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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智能生活：21世纪中叶的家居及生活方式 

雷·哈蒙德（Ray Hammond）
在未来趋势与发展预测领域拥
有近40年的研究、写作和演
讲经验。 

 

他著有14本未来学著作，为
世界各地的大型企业以及欧洲、
美国和亚洲的政府部门和大学
撰文、咨询和讲学，并经常受
邀担任各国和国际广播电视节
目的采访嘉宾。 

 

2010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chal Gorbachev）向雷·哈蒙德授
予一枚由意大利众议院代表联合国颁发的奖章，以表彰其对未来学作出
的贡献。在致辞中，戈尔巴乔夫总统写道： 

“我们非常欣喜地嘉奖雷 ·哈蒙德持之以恒的研究工作以及对未来的惊人推测，
他的研究受到科学知识的启迪并出自对人类的关怀。“ 

作者按语 

本报告代表我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它不代表安世联合的观点。在应邀开展
研究并撰写本报告时，我得到关于研究主题领域的指引，但我被允许独立地就
所有议题展开论述。文中的错误和疏漏由本人自行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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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40年，新建房屋将以现场3D打印 

的方式建造，墙壁和地板将集成网络
连接和传感器，且由建筑机器人完成
装配。入住后，这些互联住宅将配备
家用机器人。 

这些超级智能房屋和公寓的建造成
本将比目前的同等住宅节省至少 

60%，且可以在几周内完成 

建造和安装。 在地方规划 

和区域划定条例进行相应 

修订的前提下，3D增材制造 

和机器人建造技术有望终结 

多国面临的住房短缺状况。 

2040年的大多数新建住宅将 

实现能源平衡——甚至是正 

能源建筑，同时为居住者提 

供各种各样的数字服务。每 

所住宅将成为一个软件和机器人平台，
为居住者和访客提供安全、舒适、气
候管理以及周全周到的智能服务和娱
乐活动。21世纪中叶的智能家居将成
为一个物联网（IoT）的枢纽。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在本章节描述
的是新建住宅，而到2040年，尚有大
量的“传统住宅”无法经过改造实现
智能化。这些存量巨大的老式住宅存
在于所有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经济
体。 

到2040年，7G

将成为无线通
信技术的世界
标准，它将比
5G技术至少快

10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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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老式住宅经过升级将配备智能技
术——尤其是能源生成和能源节约技
术——但只有围绕软件和机器人技术建
造的全新住宅（而非事后添加此类设施）
才能够充分利用通过一个完全实现的
“物联网”提供的强大的人工智能
（AI）、机器人和传感器技术。 

到2040年，宽带互联网
接入和蜂窝智能手机网
络技术将合并为一种超
快速无线网络。7G将成
为2040年无线通信技术
的世界标准，它可能比
2019年推出的5G技术
至少快10万倍。 

这些超高速网络将支持即
时创建多感官虚拟现实环 

境，并具有与物理世界相媲美的、一定
程度的真实感。同时7G网络还将实现
大型设计文件的快速传输，将2040年的
智能房屋化身为一个3D打印中心，能够
制作服装、玩具、运动器材、工具和其
他各种物品。  

这些超高速网络还将作为基础设施，承
载着2040年智能家居生成的海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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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3dprinting.com/
https://3dprinting.com/
https://3dprinting.com/
https://3dprinting.com/
https://www.buildingsolutions.com/industry-insights/the-future-of-3d-printing-in-construction
http://additivemanufacturing.com/basics/
http://additivemanufacturing.com/basics/
http://additivemanufacturing.com/basics/
https://internetofthingsagenda.techtarget.com/definition/Internet-of-Things-IoT
https://iconsofinfrastructure.com/5g-is-so-near-future-a-look-ahead-to-6g-and-7g/
https://iconsofinfrastructure.com/5g-is-so-near-future-a-look-ahead-to-6g-and-7g/
https://iconsofinfrastructure.com/5g-is-so-near-future-a-look-ahead-to-6g-and-7g/


