我们将对其中所涉及的

加智能。

计算机设备、技术、方法以及组织架构展开研究，主要目

智慧城市常常被描述为通过设备在不同空间范围的配

标有７个。

置以及多层级网络连接，提供关于人和物的动态连续数据，

（１）新的城市问题理解视角：城市是一个由不同部分组

并形成城市物质与社会空间的决策信息流。但城市的智能化

合而成的复杂而卓越的系统，通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个

不仅限于此，通过开发智能技术使得这些数据能根据具体

人及团体决策而不断发展。复杂性科学是理解城市问题的必

目标进行整合与综合才能真正实现城市的智能化，这也是

要途径，而这一理解过程本身也是动态的。即我们在理解城

实现城市效率、公平、可持续以及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

市过程中所采用的技术反过来又使得城市变得更加复杂。我

基于未来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智慧城市的研究将不仅

们将不仅针对欧洲构建一个城市问题理解机制以指导后续行

仅局限于设施层面（目前仍是各类信息通信技术公司主要

动和决策，还要将其置于全球的大背景之中。

关注的领域，这些公司正在为智慧城市的操作系统提供相

（２）高效而灵活的城市技术整合方法：随着城市信息技

应的硬件与软件），而是通过这些设备进一步探索不同的社

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城市服务中的广泛应用，持续性的新方

会组织模式。

法探索变得尤为迫切。这将涉及现有数据、软件以及组织的

基础设施的整合将是一个重点。如何对搜集到的数据进

整合，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城市环境的效率和竞争力。

行挖掘，以及如何运用新技术提高传统意义上的服务配置与

（３）不同时空尺度的城市数据模型和方法：大多数实

Ｎｅｒｖｏｕｓ

时城市数据需要与更传统的基于模拟的跨部门数据资源

Ｓｙｓｔｅｍ）理念的组成部分，ＰＮＳ也正是我们关注的核心部

进行整合。以实现实时、常规问题与更为长期的战略性规

供给效率，都是“地球神经系统”（ＰＮＳ：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分。以上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同时我们也将饶有兴趣地反过

划和行动相衔接。多层级综合模型是实现这一整合的关键

来审视智慧城市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设计更有效的模型和

途径。

模拟方法。解决城市效率、公平以及生活质量等各方面的

（４）开发新通信与传播技术：新城市数据资源的获取，

问题。整个过程将依托于更多的市民通过新的方式参与到城

城市问题，规划和政策的解读以及实现城市社区智能化的

市和社区未来的设计中来。从而实现智慧城市的公众参与。
这也与“活跃的地球模拟器”（１ｉｖｉｎｇ

ｅａｒｔｈ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ｓ）以及

“公众参与平台”（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等未来信息通信

新设备都需要基于最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即分散式计算机
设备以及最先进的人机交互技术（ＨＣＩ：Ｈｕｍａ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实现新的在线公众参与。

技术的核心理念不谋而合。简言之，智慧城市将促进信息时

（５）新的城市管理与组织形式：制定在线网络世界的管

代政策分析与规划新模式的形成，而新技术的最大影响将体

理机制是改造城市，使之更加智能、灵敏、有竞争力且公平

现在城市社会组织模式及其规划方法上。未来信息通信技术

的途径之一。隐私权和访问权是其中的关键。

（ＦｕｔｕｒｌＣＴ）的主要目标就是为这一转变提供有效而公平的
智能技术支持。

（６）定义城市、交通和能源等关键问题：未来信息通信
技术将着重对城市中快速出现．预料之外的关键问题进行定

智慧城市理念出现于１０年前，这一理念关注如何通过

义，其中涉及城市主要基础设施。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

各类信息通信技术的运用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和城市竞争力，

读是实现智慧城市的持续性和耐受力的关键。我们将针对城

并为解决城市贫困、社会性剥夺以及糟糕的环境等问题提

市房地市场泡沫，城市更新乃至种族隔离等城市问题开发新

供新的途径…。这一理念的本质始终围绕着技术的整合需

的模型与模拟技术。研究的核心基于以下概念——城市远非

ＵＰｌ国际城市规划２０１４Ｖ０１ ２９，Ｎ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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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平衡，而是不断处于或快或慢的动态变化以及或长或短

获取上的优势。移动设备等的广泛运用也将促发新的消费偏

的变化周期之中。

好。同时随着现金消费逐渐被取代，网络经济越来越成为主

（７）智慧城市的风险、不确定性和灾害：通过运用新的
数据．技术和集成方法，城市的灾害风险将得到更加确切的
认知。城市是一个极为耦合的系统，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和
动态性，而新技术的引入正在改变这一不确定性（虽然这种

流。我们需要顺应这一巨大变革，积极挖掘未来信息通信技
术的强大技术优势。
为此，我们可以得出与以上７项目标相关的６项关键科
学技术挑战。

改变不一定能使城市变得更好）。开发更加智能的技术将有

（１）通过管理、控制和优化措施落实智慧城市基础设

望预测城市的动态性，而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将是实现这些研

施的实际操作与规划。信息通信技术正在被迅速地运用于城

究的关键。

市基础建设的方方面面，而无线通信技术也在以惊人的速度
增长。同时，这些技术正逐渐被吸纳到城市规划的数据分

１．２研究机遇

析与定量化计算中去。我们目前的主要方向是将这些技术

下一个１０年，新信息通信技术将和传统硬件技术更加

整合起来，使规划师和居民能通过这些技术的运用提升生活

紧密地结合。目前，英国已有２２％的人拥有智能手机，并

品质，而这才是城市之所以“智慧”的关键。这一多模态

因此享受网络服务。目前这一比例正以每年３８％的速度增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ｔｙ）构成了真正的挑战。

长。参考这一增长速度，到２０１５年，智能手机将全面占领

（２）城市作为创新实验室的理念探索。信息通信技术

移动设备市场。另外。有人预测到２０１５年。全球将有超过

正被广泛地用于提高城市能源系统效率，优化城市基础设

２０亿智能手机用户，依此估计，到２０２２年未来信息通信技

施乃至零售设施的选址，提升城市通信与交通运输条件等

术项目接近尾声时，网络服务将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

过程中。建立城市模型，实时处理日常数据已经清晰可行。

途径。

智慧城市将以创新实验室的形式开发智能技术，并广泛用

随着不同时空尺度下移动客户端或其他平台的广泛运
用，智慧城市将迎来大发展时期，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开

于城市监管与设计。城市的竞争优势对于这些智能技术的
开发尤为关键。

发新技术以更好地整合这些迅速出现的个体化和本土化的技

（３）提供城市模拟指南，引导未来城市设计。由于实

术。只有当这些技术被真正整合起来并产生协同效应，伴随

时城市模拟和传感技术能够提供城市长期变化信息，建立城

智慧城市理念的种种经济与社会效益才会成为现实。这将涉

市模拟模型将更为直接。集计（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模型将被非集计

及与未来信息通信技术相关联的一系列技术措施，其中包括

（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模型取代。而我们的项目将进一步探索基于

解决关键社会问题的一系列硬件、软件、数据库和组织技术。

复杂科学的不同城市模型类型。为同一场景建立不同模型很

并通过全新的方法与模型实现迄今尚未解决的多样数据和理

重要，多元化途径将是理解城市复杂性的核心。

念的整合。这也预示着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运用。社会经济

（４）开发保障城市公平性、公正性和提高城市生活品质

问题的解决途径将面临较大的模式变更，而智慧城市将成为

的技术。城市应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取得平衡。新技术正趋向

这一改革的前沿。

于极化和分级化，我们需要探索新的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规
则。并通过技术促进经济与社区的发展。显然，智慧城市将

１．３研究遇到的挑战
目前我们以及其他社会研究者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我
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理念，即当我们开发新数字技术时，我

有望解决当前信息阻隔局面，但它同时也将促生其他信息阻
隔，真正的挑战在于对这些有可能出现的阻隔进行有效预测
和规划。

们同时又要利用这些技术进一步研究它们的应用。实施以

（５）开发促进广泛公众参与的技术。新信息通信技术应

及对社会的影响。１９６４年，马歇尔·麦克卢汉（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该基于互联网络，并促进不同空间尺度和不同领域之间的广

ＭｃＬｕｈａｎ）曾在他具有开创性的书中说“我们塑造工具。工

泛交流。市民能够通过公众参与以及与技术开发专家学者交

具反过来也塑造我们”【４ｌ。这也是我们在建设真正的智慧城

流信息。并在最新数据系统利用和运用分散式计算设备进行

市。并提升全体市民生活质量的过程中需要迎接的挑战。在

技术整合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此，制定政策的过程将与以往大不相同，因为随着信息技术

（６）确保和增进城市人口的流动性。新信息通信技术将

的发展，未来的政策制定者将大多是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精

从多个层面增加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增加就业、娱乐、社交

英们。目前。随着众包技术（ｃｒｏｗｄ－ｓｏｕｒｃｉｎｇ）的运用，市

等空间的可达性与机会均好性，并最终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

民已经可以通网络获取新的数据以及相关建议，并取得信息

满意度。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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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里玺‘里茔ｌ查圭塑塑篁塑立
将提供更加深入和详尽的智慧城市研究视角。通过将智能

２最新进展

技术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促进更多像ＩＢＭ一样致力于智

２．１主要议题

慧城市研究的信息通信技术企业不断拓展新的研究计划。

２．１．１麓释：智慧城枣科学

为智慧城市建立准确一贯的定义是我们工作的基础。“智

２．１．２展示：测ｉ与挖掘城市数据

慧”一词源于美国，主要用于表达日常生活中对人或观点的

交通流是城市最先通过自动化方式收集到的数据，但

深入洞察力，近期则因为“理性增长”（ｓｍａｒｔ ｇｒｏｗｔｈ）理念

各类城市空间数据的收集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事实上，发

而被城市规划领域所广泛采纳。“理性增长”认为应通过交

明电子计算设备的初衷不仅仅是科学计算，也是统计数据的

通、土地、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等因素的综合统筹。控制

整理。赫尔曼‘霍里斯（Ｈｅｒｍａｎ Ｈｏｌｌｅｒｉｔｈ）为１８９０年的美

市场导向的放任式发展如城市的无序蔓延，从而提高城市

国人口调查发明的穿孔卡技术直接导致了ＩＢＭ前身的出现。

发展的效率与质量。我们在此采用维基百科中卡拉格鲁（Ａ

自１９９０年代末以来。这些数据已得到广泛的收集并通过地

Ｃａｒａｇｌｉｕ）等”１关于智慧城市的定义：智慧城市是将硬件设

理信息系统（ＧＩＳ）技术可视化。导航地图是最早在网络上

施与便捷优质的信息通信及社会设施有机结合的城市，后者

得以直观呈现的数据系统，自此拉开了由各类新电子信息渠

对于城市竞争力有决定性影响ｗ。通常数字城市更加关注于

道收集数据的序幕，其中包括车载或人体便携ＧＰＳ、社交网

硬件设施的建设而智慧城市则更关注基础设施如何更好的使

络电子记录、购物记录．供需相关讯息以及各种网站登录情

用峥４１。早先还出现“有线城市”（ｗｉｒｅｄ ｃｉｔｙ）的概念【９］，最

况。现今，卫星遥感数据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特别是来自

早源于詹姆斯’马丁（Ｊａｍｅｓ Ｍａｒｔｉｎ）提出的“有线社会”
（ｗｉｒ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基于此，我们提出的智慧城市理念还包括提高社区环

