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革命促进城市研究与实践的三个路径：城市实验室、新城市与未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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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城镇化进入新的阶段，以人为核心、以

1 背景

从而推动城市理论的更新。第三个路径则是从实践

提高质量为导向的城镇发展目标对城市人因工程学提出

2020 年 10 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1] 提出“推

层面推动面向未来的规划设计创造。该路径中，新

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依赖于计算机与通信融合的第

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强调以人为核心、以

兴技术作为新的规划设计的元素和流程被应用到规

四次工业革命正以一系列颠覆性技术改变着城市。本文

提高质量为导向的城镇发展，这也对城市人因工程

划设计实践中，从而创造出满足当代需求的智慧城

梳理出科技革命促进城市发展的3个路径，即从方法层面

学（urban ergonomics）提出更高的要求。纵观

市空间形式。这 3 个路径分别反映出科技革命对城

为城市研究提供新数据与新方法，从认知层面改变城市

人类和城市发展历史，科技发展和应用在其中起着

市发展的研究方法、理论认知和实践层面的重要意

生活方式和空间组织形式，从实践层面融合数字创新等

关键性的作用。近年来，依赖于计算机与通信融合

义，后文将对以上 3 个路径进行详细阐述。

技术推动智慧的未来城市建设，旨在为城市研究、城市

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一系列颠覆性技术如人工智

精细化设计与管理提供参考。

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改变着我们的城市。在

以 往， 城 市 研 究 发 展 较 为 缓 慢， 传 统 城 市

Abstract: As China's urbanisation enters a new stage, the

莫菲特（S. Moffitt）[2] 总结出的 30 项新兴的将在

理论的普适性和科学性不足。近年来，随着信息

people-centred and quality-oriented urban development

未来 10 年深刻影响文化、市场和社会的技术中，

通 信 技 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goal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urban ergonomics.

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移动互联网（4G/5G）
、

Technology, ICT）和物联网技术（Internet of

At the same time,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ich

传感网与物联网、混合实境（VR/AR/MR）
、智能

Things, IoTs）的发展，新数据、新方法、新技

reli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computers and communications,

建造、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区块链等技术将对城

术和新思维逐渐引入到城市研究领域，新城市科学

is changing cities with a series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与前三次工
市空间及生活产生重要意义 [3]（图 1）

应运而生 [8-9]。当前不断涌现的多元、海量、快速

Three ways to promote urban development with emerging

业革命不同的是，这一次科技革命不仅带来城市生

更新的城市数据为研究精细时空尺度下的人类行为

technologies were concluded in this paper. Specifically, the

活场景和方式的转变，还为真实刻画和认识城市提

和空间形态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前景，也为城市空间

first way is to provide new data and methods for urban

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为更精细化的城市规划与管

与人类行为活动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提供了重要机

studies, the second is to influence urban space and urban life

理提供了技术支撑。

遇（图 2）。特别是那些高频时变的城市数据，如

2 路径一：城市实验室

and eventually change the cognition of cities, and the third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总结出科技革命促进城市

手机信令数据、基于位置服务（Location-Based

way is future-oriented, which introduces digital innovation

发展的 3 个路径，旨在推动高质量城镇化视角下的

Service, LBS）数据等，提供了一种接近真实城市

into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s to make cities smarter. This

城市人因工程学的发展。第一个路径是方法层面的

运行频率的高频视角 [10]，为人因工程的城市设计和

paper aim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urban studies,

基于数据认知的城市实验室。该路径中，一方面，

管理提供了重要基础。在新城市科学的框架下，研

management, as well as planning and design practice.

