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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商业与人文：
智慧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技术创新中心

李昊

Technology、Commerce and Humanity: Smart City as A Lif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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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癫狂的60年代

1960s
• 社会、经济、文化的剧烈动荡与变革
• 电子计算机与第三次科技革命
• 地理学：计量革命

《全球概览》
• 科技与人类世界的关系的思考
• “纸上的Google”
• 反主流文化、学术和技术群体之间搭建了桥

梁
• 硅谷精神的源头，彻底改变乔布斯等人一生



• 1974年最后一期的《全球概览》封底的一行

字：”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 杂志的种子基金孕育了苹果电脑

• 杂志出版人凯文.凯利1993年创办《连线》

《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 



• 《全球概览》作为互联网文化的开端
• 基因根植于人文与科技的融合
• 在随后的历史中，二者被逐渐割裂

《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 

四个相互重叠的社会群体在《全球概览》
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以大学、政府、
工业为基础的科技群体；二是纽约和旧金
山的艺术群体；三是旧金山湾区的迷幻剂
群体；最后还有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各
地兴起的嬉皮士公社



弯路：工具理性

• 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

• 科技发展与人文脱节，与具体实际脱
节

• 智慧城市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了IBM
等大型IT厂商的营销宣传的极大影响，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智慧城市的概念被局限
在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
层面

住建部前副部长仇保兴曾说过：“‘智慧城市’
是IBM提出的营销概念⋯⋯让我们国家走了一个极
大的弯路，任何一个新的科技应用或者新概念的
推广必须是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被‘智慧城市’的概念所误导。”

马克思.韦伯提出
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
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
驱使，行动借助理性
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
目的，行动者纯粹从
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
虑，而漠视人的情感
和精神价值。



弯路：工具理性

智慧城市的上一个十年：左脑时代

• 工具理性在城市空间的映射
• 技术层面的哲学：更快、更多、更便宜
• 传统城市规划的翻版：物质、技术与终极蓝图

精英理性:政、产、研、商

“政府主导”+“工程逻辑”



生产力变革趋势：数字经济2.0

• 新经济模式
• 极致生产力
• 极致竞争
• 创客运动
• 共享经济
• 扁平化、近乎零成本的社会

摩尔定律



• 智慧城市的下一个十年：右脑时代



趋势1：体验感知和科学理性一样（甚至更）重要

“在过去1年中，我们看到的几乎所
有能引爆的模式和产品，大多具有
“弱功能、强体验”的气质。”

性冷淡风：侘寂，禅意，做减法



趋势2：看不见的部分更重要

• 冰山模型：个体价值的测度

• 数据的深度获取与感知

个人化的偏好，哪怕是你喜欢一首流行乐，也
可以成为你的独特的价值

通过潜在个人价值挖掘，每个人都是超级英雄



趋势3：快乐共享压过丛林竞争

游戏应用Draw Something迅速引爆流
行

短短5个星期， 3000万次下载量，iOS 
App Store 和Android 应用市场排行榜
双料第一，每天新增100万用户，日收
入达到6位数，

“我想做的是一个没有输赢的快乐游
戏。”游戏设计师Dan Porter这样说。

《Draw Something》是一款社区游戏玩法简单
明了——“你画我猜”，你可以输入也已经下载
并注册该游戏的朋友的邮箱或用户名直接和他开
始游戏，如果你没有朋友，也可以选随机
（Random），系统会帮你配对一个玩家。



• 产业边界趋于模糊、产业升级迭代加速，产业
选择的不确定性增强

• 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的融合
• 城市规划师：规划领域的杂家

不断拓展业务板块的谷歌

文化？

科技？

乐视网

趋势4：边界日趋模糊

互联网+鸡汤



趋势5：个性成为核心竞争力

• 你和大家不一样，恰是你

的价值所在

• 创新往往来源于主流之外

• “后技术时代”：技术泛

化，门槛极低，任何人都

可以轻易掌握使用方法。

• 产品竞争的重点，转向非

技术领域



趋势6：人与机器共同进化

• 我们正从一个与技术“共存”的阶段迈进一个与技术共同进化的时代

• 机器人性化vs人类人工化



泛大数据：右脑时代的数据应对

• 深度挖掘，全面感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不

为人知的另一面：细节的属性，详细的画像

• 众包数据、公众数据和公众参与

• 全样本数据覆盖边缘群体、亚群体

• 统计意义上的关怀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关怀我

们自己



泛智慧城市:右脑时代的城市应对

新一代信息技术

流行文化
社会资本
关系网络
代际文化
社群分化
亚文化

技术革命 社会变革

新技术时代 新经济时代 新文明时代

分布、开放、协同、共享
根本目的：人的福利的提升，人性的自由

改变，推动

信息反馈

市场模式
混合、共享经济

政府

企业

技术创新 人文创新

智慧城市 作为广义的平台

智慧城市从一个功能型工具型的产业，将泛化成人类生存的基础设施、沟通技术与人文的平
台，并最终作为面向未来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乌托邦 智慧城市

工具理性自发生长

• 感性vs理性：智慧城市作为

未来的一种生活方式

智慧城市方法论：数字时代的生存处境

发现问题

• 以人为核心

• 全面感知

• 众包---发现看得见的问题

• 开放数据---发现看不见的问题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方法论：问题导向，以数据为核心

解决问题

• 与利益相关方一起寻找解决方法

• 城市数据集成与动态分析平台

• 城市数据运营



同衡案例1：智慧城市助力扶贫
• 为传统扶贫模式植入互联网思维，技术不再是冰冷的工具，而

是温情的帮助，为贫困人口带来切实的改善生活的机会

智慧阜平总体规划技术框架



同衡案例1：智慧城市助力扶贫



 地理隔离 & 心理隔离

 最穷的人 & 最富的人

 城市 vs 农村

冲突中的“另一个北京”

同衡案例2：六环~你比五环多一环

 关注传统规划中被忽视的城市边缘区的群体

 对缺乏统计数据且高度动态化的区域进行精细化描述

研究内容
 五环到六环之间城市边缘区常住人口的规模与构成

 常住人口的职业身份与日常生活状态特征



村庄类型5：信令昼夜变化较大；早晚高峰有一

定比例出租车出行，周末相对较少；周末公交

出行量与强度增加。

村庄类型4：信令昼夜变化较大，周末

出租车与公交的出行量显著增加。

村庄类型6：信令昼夜变化较大，周末公

家与出租车出发量与强度均显著增加。

村庄类型1：信令昼夜变化较大，

周末出租与公交出行明显增多。

村庄类型2：信令昼夜变化差异不大，

工作日早晚高峰有短距离公交出行。

村庄类型3：信令昼夜、公交与出

租车出行行为均无明显特征。

大数据 传统数据

农业人口比例

大专以上人口比例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

（描述） （验证）

同衡案例2：六环~你比五环多一环



引自 北京大学 刘瑜教授一个典型区域居民的日常：蚁族vs土豪



同衡案例2：六环~你比五环多一环



同衡案例3：城市数据网格计划

 城市与人行为的细致感知

 商业合作与落地实施







同衡案例3：城市数据网格计划



同衡案例3：城市数据网格计划



同衡案例3：城市数据网格计划



谢谢！
李昊

13521407677

微信：intercrespo

微博：墙头马上H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