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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essence of the city, we find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cit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human needs.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pplication of smart c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y in China, and conclud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y can only
find a correct way to build a smart city by matching people’s needs with the city service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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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概念剖析深入挖掘城市的本质，发现城市的本质离不开人的需要。进而对智慧城市的内涵、应用以
及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进行综述和分析，得出结论：智慧城市建设中只有将人的需要与城市服务设施提供
相契合，才能探索出一条正确的智慧城市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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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从 2010 年开始全面建设智慧城市，从目前取得的成果来看，智慧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忽略了城市
的本质，部分偏离了智慧城市的最终目标。中国正经历快速城市化，这种快速城市化使一些一线城市出
现了空间区隔等城市问题。以一线城市中具有代表性的上海市为例，面对大量人口的短期进入，上海并
无足够的基础设施，也没有为这些人提供足够住房，更没有提供足够的经济就业岗位，由此城市贫困增
长迅速、贫困程度不断加剧，出现了中心——外围的空间分层[1]。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内城衰退不同，我
国的城市贫困主要出现在边缘地区。这体现了我国城市问题的独特性，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与其他发达
国家城市治理明显不同，有着各自深刻的国家背景和文明传统。2010 年我国开始了智慧城市的全面建设，
再此过程中，抓住智慧城市建设的本质，切实解决我国城市问题，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城市发展的城市
化道路至关重要。

2. 城市的本质与人的需要
2.1. 城市的本质
城市的出现最初是源于人的需要。无论什么城市，都可以归纳为：城市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
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所以可以说，城市的本质是现代人的需要，城市本质的核心是人性理论，即
人的需要理论[2] (包括人的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一个城市的布局和建筑都是按照人的需要建造的，好
与不好完全依赖于是否能够满足现代人的需要，是否适宜居住来决定。之所以说满足现代人的需要是因
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需要也在不断的变化，面对城市环境本身具有建设的长远性、水久性、规模大
等特点，城市与人的矛盾逐渐表现为上代人(或前几代人)所建造的环境与后代需要之间不相符合的矛盾
[2]。这一矛盾在我国显得尤为突出，与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建筑不同，我国很多城市的住宅难以维持几百
年的历史，在快速城市化中住宅的使用寿命普遍难以“寿终正寝”——在七十年的期限到来之前就面临
着被拆迁的命运。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城市化建设的不足，过分地摒弃传统的旧的东西，盲目地追求推
陈出新；在整体规划上侧重于城市建筑的改善，忽略了人的真实需要。

2.2. 人的需要与城市本质的契合
城市的本质表明，人的需要决定了城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而城市的发展又创造了人的新的需要，
延伸了人的需要。人的需要与城市的发展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这就决定了要对现代人的需要
进行认识[2]。
一个好的城市必然是能够满足现代人的需要、适宜生存和发展、人与城市环境能够和谐相处的城市。
人的需要按照马斯诺需要层次理论可以划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
需求。城市在提供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设施时，还应该注重提供满足人发展需要的设施。一个人，从幼
儿到老年时期需要城市提供的服务设施是不同的。作为一个生物人，有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作为一个社
会人，还要有必须的精神发展需要[2]。家庭负责了一个人延续生命的生产，而城市则更多的为人提供与
发展相关的服务设施。人的具体需要则与人的生命历程息息相关，具体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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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Human needs and urban service facilities
表 1. 人的需要与城市服务设施提供
生命周期

生存需要

设施

发展需要

设施

幼儿时期
(0~7 岁)

衣食住

幼儿园、家庭供应食品

接受教育、游戏

早教机构、娱乐场所

青少年时期
(7~23 岁)

衣食住行

食品供应、家庭居室、交通设施

接受教育、
游戏、社交

学校等教育机构、娱乐场所、公共场所
(博物馆、展览馆、少年宫、体院馆等)

壮年时期
(23~40 岁)

衣食住行

食品供应、家庭居室、交通设施

工作、娱乐、
社交、学习

就业平台、娱乐场所、公共场所、
职业教育机构、旅游场所

中年时期
(40~60 岁)

衣食住行

食品供应、家庭居室、交通设施

工作、继续教育、
健身娱乐、
兴趣培养

就业平台(人才流动)、在职教育机构
(职业技能教育、兴趣班)、娱乐场所、
健身场馆、旅游场所

老年时期
(60 岁以上)

衣食住行

托老所、食品供应(社区老人餐厅
等)、家庭居室或养老院、特殊交
通设施、健康(医疗服务)

