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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数字革命进程的加快，有些社会评论人士

推测，数字革命将会导致城市的消亡。他们认为，因为人的大多

数互动将发生在网络空间里，所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将会弱化。 

 

二十年过去了，情况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人类的许多活动继

续发生在实体空间。在本世纪初期的时候，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

农村人口。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全球的城市人口总量将相当

于2002年全球人口的数量。在此背景下，未来的城市将会呈现何

种面貌呢？ 

 

在经济、社会和创新机会的吸引下，人们会继续涌向城市。相对

于农村而言，大城市的生产效率更高，能够产出更多的专利，提

供更高的资本回报。麦肯锡1预计，从现在开始到2025年，全球最

大的100个城市将产出全球35%的GDP。 

 

但是，城市化也带来了重大挑战。在适应增长和工业化的过程中，

那些快速发展的城市也遇到了问题。在污染、拥堵和城市贫困的

压力下，这些城市已经不堪重负。在发达国家，城市扩张使得其

人均资源消耗水平远超发展中国家。城市环境放大了包括气候变

化、水资源和粮食安全以及资源短缺在内的全球性威胁，但城市

同时也为应对这些全球性威胁提供了框架。 

 

既然未来城市的扩张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那么城市

就需要不断推动创新。本报告介绍了全球最佳的十个城市案例，

分析了它们如何通过创新解决方案，应对各种问题。许多方案可

以推广复制，也可以根据城市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有些方案需

要采用新技术，而有些方案不过是把一些古老的构想与技术结合

而已。 

这些创新举措反复体现了四大原则。在应对城市复杂问题的过

程中，这些原则可以作为探寻创新解决方案的核心框架： 

 

利用闲置能力：许多创新方案有效利用了现有的、没有得到充

分利用的资源。比如说，Airbnb把闲置的私房用于出租；把学

校和娱乐设施的位置集中在一起，让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可以

共享空间；循环经济为再利用、回收利用和升级利用提供了机

会。 

 

减少高峰需求：不论是电力、水资源、道路，还是公共交通，

为了应对需求高峰，超过20%的能力在许多时间都处于闲置状

态。利用技术对需求进行管理，或者采取创新定价机制，都可

以减少高峰需求，从而大幅降低财政和自然资源的负担。 

 

小型基础设施思维：城市总是需要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但

城市有时也需要小型基础设施，比如建设自行车道，提供公共

自行车，以及种植树木应对气候变化等。采取上述措施也可以

对城市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创新以人为本：改善城市的最佳途径便是将市民动员起来。不

论是推出智能交通信号灯，还是征收垃圾税，在技术、服务与

治理领域的创新本身都不是目的，而是影响行为、改善城市居

民生活的手段。所有的创新都应以市民为中心，坚持大众化设

计的原则，适应各个年龄层次和不同能力者的需求。 

1 http://www.mckinsey.com/insights/urbanization/urban_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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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数字化手段）重新设计空间 

背景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消费者喜好的改变，人们对

城市空间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未来30年，城市人口将从40亿增长

到70亿，到2050年，城市的承载力需要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番。如

果还是采取传统的实施大规模工程的方法，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

有财力去满足这样的基础设施需求。因此，我们的重点应该是更好

地利用现有的基础设施。 

 