城市服务
·普适的在仓服务配置

·满足市民个体需要的定制服
务

·构建囊括不周服务机构的综合信
息系统以促进更好的市民服务

发展而忽视居民的社会生活状况，就不能称之为智慧城市。

市民
·城市难以获取所有相

·通过实时数据的分析减
少犯罪并更迅速地处理城

·芝加哥已启用新的公共安全系
统．以提供实时录像监测和更迅

事实上。“智慧城市”一词已经变得炙手可热，ＩＢＭ．思科

关信息以应其需。
·市民获取的有关其健

市安全事件
·通过更好的相互关联和分

速有效的应急反应
·哥本哈根的医生通过及时获得病

康教育以及住房需
求的信息十分有限

析技术对健康领域的大

人健康的有关信息已取得世界

（ＣＩＳＣＯ）、微软（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甲骨文（Ｏｒａｃｌｅ）和ＳＡＰ等

量收据进行解译分析从
而提高医疗质量

上最高的医治满意度和最低的医
疗事故率

交通
·客运与货运收到交通

·减少交通拥堵增添交通建
设资金渠道有效整合各种

·斯德哥尔摩引入动态标价的进城
拥堵费，有效减少了２５％的内

拥堵，时耗以及油耗

交通模式并与经济效益相关

城交通量１４％的尾气排放同

的阻碍

联

时促进了６％的内城零售增长以
及新的建设资金渠道

境及生活质量等城市软实力。如果一座城市仅仅重视经济

大公司通过对互联网以及软件服务等信息基础设施的开发，
正在开拓全球化电子信息市场，而下一轮全球市场的产品潮
流就是城市自身，这些大公司正瞄准这一市场重新整合它们
的产品。接下来，我们将从硬件设施与服务、数据与模拟以

通信
·许多城市尚未提供有效

及预测、公众参与和设计等方面概要性地对智慧城市理念进

的市民沟通通信渠道

以及各系统联系起来

·目前的网络通信还受
制于缓慢的速度以及
地点的固定性

行介绍。
世界上大多数成功的信息通信企业正将对软件的关注拓

水

展到区域尺度的应用，如城市在线服务分配系统的开发，并
将其视为智慧城市的一部分。比如。处于这一服务前沿的

·韩国松岛整合医疗．企业．居住
以及政府数据系统构建。无所
不在”的城市并为市民及各新
兴服务行业的企业提供自动废物
回收、一卡通支付、医疗记录获
取等在内的广泛的信息服务

·对整个水生态系统进行分

·爱尔兰戈尔韦通过先进的传感网

·城市有一半的水被浪

析包括河流、水库以及

络和实时数据分析．对水资源进

费掉剩下水的水质
也无法保证

八户泵与管道
·让个人及企业能及时了解

行监测．管理以及危机预测为
每一个相关者提供最新信息

自身的用水情况．提高意
识、找到低效处减少不
必要的需求

ＩＢＭ虽然仍将日常公共设施和交通服务，尤其是城市运营研
究这一传统领域作为其关注点。但它们同时也在向更具战略

企业
·企业在一些领域受制

性的功能和智能技术开发方面进行拓展，并致力于引导未来

·向企业活动施加最高管理
标准．并提高企业运行效率

于不必要的行政管
制．而在其他方面则

城市发展和提高长远的生活质量。ＩＢＭ的“智慧地球计划”

能源
·无保障且不可持续的
能源来源

ｃｅｎｔｅｒｓ）。正如其网站所展示的那样ｕ，它们的商业发展部

·迪拜通过开发”单窗口系统”，
简化并整合公共服务配置，简化
企业管理流程提高公共事业生
产效率共涉及近１００家公共服
务机构

存在管理规范的滞后

（Ｓｍａｒｔ Ｐｌａｎｅ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专门设立智慧城市研究中心（ｋｅｙ

门归纳了智慧城市的服务范围”叫（图１），并侧重于通过信

·通过普遍、可承担．高速
的连接渠道将企业、市民

·消费者能够向市场回馈价
格信号．以均衡消费并减
小能源使用■

·西雅图的一项实践为每家每户提
供实时能源价格，使之调整其能
源使用目前项目已减少１５％的
电网压力以及１０％的能源消费额

图１旧Ｍ制定的现在及未来智慧城市分类议题

息通信技术应对现有的城市问题与政策。事实上，ＦｕｔｕｒｌＣＴ

资料来源：ＩＢＭ经济发展分析中心

①参见ｈｔｔｐ：／／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ｙ。

②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ｂｍ．ｃｏｍ／ｓｍａｒｔｅｒｐｌａｎｅｔ／ｕｓ／ｅｎ／ｓｍａｒｔｅｒ＿ｃｉｔｉｅｓ／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ｉｎ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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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雷达影像（ＬＩＤＡＲ）的更为本地化的遥感数据。同时，各

例如系统性及偶然性移动行为、出行目的以及职住交通模

类扫描技术也得到较快发展，不仅覆盖从区域到个人的广

式等。相应的，主流交通工程分析工具，例如ＯＤ（Ｏｒｉｇｉｎ／

泛尺度，也包括物联网等专业化领域。其中，开放街道地图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矩阵，主要基于实地调查与访问等传统途径所

（Ｏｐｅｎ Ｓｔｒｅｅｔ Ｍａｐ）是维基百科之外运用最为广泛的一项众

获得的丰富语义数据。而海量原始移动数据能够克服这些

包应用，该应用由大约两万名活跃的网民参与建设。他们通

实地调查的局限性。即高昂的成本、时间的不连续性、迅

过ＧＰＳ技术实时更新地图数据。的确，各类专项领域的众

速过时、不完整以及不准确性。

包技术发展正促进更多新城市模型的出现，并引导更加高效
和公平的城市设计…·。

另一方面，自动监测的移动数据是对现实状况的真实反
映：活动数据被实时、直接、连续性地记录下来，不附带

下一个２０年内，我们用来理解城市的大部分数据将从

任何语义或背景标注。大量研究表明，大数据可以通过其

各类日常交易的电子记录中获取，多数情况下这些多元的

数据量和准确性优势。弥补在语义方面的不足”…。大空间

记录数据附带有时空信息。为了解译这些数据，我们需要

尺度实验已经探索出应对移动行为等复杂问题的分析方法

开发和拓展已有的数据挖掘技术，并借此发现数据的内在

和解决途径，例如：哪些是个体最受欢迎的出行路线，这

联系并进行可视化展示。开源数据正处于增长势头ｗ，而

些出行的时空分布怎样，人们接近热点地区（如大型车站

ＦｕｔｕｒＩＣＴ将通过设计新的数据库模式，从城市尺度探求这

或机场）的行为方式，人们如何到达和离开大型活动（如

些数据的解译方法。同时，我们也将众包作为智慧城市相

一场重要球赛）场所，如何预测短期的交通拥堵区域，如

关数据获取的关键。并用于分析人群偏好和城市主要问题

何解析交通堵塞的特点。这些疑问的解答不仅需要参考相

的社会实验。目前。人群主观偏好分析及其空间地点关联

关案例。更需要专业分析师通过范式性研究，对大量、丰

研究正在进展中吲。

富的个体位置与出行轨迹进行解析，以发现其拥有的共同

自上个１０年以来出现的新一轮城市分析浪潮主要基于

行为模式和目标［１５１ ０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解答目前还无

人群移动的大数据集。并通过无线技术的广泛运用得以强化，

法通过现有技术系统加以解决。在ＦｕｔｕｒｌＣＴ中，我们将进

后者包括基于卫星的ＧＰＳ技术和移动电话网络。作为这些

一步拓展这一技术前沿。

互联网基础设施日常操作的附带产品，海量时空数据的获取

在交通需求相似的情况下。交通量却每天都发生显著的

和收集（例如手机通话详细记录以及导航系统的ＧＰＳ轨迹

变化。这一现象目前仍缺乏解释。新信息通信技术将为我

记录）为我们呈现出社会尺度人类活动的详尽信息。这些海

们提供全新的数据集以解答这一疑问。如何对交通拥堵的

量移动数据也提供了有力的社会性视角，帮助我们了解人类

发生和扩展进行准确的时空预测目前也尚不确定，这些不

移动特征，发现隐藏的人类日常行为规律与模式［１２，１３］。在这

确定性在非重复性交通事件的预测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例

些研究中。个人隐私问题应得到重视，但实际很少受到侵害，

如事故或道路建设）。这也将影响交通系统的效率与应变能

因为这些数据已经通过不同层次的审查与保密程序进行了匿

力。如何将以上所有问题与网络拓扑相关联，研究交通需

名处理。

求的大小扰动和交通系统的网络特性如何影响人们的出行

目前，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家已经开始参与并讨论这
一研究方向，不仅仅作为一次重要的学术挑战，同时对城

选择（包括出行路线、出发时间和出行模式）将是我们所
面临的主要挑战。

市规划、可持续交通以及交通工程、公共卫生、经济预测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在交通网络中的选择是基于平

等实践领域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欧洲ＦＥＴ项目ＧｅｏＰＫＤＤ吲

衡且变化较小的情景。新数据能帮助我们在综合考虑成本函

通过开发时空数据的各类挖掘与分析方法，成为人类移动

数、人们的选择模式以及这些选择如何影响交通网络拥堵的

数据挖掘领域的先导。欧洲乃至国际上的各类相关项目，

形成与蔓延后，逐渐了解现实的城市交通是否是一个真的平

也都通过下至个人日常生活轨迹上至高层次的整体移动信

衡体系。全球不同规模的城市以及不同地点的大量行为轨迹

息的原始数据收集、探索和复杂讯息挖掘，支持城市出行

及分类交通数据将为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以认识宏观观

与交通管理者作出正确决策，并展现出海量移动数据的惊

测和控制参数中影响个体选择的关键要素。并将其纳入基于

人分析能力。分析人士还在就这些新概念展开激烈的讨论，

个体的模型（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中。当前的日常交通分配

①参见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ｇｏｖ．ｕｋ／。
②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ｏｒｇ．ｕｋ／。
⑤参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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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智慧城市

模型并不适用于交通网络拓扑关系发生显著变化情况下的交

认识还很局限，部分原因在于收集同时记录个人空间移动及

通模拟系统（例如一次显著干扰或新交通方式的出现，后者

其社会关联信息的大尺度数据十分困难。但移动电话的普及

常常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因为这些交通模型假设

正迅速转变这一情形。事实上，电信公司的移动通信记录，

驾驶者都依据往常的经验进行选择。然而，当交通网络发生

通过实时跟踪双方的每一个通话以及对拨打电话一方的时空

显著变化时。实际观测的缺乏将使实际交通演进建模以及平

定位，为个体行动轨迹及其社会关系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

衡与非平衡的识别无法进行。智慧城市的研究将致力于解决

移动电话广泛融人人们的日常生活意味着这些数据将包括整

以上挑战。

个国家大部分人的相关信息。大量详细通话记录的获取将有

现实挖掘（ｒｅａｌｉｔｙ ｍｉｎｉｎｇ）”６Ｊ这一理念正日趋智能化，
其主要关注于如何通过无处不在的移动电话对复杂的城市社
会系统进行详细周密的数据收集，这将是解读城市居民互动