健身、休闲、
老年教育

托老所、社区医院、养老院、
老年大学、休闲娱乐场所、旅游场所

3. 智慧城市的内涵
3.1. 智慧城市的定义
智慧城市最初翻译为 Smart City、Smarter City 和 Intellectual City 这三个英文词。这三个说法都是从
信息技术推进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的，是从“物”的智能化这层意义上来定义的[3]。物的智能化就是指
信息技术的智能特性，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接踵而至，为
城市的信息化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在《智慧的城市在中国》白皮书中，智慧城市被定义为：能够充分
运用信息技术和通信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于包括民生、环
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作出智能的响应，为人类创造美好的城市生活。
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智慧城市的定义还未明确，一般解释为：智慧城市是以互联网、物联网、电信网、
广电网、无线宽带网等网络组合为基础，以智慧技术高度集成、智慧产业高端发展、智慧服务高效便民
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发展新模式[4]。

3.2. 智慧城市的特征
从智慧城市的定义中可以总结出智慧城市的几大主要特征[5] (如示意图 1)。
1) 全面物联，用智能传感设备将城市公共设施物联成网，对城市运行的核心系统实施感测；
2) 充分整合，使“物联网”与互联网系统完全连接和融合，将数据整合为城市核心系统的运行全图，
提供智慧的基础设施；
3) 激励创新，鼓励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智慧基础设施基础之上进行科技和业务的创新应用，为城市
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4) 协同运作，让城市的各个关键系统和参与者基于智慧的基础设施进行和谐高效的协作，达成城市
运行的最佳状态。

3.3. 人的需要与智慧城市建设
未来理想城市不仅在于满足人类主存需要，还在于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这正
是我们探索城市本质的意义之所在，也是我们考证和评价各国城市好坏的重要的通用的标准[2]。智慧城
市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各种需求作出智能的响应，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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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smart city
图 1. 智慧城市示意图

类创造美好的城市生活。所以，可以说智慧城市是为了更加智能的满足人的需要。
相较于城市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的本质。智慧城市不仅强调了人的
主体地位和人的需要，还将社会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协调运作，更加智能地满足人不断发展变化的各种
需要，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符合我国科学发展观的原则。

4. 智慧城市的应用
4.1. 城市的基本功能
奈斯比特认为，真正的世界都市不是看谁人口最多，而是取决于哪座城市的功能最齐全。城市功能
之于城市正如人体机能之于人的意义。城市的功能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方向。对于城市功能的理解，不同
的学科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而言，城市功能是一个复合体，包含城市承担的功能类型和功能作用的空间
范围。不同类型的功能具有不同的服务空间范围[6]。如果将现代人的需要与城市基本功能相对应，可以
对城市基本功能进行界定，将城市基本功能分为六个方面：养育功能、教育功能、生产功能、娱乐功能、
管理功能、记忆功能(具体对应关系如表 2) [2]。

4.2. 智慧城市的具体应用
智慧城市的功能在于将城市的基本功能智能化地体现在城市的各个方面。近年来，智慧城市理论开
始强调人以及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不再是单一的重视技术手段的应用。这与智慧城市的最终目的相契合，
就是将城市的基本功能智能化，为人类创造美好的城市生活。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智慧城市主要应用在
智慧交通、智慧医疗和智慧教育三个方面。
4.2.1. 智慧交通
与传统交通不同，智慧交通是在交通领域中充分运用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自动控制、移动
互联网等现代电子信息技术面向交通运输的服务系统。我国的智慧交通于 2014 年 9 月 2 日创立[7]。智慧
交通主要是在整个交通运输领域充分利用物联网、空间感知、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综合运用交通科学、系统方法、人工智能、知识挖掘等理论与工具，以全面感知、深度融合、主动服务、
科学决策为目标，通过建设实时的动态信息服务体系，深度挖掘交通运输相关数据，形成问题分析模型，
实现行业资源配置优化能力、公共决策能力、行业管理能力、公众服务能力的提升，推动交通运输更安
全、更高效、更便捷、更经济、更环保、更舒适的运行和发展，带动交通运输相关产业转型、升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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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needs and urban basic functions
表 2. 人的需要与城市基本功能的对应关系
城市基本功能

