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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科技革命和城市化的推进，智慧城市

的创新理念及实践在国外内均得到广泛持续推进和深入发展，已

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战略方向。[1]作为智慧城市的重点组成

部分，智慧社区被视作智慧城市落地的基础单元，其建设推动了

现阶段社区管理与服务智慧化的深入发展，对促进智慧城市健康

发展、进一步改善社区居民生活环境具有积极促进作用。[2]

1.1 智慧社区起源与发展

智慧社区的概念与建设的雏形源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美

国总统宣布成立了“智能化住宅技术合作联盟”，引导新技术进

行住宅设计和建造。其后，一些地方自发地开展了提升基层社区

组织信息化水平的实践，一般称之为“社区数字化”或者是“电

子社区”。

1992年，圣地亚哥大学的通讯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

ter for Communication）正式提出了“智慧社区”的口号，以应

对20世纪后期的快速的技术变化与复杂的社会经济挑战，并从

1997年开始出版了“智慧社区指导手册”（Smart Communities 

Guidebook）等成果。[3]随着这一进程的扩散，在欧洲、日本、东

南亚等地区，智慧社区也应运而生。1998年日本提出了超级家庭

总线技术标准（HBS或S-HBS, Super-home和BUS system）。

1999年美国微软公司在中国抛出“维纳斯计划”、随后国内以

TCL为首的一些电视生产厂家也开始迈出了智能社区产品的探

索。(肖羽.中国智慧社区发展实践及其前景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

院，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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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底，IBM公司提出“智慧地球”的理念，建议政府

投资新一代的智慧型信息基础设施。2009年，IBM进一步提出了

智慧城市的概念，使其成为智慧地球应用领域之一，也是智慧地

球概念实践的基本单元。自此，智慧城市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

高度关注，我国也开始开展大量智慧城市的实践。在此过程中，

社区以其适当的空间尺度与相对完整的体系结构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智慧社区开始成为智慧城市的重要应用领域，从而形成了

“智慧地球-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实践体系，以及与智慧地球、

智慧城市一脉相承的智慧社区概念。[4]

1.2 国内外智慧社区定义

虽然国内外智慧社区的探索和实践较多，但是关于智慧社区

的定义却并未形成共识。各国、各组织、我国各部委以及学者们

均提出了多种智慧社区的定义。

整体上，国外对智慧社区的理解相对侧重于通过新技术的综

合应用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如智慧社区论坛（ICF）将智慧社区

概括为在网络经济对传统经济提出挑战的背景下，社区利用信息

技术等措施促进社区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Communications ICF. The 

Smart Community Concept[EB/OL]. 2011－11. http：//www.smartcom－

munities.org/)智慧社区国际研究网络（Smart Community Interna-

tional Network）将智慧社区定义为带有如下未来特征的社区：

ICT的新应用和基于网络的服务为居民、机构、地区提供更好地医

疗保健、教育培训和商业机会。[5]美国迪比克市认为，智慧社区指

的是采用一系列新技术，将社区的所有资源都连接起来，从而侦

测、分析和整合各种数据，并智能化地做出响应。而日本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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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的过程中，更多强调节能减排、新生能源等为智慧社区

基本设施提供更长久、可持续的能源动力。

国内则更多的是将智慧社区作为一个智慧城市建设的最小

实施单元，关注社区各类资源的整合与信息系统的构建，并强调

智慧社区综合平台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如2015年《上海智慧城

市发展报告》中指出，智慧社区是运用信息技术搭建的一个综合

平台。从社会组织的意义上讲，其实质是一个聚集各种社会主

体、集中各种利益与需求、一定水平上直接配置部分社会资源而

集聚多样化社会功能的综合性枢纽。[6]住建部在《智慧社区建设

指南》中，将智慧社区定义为通过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

区域人、地、物、情、事、组织和房屋等信息，统筹公共管理、

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等资源，以智慧社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支