措施 

市中心过去在适应20世纪重型的、侵入型技术时举步维艰，但是却

可以轻松接纳当今清洁的、知识型轻工业和数字技术。各个城市已

经开始对自己的空间进行重新设计，希望在有限的空间内挖掘更多

的潜力：温哥华提高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环保要求；格拉斯哥开始

从扩张政策向集中政策转型；纽约把沥青用于拓宽步道和开放空

间；墨尔本则在过去30年，对面积高达86公顷、利用效率低下的道

路和其它空间进行了重新利用，并把中高密度的新住宅开发项目集

中在地铁和地面公共交通网络周围。 

潜力 

墨尔本通过这个方法将其税负从13%降低到了4%多一点。从现在

开始到2050年，如果墨尔本在目前的承载范围内能够容纳新增的

350万人口，那么它就相当于在未来50年节省了大约4,400亿美元的

基础设施投资。如果都采用这样的方法，即便是宝贵的、具有历史

意义的老城区也可以重新焕发活力，这些老城区不仅可以接纳“知

识型工人”，还可以接纳新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3D打

印机和数字化制造，因为技术进步可以催生新的工作组织方式、职

业模式和生产地点。在此情况下，建筑本身也将可以采用数字化手

段进行设计，其功能将可以在剧院、体育场、社交场所和夜总会之

间随时切换，从而把城市对环境的影响控制在最低水平。 

实用链接： 
http://www.melbourne.vic.gov.au/ParksandActivities/Parks/Pages/ErrolS

treet.aspx 
https://www.melbourne.vic.gov.au/AboutMelbourne/Statistics/Documen

ts/TransformingCitiesMay2010.pdf 

图1：这个位于迈阿密海滩的多层停车场也可以举办派对、上瑜伽课和举办婚礼。这个混凝土建筑于2010年完工，中间的水泥板由楔子形的柱体支撑，为停车空间提供了良好

的自然采光。除了下面的商店和餐厅以外，用于停车的楼层也可以用来举办其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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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联网：管道组成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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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人口增长、生态威胁和气候变化等因素，让管理和保护有限的淡水

资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紧迫。预计到2030年，淡水需求将

超过供给的40%。目前，因为泄漏导致的平均水资源损失约为

25-30%，在有些公用事业单位的损失甚至超过50%。 

 

措施 

智能水管理模式在管网中安装感应器，监控水流并管理整个水循

环，从而提供可持续的水源，满足人类和生态的需求。许多公司，

比如以色列的TaKaDu，正在打造云计算解决方案，实现水管与物

联网的联接，让人们可以主动防控洪水和收集雨水，并在重大损坏

发生之前就可以识别管网中的薄弱环节和堵塞状况。比如说在澳大

利亚的昆士兰，Unitywater每年直接减少的水资源损失为10亿升，

相当于节约了190万美元。该公司把发现和解决管网故障的时间减

少了三分之二，并把水资源供给量提高了20%。 

潜力 

利用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新技术，污水管网上安装的感应器可

以让科学家分析细菌和病毒，监控卫生政策的影响，并能够更

快地检测出流感病毒等传染性疾病，从而预防传染性疾病的爆

发和扩散。这样的预警可以有效预防大规模传染疾病的爆发，

从而拯救更多生命，大幅降低医疗成本。 

实用链接 
www.takadu.com 
http://www.ch2m.com/corporate/water/water-resources 
http://underworlds.mit.edu 

图2：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与规划系的可感知城市实验室主任（Senseable City Lab）Carlo Ratti教授和生物工程系教授Eric Alm带领一个研究团队，开发了一个可以从污水中收

集和分析生化信息的系统，这个系统可以用作“智能污水平台”。这个项目的名称为Underworlds，目前正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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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社交网络上领养一棵树 

背景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预计未来的极端气候事件将

会日益增多，它们会给城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带来挑战。

应对挑战的主流方法是建设工程性项目，比如搭建墙体、防水壁、

防洪堤和其它设施，以尽量减少未来暴风雨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另外一个应对方法便是植树造林，但这个方法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视。研究显示，城市的绿地面积增加10%便可抵消气候变化导致的

温度上升：植被不仅可以阻挡短波辐射，防止水分蒸发，还可以降

低空气温度，创造舒适的小气候环境。树冠和树根也可以减少雨水

流动，平衡营养负荷。 

 

措施 

墨尔本通过其“城市森林战略”（Urban Forest Strategy）鼓励市民

以绿化城市为豪。该战略涉及7万多棵树，所有的树在一个中央数

据库里都有标签：市民可以领养一棵树，给其命名，跟踪其生长过

程及其抵消的碳排放数据，市民还可以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这些数

据。每棵树都有自己的电子邮箱，市民可以利用这个邮箱报告树的

问题和疾病，甚至可以通过这个邮箱发送情书。 

潜力 

树林现在覆盖了墨尔本22%的面积，这个数字到2040年将会提高到

40%。墨尔本通过开发相应工具，建立机制，衡量植树造林对缓解

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开展相关模型分析。通过这些措施，墨尔本正

在成为城市植树造林的全球领导者。 

实用链接 
http://www.melbourne.vic.gov.au/Sustainability/UrbanForest/Pages/Ab

out.aspx 
http://www.rebuildbydesign.org 

图3：墨尔本开发了一个名为Urban Forest Visual的新网站，这个网站对城市树木按照辖区划分，详细介绍了它们的位置、种类和寿命。这个互动式的树木地图可以让用户了解