望对大范围的传统社会网络假设进行实证，例如格兰诺维特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的弱连带优势口叫以及第一代人群空间移动
现实模型及其预测能力的发展睇“。

的关键。现实挖掘需要依托定位软件、社交活动以及其他服

事实上，虽然空间分辨率（由于移动电话基站感知区域

务和应用技术的使用。对获取数据集的分析将协助行为模式

的不均匀性）以及采样率（通话时间间隔）具有异质性，大

的提取，并解析日常活动中的行为架构””。一旦隐私权问

量详细通话记录数据使我们得以重塑许多突出的个人日常生

题得到解决，这些高时空分辨率数据将有望在城市尺度建立

活情形。例如访问最频繁的场所以及相应的停留时间及间隔。

解读城市动态运作的新视角。当前手机使用数据集、有地理

因此，这些数据能协助我们同时审视空间模式、社会结构和

标记的在线社交网站以及微博平台研究已经指引出颇有前途

社会交往强度三个方面。近期的研究旺副已经证实空间协同

的发展方向。其主要关注点在于移动模式分析、社会网络结

定位（ＣＯ．１０ｃａｔｉｏｎ）、网络邻近度和关系强度这三个方面的相

构的空间化、群体行为识别以及城市功能运作的数据特征化

互关联性：两人出现于同一地点的概率越高，其在社会网络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中就有更紧密的联系，直接互动关系的概率也越高口…。这一

通过数据挖掘和网络分析，我们能够创造出表征一个城

惊人的三重相关性将有望解释新的社会联系如何由空间移动

市人群移动的城市移动图集。这一图集将通过实时浏览（一

行为而促成。反之亦然。确切地说，通过赋予社会和空间移

天中不同时段．一星期中任何一天、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气

动网络更加详尽的信息，对城市社会领域演化机制的探索将

象条件等），探索不同情形下的城市动态，并观察城市非常

有望实现，并进一步预测情绪．观点乃至疾病的扩散，以及

态变化”…。为了充分理解智慧城市的移动图集概念，我们需

即时理解城市社区边界的演化。

要将日益丰富的移动数据资源（包括公共交通数据、道路监

为了使这些迅速增长的数据更有意义。我们需要建立数

测、普查和官方数据、社交媒体以及参与式传感器等）整合

据整合标准，以评估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并发现其中的错误，

为自相关的数据库，并将空间移动与经济社会网络相关联。

通过采用相配套的系统模型。对数据缺项进行补足。大部分
的数据都是网络化的，而将这些数据库网络耦合关联起来将

２．１，３连接：耦合网络

是实现数据最大化利用的关键。为此需要借助硬件和软件建

城市社会架构是许多层面人、机构、场所关系网络相互

立新的耦合关联方法，这也将是开发智慧城市集成智能的核

交织的结果。除了空间移动性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社会经

心。当前的城市控制中心仅仅服务于日常而又有限的系统，

济网络。认识城市的关键在于认识这些耦合网络结构及其演

比如交通系统，为了实现智慧城市的愿景，网络耦合工作是

化规律。空间移动、零售消费交易以及社会网络之间的耦合

必须的，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便是城市生活层面的一个典型。当前，虽然大数据角度的社
会网络研究发展迅猛，但主要关注点还是社会空间层面，对
于个体空间移动模式及其对社会网络的塑造和影响至今鲜有
研究。而交通行为及其心理则已有部分基础性工作”…。

２．１．４协同：整体规嚣ｊ
城市规划的制度化起源于１９世纪的几个西方工业化国
家。自此以后，城市规划已经扩展为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一

事实上，社会联系常常受空间距离左右，无论是工作或

项政府功能。城市规划广泛运用于城市、区域、大都市区、

家庭主导活动还是各种社会集体活动。这些社会关系交集以

城市、城区以及社区等不同空间层面，并涉及乡村、环境和

及面对面的接触，在空间上表现为个人移动轨迹的空间重叠，

交通规划等专项领域。然而。相对于这些制度化框架而言。

无论是长期友谊的维持还是新社会关系的形成。都将对社会

规划所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它被各类商务和社区团体所广

网络结构产生显著影响。

泛运用，实际上规划已经涉及到城市中每一个利益体的每一

目前我们对于个体空间移动与社会网络之间相互作用的

项活动。简言之，当我们呼吁整体规划的时候，我们不仅仅

ＵＰＩ国际城市规划Ｉ

万方数据

２０１４

Ｖ０１．２９，Ｎｏ．６

１ ７

本期主题．．

意指广泛、有选择和灵活的利益整合，同时也指对全系统层

分析以及使用。其延续的时间有多久。只有当公共信息系

面的影响进行实时跟踪分析、理解城市运作特点并将其融入

统能够在可靠的框架内提供高质量信息时，高程度的公众

应对措施与设计过程中去。这与上一个主题涉及的空间联系．

参与才能成为可能。同时，只有大量．民主的公众参与才

网络以及数据整合理念有着紧密的联系。智慧城市的智能运

能保障可靠、及时以及可信赖的大众信息的获取。这一观

作将融入现存城市制度结构中，从而为居民创造更好的生活

点是市民科学（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基础，通过对可靠信息

质量。

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解析出其中蕴含的情绪与观点，及时

智慧城市关注的是城市作为一个有竞争力的实体和社
会有机体的常见构成部分。其中心在于将信息通信理念运用

洞察出大众情绪的转移、重要变化的微弱征兆以及社会团
体的结构与演化。

于每一处能提高城市性能并创造出更好生活质量的领域［２４］ｏ
在这一项目中，我们将聚焦于信息通信技术在建筑、建成环

２．２理解智慧城市

境、城市设计、交通规划．地方规划、大都市区规划、区域

２．２．１监测与测量

规划以及上至欧洲层面的规划运用，其中欧洲层面已有如欧

过去，我们已经从多个层面尝试理解和规划城市。当前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的趋势是要开展全面的城市变化监测。比如。利用新的手持

Ｎｅｔｗｏｒｋ）等项目，通过运用传统城市与区域规划工具，为

或遥感探测技术或通过在线交易数据收集。来测度个体和群

整个欧洲智慧城市理念的发展与研究提供资源。

体如何消耗能量、使用信息。通过现金交易网络的数据获取、

洲空间规划观察网络（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存储及处理，已经可以实现数据的广泛收集和整合。新的数
２．１．５参与：市民科学

据库组织模式将通过大量数据的整合赋予数据更多价值。城

公众参与是制度性规划的一项长期传统，但数字技术的

市的各类机构和部门众多，但是其中主要的、并正在充分网

出现使之彻底改变。随着所有的市民都可以相互之间以及与

络化的部门包括：交通系统（不同的交通模式通过智能手段

代表他们的机构和团体之间进行沟通交流，智慧城市依托智

进行操作。协调、排时以及设施网络搭建）。当地天气、污

慧社区的这一理念就显得更迫切和必要。在智慧社区中，居

染程度以及废物处理、土地和规划、建筑能源与材料技术、

民都能够积极参与社区的实际运作和设计。目前，有很多此

健康信息系统（病人的医疗设施可达性）等。关键在于我们

类计划。而我们也将聚焦于市民如何在第一时间获得其所在

急需对这些领域建立一个总体认识，从而能够将这些多样化

社区的信息，同时也将探索各方团体如何通过远程或者面对

的城市运作系统联系起来。

面方式，利用当代信息通信技术支持下的数据、模型以及情
景分析，积极地投入到社区的设计与规划过程中来口”。

社会结构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模式特征。空间相互作用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过程中的距离衰减口”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

目前的市民参与形式正逐渐适应新信息通信技术，但

移动电话数据方面的许多近期研究都证实了这一规律：随着

仍显得缓慢和被动。新媒体和网络技术正通过共享数据与相

距离的增加，两个个体之间的关联度将降低。总的来说。通

关规划口卅增加这类互动的灵活性。公众参与正变得更加自

过电话数据分析得到的社区社会结构显示出区域口剐以及城

下而上，更加接近于复杂系统的演化方式。在ＦｕｔｕｒｌＣＴ中，

市层面口剐极强的空间变化规律，揭示出更加细致的城市文

我们将率先示范性地探索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居民如何通过

化和社会经济异质性图景。通过探索社会结构来优化城市

与以往不同的方式与各领域专家合作，并设计出提高城市生

交通系统的前景广阔，但在目前空间分析成果的基础上还需

活质量和城市效率的情景方案。这将需要调动巨大的资源，

要进行大量的工作，以显示出社会结构的时间动态性。空间

涉及到ＦｕｔｕｒｌＣＴ提议的方方面面，并意味着数据、模型和

相互作用同时也展示出与城市功能布局之间强烈的空间一致

政策的整合需要有显著进展。目前，地图数据．犯罪与治安、

性，后者既取决于城市基础设施和相关城市规划情况．同时

房价数据以及健康数据等关键数据资源正逐步开放，将支撑

也取决于人们使用城市设施的方式”叫和这些空间格局的时

我们开展各项示范性的尝试。

间演变。特征空间方法（ｅｉｇｅｎｐｌａｃｅ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并没能解释

在我们的设想当中，参与和自组织（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出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通过实时监测城市土地使用ｐ”和

是建立全球知识资源的基石，这一资源经过设计可为每一

服务设施分布的时空演变，将提供有可能的解释途径。对于

位市民、每一个机构或公司带来利益。一方面。人们需要

内容丰富的微博数据进行分析。将为这些研究提供崭新的视

充分了解他们所帮助建设的公共信息基础设施类型及其带

角。这一内容分析法将更加深入地解析城市的土地使用、人

来的潜在价值；另一方面，人们需要充分把握他们提供的

群兴趣的实时变化及相关的出行行为口“，同时，通过不同城

数据：这些数据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途径获取、整理、

市之间的比较。探索和揭示人群在国际和州际ｐ“出行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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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要素。尽管取得了这些进步，但对不同渠道获取实时数据
的整合仍是个问题。这不仅仅体现在计算层面，在建立整合
模型方面亦然。

２２．４±地使用ｓ交通
电信技术所带来的日益丰富的社会体验提出这样一个问
题：城市通过各类人群的聚集（供应商与消费者、设计师与

通过将ＧＰＳ、卫星遥感、众包（ｃｒｏｗｄ－ｓｏｕｒｃｉｎｇ）在线

工程师、商人与零售商、科学家与手工艺者）而形成的以创

互动数据系统与标准二级数据源相联系。并进一步将其与社

新和规模经济为核心的中心地位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随着

交媒体上获取的更传统数据相结合，将为智慧城市的运作提

出行者可到达空间范围的增大，单一地点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供丰富而广阔的前景。