撑，依托适度领先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社区治理和小区管理现

代化，促进公共服务和便民利民服务智能化的一种社区管理和服

务的创新模式，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和社区服务体系建

设目标的重要举措之一。

1.3 明确智慧社区内涵的重要性

在国内外对智慧社区定义的探讨中，可以看到智慧社区的

建设收到了广泛的关注，国内外均在研究如何进行智慧社区的

建设，但这些诸多的探讨也表明我国对智慧社区并未达成统一共

识。在各城市、部委、组织等对智慧社区的认识和理解千差万别

的背景下，智慧社区的建设试点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这势必会

导致其建设过程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梳理国内外已有

定义、总结建设实践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明确的智慧

社区定义，促进对智慧社区内涵的理解，对于智慧社区建设的标

准化进程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2、国外智慧社区建设的标准化审视

尽管智慧社区的口号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提出，但直至

2009年IBM提出智慧城市概念之后，智慧社区的实践才开始在美

国、欧洲、英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广泛开展。

在国外智慧社区的建设实践过程中，大多采取标准化措施作

为管理支撑和管理手段，如英国ESD标准平台在地方社区标准化

工作中发布的各类电子服务标准、新加坡政府构建的电子政务协

同工作框架——政府服务技术框架（Service-Wide Technical Ar-

chitecture，简称SWTA）等。（表1）

 
表1  国外智慧社区建设中的标准化相关工作

国外智慧社区的建设实践涉及智能能源（电、水、汽、

热）、节能设施、废弃物管理、环境管理、道路交通、智能建

筑、健康照护、智慧安防、教育与文化、养老、专门人群服务、

电子政务等各个方面的内容。[7]根据其建设思路、框架与关注点的

共性与差异，可以总结出它们普遍强调运用新技术在满足居民需

求与打造可持续社区，因此具有技术导向、人本导向、环境导向

等三个基本特征。

2.1 技术导向

智慧社区建设主要以智能技术为导向，注重资源连接与整

合，强调“智慧”背景下对电子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机制的研究。

道格拉斯·霍母斯（Douglas Holmes）从社会压力、学习、生活的

质量、犯罪行为、战争等角度分析了电子政务中信息资源共享的

一些问题，认为应把网络作为推进器，完善对公民的信息共享。

2.1.1 美国迪比克市：社区资源的泛在连接

2009年9月，美国中西部爱荷华州的迪比克市与IBM共同宣

布，将建设美国第一个“智慧社区”——一个由高科技充分武装

的60000人社区。社区通过采用一系列IBM新技术，将社区的所有

资源都连接起来（水、电、油、气、交通、公共服务等），因此

可以侦测、分析和整合各种数据，并智能化地做出响应，服务于

社区居民的需求。

2.1.2 “欧洲2020战略”：ICT的深度应用

欧盟的“欧洲2020战略”旨在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的深度应用

和广泛普及，取得稳定、持续和全面经济增长，典型城市如斯德

哥尔摩和阿姆斯特丹等，通过培养公众信息素养和推进电子政务

发展两方面加强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来

解决交通、电网、交通拥堵问题和能源利用率等问题。

2.2 人本导向

智慧社区建设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应该把技术用来为居

民服务[8]。一方面，智慧社区的建设和规划应以社区居民和辖区社

区等服务对象的需求和满意度为衡量标准，旨在促进全社会的广

泛参与；另一方面，应在硬件提升的基础上，带来居民的思考与

行为方式的智慧，打造智慧化的人（Smart People）。

2.2.1 英国的“digital Britain”计划：数字应用下的公民

提升

英国的“digital Britain”计划旨在改善基础设施，推广全民

数字应用，提供更好的数字保护，打造世界的“数字之都”。在

社区层面，一方面侧重于发展应对世界气候变化的各种智能和环

境友好型技术方案，推广可再生能源应用；另一方面通过打造泛

在网，培养公民的数字素养，使其参与到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当

中，同时推进智能交通系统的建设。

2.2.2 日本的“i－japan战略2015”：互联互通下的公共

服务

日本于2009 年 7 月推出“i-japan战略2015”（“智慧日本

战略”2015），将目标聚焦在电子化政府治理、医疗健康信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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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教育与人才培育等三大公共事业。在上海世博会上，日本馆

更是以“连接”为主题，用信息化最新科技让人们看到二三十年

后城市“智慧生活”的美好场景，展会上所亮相的“未来邮局”