由大数据和开放数据构成的新数据环境为城市认知

究城市的新概念和视角不断出现，城市研究的时间

[5]

关键词：科技革命，城市实验室，智慧城市，未来城

提供了基础 ，另一方面，基于新技术手段，城市

和空间维度得以拓展，基于数据支撑和定量分析的

市，城市人因工程学

研究者可以通过“自然实验”的方式 [6]，收集数据

城市研究成果为更新补充传统城市理论、提高城市

Key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city

并开展对城市的持续观察研究。第二个路径基于科

研究的科学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laboratory, smart city, future city, urban ergonomics

技革命对城市的深刻影响，这些对城市生活和空间

2.1 基于大数据与开放数据的城市认知

的影响会逐渐改变和更新研究者对城市的认知 [7]，

随着城市经济社会活动对互联网的依赖性不断

人工智能

大数据与云计算

AI是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
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
机器，将带来全行业的颠覆
性创新。

大数据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革
命，云计算为大数据分析提
供资源弹性。支持城市空
间、资源的分析与运维。

移动互联网（4G/5G）
移动和互联网融合的产物，
继承了移动随时随地随身和
互联网分享、开放、互动的
优势。支持远程数据、资源
的实时共享。

传感网与物联网
穿戴式设备等通过无线传感
器网络，与互联网一同构成
物联网。支持对于城市空
间、资源的实时监测调度。

混合实境
（VR/AR/MR）

智能建造

机器人&自动化系统

区块链

VR是下一代的计算与沟通平
台，AR利用虚拟世界增强现
实世界，MR结合VR与AR的
优势。

从建筑信息模型BIM到城市
智慧模型CIM的转变。并利
用3D打印、建筑机器人等
参与智能建造。

协助或取代人类进行工作、
服务，辅助城市智能、高
效、无人自动化运转。

数据溯源、公开透明、辅助
高效管理组织，奠定资源数
据信任的基础。

……
智慧城市
无人驾驶
清洁能源
3D打印
人机交互技术
智能终端
共享经济
生物技术
新材料技术
量子计算
边缘计算
数据分析
网络安全
语音协助
纳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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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城市未来发展有深刻影响的新兴技术[4]

高质量城镇化视角下的城市人因工程学

加强，各类网络平台（主题网站、社交网站、搜索

观察。2020 年 11 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龙瀛团队

智能制造、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深刻影响的

引擎等）及手机应用（Application，APP）不断

与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展现出新的行为方式和空间组织模式的城市。

产生着大量数据及信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下

WHO）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The Centers for

3.1 科技革命对城市生活的影响

各类手机应用产生的 LBS 数据具有城市研究中重要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和阿里巴巴饿

正如米切尔（W. J. Mitchell）[7] 在 20 年前所说，

的时空信息。正如《第四种范式 ：数据密集型科学

了么共同启动了“健康传播之减盐创新传播策略研

农业革命产生了新型的人与土地的关系，工业革命

发现》
（The Fourth Paradigm: Data-Intensive

究”项目 [14]，旨在以饿了么 APP 为实验平台，在

产生了新型的人与机器的关系，而这次涉及全球数

Scientific Discovery ）[11] 中所倡导的，基于数据
驱动的第四代研究范式将改变我们认识城市的方法
和视角。一方面，从研究类型和范围角度，数据的
时空精度不断提高，传统的低频城市数据转变为新
兴的高频数据，新数据的出现将“以人为本”落到
实处，拓展了个体层面的行为活动研究及人本尺度
城市形态研究，用以研究的数据量和类型都得以丰
富。另一方面，从研究范式转变角度，传统的基于
观察、总结和模拟的研究范式也逐渐转为基于数据
探索的数据驱动范式。
然而，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大数据作为人类日常
活动的“废气”
，具有人群类别和数据采集的有偏性，
且不完全满足城市研究尤其是精细尺度城市研究的
需求。因此，城市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这些开放平台
或商业平台的数据，有必要针对特定的研究问题，
开发基于各类传感器的大范围、低成本、人本尺度
的主动城市感知方法（包括移动感知和固定感知方
法）
，收集建成环境、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的数据，
为城市规划、
设计、
管理及运营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12]。
2.2 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自然实验
近年来，在经济学等领域，自然实验已经开始
流行起来 [13]。城市科学领域也开始呼吁将城市视为
实验室，利用各类 ICT 设施对其进行干预、实验和

沈阳、北京、西安、杭州、长沙、成都、广州等 7

字网络的革命，将重塑人与信息的关系。卡斯特（M.