2030年至2040年的购房者和租房者可
能渴望获得集成智能技术的新建住宅
带来的各种优越体验 

2040年的智能家居和房地产市场 

近来，汽车经销商对年轻的购车者
将汽车视为“轮子上的智能手机”
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汽车颇有微
词。这些顾客越来越注重新车配置
的数字技术，而非像传统的购车者
那样关心造型、性能、速度、经济
性和“驾驶感受”。 

这些让传统汽车经销商感到难以应
对的年轻买家来自“千禧一代”
（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0

年之间），他们是伴随着互联网和
数字技术成长起来的。 

5 

数字服务、互联网和便利性驱动着他
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到2040年，这个群体将进入中年阶段，
随之而来的几代人将越来越依赖数字
技术，并期望周围的世界始终保持连
接。 

出于这个原因，2030年至2040年的购
房者和租房者可能渴望获得集成智能
技术的新建住宅带来的各种优越体验。 

这一趋势可能会极大影响房地产市场，
对新建住宅构成利好，而对于智能住
宅的需求可能开始对老式房产的价值
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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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conomist.com/technology-quarterly/2014/09/04/smartphones-on-wheels


与此同时，机器人建造的住宅成本持
续下降——新屋完工所需时间逐渐缩
短——住宅的整体价值可能会进入一
个长期下行通道。住宅存量稀缺一直
以来是许多国家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
的主要驱动因素。但具体情况如何将
取决于建筑用地的供给以及国家和地
方政府的政策。 

3D打印技术并不是推动住宅建设成本
下降和建造时间缩短的唯一原因。到
2040年，使用砖、瓷砖、木材等建筑
材料的传统建筑也将以更低的成本和
更快的速度建设，原因在于它们将主
要由机器人建造。 

事实证明，机器人砌砖工可以用比人类
快五倍的速度砌砖。现有的其他建筑机
器人包括机器人泥水工、机器人搬运工
和机器人挖掘工。到2040年，具有红
外视觉的机器人可以全天24小时劳动
（如果不违反当地的噪音和工作限制），
其建造住屋的成本将只是现在新建房产
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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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uildingsolutions.com/industry-insights/the-future-of-3d-printing-in-construction
https://www.buildingsolutions.com/industry-insights/the-future-of-3d-printing-in-construction
https://www.cnbc.com/2018/02/17/construction-robotics-bricklaying-robot-five-times-faster-than-human.html
http://www.iaarc.org/publications/fulltext/A_construction_robot_for_autonomous_plastering_of_walls_and_ceilings.PDF


展望2040年的智能家居 

到2040年，超级智能家居将采用基于
居住者生物特征识别的安全系统。摄
像头将遍布住宅四周及房间内部（浴
室中仅配备医疗诊断摄像头——见下
文）。面部模式识别（FPR）软件将
时刻扫描住宅内外的人和宠物（宠物
识别软件）影像。 

当经过授权的居住者接近住宅时，
FPR软件将识别他们，且系统将解锁
对应的门（或宠物活动门板），门将
自动打开。摄像头系统将具有红外功
能，可在夜间或弱光条件下使用。 

当FPR无法工作时（如经过授权的居
住者脸部包着绷带），备用的生物识
别授权技术包括虹膜扫描、语音识别
系统和指纹识别。 

在住宅内部，FPR系统将识别所有居
住者，且时刻知晓他们的位置——除
非屋主另行设置。 

家中无人时，屋主可以从世界上的任
何角落逐一查看自家的房间。数据将
被传送至屋主的首选数据接口，例如
智能隐形眼镜、智能眼镜、便携式投
影设备或屏幕。 

屋主可以获得丰富的、与家居有关的
分层数据。顶层数据将提供安全信息，
显示是否“一切安好”。如果愿意的
话，屋主还可以更深入地挖掘家庭数
据集。这些信息包括住宅不同区域的
环境温度、每个房间的空气质量等级、
每个房间以及房间内每个设备的当前
能耗、外部气候详细数据以及天气预
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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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searchgate.net/post/Anyone_engaged_in_animal_face_recognition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ost/Anyone_engaged_in_animal_face_recognition