本市的树木数据，包括它们的寿命和多样性。用户还可以在网站上提交问题。 

6 十大城市创新 



4.人类增强技术：新一代交通 

背景 

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现代派观点影响了城市的发展，这些观点

鼓励城市扩张，建设高楼大厦并以汽车为中心，然后以高速公路连

接世界。这些观点没有考虑步行、骑行、公共交通和精心规划的城

市公共空间，但是这些元素恰恰体现了健康、安全、人性化、宜居

性和可持续性，它们也是城市实现环保、活力、平等和宜居必不可

少的元素。 

 

措施 

提高步行者和慢行交通工具使用者的安全，可以激励更多的人乘坐

公共交通，从而减少拥堵和污染，改善人们的健康。此举也可以让

通勤更为便捷（在高峰期，自行车的平均速度要高出40%），降低

其成本，提高可预测性。鼓励骑行自行车的小规模投资可以带来大

回报：英国政府的一项研究1显示，该投资回报比可高达1:35。类似

的低成本解决方案还包括开辟独立的自行车道，推出公共自行车服

务，对交通信号灯进行阶段性调整，以适应自行车的速度，以及在

道路两旁种植树木，降低交通速度。 

潜力 

随着感应、光学和嵌入式处理器技术的进步，全新的交通解决

方案也许会不断涌现。比如说，麻省理工学院的可感知城市实

验室开发了“哥本哈根车轮”，这种车轮可以添加到现有的自

行车上。该车轮上的电池可以捕捉你在刹车和下坡时产生的能

量，并利用这个能量提高脚踏板的推动力，从而让骑行更加省

力。如果我们采用这项创新，那么利用自行车出行就会进一步

普及。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 
data/file/348943/vfm-assessment-of-cycling-grants.pdf 
1 

图4：“哥本哈根车轮”可以让你的自行车变成一辆智能的混合动力电动自行车。这个车轮包括一个马达、电池、多个感应器、无线联接和内置控制系统。这个车轮可以识别你

的蹬车方式，进而和你的动作实现无缝对接，成倍提高你的脚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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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热电冷三联产 

背景 

在所有的二氧化碳排放中，有五分之三源自发电、发热和工业消耗

（IEA2011年数据）。因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

等因素，从2010年到2035年，全球能源消耗预计将增加约50%，达

到2,260亿兆瓦时（WEO2010年数据；EIA2011年数据）。如果技术

上没有突破，那么新增的能源消耗将会大幅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 

 

措施 

在传统的发电厂里，发电会浪费掉一些热能，而“热电联产”机械

系统可以捕捉和利用余热，大幅提高能源效率。具体而言，“三联

产”系统可以通过吸收式制冷机技术，利用热能给建筑供暖或制冷

——比如给放置大量计算机的办公室制冷。目前，斯堪的纳维亚、

南欧、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正在逐步采用“三联产”技术。 

潜力 

四联产则更进一步，它不仅回收发电过程中的二氧化碳，还回收燃

气燃烧产生的热能。二氧化碳可以用于生产工艺、园艺和食品加工，

比如给软饮料添加碳酸气。四联产不仅在运营上具有灵活性，还可

以降低运营成本，实现二氧化碳的低排放或零排放。采用四联产最

主要的挑战在于先期投资太大。 

实用链接 
http://www.digital21.gov.hk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index.html 
http://www.cityofsydney.nsw.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7/1930

57/Trigeneration-Master-Plan-Kinesis.pdf 

图5：本图源自悉尼的《三联产总体规划》（Trigeneration Masterplan）。项目期间，它将为悉尼每年减少3%的碳排放，为市政府和市政府办公楼每年节约32万美元的能源费用，

从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悉尼2030》（Sustainable Sydney 2030）目标做出贡献。 

8 十大城市创新 



6.共享式城市：利用闲置资源 

背景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消费模式一般都是线性的——一直

遵循“攫取、制造、消费和废弃”的经济模式，消耗了大量的材料

和能源。如果我们的经济可以向循环模式转型，就可以减少资源的

消耗和排放。循环经济与共享经济密切相关，在共享经济模式下，

消费文化倾向于把产品视作服务，确保它们的使用效率能够实现最

大化。 

 