但对于不同人、团体和环境而言。特定地点的象征意义并未
减少。网络系统，无论是社会还是物质环境方面，都需要通

２２２移动与网络

过计算机和电信技术加以拓展。对其结构及影响力的评估应

出行是个体参与家门之外的活动所需要付出的最小成
本。网络是我们所共同获得的减小这一成本的基础设施。随

涵盖从经济到环境的方方面面，既包括常态也包括非常时期，
既涉及政府管控也涉及社会应急。

着城市化程度的加深以及水务、出行、能源、通信等城市网
络在技术层面的不断进步，我们在建设这些设施网络的同时，
应更加重视如何有效取得当前成本与未来成本、可靠性与应

２２．５城市市场和交易
城市是各类市场的聚集地。个体和团体在此聚集进行交

变能力之间的平衡。随着这些网络更为大量和密集地作为建

易。随着不同专业技能劳动力的聚集。空间距离阻隔得以克

成实体来使用．其所产生的信息日益增多和密集．这些网络

服，人们能够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下为获取稀有资源而竞争。

系统的规划和实际操作将有广阔的提升空间。日益增长的复

众所周知。电子讯息技术极大地改变了空间距离效应（与成

杂性应通过本地化的规则和解决途径加以应对，以减小所有

本），因而对城市结构与功能产生显著的影响。目前为止。

参与者的规划成本，特别是对那些规划系统尚不足以促进大

城市市场仍主要以传统的方式运行，但随着全球化、网络经

范围长期性解决途径的地区。这些规则（ｇｒａｍｍａｒｓ）将在不

济以及能源与材料信息的发展．本地经济正逐渐实现电子网

同空间尺度内加以定义，以应对本地、区域乃至国家范围的

络化。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随着主要经营行为的网络化，

社会需求。这些规则将是下一步研究工作的重点。

书店和其他零售店的存在形式与空间位置正在改变，但对于
住房市场、劳动力市场、经济发展、交通设施的供需以及教

２。２．３出行行为

育和医疗资源获取等，电子通信技术的影响却是复杂而模糊

信息流的密度和实时性使出行者能够第一时间在脑海

的。进一步说，货运领域的新系统开发将促进物流产业的变

中建立对现实情形更全面的了解并做出回应，当然这是建立

革，而信息通信技术在交通领域的应用也将促进更多新系统

在他们充分信任信息的准确度及其他出行者的判断的情况之

的出现。

下。出行者所面临的困难在于，面对某一特定情形，他们到

对于这些网络经济市场建立更加清晰的认识是必要的，

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的判断，与此相关的是他们对于

探索增进理解的新途径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与ＦｕｔｕｒｌＣＴ

某一特定信息源（广播站、政府建议、朋友以及最新观察到

中涉及金融市场与行为模拟”４１的项目有着紧密的联系。与

的交通流）应给予多大的关注比重。事实上，判断何时应该

此同时，新型网络及市场正在出现，例如能源市场”“，这也

改变行程或新的出行模式比保持原计划更为有利也需要一个

印证了新的空间资源决策方法在日益丰富人们生活的同时，

学习的过程。

加剧了城市的复杂性。

出行者的决策参与对任何以自洽（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为
目标的建议系统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建议系统的自洽性是一

２２．６公司与组织

个至今尚未探索的议题，特别是兼顾公共与私人性并能依次

当前的城市规划模型对企业及其空间行为的识别还非常

为出行者提供不同服务的建议系统。ＦｕｔｕｒＩＣＴ项目将通过计

有限。一旦能够对不同时期、地点的网络选择偏好实现跟踪

算和模拟，识别出行者与不同建议系统之间的交互模式，并

监测，便可依据企业的大小、类型及门类等信息建立企业代

指导系统在给定参与者的数量和类型之后。形成最佳的系

理，用于土地使用、交通以及经济的新模型之中。若以上无

统配置（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以最终解决问题。多交通模

法实现，基于个体的城市市场建模将是不完整且有可能是误

ｔｒｉｐ ｐｌａｎ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ｉｃｅ

导性的。虽然传统上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集计经济预测模型

ｓｙｓｔｅｍｓ）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我们希望ＦｕｔｕｒＩＣＴ能促进这

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但为了反映与决策制定更为紧密相关的

些实际应用的发展。

行为法则。开发新的分析模型实为迫切。

式出行规划和建议系统（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ＬＩＰＩ国际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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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２．３．２新数据系统及其整合

２．２．７社区与网络
社区问题是城市的传统关注焦点。５０年前，社区问题

智慧城市的知识挖掘过程较为复杂，需要建立一套采集、

大多是通过对１９世纪破旧房的大拆大建加以解决。在许多

查询和挖掘集成数据的全新系统，并展现信息服务供给的整

西方工业化国家，公共部门是这一更新运动的主导。但自此

个分析过程。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以后，随着公共部门地位的下降，关注点也从物质环境转移

·从不同的资源中获取数据，包括参与式传感（ｓｅｎｓｉｎｇ）

到社会不平等以及就业机会缺乏等社会议题中去。社会公共

以及在线社区服务；

福利政策与积极的劳动市场改善措施相结合．已经代替了过

·数据流管理；

去以基础设施改善为主导的举措。信息通信技术使得这些领

·将不同数据整合为内在连贯的数据库；

域的相关信息能够迅速地传递给相关人群，并为其提供相关

·数据转换与整备：

建议。智能技术是实现这一过程的核心，类似的还适用于卫

·定义新观测值，并提取相关信息；

生与教育等相关服务领域。但如何将这些服务领域联系起来，

·分散数据挖掘和网络分析方法；

并获得真正价值，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图２）。

·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和挖掘，对模型、模式、数据的无

借助于更加深入的社会网络分析，信息通信技术在收集

缝组合进行处理；

社区理念与建模方面的应用将进一步拓展我们的社区问题分

·模型与模式的评估工具；

析能力。ＦｕｔｕｒｌＣＴ通过连接社交媒体、移动设备数据库和网

·行为模式与模型的可视化分析；

站中挖掘到的相关数据，建立社区网络，并与住房和劳动力

·基于模式与模型的模拟与预测方法；

市场数据相关联。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关注智能社区规划过

·针对大数据处理时尺度问题的进一步分布式数据挖掘

程中的社会网络设计。并将其纳入新的社区规划方法中，使
社区自身真正参与到其相关数据的分析中来。

策略。
这条研究线路虽尚处于基础阶段．但已在特定领域取得
了部分成果，如移动性研究。ＦｕｔｕｒＩＣＴ将以此为先导，迅速

２．３规划智慧城市

涵盖智慧城市的其他领域，包括数据、模式与模型探索。

２，３．’协调及耦合
协调、沟通、耦合以及整合都是智慧城市发展的不同方

２．３．３智慧城市管理

面。而智慧城市的高效运转在于不同基础设施和服务的相互

智慧城市各部分之间的协调除须借助更加先进的智能技

关联。这将需要新的数据库构建，数据挖掘以及空间模式分

术外，还须建立能有效整合政府和企业传统职能的新管理架

析方法。同时需要开发新的软件以整合分散的城市功能与部

构。企业能提供硬件．软件和数据技术，而政府则更加关注

门，并建立新型组织与管理。从而使这一广泛的相互关联更

社区的生活质量，并为社区住户提供服务。这一管理架构将

加有效和公平。智慧城市通过效率与公平的协调．提高城市

进一步涵盖更高层级的非政府组织（ＮＧＯ），后者从国家乃

居民在合作与竞争中的创新能力。这将关系到建立一个具有

至跨区域（如欧盟）层面关注社区问题。

机动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城市服务供需市场，后者已被广泛地

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管理城市的所有事务，城市正

纳入到政府及企业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任务单。这些任务单

逐渐成为各类活跃机构和团体的联合体，城市的综合管理

包括了众多城市机构协调案例。在此，我们选择其一作为范

与协调可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方式实现。同样的。

例，并将其整理在图２中。

随着智慧城市管理功能的延伸和整合，一个相对新的发展
前景将会呈现，并涉及到关于信息时代分散式治理的广泛
争论１３”。智慧城市管理与隐私、安全、经济效益，社会包
容性等一系列议题紧密相关。这些议题因信息通信技术而
改变。这将是我们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并与信息通信技术
下的智慧城市新组织架构相关联。规划的传统角色，即城

国叵臣Ｅ—Ⅲ｜圈西医珥■Ｉ

，、二二。

Ｉ、

市更新、交通、经济发展和住房等，将得到进一步延展，
并将涉及城市基础设施运作、市民的公共服务供给、医疗
卫生以及教育乃至各类对城市产生静态或动态空间影响的
城市功能。

图２智慧城市功能的类型
资料求源：参考定献［２４．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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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额规划与设计方法
过去５０年。城市运行领域已经开发出不同空间尺度与
时间跨度的分析模型。其中的大部分都用于指导规划与设计

的了解；改善城市功能，创造提高城市效率与生活品质的新
途径。我们从中选出７个案例，概括其要点。以展示信息通
信技术在当前以及未来中．远期的运用。

的前期过程。尽管交通和土地使用的计算机模拟和预测是基
于经济与人口视角，这些模型的模拟对象主要是物质空间活

２．４，１实时感知：众包与社交媒体的空闻图示化｛ｍａｐｐｉｎｇ

动。一部分城市运行研究已经对这些模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

ｓｏｃｉａｌ

拓展优化，但总体上，这些被称为规划支持系统的模型目前
在某种程度上仅用于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直接互动Ｐ“。