2040年的“窃贼”将是黑客而不是乘
虚而入的犯罪分子，他们将利用非常
高超的计算机技能入侵智能住宅。然
而，一旦发生未经授权的物理入侵，
运动传感器等独立的备用系统将会提
供额外的安全防护。 

不过，在2040年，窃贼不太可能以家
用物品为目标——所有家用物品将与
物联网连接，从而易于追踪。更大的
可能性在于，犯罪分子将瞄准智能家
庭网络中心的数据，尽管到2040年，
量子加密将广泛使用，非法侵入系统
的难度将远远超过现在的计算机网络。 

新建住宅的每个房间将内置火灾、烟
雾、燃气和二氧化碳报警器，与住宅
的主网络及屋主保持远程连接，它们
还将与紧急服务建立完全独立的连接。 

2040年的新建住宅将是一个数字城堡，
但绝不能低估黑客的隐患。如果届时
量子加密得到广泛使用，我们必须预
见到黑客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家庭网
络发动攻击。只有严加防范和持续关
注数据安全才能够确保数字城堡固若
金汤。 

2040年的新建住宅
将是一个数字城堡，但
绝不能低估黑客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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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soonline.com/article/3235970/what-is-quantum-cryptography-it-s-no-silver-bullet-but-could-improve-security.html


日常生活 

21世纪中叶智能家居中的生活将与我
们今天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
通常，新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 

“今天早晨我看起来怎么样？”你问
浴室里的镜子。这是2040年2月的第
一天。 

“你看起来很不错，玛丽亚，”你的
虚拟私人助理马克在你的耳畔回答。
不过你已经猜到了答案。卧室和浴室
中内置的诊断系统和传感器持续监控
你的状态，并在你入睡、起床、如厕、
沐浴和迎接新的一天时进行静音的隐
形医学检查。 

如果你的睡眠模式和步态有什么异常，
或者诊断分析系统在马桶里发现一些
异常的东西，或者你的牙刷检测到发
烧或呼吸中有可疑的成分，或者浴室
镜子发现任何心血管问题的迹象，或
者空气管理系统检测到意外的细菌或
病毒，你早已收到提醒了。同时，你
自己的身体网络一直在扫描和记录你
的生命体征，并将这些信息传送至你
的家庭网络中心。 

但你仍然询问虚拟私人助理马克的看
法。清晨听到友好的问候让人神清气
爽。 

“谢谢你，马克，”你走进厨房。咖
啡已经冲好，可伸缩的台面机器人手
臂正端着一杯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制作
的拿铁。 

你接过杯子，机器人手臂平稳无声地缩
回台面。 

你对着墙壁点点头，上面立刻出现电视
新闻直播的画面。你摇了摇头，画面切
换到一组文字和视频新闻故事。 

“想来点沙冰或别的么？”马克的声音
从耳塞中传来。 

“跟平时一样，”你说，另一只复合机
器人手臂从台面向上滑动，从碗橱中取
出一只高杯，然后开始从水果盘中选择
水果和浆果。 

由机器人辅助生活的新一天在智能住宅
中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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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tents.google.com/patent/US20090293211
https://patents.google.com/patent/US20090293211
https://patents.google.com/patent/US20090293211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dn27955-smart-mirror-monitors-your-face-for-telltale-signs-of-disease/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dn27955-smart-mirror-monitors-your-face-for-telltale-signs-of-disease/
https://www.medgadget.com/2011/07/continuous-detection-system-to-monitor-environmental-air-for-bacterial-contaminations.html
https://www.medgadget.com/2011/07/continuous-detection-system-to-monitor-environmental-air-for-bacterial-contaminations.html
https://www.techwalla.com/41089/robot-help-around-the-home-robots-that-cook-and-clean
https://www.techwalla.com/41089/robot-help-around-the-home-robots-that-cook-and-clean


与机器人共处 

长期以来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一个
场景是，总有一天我们会有机器人管
家和机器人女仆，但过去的书籍插图
和电影几乎都把这些机器人描绘成人
形机器人的样子。但2040年智能家居
中为你服务的机器人却不是这样的。 