措施 

Airbnb这样的网站让出租闲置空间变得更加容易，从而减少了闲置

建筑被浪费的空间。同样，许多城市居民也在利用拼车网站与别人

拼车，减少了车辆搭载能力的浪费；有些人甚至直接放弃购买车辆，

选择加入基于网络的汽车共享聚乐部。现在，这些模式广泛存在于

全球的各个角落。当市民有闲置物品时，诸如Streetbank这样的网

站可以让他们很方便地把物品分享出去，或者直接把闲置物品转让

给他人。 

潜力 

我们可以把共享的原则应用到硬件与软件基础设施以及娱乐设

施中去。位置集中可以减少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同时可以在减少

资源和成本消耗的情况下，让基础设施发挥更大效用。比如说，

把一所新的中学与州体育公园放在一起，可以让体育场馆和其它

设施实现共享，从而提高设施的使用强度；把儿童医疗服务与学

校集中在一起，可以取得更好的医疗卫生与教育效果；一个政府

机构的闲置土地也可以转让给另一个政府机构，提高土地的使用

效果。 

实用链接 

www.airbnb.com 
www.streetbank.com 
www.zipcar.com 

图6：互联网为个人向更大的市场销售货物或提供服务降低了成本。类似Airbnb这样的网站说明，把全球各个角落的客户通过网络联接起来，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也弱化了

大型连锁企业的规模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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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按需交通 

背景 

车辆拥堵问题——以及因此带来的空气污染——产生了大量的资

金和人力成本。仅在美国83个最大的城市中，拥堵浪费的时间和

燃料价值就相当于600亿美元。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每年超过

100万人死于室外空气污染，而空气污染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车辆

造成的。此外，还有许多人死于交通事故。 

 

措施 

数字信息与通信技术可以提高车辆交通管理的效率。实时信息让

我们第一次可以对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进行监控，通过动态的优

化算法，实时信息还可以帮助我们充分利用闲置车辆资源。比如

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尓湾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名为“大

众交通车辆路线规划”的算法，该算法可以实时为车辆规划路线，

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它可以满足车辆接送乘客的需求。 

潜力 

日益普及的智能手机以及它们日渐强大的实时运行应用的能力，使

得研究人员可以基于车辆共享的思路，开发更加智能的全新交通系

统。个人和出租车都是根据需要才出行的，这个特点让它们可以有

效替代公共交通。无人驾驶汽车也会对城市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模

糊私人交通与公共交通之间的界限。“你的”车在早上的时候可以

带你上班，然后它还可以搭载你家里的其他人，而不是闲置在停车

场——或者说，它可以搭载你所在社区的其他人，甚至是社交媒体

社区或者同一座城市的其他居民。 

实用链接 

http://hubcab.org 
http://www.uctc.net/papers/748.pdf 

图7：麻省理工学院的可感知城市实验室最近和奥迪以及通用电气合作发起了一个名为HubCab的项目，该项目通过分析出租车的路线，研究纽约市车辆分享的效益和影响。这

个数据来自2011年在曼哈顿登记的13,586辆出租车的1.5亿次出行纪录（HubCab，2014年）。这些利用GPS导航的出租车报告了它们的地理坐标（经度和纬度），以及每次出

行的起点和终点，由此产生了这个接送点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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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麦德林焕发新生：基础设施促进社

会融合 

背景 

1992年的时候，哥伦比亚的麦德林还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

之一。今天，它被视为通过建筑改变城市面貌的试验场，由市长

Sergio Fajardo任职期间发起（2003-2007）。城市的建设项目通常

都是为了应对硬件问题，但是麦德林却选择了不一样的战略，这座

城市把建筑和城市化作为推进社会融合的手段。 

 

措施 

埃斯帕纳图书馆公园（España Library Park）和作为公共交通的空

中缆车等项目是推进社会融合的标志性工程。这些工程从空间、社

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它们把这座

城市的低收入居民、社区和繁荣的商业中心连接了起来。因此，麦

德林在过去十年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空间格局上，还体现在居民的思

维和认识上：现在，当地居民把文化视作发展的重要手段。这种特

殊的城市化方式引起了专家的注意，他们现在把麦德林看作是城市

规划和治理的典范城市。 

潜力 

利用建筑和城市化推进社会发展，可以在硬件、功能和行为等

方面带来令人惊喜的变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的联接途径

不仅打破了城市里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隔阂，也可以有效遏制并

逐渐消除城市中的暴力行为。 

 