个城市分别招募 60 家已入驻餐厅，采用随机对照

Castells）[15] 在《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试验方法，观察不同的减盐干预措施对消费者外卖

the Network Society ）一书中也强调了 ICT 对城
市空间的重要意义，认为交通和信息技术是涉及人
类生活两个根本向度——时间和空间——关系的
主要技术，并由此提出流动空间（The Space of
Flows）的概念，认为其是形成社会中支配过程和
功能的主要形式，用以强调社会的流动性。巴蒂（M.
Batty）[9] 在此基础上结合网络科学的基本概念和
方法，进一步提出在这个通信主导的世界里，人群
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才是城市生活的基本原理，
因此区位的本质是相互作用的综合体。如今，在影
响城市空间结构的各种技术中，ICT 创新的影响力
最强，尽管它们发展的时间不长，但已渗透到我们
生活的方方面面 [16]，且影响了不同的城市地区 [17]。
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渗透度不断提升的当
下，人的个体被数字化，行为由线下转向线上线下
融合，人活动的时间碎片化、活动方式和地点多样
化和自由化。如今，大多数城市功能也都与 ICT 相
关，并受到 ICT 的影响 [18]。例如灵活办公的形式
更加多样，包括远程办公、居家办公、联合办公、
郊区办公（办公俱乐部）等形式 [19]。线上服务类型
也更加丰富，如线上购物、教育、娱乐、到家服务

少盐选择的影响效果。这是城市研究领域第一次与
多领域组织和平台共同推进的自然实验项目。这类
实验基于基础理论与假设，开展控制变量实验，旨
在提高城市研究的科学性。ICT 在这个过程中起到
十分重要的作用，既为实验的开展提供信息传播和
服务实践的基础，同时也直接收集相关实验数据及
信息，为实验提供监测和分析的大量数据，以及部
分实验者的反馈。
无论是基于大数据与开放数据的城市认知，还
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自然实验都是将城市视为实验
室，通过定量研究的方式科学、客观地认知城市，
从方法层面推动城市科学的发展。
3 路径二：新城市
事实上，路径一中所涉及的数据不仅仅起到补
充城市研究数据源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反映出城市
中个体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随之改变的空间使用
方式。因此，路径二是为了强调科技革命对城市本
体的影响，即对城市生活和城市空间的影响。图 3
展现出受新兴技术影响的城市转型的具体路径。本
文用“新城市”一词来描述受移动互联网、
人工智能、

基于各类传感器的
空间信息及数据收集

人工智能

大数据与
云计算

传感网与 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

促进刻画和认知
人行为的空间规
律

新兴技术

推动城市空间
对人群行为的
影响研究

人

人工智能

城市空间

传感网与
物联网

智能建造
区块链

混合实境
VR/AR/MR

基于ICT设施的人群
信息及数据收集

推动人群行为对城市
空间的影响研究

新兴技术

2

引发个体感知
和体验的变化

人

混合实境
VR/AR/MR
机器人&
自动化系统

路径二：新城市
认知层面机遇

促进测度和发现
城市空间形态与发展规律

改变生产生活方
式，催生新行为
及习惯

移动互联网

区块链

路径一：城市实验室
数据与方法层面机遇

大数据与
云计算

推动技术沿革

城市空间
催生新的空间使用
模式及新空间需求

改变空间建造方式及
空间组织模式

3

2 新兴技术对城市研究的数据与方法支持
3 新兴技术对城市生活及城市空间的影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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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卖等 [4]。居民的日常生活已经与数字网络嵌套，
万物互联、数字孪生

正如周榕 [20] 所言，以物理世界为代表的碳基文明
将与具有“虚拟、运算、共享”三大属性的硅基文
明长期共存 [20]。
3.2 科技革命对城市空间的影响

人工智能

回顾过去历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可以发现，科技
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也带

传感网与
物联网

来了城市空间组织形式的变化。尽管正如巴蒂 [21]
所言，城市空间的变化相对于城市生活方式的快速

以虚拟形式实现
场所营造

大数据与
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

新兴技术

智能建造 混合实境
VR/AR/MR

迭代和变化而言更加缓慢，但城市形态也会在潜移
默化中受到科技革命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一方面，