几乎每个房间都配有简单、专用的单
一用途机器人，它们负责重复性的工
作，以节省人类居住者时间精力。随
着机器人技术和软件的进步，我们现
在可以确信，到2040年，我们将通过
安全、廉价的“软性”机器人完成大
多数家务。 

在厨房里，机器人手臂将选择、清洗、
切碎和准备肉类和蔬菜。 

机器人厨师将严格遵循食谱制作菜肴，
使用可以远程设置的智能互联烤箱和炊
具进行烹饪，它们可以自动调节温度，
并在烹饪完成后自动关闭设备。 

用餐过后，机器人手臂将擦拭、冲洗并
将餐具放入洗碗机（洗碗机将自动装载、
洗涤盘子、餐具和杯子，然后自动清空
并重新整理碗橱搁架）。 

可伸缩的机器人手臂将洒水并清洁台面
和其他表面，小型移动机器人则自动擦
洗清洁地面（在人离开之后）。此外，
智能冰箱将监控冰箱内食物的新鲜程度
和品质，根据需要重新订购食材并使用
屋主首选的数字支付系统付款。 

在智能住宅的起居空间里，将有清扫、
除尘和擦拭窗户的机器人。移动机器人
将根据指令取来饮料和其他物品——到
2040年，我们近似于拥有自己的机器人
管家。 

而且2040年智能住宅中的机器人将不仅
仅是机械仆人。经过日本的开创性实验
之后，我们现在了解到会说话且具有触
感的机器人可以为孤独者提供陪伴，为
年老者带来慰籍，陪儿童一起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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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obohub.org/soft-robots-that-can-sense-touch-pressure-movement-and-temperature/
https://robohub.org/soft-robots-that-can-sense-touch-pressure-movement-and-temperature/
https://robohub.org/soft-robots-that-can-sense-touch-pressure-movement-and-temperature/
https://robohub.org/soft-robots-that-can-sense-touch-pressure-movement-and-temperature/
https://brobible.com/life/article/knifey-vegetable-chopping-robot/
https://www.iflscience.com/technology/robot-chef-home-could-arrive-2017/
https://www.bosch-home.co.uk/bosch-innovations/homeconnect/homeconnect-cooking
https://www.bosch-home.co.uk/bosch-innovations/homeconnect/homeconnect-cooking
http://www.moley.com/
https://www.digitaltrends.com/home/uve-robotic-countertop-cleaner-sanitizes-with-ultraviolet-light/
https://www.digitaltrends.com/home/uve-robotic-countertop-cleaner-sanitizes-with-ultraviolet-light/
https://www.cnet.com/news/the-winbot-x-robot-doesnt-need-a-power-cord-to-clean-windows-ces-2018/
https://www.wired.com/2010/07/butler-robot-can-fetch-drinks-snacks/
https://www.roboticsbusinessreview.com/consumer/beyond-the-vacuum-companion-robots-coming-home/
http://www.bluefrogrobotics.com/en/news/buddy-at-startup-for-kids-france/


尽管大多数家用机器人将是单一用途
的无生命仆人，不具有人类或动物的
外形，但是那些旨在提供陪伴或私人
协助的机器人可能具有宠物的样貌。
这些设备将鼓励人们将其视为具备感
知力，而对拟人化的非人类物体的强
烈渴求将促使人们与机器人同伴建立
深厚的感情纽带。这种趋势的不断发 

展很可能会导致一些人
认为自己与机器人之间
“存在情感”。  

卧室里将有机器人收拾
衣物、叠好并收纳整齐。
其他机器人会收拾玩具
并摆放整齐，机器人床
铺会自己布置整洁。对
于年老者、残疾者或身
体不适者，机器人将扶
他们上床下床。 

在智能住宅的工作间里，机器人将清
空和重新填充宠物便盆，机器人可以
选择要洗的衣物并将它们放入洗衣机
（洗完后将它们取出并放入干衣机）。
另一个特殊用途机器人将进行熨烫，
另有一个机械助手负责收拾衣服、叠
好并收纳整齐。甚至还有一个负责垃
圾分类回收的机器人，它还将负责照
管生物垃圾的智能堆肥系统。 