ｍｅｄｉａ，

当前最引人关注的社交媒体是短信息。任何信息都可以
通过１４０字以内的内容传递给任何相应网络上的用户。其中

智慧城市的出现给这些模型带来了巨大挑战，表现为以

的最佳案例就是推特，任何可以登上推特的智能设备或电脑

下几个方面。首先．城市自身已由物质行为主导转型为信息

都可以作为一个地理编码设备，对信息传出点进行定位。相

技术对物质活动的广泛补充；其次。城市的许多常规功能正

应的，不少研究正在试图利用这些数据分析社会和空间网络。

被计算机自动控制所取代，而各种人类行为也日益与自动化

信息源的地理定位是迄今最主要的应用。我们只是初睹这些

相结合；第三，新电子功能所提供的数据，使我们能够了解

通信媒介的发展潜力。而有效信息的提取将是未来的主要议

城市的持续性运转情况。这一即时性与时间间隔的压缩。使

题。通过新的移动化管理（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方法，通

得长期规划有望通过数据的实时更新转化为持续性的过程式

信内容中有效信息的提取将有望取得较大进展，且不仅限于

规划。随着这些智能技术的运用，城市也将随之而改变，规

推特数据。重要的是。随着信息挖掘技术的普及，将涌现更

划与智能技术的开发同时进行。并行不悖。城市的这一时

多类似的值得关注的新数据。图３是关于伦敦２０１１年８月７—

空关联意味着更高的复杂性，并只有通过ＦｕｔｕｒｌＣＴ中更新．

９日推特信息发布的空间分布图以及巴黎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１日

更先进技术的开发才能应对。

２４小时内的推特信息发布密度图。

智慧城市的研究重点在于开发城市不同领域的新模型，

当前使用量最大且更为专业的数据来自于众包，其中，

这将涉及新的数据类型和数字网络行为及其与传统城市空间

开放街道地图（ｏｐｅｎ

活动的关联。研究的关键在于认清模型如何指导不同时空范

ＧＰＳ等现场定位技术来记录位置信息。我们将不对此进行展

畴规划的形成。这一研究将有望产生更加综合而协调的决策

开。ＯＳＭ在世界许多地区已具有相当的精度．并能够作为

支持体系。

其他社交媒体数据的基础底图使用。例如尽管上面展示的是

ｓｔｒｅｅｔ

ｍａｐ）是由大量的志愿者通过

谷歌地图。但ＯＳＭ显然也可用于此。
２．３．５公众参与和网络通信
我们认为。新信息通信技术导致了智慧城市中新公众参

２．４．２多层级网络：伦敦ｏｙｓｔｅｒ公交卡数据

与模式的产生。目前。基于网络的公众参与大多处于被动。

大城市市民已经普遍使用可重复使用的充值公交卡（以

直到Ｗｅｂ ２．０技术的运用才带来真正的互动。事实上，城市

下称“一卡通”）搭乘公共交通。在伦敦，所有的公交车、

设计中的公众参与需要花费大量的ｎＣｆ．ｑ和资金，因此必须要

地上铁路以及地铁都可使用一卡通。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到２０１１

让有兴趣的市民能真正的参与并产生影响。ＨＣＩ以及隐私、

年６月的这半年里，一卡通产生了超过ｌＯ亿条进出站、换

保密议题是其中的关键。网络在线通信以多种形式动员更为

乘以及退款数据记录。而我们正在对这些数据进行信息挖掘

广泛的市民群体。在此我们能够定义至少四种主要互动模式：

和可视化处理。目前已完成了地上铁路和地铁的数据分析，

首先，通过门户网站（ｐｏｒｔａｌｓ）以及其他途径获取关于城市
日常生活及工作的各方面信息；其次，通过与其他在线用户
的互动，创造性地处理信息，并增进对城市的了解；第三，
市民通过众包系统。回答相关询问并上传信息；第四，通过
完全成熟的决策支持系统，使市民参与到城市未来的设计和
规划中来。

２．４当代典范案例
信息通信技术运用于城市领域的相关案例众多，在这些
案例中，信息通信技术产生新的数据并促进对城市核心问题

图３（ａ）２０１１年夏季伦敦骚乱；（ｂ）巴黎２４小时之内的推特点分
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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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进一步分析枢纽之间的交通流模式（图４ａ）以及各

网络操作员、公共交通服务（出租车、拼车，共用汽车、公

节点的交通总量（图４ｂ）。

交、铁路等）信息系统提供者。活动提供者（零售商、酒吧

目前我们正利用这些数据构建多模式交通出行算法，我

经营者、连锁餐厅、影院老板等）开发商以及业主．竞争及

们将对不同交通模式之间的换乘过程进行假设，因为只有

其他政策制定者。像ＭＡＴＳｉｍ这样开源的基于个体的微观模

轨道交通才会有出发点与终点的刷卡进出记录。左边的图

拟能很好的记录下研究对象的速度和尺寸。并为进一步的模

（４ａ）显示不同枢纽之间的交通流，而右边的图（４ｂ）是

型开发奠定基础，后者将涵盖平衡以及非平衡条件（路径导

２４小时内每隔２０分钟交通网络所有节点的交通总量。目前

向）下的不同对象类型。在此展示特拉维夫模型的一个典型

我们正在开发多交通模式换乘的指导程序，这也是项目的

应用（图６ａ），这个模型目前正用于模拟不同空间范畴内交

一部分。

通行为的互动（软件下载、教程、论文以及动画详见ｗｗｗ．
ｍａｔｓｉｍ．ｏｒｇ）。图６ｂ展示了伦敦利用更为传统的集计模型的
模拟情景。ＦｕｔｕｒＩＣＴ同时也将开发运算基础设施（设备）以

２．４．３新城市数据系统：开放数据
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已经为感兴趣的广大公众和专业人
士创建了开放公共数据。目前，继美国之后，英国等其他国

进一步拓展模型系统的适用范围，并提高这些模型的速度和
性能。

家以及许多城市政府已经开始提供不同形式的公共数据。这
也是当前政府透明管理计划的一部分，其不仅涉及数据可靠

２．４。５开发路径韵风险分橱

性同时也关乎隐私和保密问题。欧盟根据ＰＳＩ指令也积极参

由于涉及对象的数量和类型过多。计算时间过长。当前

与到这些议题中来。图５ａ是英国开放数据门户网站，图５ｂ

即使是最高速度的运算集群也无法对像大都市区这样复杂的

是纽约的同类网站。在智慧城市领域，未来１０年内预计将

系统进行强力风险分析（Ｂｒｕｔｅ

会出现更多类似网站。

们希望通过开发智能系统，把握城市发展因素的范围及其关

Ｆｏｒｃｅ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我

联结构。研究城市相关事件的分布机制。包括城市生活质量、
２．４．４蓊出行与区位模型：ＭＡＴＳｉｍ和模拟（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ａ）
通过基于个体的方法可以模拟公共交通以及土地使用系

城市繁荣．耐灾力。稳定性以及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犯罪
等城市突发事件。

统中不同对象之间的互动及其影响，研究对象包括：出行者、

一
图４根据Ｏｙｓｔｅｒ数据获得的欧洲铁路网络枢纽之间的每日流量（ａ）
以及枢纽交通总量（ｂ）

…一……～一…～一

■■■■—■■———●—■■—■■■■＿

蛐国１
厶厶。ｊ＜ｒ弋譬

１。

图５开放数据门户：（ａ）英国以及（ｂ）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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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土地利用及交通模型：不同空间尺度的特拉维夫ＡＢＭ（ａ）以及伦敦大都市区集计模型（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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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觏出行行为模型和系统：Ｍ－Ａｔｌａｓ

未来的智慧城市

信息一１。与此同时，一旦发动机启动或熄灭，相应数据就会

Ｍ－Ａｔｌａｓ是针对复杂城市出行信息的探索框架。也是一

被记录下来。每一条数据都包括位置、速度、运动方向以

个数据查询和挖掘的综合系统。其关注核心是时空轨迹，即

及ＧＰＳ质量。图８分别展示了整个罗马城（４ ０００辆车）在

物体运动所形成的有时间标记的空间位置序列。人群空间移

２００７年５月一整个月中的地理定位数据（图８ａ）以及都灵

动轨迹可以通过不同情形下的数据采集而建立，包括汽车以

大都市区（１６ ０００辆车）２００７年９月的数据（图８ｂ）。颜

及手持导航设备采集到的ＧＰＳ轨迹，移动电话（ＧＳＭ）运

色表（从红到蓝）给出了行驶速度信息。并展现了交通网

营商和供应商提供的详细通话记录，来自于在线服务或社交

络结构。

网络（如Ｆｌｉｃｋｒ，Ｆｏｕｒｓｑｕａｒｅ，Ｇｏｏｇｌ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等）的具有时间

尽管ＧＰＳ数据的空间分辨率较低，但可以实现个体实

标记的空间位置记录。Ｍ．Ａｔｌａｓ所支持的复杂信息获取范畴

时路网运动轨迹的重塑。即通过使用特定的算法，以及选择

涵盖了原始的个体空间轨迹数据乃至高层级的集体移动信

与实验观测结果，出行者的个人习惯以及不同道路使用情况

息，其主要借助以下方式：

相一致的路径。图９ａ展示了一个轨迹重塑的例子。案例通

·基于原始空间位置数据的轨迹重塑；

过历史数据的图像化，进一步探究个人行为习惯的相关性。

·空间轨迹数据库的管理和查询；

与此同时．数据分析也能显示城市时空行为的共性特征。图

·空间轨迹挖掘：特征提炼、聚类和预测／分类；

９ｂ展示了基于私家车ＧＰＳ数据的个体日常出行分布：其中

·空间轨迹可视化分析和模型展示／探索。

的对数直线代表个体出行概率随距离显指数性衰减，类似于

举例来说。图７ａ和７ｂ展示了意大利米兰大都市区对一

玻耳兹曼统计分布。这一结果揭示了城市交通的普遍特性，

星期内大约两万个私家车的ＧＰＳ轨迹监测数据的分析结果。

但不久的将来。微观数据将能够实现从更加微观（个体）角

在这一案例中，轨迹聚类分析显示出城市两个区域之间的通

度研究城市的瞬态变化［３９１。

勤情况。Ｍ．Ａｔｌａｓ的可视化界面显示了聚类算法的输人数据。

利用微观移动数据研究人类决策机制以及信息交互模式

即从城市中心到东北郊的通勤轨迹（图７ａ）。图７ｂ显示获得

将开启广阔的研究机遇。这些宏观法则将成为新一代基于个

的聚类结果，在此Ｍ—Ａｔｌａｓ将同一群簇的轨迹标为同一颜色。

体移动需求的微观模型的起点。并进而实现整个城市实时交

一旦确认了最受欢迎的通勤情景和路线。我们将更加深入地

通网络的重塑，公共与私人出行的整合，低能耗可持续交通

分析不同群簇。譬如研究每小时的交通量分布等。

政策。以及对危机事件的模拟和预测。基于个体移动需求的

Ｍ－Ａｔｌａｓ作为主导技术运用于城市各个利益团体的案例

微观模型将展开实现ＦｕｔｕｒｌＣＴ安全城市建设的蓝图，其最

包括基于ＧＳＭ漫游详细呼叫记录的法国巴黎旅游特征分析。

终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安全保障机制，以应对因空间出

托斯卡纳地区参与式拼车以及汽车共享服务的模拟，托斯卡

行而产生的危机。

纳沿海城市地区利用详细移动信息（通过整合ＧＰＳ、ＧＳＭ、
传感器以及参与式移动数据）制定城市及区域尺度的公共管
理政策。我们将首先以Ｍ—Ａｔｌａｓ作为智慧城市地图，接下来
拓展至其他图集类型，并与即将开发的综合数据库相关联。

２．４．７新出行需求管理Ｉ具
ＧＰＳ技术能够实现个体在整个城市网络中移动数据的记
录。在意大利，有３％的汽车拥有者因投保而受到监测，从
而提供了２ ｋｍ空间范围内、３０秒时间间隔的个体空间轨迹

【ｂ－

ｌｌ

图８（ａ）罗马私家车ＧＰＳ总■（ｂ）都灵车速分布（红到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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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米兰地铁ＧＰＳ轨迹（ａ）城中心到东北部（ｂ）的簇状轨迹

图９轨迹重建（ａ）以及出行行为统计（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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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将通过识别出行者的空间移动动机以实

