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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风景作为城市空间：

地图化作为后数码时代的实验性概念

Deniz Balik 

介绍：地图学与地图化隐喻

随着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和地理空间科技的迅猛发展，后数

码时代的城市空间正在被海量生成的数据所定义。未来的城

市可以被认为是基于新兴信息系统的，而非基于新的形式及

其可塑性。据推测，有史以来世界上90％的电子数据都是在

过去两年里1生成的。通过这些数据，建筑和城市越来越多

地被转化成可以被标签、追踪和归档的信息媒介。通过物理

位置相距甚远但却在虚拟空间相遇的人群，新的城市社会常

常被非本地的，跨度甚广的数码疆域和社交网络所定义。城

市正在被个人化偏好、行为、策略和情景所紧密构成。2今

天，虚拟空间和物理现实变得融合而交杂，两者间已经不存

在明显的界限。通过允许物理媒介和数码媒介之间的持续互

换和无缝互动衔接，物理城市及其数码表征获得了同等的重

要性。相较之下，本调查研究了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不占主

导、“无缝”和“杂交” 的概念并非优先的城市装置项目。从后

数码时代的地图化概念中获得灵感，本文详细讨论了数码和

物理现实之间的接缝、边缘、边界和区别。

地图学是研究疆土领域的视觉记述与绘制的学科。近年来已

经被转变成地图化的隐喻和方法。因此，数据作为空间的概

念和将非视觉化的数据转化成视觉绘图的创作现在被特称

为“地图化”。在21世纪早期，免费且易于获得的地理信息系

统数据以及卫星和地图观测服务，鼓励了地图的使用和绘

制。此外，科技发展为地图学绘制提供了数码化的开源协作

1. 安德鲁·胡德森·史密斯，《城市追踪，标签和扫描》，《建筑设计》2014
年出版 。
2. 安东尼·陂空，《建筑中的数码文化：职业设计师入门》，2010年出版。

工具，手机移动端的地图化程序和地理标签功能。3随着从地

图学到地图学隐喻的转换，地图化在过去十年里获得了强劲

的势头。4由此，当代艺术家和地图绘制师Denis Wood认为全

世界大约99.99%的地图都是在过去一百年里绘制的。5

今天地图化开始作为重新理解、重新发展城市空间和重新定

义边界的方式出现，而不再仅仅是用作分析和决定的工具。

随着数码数据视觉化生产的普及，地图学的范围也从其传统

边界通过各种媒介，例如文字分析、图形绘制和交互时间轴

等而得到了扩展。6从易于获得而丰富的全球性数据获得灵

感，建筑师和艺术家们在过去20年里纷纷尝试与地图有关的

创作。他们重新解读和解构从常规和电子地图中获得的数据
7，并用全球定位系统（GPS）设备和监视器来追踪和理解运

动与行为。

鉴于当下人们对于地理位置标注和数据分享的热情，关于地

图化的话题变成了热点和值得批判的话题，涉及了当代艺

术、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本文特别关注了二维地图绘制

过程和三维城市空间的交汇，并将模拟技术和先进的数码科

3. 杰罗米·W·克兰普顿，约翰·克里杰尔，《批判性地图学入门》，
《ACME ：批判性地理学国际电子期刊》，2005年出版 。
4. 凯瑟琳·迪格纳琪奥，《艺术和地图学》，发表于《人类地理学国际百
科》期刊，2009年出版 。
5. 丹尼斯·伍德,《地图艺术》，《地图学视角：北美地图信息协会期刊》
，2006年出版 。
6. 爱德华·凯西的“绘制地球地图”是最早研究当代艺术和地图绘制之间关系
的项目之一，（明尼苏达：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此外，地
图绘制的艺术历史上被称作“批判性地图学”，“心理地理学”，“实验地理学”，
等等。
7. 一些著名的在数码地图绘制项目中使用全球定位系统的实验项目有－麻省
理工大学的“可感知城市实验室”，乔安·瑟拉斯在巴特利特高级空间分析中心
进行的“绘制伦敦的每日公交车路径”项目(http://spatialdatascience.org)，桥本
忍和里恩·斯特科斯塔的“芯片城市”设计项目(www.hashibonu.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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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进行了类比。其目的是为了重新思考地图作为重要的工具