此外，2040年的许多住宅工作间内将配
备可以按需制作服装的3D打印机。只需
下载新的服装设计图纸，即可根据需要
随时制作服装——它们总是非常合身。 

房子里的每一条电路和每一根管道将内
置预防性维护传感器，用于防范水龙头、
泵、灯泡、电路、电器、机器人组件等
故障。传感器将会提示住宅的控制中心
寻求住户批准，以便在故障发生之前通 

知技工进行维修。 

花园中将有机器人负责割草、
耙地并收集落叶，清理花圃
中的杂草、车道上的积雪甚
至清理烧烤架。 

主人出门期间，正门将有一
个迎宾机器人负责接收经授
权的快递服务投递的包裹。
迎宾机器人甚至可以提供电 

子“签名”以确认物品的交付，并通知
户主已经收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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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obotshop.com/uk/robot-pets-toys.html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syg.2018.00468/full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syg.2018.00468/full
https://medium.com/@orge/the-future-of-love-robot-sex-and-ai-relationships-3b7c7913bb07
https://medium.com/@orge/the-future-of-love-robot-sex-and-ai-relationships-3b7c7913bb07
https://medium.com/@orge/the-future-of-love-robot-sex-and-ai-relationships-3b7c7913bb07
https://www.wsj.com/articles/attention-parents-this-robot-will-clean-up-your-childs-toys-1539602386?mod=hp_major_pos16
https://www.wsj.com/articles/attention-parents-this-robot-will-clean-up-your-childs-toys-1539602386?mod=hp_major_pos16
https://www.wsj.com/articles/attention-parents-this-robot-will-clean-up-your-childs-toys-1539602386?mod=hp_major_pos16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ohea-is-the-robotic-self-making-bed-2016-3?r=UK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ohea-is-the-robotic-self-making-bed-2016-3?r=UK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feb/06/japan-robots-will-care-for-80-of-elderly-by-2020
https://www.litter-robot.com/
https://www.litter-robot.com/
https://www.independent.co.uk/life-style/gadgets-and-tech/panasonic-washing-machine-robot-arms-prototype-fold-clean-clothes-a7933901.html
https://www.bbc.co.uk/news/av/technology-40435011/ironing-robot-tackles-creased-clothes
https://www.richardvanhooijdonk.com/en/blog/will-recycling-robots-soon-be-doing-all-our-dirty-difficult-and-dangerous-work/
https://www.richardvanhooijdonk.com/en/blog/will-recycling-robots-soon-be-doing-all-our-dirty-difficult-and-dangerous-work/
https://www.hackster.io/team-boomer-sooner/smart-compost-system-0037d7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4-15/3d-printing-is-poised-to-bring-haute-couture-into-the-home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4-15/3d-printing-is-poised-to-bring-haute-couture-into-the-home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4-15/3d-printing-is-poised-to-bring-haute-couture-into-the-home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4-15/3d-printing-is-poised-to-bring-haute-couture-into-the-home
https://us.hitachi-solutions.com/blog/6-tools-for-a-successful-predictive-maintenance-program/
https://www.independent.co.uk/extras/indybest/house-garden/gardening/best-robot-lawnmower-large-area-small-garden-hills-robotic-a8971751.html
https://gardening.yardener.com/Raking-Leaves-With-Robot
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rorymackean/tertill-the-solar-powered-weeding-robot-for-home-g
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rorymackean/tertill-the-solar-powered-weeding-robot-for-home-g
https://www.gardenista.com/posts/smart-home-next-generation-robots-in-the-garden/
https://www.gardenista.com/posts/smart-home-next-generation-robots-in-the-garden/


智能家居能源管理与环境控制 

2040年的智能家居与目前的普通新
建住宅相比，将可节约75%的能耗
和三分之二的用水量。使用过的
“灰水”（例如洗澡水）将被再循
环，用于不需要淡水的应用，或者
输送到净化装置过滤成淡水。通常，
家庭中80%的用水量并非饮用水。  