融合了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在邮局中不仅能够寄送信件，还能

实现人与商品的智慧交流。

2.3 环境导向

环境可持续性是衡量一个社区生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智慧

社区建设旨在通过信息化与新技术推动可持续社区建设，应注重

可再生能源、废弃物循环、绿色节能设施与建筑、环境提升，打

造生态。

2.3.1 新加坡榜鹅镇：清洁能源打造绿色花园

新加坡“iN2015”计划通过构建清洁能源系统，发展清洁能

源来鼓励绿色建筑、废水利用等推广绿色环保节能措施的实施，

进而打造智慧花园型国家。在榜鹅镇，在规划建设过程中即打通

社区与一般邻里之间的关系，伴以智慧交通、智慧能源以及高性

能传感器网络。在绿色建筑方面，榜鹅镇通过感应风扇及照明系

统、自动感应灌溉系统等，提高可再生资源、清洁能源在建筑中

的应用，从而减少资源浪费，打造智慧花园型社区。

2.3.2 日本神奈川县：能源管理构建节能社区

日本神奈川县藤泽SST（sustainable smart town）社区项目

建设以实现科技与自然环境的完美结合、建成能源自循环型安心

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社区为目标，利用智能电网和家庭能源管理系

统等智能技术提供能源解决方案，通过能源管理设备、智能能源

网关、智能节水系统等设备应用实现节能环保与基本功能相互统

一。此外，通过在社区内大面积铺设电力、混合动力骑车所需充

电桩，以鼓励居民采用绿色出行方式，间接达到社区节能目的。

3、国内智慧社区建设的标准化审视

在国家“十二五”建设以及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动下，智慧

城市成为国内众多城市探索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战略，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地更是走在了国内前列。智慧社区作为

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很大的推动与发展，如北京市

首批的智慧社区试点就已涵盖16个曲线的512个社区。

2013年11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了《智慧社区建

设指南（试行）》，对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加强社区管理和服务

进行了论述，对智慧社区的评价方法、总体架构和支撑平台、包

含的内容和建设运营等方面给出了指导性要求。在北京、上海、

深圳、佛山等不同城市，也推出了相关的地方标准与导则。但是

迄今为止尚缺少一系列的国家标准来统一规范智慧社区的建设过

程，因此国内智慧社区的建设实践在技术方案与应用实施等方面

仍缺乏统一的规划、兼容和接口，处于离散状态。

3.1 北京：政府主导，面向民生服务

3.1.1 指导标准

北京市政府在2012年9月印发了《关于在全市推进智慧社区

建设的实施意见》的文件，就智慧社区建设工作进行了规范和指

导。其中，随文件一同下发的还包括《北京市智慧社区指导标准

（试行）》。该指导标准包括5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46

个三级指标，涵盖智慧社区基础设施、智慧社区服务、智慧社区

管理、保障机制和评估机制等内容。

3.1.2 建设特征

北京智慧社区建设具有政府主导，面向民生服务的主要特

征。通过提高民生服务信息化水平，整合各级办事服务系统，实

现标准化的办事服务流程，提高居民办事服务效率。如西城区广

内街道通过打造包括智慧中心、智慧政务、智慧商务、智慧民生

四个系统在内的社会服务管理平台，为政府、企业、居民提供了

多样化的智慧服务。（图1）海淀区紫竹院街道通过“知竹On-

line” 网上社区服务站，把口户、论坛、微博等互联网要素有机

融合，重点实现整合资源提供服务、搭建平台民意征集、创新模

式居民自治三项主要功能。

 

图1  北京西城区广内街道智慧社区系统架构

此外，通过打通管理者与居民的沟通渠道，促进居民生活智

能化发展、提高社区生活舒适程度。如东城区东直口街道胡家园

社区，根据社区老年居民较多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智慧居家养

老服务，通过搭载智能终端，开展社区老年人生活照料、家政服

务、文化教育等服务。西城广内街道槐柏商圈社区通过便民服务

网，将街区周边的学校、幼儿园、卫生服务站、超市、银行等机

构和社区商户等多种资源进行有机整合，为辖区内居民，特别是

行动不便、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老年人提供便捷、优惠的生活

服务。

3.2 上海：政企合作，强调智能管理

3.2.1 建设指南

2013年，浦东新区发布《浦东新区智慧社区建设指导意

见》，旨在加快推进智慧浦东建设（600284），同年推出《上海

市智慧社区建设指南（试行）》。其中，智慧社区建设内容包括

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化、生活服务便利化、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信

息化、小区管理智能化、家居生活智能化以及其他保障体系等六

万方数据



52

特 别 关 注
The Special Focus

智 慧 城 镇 综 合 管 理

个方面内容。

3.2.2 建设特征

上海的智慧社区建设具有政企合作，强调智能管理的主要特

征。从智慧社区管理的智能化出发，从管理角度入手，提高服务

效能，并以此为前提进一步延伸至社区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

浦东新区金桥碧云社区，通过政府与物联网研究机构以及相关企

业合作，打造了智慧社区总体服务平台，集中资源实现了智能家

庭终端、金桥碧云卡、社区信息门户网站、云计算中心等四大基

础项目。（图2）

 