和实验性媒介来草绘其在当代艺术领域的叙事性可能。接下

来，本文追溯了地图化和地图化隐喻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后

数码城市语境下讨论其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在观察研究的项

目中，城市空间变成了地图化或数据风景的媒介本身，成为

一个叠加了物理空间、材料和数码媒体的实验性地理学科。

比例与放大

德国艺术家Aram Bartholl的作品《地图》（2006-2010）是

一件在卡塞尔、阿尔勒、什切青和台北等多个城市进行的公

共装置项目。该作品灵感来源于人们越来越多被地理定位服

务所影响的城市认知。艺术家安装了一个高6米的倒置水滴

状标记——一个超大版谷歌地图里出现的红色定位标识，来

探索物理和数码空间的相互交换。这个项目质疑了被科技推

动的城市，探讨了数码时代对社会的影响。在“市中心系列”

中，《地图》作品装置被安装在谷歌地图中所定义的该城市

中心点。红色图标的大小和谷歌地图中标签的最大尺寸一样

大。由此，该项目指向了地图学知识、数码创新，人类行为

和集体记忆之间的重要关系。城市空间中的地图绘制者模糊

了尺寸的概念，因为它在我们的电脑屏幕上看上去很小，但

是对人类的实际尺寸来说却已经非常大。

通过比例尺来获取信息一直以来都是与建筑和与城市有关的

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然而尽管城市是通过一系列的按

比例绘图而规划的，但人们的实际生活确是按1:1的比例或全

比例进行的。与按比例的规划相较，全比例需要行动者的身

体性参与。常规的地图通过一定比例的缩放来代表数据，而

数字地图却将数据的生成作为一个不断进行着的过程，并通

过互动界面允许实时，动态和互动的数据积累。在一定意义

上，它们对应了“城市的图像……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地理现

实——动态而丰富并随着时间而变化” 的观点。9 多媒体地图

可以持续进行“左右平移－放大－点击－搜寻某个地点／获

得导航／图像弹出－缩小”的动作。由于左右平移和放大缩

小的选项是动态的，而按比例绘制的手工地图是静态的，传

统地图成为了完成品，而电子地图只要可以连接数据，就总

8. 全比例绘画最早在古代就已经开始使用。20世纪80年代的人类学发现土耳
其阿波罗神庙墙底部的绘画即是全比例绘画，或用于指导古代庙宇搭建的原
始蓝图。更多内容见洛萨·哈塞伯格发表于《科学美国》的《迪蒂玛的阿波
罗神庙建筑计划》，另外，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鼓励在建筑部件的筑造过
程中使用全比例在地制作的工艺，而非使用按比例缩小或其他丈量方式的绘
制。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家们在等比例绘图中改用了维特鲁威的设计方法。
更多内容，见马里奥·卡珀的《字母和算法》，2011年麻省理工出版 。
9. 马尔科·马斯可奇瑞，《绘制不可见：创造性地图学作为表现变化中的当
代城市之工具》，收录于《绘画和城市：文化，艺术，科学，信息》，编
辑：安娜·马罗塔等人，2015年出版。