将高技术生产与本地消费相结合，以促进地区的智能化发展。

现对人类出行行为的理解。信息通信技术将运用微观方法研

（４）运用当代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城市公共服务。通过网

究人群的空间移动。例如，图１０左和右展示了基于ＧＰＳ测

络化数据库、云计算以及固定和移动网络等形式。构成智

量结果的２００７年威尼斯狂欢节步行流重塑。

慧城市设计和规划过程中协调不同利益与机构群体的核心

通过数据库的键入，我们能够模拟路网中的步行移动以

力量。

及主要地点及其附近瓶颈地区的人群汇集（ｃｒｏｗｄｉｎｇ）情况，

（５）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城市智能。这是城市运作方

图１１ａ简要展示了蓬德拉多加纳附近的一个步行流仿真，以

式的新理念，即通过运用复杂科学塑造强有力的模拟模型与

及圣马可广场相类似的人群出行３Ｄ模拟（图１１ｂ）。在未来

优化模式，以形成具有较高效率．公平性以及生活质量的城

的大城市里。极端事件将越来越频繁．其对公民安全产生的

市结构与形式。

影响非常值得关注。

（６）在线及移动式公众参与的发展，市民与来自政府和

在信息通信技术框架下，这些数据库类型和建模功

企业的规划师及设计师一同。广泛地参与城市的发展与提升。

能将是电子政务工具的基础，并将个人信息与合作式参与

在此，分散化管理与社区行动将构成信息通信技术下新式公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相结合以实现顺畅．安全和低能

众参与模式的核心。

耗出行。

３创新方法
２．５智慧城市情景

３．１至关重要的努力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城市竞争的日益激烈，智

技术创新是文化背景的产物（ｃｒｕｃｉｂｌｅ）。技术不仅具有

慧城市这一理念已变得非常热门。相应的计划也不少，而大

物质层面（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城市正处在这些探索的前沿。我们要积极迎接这一智慧城市

并且其应用本身也是社会性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城市是技

发展机遇，其中的部分要素正与当前研究紧密相关。主要有

术进步的孵化地。而拥有较高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大城市则是

以下６类举措：

技术进步的最佳发源地，促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虽然全球

ｏｒ

ｅｔｈｅｒｅａｌ）的价值，也是一种社会建设，

（１）新兴城市的智能化发展。主要出现在快速发展的

化使得情况变得复杂，但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企业以及政府乐

国家。目前通用公司（ＧＥ）正在阿布扎比城外的马斯达

于接受智慧城市理念．则是因为人们普遍相信，只有运用信

（Ｍａｓｄａｒ）开发建设世界上第一座零碳城市。微软则在葡萄

息通信技术。城市才能更加智能。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

牙开发Ｐａｒｅａｄｅｓ节能城市。在中国，Ａｒｕｐ正在长江三角洲

优势，以立于不败之地。虽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Ａｌｆｒｅｄ

的东滩开发智能绿色生态城市，Ｃｉｓｃｏ则正在韩国的Ｓｏｎｇｄｏ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在１００年前就已指出这一点，但直到聚集经济的

进行全方位设备智能化（ｗｉｒｅｄ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到来以及城市人口与信息库的极大拓展。智慧城市的基础才

（２）旧城更新的智能化发展。旧城的智能化更新通过自

下而上的方式，开展于一些电子信息技术得以广泛应用的城
市。最佳实践则发生在纽约市的硅巷、伦敦的硅盘以及东京
的秋叶原这些新技术不断发展的世界城市。

逐步得以奠定。信息通信技术是创造更好世界的关键，这在
大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
智慧城市研究将带来一系列的创新。首先。ＦｕｔｕｒｌＣＴ项
目将复杂理论运用于解决人的问题。显然，这一项目的关注

（３）聚焦于高技术的科技园、科技城以及高科技集群

对象，即人类系统（ｈｕｍ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

（ｔｅｃｈｎｏｐｏｌｅｓ）发展。硅谷以及１２８号高速公路是其中的经

运用以及新型人工智能（ｈｕｍａ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的发明，其本身

典案例，但科技园概念不能脱离本地的经济发展，而应通过

正在不断复杂化。信息通信技术从一开始就不断影响和塑造

镕：‘ｉ。１
图１０｛左）与（右）２００７年威尼斯运河不同空间尺度的步行
轨迹重塑

２４

２０１４

Ｖ０１．２９，Ｎｏ．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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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二维与三维步行割态

迈克尔·巴蒂Ｉ未来的智慧城市

社会系统。ＦｕｔｕｒｌＣＴ项目通过运用这些技术工具，已牢牢居

方面，旧有的模型已经无法应对这一网络化社会的需求了。

于理解复杂社会系统的前沿。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马歇尔·

如今的世界已有相当一部分被信息流所主导。不留下任何旧

麦克卢汉（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ｃｌｕｈａｎ）认为，我们塑造的工具也会反

有的物质足迹。如何建立有效的模型以应对这些变化将是一

过来塑造我们【４１。科学自身的变化正在改变我们对科学的运

个挑战，特别是面对各种不同的城市运作理念。在ＭＡＴＳｉｍ

用。城市在以各种方式运用信息通信技术的同时，应用过程

以及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ａ这样的模型架构中已出现了类似的新型模型，

本身也随技术而改变。其中的关系很复杂，而对于这一相互

如针对不同城市机构的基于个体的模型以及新型交通建模１４２１。

交织复杂性的忽视将带来风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所有城

我们非常希望通过ＦｕｔｕｒｌＣＴ项目进一步探讨这些概念。

市所共有的，这在多年前还未被人们理解Ｈ…。过于草率而简

以上这些已经改变了我们对于不断变化与演进系统的

单的问题处理常常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而对一些效应的忽

建模的理解。研究的最后一个主题是关于如何通过变革规

视。也将使情况变得更糟。以ＦｕｔｕｒｌＣＴ为例。智慧城市研

划和决策过程以实现城市变化的实时监测。随着自下而上

究中的一个重大创新在于处理问题时充分考虑了上述方面。

实时数据的出现．空间与时间尺度正在被突破。我们将通

隐私与保密性问题以及从智慧城市各类项目中产生的新的个

过创建新的数据集。实时展示城市运作并促进城市长期变

人日常数据风险将尤为值得关注。

化的监测。简而言之。如果收集的所有数据都是实时数据，
那么在任何时刻，都能通过数据汇总来应对任何时空范围

３．２关键议题

内的城市变化。虽然还有很多路要走，甚至可能永远都达

初看起来，智慧城市项目理应主要关注于硬件及网络。

不到这一理想目标（一旦实现。将会发现还有更多不同的

但真正的关注点则在于组织模式。后者通常需要借助于软件

数据需要收集），但是对不同时空范围内城市变化的实时监

的发展及大尺度计算机资源．网络以及数据的管理。正如全

测却是切实可达的。由于时空尺度的压缩，未来的模型本

篇所指出的那样。智慧城市的关注重点在于利用电子信息

身及其如何通过模拟和决策支持以指导城市规划与决策都

技术整合数据、模型以及使用者。我们将信息通信技术的这

将发生改变。这一点对于市民科学尤为关键。而我们将致

一类议题称之为斡件（ｏｒｇｗａｒｅ），虽为１９８０年代的老用语。

力于提供一个良好的公共参与环境以促进未来智慧城市的

却代表了各类新型计算发展和运用的一系列议题。

发展。

在开发和耦合这些数据库的同时，如何利用新型媒体，
通过传感、在线交易信息挖掘以及实体环境和社交中行为的

３．３项目提议

自动记录等途径对数据进行收集，是本项目的关键点【４”。这

正如所见，我们无法顾全信息通信以及智慧城市的方方

类耦合以及已开发的组织模式将成为智慧城市新管理架构的

面面。事实上，我们将与ＩＢＭ以及Ｃｉｓｃｏ这样的企业团体合

一部分，并协助城市的智能运行（在决策制定以及实时建设

作。将他们当前的工作与我们更广泛的诉求相结合。因此，

过程中实现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并通过模拟和优化对决策进

研究方向可以归类为既独立又互相交叠的７个方面，并通过

行支持）。以下所举的不同项目的研究要点将涵盖所有这些

图１２的总框图加以展示。

议题，虽然在项目之间或与其他ＦｕｔｕｒｌＣＴ项目之间可能存
在交叉。
研究的主题之一是开发新的模拟模型以应对智慧城市中

３．３．Ｉ智慧城市综合数据库
我们将选择一系列尚在开发中的不同城市领域的数据

不断增加的复杂性。项目的创新点在于通过开发新模型。模
拟智慧城市中的不同活动，这些模型将随着城市结构而演变
并更加智能化。换句话说。这些模型将对城市的动态演变进
行模拟，即类似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自组织演化进化过程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并在创新和选择机制之

间取得平衡。在此仅需一例即可证明。５０年前，城市还延
续着ｌ ０００多年来几乎不变的认知：工作场所形成城市的中
心。人们乘汽车去工作和交易货物（买卖服务）。这一模型
基于城市拥有稳定不变的结构。自此以后，信息通信技术以
及全球化已经极大的改变了这一点。物质层面来看，城市在
物质运转方面并未改变多少。但是在社会网络以及经济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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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这些数据库不一定实时。但都属于数字资源。我们将研

议在１０－１２个欧洲国家或地区中建立一套覆盖当前经济发展

究如何在这些数据库中补充传统数据信息。例如周期性的抽

和移民历史所有范畴的社会网络调查。在这一初始调查中。

样人口普查，使这些数据库更加丰富。我们将发掘数据错

我们从访谈经济性考虑，将从所选的地区（ＮＵＴ２－ｌｅｖｅｌ）内

误，聚焦于整合标准的建立，并提供一系列数据挖掘和模式

抽取７５０人作为样本。我们期望接下来有深入研究小组能加

识别技术，其中不少是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以便提取用于

入到这一初始计划中来。项目将组建数据归档、员工支持，

评估城市运作的有用信息。我们同时也将利用这些数据支持

数据分析队伍。第二。长距离出行市场（飞机、火车、轮渡、

更加长远的决策，并聚焦于利用社交媒体的非常规及实验性

汽油价格）受价格歧视、订票时间、季节，服务水平／等级

数据源来进一步丰富这些数据库。例如。我们计划将传统的

以及是否往返等的影响。我们将建立一个自动网络观测平台，

在线交通数据与基础设施数据，如水电线路监控和定位，以

对欧洲乃至跨洲旅行的不同订票情况（离开时间、等级、停

Ｍｏｄｕｌｅ）网络资源的社交网

留时间长短）进行系统的价格取样，并利用多服务器模拟不

络数据相连接。在此，我们将加入人口普查数据，并尝试将

同地域旅客的行为。这一每隔一段时间便可获取并可连续存

土地价格与住宅交易的电子数据联系起来。这一整合过程目

储的数据集将构成美国航空市场的联邦航空局（ＦＡＡ）１０％

前来看是独一无二的。虽然在ＧＩＳ领域已经有所尝试。

官方票务样本的有力补充。

及ＳＴＭ（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交通数据方面，我们将收集不同欧洲国家的数据流（ｄａｔａ
ｓｔｒｅａｍｓ），通过适当调整使其相容，并转译为共同语境。为此。