图2  上海浦东新区金桥碧云社区服务平台的总体架构

3.3 深圳：企业主导，构建智慧平台

3.3.1 建设导则

2013年12月，深圳市政府发布了《深圳市智慧社区建设导则

（试行）》，该导则规定了深圳市智慧社区建设的基本内容、基

本原则、技术要求，以及运营和管理的基本方法，涵盖了建筑物

及基础设施、智慧应用、智慧社区信息化体系结构与平台设计、

智慧社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接口技术要求、智慧社区试点示范与

评价推广、智慧社区评价指标体系、智慧社区建设与运营指标体

系等主要内容。

3.2.2 建设特征

深圳的智慧社区建设具有企业主导，构建智慧平台的主要特

征。在中信红树湾社区，采用了企业开发的“家e通智能物业服务

系统V1.0”（ “家e通平台”），以物业管理公司为服务提供主

体，为社区居民提供了物业管理、生鲜蔬果配送、便利店快送、

家政服务、居家养老服务、便民信息服务、新媒体服务、智能家

居服务等众多功能，助力社区完成了信息化升级。

3.4 国内智慧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

可以看出，智慧社区作为社区工作信息化的新理念，能够满

足政府、企业和居民的社区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新要求，已经得到

了我国政府和国内多个城市主管部 的关注，有不少地区己经将

智慧社区理念付诸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但是，由于对智慧社区建设理念的理解的偏差，导致了各

地社区实践的各有不同，没有能够充分的贯彻智慧社区的全部内

涵；同时，全国各地在建设智慧社区时，对智慧社区技术体系的

建设和运用的水平也各有不同，受到具体建设执行部口的限制，

导致了现有的智慧社区技术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无论是从基础设

施到平台建设到上层的社区管理和服务等建设成果质量参差不

齐，并不完全符合相应技术体系的要求。

因此，有必要对智慧社区的理念内涵、体系架构进行研究，

总结已有的建设实践经验，结合现有智慧社区建设指标体系进行

需求分析，构建智慧社区标准体系和相关标准，指导智慧社区的

建设管理与服务。

4、智慧社区标准化建设展望

4.1 智慧社区的基本框架

总结国内外智慧社区的建设经验可以发现，真正的智慧社区

应通过信息化与新技术，以人为中心满足居民需求，从而推动社

区可持续发展。一般情况下，智慧社区的建设应涵盖硬件设施、

软件平台、应用服务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硬件设施包括市政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软件平台具体指智慧社区综合信息服

务平台；应用服务方面包括智慧社区治理、智慧社区管理、智慧

社区服务、智慧社区综合事务处理等内容。（图3）

 

图3  智慧社区的基本框架

在智慧社区的建设过程中，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建设模式或实

施路径，都应把居民放在优先考虑的主体地位，面向需求提供服

务。首先，要更加深入到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中，思

考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其次，要实现居民

日常生活的智慧化，不仅要“始于行为”，更要“终于行为”，

从信息共享、行为引导等方面入手，实现人的智慧化；最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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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4可以看出，直接采用粒子群算法的定位误差随着非理想

情况下锚节点的测距误差的增大不断增大，而采用本文方法，则

定位误差相对稳定，说明本文方法在有较好定位效果的同时还具

有较高的鲁棒性。

4、结论
通过理论分析非理想情况下锚节点的测距误差对未知节点位

置估计的影响，建立了非理想情况下锚节点的识别机制，利用粒

子群算法求解未知节点的位置，不断优化估计位置。实验证明，

本文方法比直接采用粒子群算法的定位误差更小，在有较好定位

效果的同时还具有较高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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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进一步强化社区协同治理，优化社区公共服务，促进社区融合

与公共参与，让居民能够积极参与社区的实际运作与设计。

4.2 智慧社区的标准体系框架

此外，在建设过程中，还应根据智慧社区已有的建设经验

与建设特点，基于目前的国内外标准化现状，把社区所涉及的各

类治理、管理与服务事项进行分类与梳理，构建智慧社区标准体

系，制定智慧社区急需标准，解决我国智慧社区建设在概念理

解、体系建设、技术手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智慧社区标准体系

应包括总体、基础设施、智慧社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智慧社区

治理与管理服务四部分内容。其中，智慧社区基础设施标准的重

点标准化领域有市政设施标准、公共服务设施标准、信息基础设

施标准及应急设施标准；智慧社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标准包括平

台标准与支撑技术标准；智慧社区治理与管理服务标准包括社区

治理、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等标准。（图4）

 

图4  智慧社区标准体系

5、结语
智慧社区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智慧城市建设水平

的集中体现，应该有一系列相关标准为之提供基础保障。智慧社

区标准的制定能够弥补我国的智慧社区建设中服务管理和服务规

范的不足，提供智慧社区建设的技术支撑，提高社区服务水平，

推进社会管理，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因此，是解决国内智慧城市

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以标准化的视角，审视了国内外的智慧社

区建设案例，归纳了国内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智慧

社区的基本结构，建构了智慧社区标准体系，为智慧社区标准化

工作提供了帮助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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