根据地理位置，拥有适度日光、风能
或地热能源的新住宅将会采集多于自
身用量的能源，并将向电网出售电力。 

具有超高能源效率的“被动式房屋”
概念——一种只需极少的能耗即可实
现采暖或制冷的节能建筑设计——由
德国在21世纪初率先提出，自那时起
通过各国的实验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日本的本田公司已经在加州大学戴维
斯分校的校园内建造了一座智能住宅。
在这座实验性住宅内部，自动化的节
能LED照明系统通过调节灯光亮度和
色调冷暖来模拟全天的自然光线变化，
从而调节人类的睡眠—苏醒周期。 

研究人员还为该智能住宅配备了能源
管理系统，以监控和管理能量的产生
和消耗。同时，尽管它与电网连接，
但全年产生的能源超过用量，使其成
为“零净排放”建筑。 

建筑中的居住者可以通过一个iPad应用
控制照明、娱乐系统、车库中的电动汽
车充电以及窗帘的开闭。此外，他们还
可以在平板电脑上查看太阳能产量、家
用电池组的充电量以及不同房间的室温。  

但2040年的智能家居并非由平板电脑
和应用程序控制。语言识别技术将变得
准确可靠，语言理解技术的进步将能够
让居住者只需发出基于自然语言的口头
指令即可实现环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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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innovation/what-its-like-to-live-smart-energy-efficient-home-future-180956001/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innovation/what-its-like-to-live-smart-energy-efficient-home-future-180956001/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innovation/what-its-like-to-live-smart-energy-efficient-home-future-180956001/
https://www.architectmagazine.com/technology/passive-house-explained-in-90-seconds_c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innovation/what-its-like-to-live-smart-energy-efficient-home-future-180956001/
https://zeroenergyproject.org/


居住者只需提出要求，浴缸将自动放
水（按照适合的温度）、窗帘自动闭
合、照明自动改变、房间温度自动调
节、食物自动制备、饮料自动分配、
空间自动清洁。整个住宅的空气质量
将受到监控和管理，过滤器可以清除
空气中99%的颗粒物。研究者很有信
心地表示，如果居住者愿意，他们将
可以在智能家居中通过思维发出指令。 

到2040年，许多智能住宅将成为小型
发电站，向电网输送超过自身用量的
富余电力——但它们的屋顶无需被目
前的太阳能电池板覆盖。透明玻璃—
—看起来就像传统的玻璃窗一样——
将包含超高能效的光伏电池，可产生
住宅所需的电量。 

家用蓄电池将成为智能家居能源效率的
关键所在。蓄电池将为住宅提供电力独
立性，允许它向主电网出售可再生能源。 

适用于家用建筑的蓄电池于2016年问世。
预计到2040年，随着该技术的改进，它
们的价格可能远低于现有的家用蓄电池，
且可以储存更多的电量。未来的蓄电池
很可能可以成千上万次地充电、放电和
重新充电而不会老化。 

到2040年，许
多智能住宅将
成为小型发电
站，向电网输
送超过自身用
量的富余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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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2730392-900-brain-controlled-smart-home-lets-you-turn-the-tv-on-by-thinking/
https://arstechnica.com/cars/2016/12/tesla-store-chiswick-powerwall-2-price-details/
https://arstechnica.com/cars/2016/12/tesla-store-chiswick-powerwall-2-price-details/


2040年的家庭娱乐 

随着更多节省时间的技术相继问世，
到2040年，人们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是如何度过生活中产生的额外“空闲
时间”。 

答案是娱乐和教育体验，我们将花费
大量时间在虚拟消遣上。目前，这个
虚拟世界的技术领导者包括多人联机
游戏，以及Netflix、Amazon Prime和
Hulu提供的丰富娱乐节目。到2040年，
这些虚拟体验将基于7G网络，并且超
级丰富多彩、引人入胜。 

14 

到2040年，智能住宅的住户只需发出
一个指令，即可将起居空间变成一个完
全沉浸式的全息影院。这是一个集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和全息技术于一体的剧
场，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游戏、旅
行、教育、运动和娱乐体验。人们无需
佩戴任何特殊眼镜或耳机，即可置身于
虚拟情境中。 