是处在过程的状态中。通过使用放大工具并最大化，地图可

以被看作是按全尺寸制作的。例如触摸多媒体屏幕来放大、

平移或从一个地点移动到另一个地点来启动GPS并追踪某人

的运动，等肢体性行为在与数码地图互动的过程中成为必

须。事实上，触摸屏幕满足了“数码”一词最初的含义，其词

源为“digitus”，在拉丁语里是“手指”的意思。

鸟瞰图与斜视图

《在地绘画》（1990）是由美国建筑和城市化办公室，与

Kennedy & Violich建筑事务所一起在美国麻省波士顿市创作

的公共装置。建筑师们显露了19世纪建成但是未经使用的

火车轨道，和当时正要被拆除的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高速公

路，并投影了同时正在建设中的该地区未来基础设施蓝图。

建筑师们用老地图和当时提议的未来建设工程图10 在地面上

将城市空间的历史、当下和未来建立了联结，重叠并重新唤

起城市记忆。他们挖掘出火车轨道，并通过用粉笔在地面上

画出地下火车轨道的等比例尺寸将轨道延长。总之，这些线

条轨迹形成了一张艺术家们选择在该区域安装它们作品的地

图。

该场地被其中的一位艺术家用照片纪录了下来，他从高处拍

了一张鸟瞰图。这比谷歌地图开始盛行的时代要早得多。11

将传统地图和数码地图对比会发现，前者通常是以从俯视视

角绘制的，又称鸟瞰图。在这些地图中，某个被表现的地域

以整体的方式呈现，使得一系列物体在同一幅画面中并列呈

现。12 另一方面，多媒体地图则常常呈发散性视角，连续或

同时地在二维和三位模拟空间——鸟瞰图（地图或卫星图）

，斜视图（街景或地面图）之间切换。和传统地图视角固定

的俯视图比起来，多媒体地图可以轻易地在俯视图和斜视图

间切换。

作为一个寻路装置，《在地绘画》的创作不仅是为了从高空

俯视的观察，还需要通过步行来体验。从这一意义来说，

这个项目唤起了需要精心计划和执行的地图学概念，显露

并描述了其可能性13。20世纪法国的社会批评家，米歇尔·

德塞杜强调了从俯视图进行都市规划和在城市里以斜视图的

视角行走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提出，“全景城市是一个……

10. 安东尼·陂空，《建筑中的数码文化：职业设计师入门》，2010年出版。
11. 萨拉·伯尼梅森和罗尼特·艾森巴赫，《建筑师的装置：建筑和设计中的
实验》，2009年普林斯顿建筑出版社出版。
12. 杰罗米·W·克兰普顿，约翰·克里杰尔，《批判性地图学入门》，
《ACME ：批判性地理学国际电子期刊》，2005年出版。
13. 凯瑟琳·迪格纳琪奥，《艺术和地图学》，发表于《人类地理学国际百
科》期刊，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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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图画形式进行的视觉仿真……” 。14 由于全景图是一个虚

构的，从上往下以“全视的力量”而创造的图像，他把它和

天眼、全眼或窥视的神作比，并评论说，“城市里普通的实

践者们住在“底下”，低于可获得全景视野的高度。他们作

为一种体验城市的初级形式行走着”。15相似的，荷兰建筑

师雷姆·库哈斯也说，“按比例尺寸工作让你几乎有上帝的

感觉……”16 从另一方面来说，街景则随着地图变得互动且

动态化从而提供了对某一特定地点的碎片式认知。

表现与实验

《追踪路人》（2014）是我和来自土耳其伊兹密尔的建筑

系学生们合作的一个都市介入项目。装置所在的区域过去

是一个绿色公园和当地的活动中心，以前周围有很多咖啡

和酒吧。十年前，该公园被拆除了，当地人对这一结果一

直都不满意。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创建一个当地人对于

该区域想法的数据库。我们在广场上方悬挂了一张超大的

网，几乎覆盖了整个公园，并希望路人把他们对老公园和

新广场的想法写下来挂在网上。另外，我还试图画一张路

人们穿过广场的全比例行为追踪图。为了完成这个项目，

我们把路人最常经过的路径用粉笔圈了出来。然后用黄色

胶布纸贴在地面上来强化分级的路径。我们用较粗的黄色

线条来标记主干道，较细的线条来标记不太常被经过的路

线。这个装置旨在创建一个即刻的路人运动视觉图表。某

种意义上，人们变成了意想不到的参与者和城市催化剂。

黄色的线条并不代表运动的大致趋势，因为行为模式会随

着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经过而变化。今天，地图展示了

我们所经验的城市，而且数码地图会根据我们的行为建议

量身定制的路径17。不像传统地图那样只是呈现稳固不变的

数据，后数码时代的地图会根据个人或大众的状态作出相

应的反应。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做了一些“我希望…..”和“好在…..”的句

子模版，并随机贴在黄色线条上鼓励人们把他们的想法纸

条挂在相对应区域上方的网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开放式

的合作运作，而非完整和绝对的文献纪录。传统的呈现场

域分析的地图表现的是对环境信息数据采集的分析研究，

14. 丹尼斯·伍德,《地图艺术》，《地图学视角：北美地图信息协会期刊》
，2006年出版。
15. 同前。
16. 爱德华·凯西的 “绘制地球地图”是最早研究当代艺术和地图绘制之间关
系的项目之一，（明尼苏达：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此外，
地图绘制的艺术历史上被称作“批判性地图学”，“心理地理学”，“实验地理
学”，等等。
17. 陂空，《建筑中的数码文化》, 192。