区块链

由于人对空间使用的灵活性提升，空间的混合化和
碎片化的趋势更加显著 ，如共享办公、居住等。

人

万物互联、
数字孪生

机器人&
自动化系统

空间
自反馈

城市空间

促进人与空间的
互动，增强人的
空间体验

以实体形式植入到物理空间
中，增强对空间感知

路径三：未来城市
实践层面机遇

[8]

增强空间对人的
感知，促进人与
空间的互动

并且由于 ICT 本身具有的虚拟性，城市空间呈现出

4

空间分散化、去中心化、无地方性等特征 [22]。另一
方面，无人驾驶、智能制造等直接影响城市规模、
组织方式和建造方式的技术也将对城市空间产生作
用。例如针对无人驾驶对城市空间的模拟分析可以
发现，车辆用于周边家庭和 CBD 工作之间的通勤，
空间

并且需要用于停车的土地，用于日间出行服务的专
用通勤带将出现，白天和夜间停车空间将互补

[23]

社会
孪生
空间

社会

，

空间

物理

c

无人驾驶汽车可以大大减少日常停车费用和停车空
间

[24]

物理
孪生
空间

等。

4 路径三：未来城市
随着 ICT 对城市影响的深入，城市空间设计也
开始拥抱这些新兴技术增强空间的感知、反馈与互
动

f

[25]

。新兴技术既可通过虚拟形式实现对社会层面

的场所营造，促进人与空间的互动，增强人的空间体
验，又可以实体形式植入到物理空间中，增强对空

1

2

3

媒介

各类传感器 穿戴式设备 各类应用 CIM模型
实时大数据
传输运算

社会
孪生
空间
物
孪生
空间

理

信息中台
（数字孪
生可视化
平台、数据
分析融合平
台、物联网
平台）

e

b

空间

间和该空间中人行为的感知，促进空间自反馈管理。

d

b-城市空间的数字化、虚拟化
基于数字孪生的城市空间数字化
c-城市空间与虚拟社区的互动
基于APP和执行器的空间响应与互动

社会

a

a-城市空间对人的感知增强
植入传感器的城市空间能感知人的
行为

空间

物理

d-人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增强
基于空间传感器和执行器的自适应
反馈
e-人与虚拟空间的互动
基于AR、VR等混合实境的人与空间
互动
f-人在虚拟社区的交流互动
基于APP的场所营造与公众参与

在这个过程中，人与空间的各类信息也通过万物互

5

联实现数字孪生，进一步实现对城市的数字化管理
和运营（图 4）
。传统物质空间层面的规划设计与社
会层面的场所营造、公众参与将与数字信息层面的

技术，并通过管理平台协助设计场地的持续追踪与

孪生的社会空间逐渐形成。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各类传

交互设施、管理平台及相关支撑技术相融合。在这

运营。此外，一些空间零售商、互联网公司等也有

感器及穿戴式设备将为数字孪生提供重要的数据支

个过程中，多主体将参与到未来城市的设计、建造、

望在政府部门的管理下参与到城市的建设与运营中。

撑，孪生的物理空间也将形成，进一步实现万物互联。

基于以上路径，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不仅包含对

这种互联不仅体现在现实世界的人在孪生社会空间中

维及具体的规划设计方案，并引导设计的实施建造 ；

现实世界的孪生，还包含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互动

的网络关系，还体现在物理空间中的各类事物在孪生

社区规划师、管理者引导公众参与、营造社区氛围，

和增强（图 5）
。具体来讲，过去的城市是由物理空

空间中的相互关联。借由信息中台的一系列计算、运

提供多方协商和讨论的平台 ；而技术提供商可以在

间及其承载的各类社会经济活动所构成的。随着互联

营和实施工具，现实世界中的两层空间将与虚拟孪生

整个设计及实施流程中提供交互设施，相关的支撑

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社会开始崛起 [15]，

的空间相互关联，深度互动。

运营和更新过程中。例如，规划设计者提供创新思

4 新兴技术在未来城市空间设计、管理与运营的应用潜力
5 未来城市原型构想
（1-5绘制：龙瀛，张恩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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