养育功能

教育功能

生产功能

娱乐功能

管理功能

记忆功能

人的需要

生存需要
生理需要
延续生命需要

学习需要
自我实现需要

生存需要
劳动需要
社交需要
自我实现需要

娱乐需要
社交需要
休闲需要
自我满足需要

社交需要
尊重需要
自我实现需要

安全需要
创造需要

4.2.2. 智慧医疗
智慧医疗英文简称 WIT120，主要指医疗卫生行业通过打造健康档案区域医疗信息平台，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技术和互联网+应用平台实现患者与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之间的互动，并逐步达到信息
化。使所有社会公众及时得到高品质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全面完善终身的健康管理是智慧医疗的最终目标。
智慧医疗作为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关键要素和对民生影响最大的单元之一，其应用推广将对我国医疗卫生
行业改革产生重大影响[9]。我国卫生部早在十二五期间就为智慧医疗的推广应用作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十三五期间，智慧医疗的推广应用已经成为工作重点之一。
4.2.3. 智慧教育
对智慧教育的定义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解读，从狭义的角度界定，智慧教育即教育信息化，是指在
教育领域(教育管理、教育教学和教育科研)全面深入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过程
[10]。具体而言，智慧教育可理解为一种智慧教育系统，其定义为“智慧教育(系统)是一种由学校、区域
或国家提供的高学习体验、高内容适配性和高教学效率的教育行为(系统)，它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为学生、
教师和家长等提供一系列差异化的支持和按需服务，能全面采集并利用参与者群体的状态数据和教育教
学过程数据来促进公平、持续改进绩效并孕育教育的卓越”。其技术特点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
多媒体化，基本特征是开放、共享、交互、协作。以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现代化，用信息技术改变传统
模式[11]。但是智慧教育绝不等于教育信息化，智慧教育作为现代教育信息化的新标准，是素质教育在信
息时代、知识时代和数字时代的进一步提高和深化发展[12]。

5. 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
5.1. 现阶段我国智慧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
5.1.1. 对智慧城市的本质认识不清
当前很多城市在进行智慧城市建设时急功近利，一味地追求数量和速度，忽略了人的真实需要，忽
视了智慧城市的本质。智慧城市建设不仅仅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还要为持续的社会学习和创新创
造条件[13]。智慧城市的蓝图设计不仅仅局限于实现物质上的飞跃，更多的应该是为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提供更加智能化的服务平台。
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要了解现代人的需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一步步实现建设智慧城市的目
的，这样才能完成智慧城市的使命。
5.1.2. 技术决定论倾向
现阶段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技术决定论的倾向，很多人将智慧城市与信息现代化相混淆，
认为智慧城市建设就是实现信息现代化，只要将信息技术与城市建设相结合就是智慧城市等等，这些观
点都是对智慧城市片面化的理解。智慧城市虽然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应用，但是高于信息现代化的标准，
信息现代化只是智慧城市的技术支撑，最终仍将服务于智慧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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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忽略了人与城市建设的互动关系
英格尔斯认为国家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取决于人的因素，这对于城市同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城市建
设中必须把人的现代化考虑进去，智慧城市建设同样也应该将人纳入其中。充分发挥个体的作用，考虑
到城市与人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建设一座座没有人性化的建筑，博崇兰教授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
展理论与实践》中就指出：“我国城市环境缺少艺术美感。城市建设中的趋向化现象在我国也或多或少
地发生了，而且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现在的城市建筑几乎是千幢一面，东西南北各地的建筑，千篇
一律。”智慧城市建设是要城市的基础设施与人形成良好的互动，极大地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发展，
创造美好的生活。

5.2. 总结与思考
5.2.1. 信息技术的定位
智慧城市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社会公平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相比传统的可持续发展和智慧增长
理念，智慧城市则更加强调信息网络技术在未来城市发展中的巨大潜力[14]。但是，作为智慧城市发展的
技术支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将来极有可能成为智慧城市的主导力量。如果智慧城市的建设由大的
跨国信息技术公司主导，必然会强调商业利益，而忽略智慧城市的社会价值[15]。所以，如何合理有效地
利用信息技术，防止信息技术的垄断将是未来智慧城市发展必须重视的方面，当然，国家也可以尽早扶
持国有信息技术公司的崛起，避免市场上高端信息技术的垄断。
5.2.2. 城市建设与人的需要相契合
在城市建设上，按人类的本性和需要来建设城市都符合城市发展规律，否则，都是违背城市规律的
[16]。城市的建筑不应该追求过快的推陈出新，要充分考虑人的购买力和需求，在了解了现代人的需要结
构变化和未来的趋势后，才能实现建设城市的目的。我国的城市建设总是将关注点放在了外在，容易忽
略人的真实需求，智慧城市的建设就是要发掘人的需求，整合社会资源，实现人的美好生活。城市建设
不仅仅是建筑物的建设，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更好生存和发展。
5.2.3. 挑战与机遇
智慧城市建设对传统的城市规划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城市管理阶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的城
市规划需要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实现创新和发展，城市的管理人员相应的也需要学习相关的计算机技术，
与软件开发人员合作，不少部门还需要引进相关的技术人才提供技术支持。这些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需
要城市管理阶层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充分实现人员互动，协调整合社会资源，缓和各项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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