所有人类感官都将参与其中。除了视觉
和声音外，还将根据体验的“脚本”传
递气味、触觉和味觉感受。 

在娱乐和教育方面，人们可以面对面观
看著名流行歌星、体育明星和著名历史
人物的真人大小全息影像并与之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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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4032020-700-what-its-like-to-play-call-of-duty-in-a-blacker-than-black-room/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4032020-700-what-its-like-to-play-call-of-duty-in-a-blacker-than-black-room/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4032020-700-what-its-like-to-play-call-of-duty-in-a-blacker-than-black-room/
https://www.wareable.com/vr/senses-touch-taste-smell-immersion-7776
https://www.wareable.com/vr/senses-touch-taste-smell-immersion-7776
https://www.wareable.com/vr/senses-touch-taste-smell-immersion-7776


AI系统将提供这样的“人物全息影像”
（或者虚拟现实人物），其自然语言界
面如此强大，虚拟人物几乎可以用任何
语言对非结构化提问做出反应。在与虚
拟历史人物交谈时，就像逝去者复活了
一样——且有可能与不同人生阶段的虚
拟人物（VP）进行互动。你可以询问年
轻的温斯顿·丘吉尔作为战地记者的经历，
并从年长的温斯顿·丘吉尔那里了解他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领导作用（AI系
统将根据他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得出答
案）。或者你可能想让年轻的猫王、朱
迪·加兰或艾米·怀恩豪斯为你演唱。 

那些喜欢玩虚拟游戏的人可能会在全息
影院中添加液压“游戏座椅”，它为玩
家营造出与每个游戏或体验有关的物理
动作和感觉。太空之旅或与虚拟吸血鬼
格斗的场面可能让人感觉非常逼真，因
此可能需要对那些将自己束缚在液压座
椅上的玩家发出健康警告。毫无疑问，
届时人们需要担心的是在虚拟消遣上花
费过多的时间。 

到2040年，所有游戏、电影、连续剧、
旅游节目、纪录片和教育节目将按需播
放。只有新闻和体育比赛采用直播形式。  

娱乐和教育体
验如此令人着
迷，我们将花
费大量时间在
虚拟消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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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an.co.uk/3xs/info/racing-simulator-pc
https://www.scan.co.uk/3xs/info/racing-simulat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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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2040年迈进 

目前配备智能技术的住宅几乎全部经
过改装，它们尚未达到令人满意或成
功的程度。可以这么说，如今尚处于
萌芽阶段的智能家居技术基本上只对
极客、尝鲜者、研究者和非常富有的
人士具有吸引力。 

远程管理供暖和空气调节系统非常实
用，另外确保住宅安全至关重要，但
借助应用程序控制窗帘开闭的设施对
于大多数人并无吸引力。 

未来的智能家居将缓慢发
展，因为建造和翻建住宅
物业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
过程。但是，到2025年，
机器人将开始应用于新建
地产中，而到2030年，新
建高科技住宅和改建传统
住宅的效用差距将变得十
分显著。 

机器人建造技术
的发展可能使智
能住宅更易于普
及且让更多的人
负担得起 

这有可能影响住宅地产市场的购买模
式，但可能不会像这份智能家居技术
报告所预示的那么快。  

住宅地产市场的发展是高度政治化、
高税收且受到高度管控的。 

房产交易在政府的税收收入中占有很高
的比重，一些政府每年征收房产税，交
易时征收交易税，并且也会征收遗产税。
因此，机器人建造的低成本智能住宅的
引进和普及速度将因国家而异，具体取
决于政府的决策。 

房屋建造商和购买者的融资渠道也将在
未来房地产市场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银
行可能很难理解3D打印建筑技术的优
越性，由此意味着2040年的智能住宅
可能仍旧是传统的物理结构，尽管其结
构中嵌入了智能技术。 

但是，机器人劳动力将使
传统建造和3D打印的智能
住宅成本大幅下降。到
2040年，3D建筑技术可
能会与传统建筑材料一起
使用，并且在政府许可的
前提下，机器人建造技术
的发展显然潜力巨大，它
将使大众更易获得且负担
得起真正意义上的智能住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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