 

实用链接 
http://www.one.org/international/blog/why-residents-of-kibera-slu

m-are-rejecting-new-housing-plans 

图8：麦德林的山坡上住着这个城市最为弱势的群体，它的缆车项目旨在改善这些居民的交通和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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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智能网络：智能灯柱成为城市感知平台 

背景 

一般路灯的维护与运营成本对于市政当局来说太高了，而且这些路

灯有时还有毒气。在未来几年，全球将会有40亿盏路灯采用LED技

术。相对于传统路灯，LED路灯的寿命更长，消耗的能源更低，而

且产生的有害副作用也更少。 

 

措施 

新一代LED路灯可以作为平台使用，路灯上可以配备传感技术，收

集天气、污染、地震活动、交通、人流、噪音和大气污染数据。因

为这些智能化灯柱构成了一个网络，所以它们可以实时感知城市发

生的一切，并在某些方面提供创新解决方案，比如公共安全和发现

免费的停车场所。在物联网世界论坛举行期间的步行参观活动中，

思科、Sensity公司和芝加哥市便展示了这样一个系统，该系统名为

“照明感知网络”（Light Sensory Network）。 

潜力 

LED技术转型为城市提供了机会，让城市可以把只会消耗能源和资

金的路灯从“死资产”变成可以创造收益的“活资产”。LED技术

的应用方式将决定公众的使用方式。在利用路灯对公众进行监控的

时候，透明化是一个关键考量。 

 

 

实用链接 
www.sensity.com 
https://arrayofthings.github.io 

图9：“物阵列”（Array of Things）是芝加哥一项城市感知项目，它是由模块化的互动感应盒组成的网络，它们分布在整个芝加哥市，可以实时收集城市的环境、基础设施和

活动数据，用于开展研究和公共管理。这个项目本质上就像这个城市的“健康跟踪器”，可以衡量芝加哥的各项宜居指标，比如气候、空气质量和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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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城市农场：蔬菜垂直种植 

     

背景 

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会增长到90亿。在新增的20亿

人口中，大多数将会生活在城市。为了养活这些新增的城市居民，

我们需要彻底重新思考全球的粮食体系，因为当前的粮食体系造

成了巨大的浪费。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发现，在欧洲种植的易

腐烂蔬菜中，45%在端上餐桌之前就被浪费了，而其中的许多浪费

都是因为供应链过长和没有效率造成的。 

 

措施 

减少粮食体系浪费的一个简单方法便是对农场进行迁移。建筑的

屋顶和墙壁都可以采用无土栽培和溶液培养系统种植粮食，从而

实现在消费者家门口种植粮食。溶液培养系统可以把营养直接提

供给植物的茎部，其用水量比传统种植方式要少10倍。此外，LED

照明技术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它不仅高效，还能发出可以促进作

物生长的特定波长，这意味着城市农场可以以叠加的方式搬进室

内。Aero农场便采取这样的种植方式，它对蔬菜进行多层叠加种

植，其每平米的产量是传统农场的100倍。 

潜力 

Freight农场等企业对集装箱进行了升级利用，它们提供一种“即

插即用”的城市农场模式，你可以用智能手机对其进行控制。

这些集装箱可以叠放在城市的停车场等闲置空间，然后马上就

可以为城市生产食物。Sky Greens等公司则采用鱼菜共生系统，

利用渔场的排泄物为植物提供肥料，在养殖鲤鱼的同时种植生

菜。在伦敦最初的设计中，城市周围是留有农田的。当时，这

条“绿色地带”设计的目的是在保护自然的同时，保证这个不

断发展的都市的粮食安全。现在，新一轮城市农场的发展可以

视作是新型垂直绿色地带的扩张，它们在把自然带入城市中心

的同时，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粮食。 

10 

图10：任何人都可以在Freight农场40’x8’x9.5’的集装箱中种植新鲜农作物。Brad McNamara和Jon Friedman在意识到这个世界需要更有效的方法来种植和获取粮食时，他们提出了这

个构想。最初，他们想在屋顶上搭建温室作为农场，但是在经历几次物流问题之后，他们决定把农场搬进集装箱里。（图片由彭博社的Chris Rank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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