３．３．３网络性能、出行和交通行为模拟

我们需要与数据供应商谈判并签署合同，使数据的收集过程

我们将进行广泛的理论探索。以更好的理解交通与运输

能够顺利可靠（ＡＰＩｓ而非ｗｅｂ．ｂｏｔｓ）。相应的例子包括交通

网络性能，其中包括交通瘫痪、跟车、交通动力学乃至新路

计数、航班运行、集装箱运输、运费、ＴＣＰ／ＩＰ交通，旅游

径选择机制、网络不确定性下的合作博弈行为和动态出行模

客流以及移动电话使用等。美国联邦航空局（ＦＡＡ）１０％的

型等新理论发展。具体有：（１）大尺度综合出行行为和拥有

票样本、商业机票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统计、人口普查数据、

个体视野及学习机制的物流模拟模型，可作为政策分析的工

健康预警等将是综合智慧城市数据库的重点。我们同时也将

具。（２）简化表达的出行需求和整合不同设施系统（能源、

运用最先进的技术从不同时空特征的数据流中归纳提炼出关

通信、水、长途物流）的综合物流系统模型。（３）网络改进

键的主导因素。我们将至少一季度发布一次关键因素和预测

以及操作进度的弹性设计及优化。（４）已建基础设施（道路、

结果，并将这一理念拓展至其他即将进行耦合的城市数据集。

铁路、运河以及管道）的快速网络设计及优化。（５）通过数

同时，我们也将不断提高这些因素及其数据流的全面性。

据融合与整合。实现系统的持续性能。（６）针对不同用户。
兼顾效率、可靠性、公平性的新性能指标。

３．３．２传感、网络和新社交媒体的影响

我们同时也将针对个人交通危机开发模型工具。潜在的

相比于传感器的自行开发。我们更关注于数据挖掘及其

危机是多方面的，例如，一次火山爆发干扰了欧洲的航空旅

价值的提炼。日常社交媒体网站的数据已被广泛运用，但大

行；一次重大化学品事件导致人１：３大迁移；传染病流行期间

部分是即时性的。从智慧城市的维度看，我们的目标在于将

关闭铁路运输服务。政府与企业需要借助于理论合理的模型，

这些媒体内容转译为城市运行以及市民规划互动的一些特定

对现实情况进行描述，发现潜在的相互作用与关联。这些模

议题。ＦｕｔｕｒｌＣＴ的关注重点之一便是网络，我们将利用和关

型工具将成为流行疾病等更精细模型的基础。

联其他网络科学计划，并尝试从新在线实时数据集中挖掘出
社区、市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网和信息流。这主要涉

３．３．４城市土地使用与交通建模

及经济社会数据的提取。而目前我们尚缺乏相应的信息和了

ＦｕｔｕｒｌＣＴ的几个工作组正在开发不同类型的城市土地

解。这一研究的必然趋势是社区实测，以应对变幻莫测的现

利用与交通模型，其中涵盖从传统的社会物理学城市经济类

实世界。

模型到元胞自动机城市发展模型乃至基于个体的空间行为模

当从出行数据中提炼社会网络时。我们常常忽视了两类

型，其中后者已经拓展出交通模型的新方向。我们计划运用

数据而无法理解交通的动态性：一方面，我们对于欧洲社会

并进一步拓展基于个体的微观模拟模型ＭＡＴＳｉｍ，并以此为

地理网络自身及其迁移、资源乃至传染病如何通过网络进行

基础，开发结合出行行为、土地利用．空间移动与社会网络

传递缺乏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我们较难获取关于长途旅

于一体的新模型。我们也将朝着多日程时间框架发展，从而

行成本的信息，因为所有的运营商都通过价格歧视来维持他

与长距离出行选择相匹配。目前的快速建模需要进一步提速，

们的利润。我们将在本项目中纠正这些问题。例如，我们建

从而在较快时间内实现对网络（拥有１０７－１０８个链接／服务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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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巴蒂Ｉ未来的智慧城市

以及１０７个目标点）中１０８个对象的模拟。在此，我们将运

３．３．６城市智能的决策支持：实时模型和改策翩定的公众参与

用ＧＮＵ公共许可证框架（ｗ、）ｌｒｗ．ｍａｔｓｉｍ．ｏｒｇ）下的技术工具。

决策支持系统的模板与结构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其中

为了支持这一工具，我们将基于新收集的数据对欧洲的

将涉及各种各样的模型和工具组合，这也是本项目在规划未

社会地理网络影响进行建模。项目将对不同模式、不同频率

来智慧城市时的主要关注点。过去大部分的城市政府机构智

的联系和互动以及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交通

能化努力都是自上而下的，并且都出于专业使用考虑。由于

情况进行建模。我们同时也将拓展这些模型，以应对物流危

城市过于复杂。这类智能化仅仅是城市规划中众多需要协调

机：物流市场由于供应链长，涉及的决策参与与制定者数量

的功能之一。整合数据库和模型将支持综合智能的发展，但

大，因而比客运交通市场更加复杂。在利用合适的数据结构

还需要将新的城市问题和数据可视化方法、新的未来情景影

和模型扩展ＭＡＴＳｉｍ的基础上，需要增加计算速度以应对新

响预测方法以及新的为市民提供有效和集中建议的方法统统

的实施规模。我们将在欧洲范围内运用这些模型工具。以协

重新整合成一个连续而稳定的综合系统。我们将依据综合建

助ＦｕｔｕｒｌＣＴ和其他的相关项目进一步探索有利的情景。我

模理念，针对各种相互关联的规划问题开发不同时空尺度的

们将为第一步的实施提供必要的数据、搭建模型，生成代理，

综合智能环境。以解决相应范畴内的建模问题，目前在此方

建立网络并校准和验证数据，我们接下来将对数据进行两年

面已经有一系列简单的实际应用。

一次的小更新以及五年一次的大更新。我们还将持续与用户
联系，不断整合他们的经历及关联的结果：从而使得模型能

３．３．７智慧城市管理架构

不断的适应和学习。

由于当代公民社会已实现信息的充分获取，各级政府及

其他更为集计（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的土地利用和交通模型，如

其管理都需要建立起相应的新管理架构，而非仅仅限于城

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ａｓｕｉｔｅ模型，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并与非集计实体

市层面。从这个角度看。项目的涉及面还远远不够。其与

模型相关联。这些模型将模拟集计发展动态，同时也能与

上文的第六个项目（３．３．６）中的公众参与议题也息息相关。

ＭＡＴＳｉｍ等多种模型相链接，进一步构建智慧城市的崭新规

事实上，这一管理框架与上文的项目可以结合来看。正如

划和决策支持系统。此处关注的重点在于开发更广泛的适于

图１２所示，建模功能的整合是主要途径，而这些建模功能

各类用户和参与者语言习惯的模型工具。

需要基于未来数据系统的开发。数据和模型开发标准、适
宜的界面、在线资料获取权限的安全及保密性、知识产权、

３．３，５城市劳动力、住房和交通市场交易活动的建模

隐私权问题等统统都受到新管理架构的影响。城市因信息

市场交易决定了城市土地、资产和劳动力的开发、购买、

通信技术而改变，城市的功能运作模型也随之改变，不同

配置和报酬的方式，市场交易建模将是我们新的关注点。我

城市机构在处理未来城市问题时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弹性，

们对于城市系统如何应对宏观金融危机（将在ＦｕｔｕｒｌＣＴ的

这将非常不同于目前的组织架构。信息通信技术将是核心，

其他部分展开探索）所知甚少。而国家乃至国际经济的繁荣

同样重要的还包括责任制度、开放性、透明性、公共数据

与萧条显然会作用于城市层面。的确，这些危机的根源从某

获取以及国家政府机构就市民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影响所

种程度上而言已成为决定城市功能运作好坏的核心。我们利

制定的规范。

用基于个体的技术（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开发一系列住
房市场模型，并对这些市场的金融交易相关数据库进行整合，

３．４范例

其中涉及资本融通方式、国际资本如何决定空间行为、潜在

目前为止，全文还未就我们的研究展开证明，但这并不

的购买者和开发商如何受资源获取渠道的影响等方面。同时，

妨碍本研究在各类城市中得到切实而广泛的运用。我们将列

我们也将借助不同类型的交通系统优化出行效率、公平性和

举一系列典型的地区和部门：新规划的智能城市以及正快速

机会渠道，从而提升智慧城市设计。

智能化的大城市，如伦敦、都灵、巴黎、罗马，苏黎世和特

类似的，我们还将探索劳动力市场如何受企业供给，政

拉维夫；那些正处于经济下行的城市，其未来也将依托于智

府角色，环境质量，以及劳动力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影响。迁

慧城市而显著发展；此外还包括具有各类民族问题、高迁移

移是联系住房与劳动力市场的关键，我们将探索老龄化、法

率以及老龄化问题的城市等等。决策支持工具包（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制法规和金融服务的资本供给如何影响住房与劳动力市场运

ｏｆ

作。这些模型将与其他正在开发的交通和土地利用模型紧密

具能够与世界主要信息通信公司的智慧城市核心开发项目相

关联，其共通之处在于唯有通过多模型的并行应用才能了解

关联。

ｔｏｏｌｓ）的开发将基于这些范例，同时我们也将确保这些工

城市这样一个复杂系统。因此建模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并行
而又相互交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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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视角。其范围从本地到全球，

４预期范式转换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无所不包。复杂性理论侧重于系统自下

托马斯·库恩（Ｔｈｏｍａｓ Ｋｕｈｎ）一刈在１９６２年首次提出了

而上的演进与发展。但显然。尽管以个体行为的可预测为前

“范式”一词，将其定义为一定时期内普遍公认的科学成

提，这些系统仍然会受到不同空间尺度的干扰。本地化方面，

就，并为众多研究人员提供建模方面的问题与解决途径。简

这一新科学正逐步运用于城市设计、社区以及建筑层面，其

言之，范式就是在一定时期居于主导地位，并可以不断拓展

中在建筑层面已经与建筑功能模型相结合。正是在这些尺度

的世界性观点。当这一世界性观点失去效力，即出现异常和

上，行为得到空间落位。也正是在智慧城市的这一领域中，

不确定性，使研究者无法再在原框架中继续工作时，便会发

我们发现了行为如何受物质空间层面因素的左右，而这些空

生范式转换。科学历史已经表明。一个波动的掺入将在非常

间因素反过来又被人的行为所塑造。这一个范式转变将带领

短的时间里导致范式转换。通常是数年或数十年而非上百年。

我们踏足前所未有的领域。

现代计算机技术系统的发展从某一层面讲可以被视作引起这
一转换的波动，但由于我们所关注的系统随着我们对其理解

５研究策略建议

的加深而不断演进，这些系统的影响力将更强。因此，之前

５．１相关学科和领域

所提到的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超越了一次普通的范式转

本文３．３节已经概括出本研究所关注的七个主要领域，

变，而是从能源和物资世界向信息世界的一次彻底转变。尽

本节将从未来战略层面进一步加以分析。城市已成为不同学

管如此，我们的建议非常明确，即许多传统的城市处理方法

科的关注焦点，社会人文科学领域研究的所有议题事实上都

将不再适用，目前的规划系统将与目标相悖，而我们所推进

发生在城市，而我们则主要关注城市作为空间系统的一面，

的转变将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范式转变。接下来将从智慧城市

特别是其空间与物质组织。虽然空间与非空间议题之间是相

视角举出其中的一些转变。

互关联的，但对智慧城市的理解以及如何使其更加智能主要

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转变是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即采
取分布式计算与网络形式，使得人人都可以通过设备与这些