以对建筑和城市空间进行批判性和创造性的解读。18同时，

地图通常被认作是稳定且准确，不容质疑地对现实的呈现，

和为未来的决定提供逻辑和分析性的基础。19 与呈现大致整

体性数据的传统行为地图绘制和场地分析研究不同，这个项

目中的全比例地图更即时、偶发和具实验性。

表现性和实验性两种二元方法展示了由静态固定形式的世界

向介入式、发生和情景式世界的转变。20对于城市空间的观

测开始以地图化和数据媒介呈现。就像当代荷兰建筑师怀

尼·马斯所说的那样，数据风景是将无形的动态流和力进行

空间视觉化的过程，并且它会对整个地区产生巨大影响。21

地图化是一个进行中的、不完整和未定义的研究过程。22在

感知和表现两者关系的转变中，视觉化和信息两者不再存在

哪个优先的问题。通过城市空间的非物质化，城市不再是“

被描述的”而是“被创造的”。23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该项目质

疑了地图化作为知识的工具和作为实验的媒介之间的区别。

总结

历史上，地图被用来划定与权力相关的疆域边界。它们被认

为是代替物理性疆域的场地，或是作为比拟和抽象的再现空

间。24今天，艺术家们通过探讨地图的定义和范围来对权力

进行批判。地图不再被看作只是疆域的表现，而是疆域的定

义者。25它们建构疆域、重新定义边界并将之变成我们的现

实。

今天，由于任何事物都可以被分类并归档成数据，也促使了

近来人们对城市的概念从物理性现实向非物质性现实转变的

趋势。通过地图，图像和文字等媒介对城市的表现超越了其

物理性的经验，从而将城市变成了视觉空间的网络。视觉表

现科技的发展正在挑战：可见和不可见；显而易见和模糊的

18. “地图的表面像一张手术台一样功用，它是一个表演的场地或是执行的剧
场，地图制作者在上面收集，合并，标注，隐藏，关联并探索”，见詹姆斯·
克诺 · 所著，《地图化作为媒介：推测，批判和介入》，1999年出版。
19. 同前 。
20. 卡娜里卡，《艺术机器，身体烤箱和地图食谱：心理地理学辞典入阶》
，2006年出版。
21. 克诺，《地图化作为媒介》。
22. 珍妮特·艾布拉姆斯和皮特·霍尔，《下落何处》，收录于《别处／何处
地图化－网络和地域的新地图学》，明尼苏达大学设计研究所出版社，2006
年出版J。
23. 全比例绘画最早在古代就已经开始使用。20世纪80年代的人类学发现土耳
其阿波罗神庙墙底部的绘画即是全比例绘画，或用于指导古代庙宇搭建的原
始蓝图。更多内容见洛萨·哈塞伯格发表于《科学美国》的《迪蒂玛的阿波
罗神庙建筑计划》，另外，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鼓励在建筑部件的筑造过
程中使用全比例在地制作的工艺，而非使用按比例缩小或其他丈量方式的绘
制。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家们在等比例绘图中改用了维特鲁威的设计方法。
更多内容，见马里奥·卡珀的《字母和算法》，2011年麻省理工出版 。
24. 阿吉雷，《地图学空间》, 7。
25. 约翰·皮科尔斯，《空间的历史：地图学原理，制图绘制和地理编码的世
界》，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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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稳定和松散；外在和内在二分法的根本26。城市作为具

有多种可能性的片段，既是空间性的又是世俗化的。例如，

偶然的会面、瞬间的时间、即刻的状况和可能的情景。城市

被相遇、联络、关系和累积等事件所重新定义，而不是物理

性的墙和边界。从这一意义来说，后数码时代的城市是由过

渡、连接点、交叉和不连续性、边界、孔洞和颠簸所组成，

并且总是处在不断变化和重新定义中。

在进行调查的案例研究中，艺术家们挑战了无缝界面的概

念。他们根据瞬间的运动和肢体间的互动来制作地图，恢复

人类的当下在场作为触发剂的功能。面对物理性的材料，在

这些项目中，绘画和制作变成了催化行动的同步进程。通过

改变城市空间的物理性，这些项目将具体的表演和动作作为

图表性数据呈现，并将城市空间作为艺术性的材料来展示。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本文逐步展开了地图化作为工具，人类

作为催化剂，和数据风景作为媒介的新尺域。本文中提到的

项目展示了地图化作为强调数码和物理性空间的交叉和接

缝，作为空间性构建和城市空间的可能性。地图化和场域建

立了新的经验，这种关系不是认识论和表征性的，而是实验

性、推断性和艺术化的。

译: 邹晨

26.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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