围绕空间层面展开，这也正是ＦｕｔｕｒｌＣＴ项目中我们与其他
团队研究领域分工的体现。

基础设施相链接。实际能否奏效。还取决于管理和安全问题。

在ＦｕｔｕｒｌＣＴ中，复杂性科学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但其

因此这一基础设施在当前是否可行还需进一步协调，以使各

同时又与许多其他涉及城市的学科及专业领域相关联。城市

项服务能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作为这一服务配置理所当然的

规划与交通规划是本研究的两大核心领域，而计算机科学则

催生品。数据的定期收集正使城市在不同时空尺度内变得更

是大数据库、网络、数据挖掘以及人机交互发展的关键。城

加智能。这将是前所未有的时刻，数据定期收集的实现将为

市研究的开展必须置于跨学科的背景下。本研究的视角涉及

处理从未被解决的人类问题创造机会。即使如此，城市仍不

城市的社会物质领域，这与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结构与

会完全自动化，未来仍须与现存的非自动化和非数字化技术

演变是一致的［４５，４６］ｏ从这层意义上说。研究将借鉴部分数学

为伴，并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

物理及自然科学理念，但这都将置于社会学背景之中，并兼

我们将有史以来第一次站在设计人类行为新科学的节点

顾定量与定性。

上，从我们的领域来看，它将是空间行为科学。日常数据的
实时传感将产生大数据，后者将借助新的数据使用和分析工

５．２主要参考与专利

具以及方便个人观看的新数据挖掘方法加以处理。同时，如

我们将与几家参与智慧城市硬件与软件设施开发的公司

果要处理数以万计的观测结果，那么数据分析及统计领域需

合作，并将在数个领域里设计创新型软件并针对性地提出数

要取得跨越式发展。传统的统计方法主要是从较小数目的人

据库解决方案，后者将涉及数据库耦合以及通过数据的实时

口（千量级，而非百万或上亿级）中提取宏观的均等化信息，

挖掘。引导和控制城市的运作。这些成果都将受到知识产权

这一传统方法在新时代已不再奏效。我们需要借助新的统计

保护。同时其中的部分产品将获取专利。不过，我们开发的

方法来处理这些大数据。并以自上而下的微观动态角度（通

大部分软件都将是公共性的，并遵从知识共享协议（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常尚未为社会系统所知）对整体信息（ｇｅｎｅｒ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ｓ

进行重塑。在此。可视化非常重要。尤其是空间领域的可视

可以采取正规透明的方式使用这些软件。虽然从自身角度

化将处于主导地位。在开发人类行为新模型的过程中，我们

来讲我们不一定支持这一立场，但我们将与合作伙伴，如

需要更多地关注于区位和出行议题，社交媒体和网络渠道将

ＭＡＴＳｉｍ等软件开发商就具体安排进行协商，为这些软件寻

在这一层面起到关键角色［４４１。

求广泛的支持。这些系统中的一部分目前已经向公众开放。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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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ｃｅｎｓｅｓ），城市政府和任何非营利机构或团体都

迈克尔·巴蒂Ｉ未来的智慧城市

５．３示范结果

演化和日益复杂的系统。与此同时，借助于上述技术（增加

本文３．４节已经提供了一系列示范对象。这些示范主要
关注（１）特定的问题类型；（２）特定的模型类型；（３）特
定城市。我们将就以下问题进一步阐释和说明：

系统复杂性的原因之一），我们将对社会演变进行分析和预
测，并促进认知系统及统计技术的发展。
我们认为，城市模拟深深根植于城市作为一个经济与社

·大城市受金融危机影响产生的房地产繁荣与萧条；

会实体的时空运作理论之中，我们将推进城市模拟相关技术

·城市交通系统以及空间出行所带来的能源影响；

与艺术的发展。我们的模型需要与当代城市新理论相融合。

·由于城市骚乱、天气以及偶发事件等短期事件而造成

后者主要基于新经济地理、城市经济、基于个体的社会经济

的交通瘫痪；

制度理念以及新的交通与通信方法之中。

·整合不同城市数据集以提升城市运作效率；
·欧洲气候变化影响，尤其是人口聚集地的海平面及温
度上升；

借助于神经网络、机器学习以及演化计算等方面的新发
展，我们将探索空间及相关数据库整合的新方法，并继续推
进数据挖掘尤其是百万兆字节的大数据集挖掘技术的发展。

·市民参与未来智慧城市的规划制定，主要包括出行、
住房、更好的设计、美学（城市美化）以及对机会获取渠道
的关注；

６．２对于技术及竞争力的影响
我们将不断创新理念。使城市通过日益的智能化实现其

·全球范围移民的影响。

发展潜力。智慧城市是智慧的孵化地，我们将通过几个城市

这些只是智慧城市科学所引发议题的一小部分。我们将

案例（也是智慧城市科学的实践地）对这一模型进行示范。

根据不同的模型类型及城市情况因地制宜，使一部分议题能

智慧城市是有竞争力的城市，我们将探索不同智能化程

在个别城市得以实际运用，特别是其中的许多应用将是原位

度的城市如何响应新的计划并增加其竞争优势。智慧城市系

开发（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统的这一竞争意识需要建立在城市相互关联、共同演进的大

ｉｎ

ｓｉｒｅ）的。

背景之中。从而使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不至于太大。

５．４道德问题
由于项目的新数据系统是从零开始开发，且数据系统涉
及个人行为数据监测以及与同层面二级数据集的整合，因此

我们将开发基于网络的新关联式背景平台（ｎｅｗ
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ｗｅｂ—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从而使更广泛的市民活动家和团

体能参与到解读和设计与之利益相关的城市和社区中来。

我们的工作将涉及较多的隐私权问题。当对不同数据源的数
据集进行合并以形成综合与耦合系统时，常常会遇到版权和
知识产权问题。实际上，大部分数据库的整合工作都会涉及
到这类问题。
在如何吸引大量团体和市民参与未来智慧城市规划方
面，需要考虑谁能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尤其当我们可以在个
体识别的精细空间尺度下获取信息的时候。我们将借助广泛

６．３对于社会的影响
智慧城市是公平的城市。我们将通过信息基础设施的建
设使得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和不同专业及活跃程度的团体能
参与到智慧城市的运作中来。在此，我们关注的核心是效率
与公平之间的平衡。
基于网络的互动系统（ｔｈｅ

ｗｅｂ—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的知识库。研究在数据系统建设、使用和获取时如何确保隐

是市民科学的基础，而市民参与在智慧城市中的普及将进一

私权，同时也将与国家和城市政府及ＮＧＯ组织进行开放数

步推进城市的公平性，并协调竞争过程。

据方面的合作，并保证我们的研究完全与其开放数据进程保
持一致。

新技术方法的开发将基于不同团体之间竞争与合作并
存的理念。同时，智慧城市所特有的种种基础设施、专业
知识和数据将使城市的公平性更容易建立。并提高城市的

６预期的影响

生活质量。

我们将列举智慧城市建设预期影响的一系列要点，事实

未来我们将有一个更加详细的研究计划，而目前的任

上前文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进行了阐述。这些影响表现为

务主要是定义研究背景、阐述主要议题，并对可能的研究重

科学，技术和社会三个方面。

点作出一定程度的说明。这篇文章将为进一步探讨新技术的
破坏性与建设性效应打下基础，尤其是在社会组织方面，后

６．１对科学的影响
我们将从城市的视角解决社会演变的基本难题，采取新
的策略与方法应对在技术创新以及经济持续繁荣背景下不断

者将是未来城市管理、社区及企业行动的必备要素。若想进
一步了解本研究的实现前景，可参考ＦｕｔｕｒｌＣＴ网站（ｈｔｔｐ：／／
Ⅵｗｗ．ｆｕｔｕｒｉｃｔ．ｅｕ／）所列举的诸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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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出版，部分由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协调与资
ＦＥＴ Ｆｌａｇｓｈｉｐ Ｐｉｌｏｔ

助计划（ＦｕｔｕｒＩｃ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中的欧盟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第七框架项目（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ＦＰ７／２００７—２０１３）的２８４７０９号拨款协议支

持。皿

Ｐａｒａｓｚｃｚａｋ

Ｊ，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Ｐ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ｍａｎ Ｃｉｔｉｅｓ『Ｊ１．ＩＢＭ Ｊ，Ｒ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２０１０，５４（４）：１．１６．
Ｓａｓｓｅｎ

Ｓ．Ｔａｌ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Ｙｏｕｒ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ｏ

Ｃｉｔｙ［ＤＢ／ＯＬ］２０１ １．ｈｔｔｐ：／／

ｖｏｉｃｅｓ．ｍｃｋｉｎｓｅｙ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ｏｒ州ｔａｌｋｉｎｇ－ｂａｃｋ—ｔｏ·ｙｏｕｒ－ｉｎｔｅｌＩｉｇｅｎｔ—ｃｉｔｙ／．

［３】

Ａｕｒｉｇｉ

Ａ．Ｍａｂｎｇ ｔｈｅ Ｄ培ｉｔａｌ ｃｉｔｙ：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ｔｅｍｅｔ

ｓｐａｃｅ［Ｍ］．Ｆａ丌］【ｂｏｒｏｕｇｈ，ＵＫ：Ａｓｈｇ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５．
［４】

ＭｃＬｕｈａｎ Ｍ．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ｎ［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 Ｈｉｌｌ．１９“．

［５］

ｃａｒａｇｌｉｕ Ａ，Ｄｅｌ Ｂｏ ｃ，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ｖ

Ｎ巧ｋａｍｐ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Ｍ］．ＶＵ

Ａｍｓｔｅｒｄ啪，Ｆａｃｕｌｔｙ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ａ００４８，Ａｍｓｔｅｒｄ啪，Ｔｈ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６］

Ｂａｔｔｙ Ｍ．Ｔｅｃｌｌｎ０１０９ｙ

［７］

Ｂａｔｔｙ

Ｈｉ曲ｓ［Ｊ］．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１９８９，２９．
Ｍ Ｅｎｖ【Ｊ］．Ｐ１ａ衄ｉｎｇ Ｂ：Ｐ１ａｎｎ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１９９０（１７）：２４７．
Ｂａｔｔｙ Ｍ．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 ｃ蚵［Ｊ］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Ｉｌｄｉｅｓ，１９９７（２）：

Ｐｌ砌ｉｎｇ

Ｄｕｔｔｏｎ

Ｗ Ｈ，Ｂｌｕｍｌｅｒ Ｊ Ｇ，Ｋｒａｅｍｅｒ Ｋ Ｌ Ｗｉｒ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Ｓｈ印ｉｎｇ ｍｅ Ｆｕ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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