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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环境模式

由于混合媒体显示屏的低分辨率 LED 层会限制视觉

和文本的表现效果，我们又从美观性和功能性两个

方面进行了造型设计。具体而言，我们以矩形板为

基本单元，事先确定由矩形构成的几何图形，再根

据格式塔定律（Gestalt Laws），选择了对称设计，

以实现在短时间内有效地传达信息，并提升观众的

注意力。

根据具体环境的特点，我们设置了三种模式。首先是

LED 模式（LED Mode），即通过低分辨率的 LED 显示

屏传达信息；其次是投影模式（Projection Mode），

即通过关闭 LED，将高分辨率的视觉信息投影到

HDF 面板上；第三种模式是混合显示模式（Hybrid 

Mode），综合的运用低分辨率的 LED 显示和高分辨

率的正面投影图像。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大功率

户外 LED 显示屏与投影仪共同使用的情况下，可能

会因为其中一种显示设备更高的输出光通量而影响

另外一种显示效果，因而在这种混合显示模式中，

我们也将 LED 显示屏适当调暗，以匹配投影的显示

信息。通过对不同模式的测量，得到在 LED 模式和

混合模式下照度值为 516 勒克斯，而投影模式下的

照度值则是 496 勒克斯。

学生住宅区的主广场

本项目以公共交通信息的可视化作为研究对象，以

当地运输公司通过网络服务提供的实时出发时间作

为可视化信息，将混合显示器运用在了城市公共环

境之中。研究原型位于地铁站附近的城市居住区，

选择该位置的原因有几个：首先，这个半开放的广

场位于周围住宅单元的中心位置，是节日庆典、跳

蚤市场等社会活动的集合地；其次，无论人们位于

广场前的开放区域，还是周围环绕的平房阳台，亦

或是高层公寓楼等远距离位置，都能从不同视点观

看到该媒体显示屏；最后，显示器的安装位置还受地铁站与环境显示器的相对位置

方块组成，其中两个方块装有 3x3 个面板，另两个

则装有 2x2 个面板，分别形成了包含 144 个 LED 灯

珠与 128 个 LED 灯珠的相等正方形。两个较大的方

块在水平轴上对称，两个较小的方块则在垂直轴上

对称。此外，该显示屏的最大高度为 2.55 米，最大

宽度为 1.70 米。从信息设计的角度来看，每个独立

的面都可以用来显示各类数据。首先，考虑到表面形

状大小的相似，我们可以适时将数值、数据可视化，

甚至可以将数据进行统一或者对比；其次，相互对

称的设计也允许我们更加灵活地使用该显示器，因

为相似表面可以通过简单的可视化镜像来表示一个

变量，或者也可以将其彼此分开来表示两个变量。

这样的装置为设计过程提供了较大的灵活性，通过

人在软件终端上的修改与调整，可以应用于不同的

情景之中。

在设备上，媒体显示器采用了现成的软件和硬件组

件，由模块化的开源工具包构建。目前使用的 LED模

块和控制器（CP950）均由 AHL 公司生产制造；而

控制器则可以通过标准的 CAT5 电缆连接到主机。

该显示器总共使用 416 个高功率（4W）的户外 LED

点光源，分布在 26 个高密度纤维板（HDF）表面，

其每块面板（尺寸为 30x30 厘米）都配有一个 4x4

像素的矩阵。此外，我们在正面配置了 5000 流明的

全高清投影仪（1080p），并将其垂直放置，以覆盖

装置的整个表面区域。

文_Alexander Wiethoff & Marius Hoggenmüller  翻译_陈焱松 罗路雅

环境的显示器
THE AMBIENT DISPLAY

Integrating Media Architecture Into Existing Surrounding and Structures 
公共空间中的媒体建筑

利用媒体技术，以媒体建筑的形式来设计公共空间

的想法不再是未来的愿景。能够被计算机控制的数

字照明和显示元件正在大规模地出现在城市中，而

高速互联网的覆盖也使得数据与公众之间产生了更

多的交互机会，物联网因此走入公共领域。但是，

想要恰当地向所有公民传达信息仍非一件易事，人

与数据之间的相互对话也并不总是成功。

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建筑可以面向普罗大众，而

非私人个体，为人们提供一种特殊的沟通渠道。目

前，该领域主要是指那些改变了城市微环境的巨型

显示屏幕，它们充当着能够快速切换显示内容与显

示信息的大型广告牌。这些显示屏幕不仅在外形的

美观程度及环境的融合度上令人质疑，同时还作为

动态信息源竞相吸引大众的关注，导致人们对视觉

信息的处理能力减弱。

通过了解人们的动作习惯（habits）、心理偏好

（preferences）、行为模式（behavioral patterns）等

特性，并在不同的场所环境对这些知识进行应用，

环境中的智能显示或将成为媒体建筑的替代品。然

而，遵循这一设计理念将会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包

括如何将媒体建筑的审美价值与建筑的物理环境和

三种环境模式：分别为低分辨率的LED模式，高分辨率的投影模式，低分辨率与高分辨率结合的混合显示模式

结构相互整合，同时还需要仔细地考虑内容、文本

与用户之间的关系，以便在环境建构中创造出有意

义的体验。

显示界面设计

为了阐述对媒体建筑中公众和环境融合度的理解，

我们设计了一个显示界面。该设计中的混合媒体显

示器结合了低分辨率（low-resolution）和高分辨率

（high-resolution）的显示技术，其中低分辨率屏幕

使用了 LED 光源，能够以较高的美学品质显示环境

信息，而另一种模式下的高分辨率显示屏幕则位于

低分辨率 LED 屏幕的上方，以附加注释的形式提供

与显示数据相关的详细信息。此外，我们还将研究

模型放置在了实际的城市环境中，让显示装置安装

在一个住宅综合体的主广场上，以数据可视化的方

式，实时地向人们展示着附近地铁站的发车时间。

混合媒体显示器（Hybrid Media Display）由四个菱形

研究 |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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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诸多实际因素的影响，为了保护该装置不受雨水

影响，我们选将其安装在这个带有屋顶结构的开放

空间，并使用了附近的基础设施，为其提供高压系

统供电。

我们选择搭建混合媒体显示装置的位置是一个以学

生为主要居住群体的，距离地铁站步行约3-4分钟的

住宅区主广场。显示屏被放置在混凝土屋顶下的半

开放空间，并固定在中央结构柱上；紧挨着的搭建

区域是一个临时使用的小亭子，学生们可以在这里

对显示屏进行操作。为了实时显示公共交通数据，

我们需要在车站附近寻找研究地点，为广大群众提

供有用的信息。

德国慕尼黑的奥运村

此后，我们也选择了德国慕尼黑的奥运村进行了第

二次的案例研究，在这个为 1972 年奥运会所兴建

的居住区内，现有 6000 名居民，人口密度相当高，

且整个住宅区内完全没有汽车，居民们的出行普遍

依赖公共交通。为了更好地理解所展示的信息对所

选定的地区居民及游客的影响，我们进行了初步观

察：无论是通过观察进入地铁站的人，还是与附近

住宅区的居民进行交谈，他们大多都会选择搭乘地

铁前往市中心。此外，周围的行人也会把下次出发

时间的实时信息视为最重要的参考，以确认是否还

有足够的时间赶乘地铁。

与第一个装置中以高分辨率显示叠加低分辨率显示

的方式相反，在这个案例中，两个视觉表现层使用

不同的可视化元素进行编码，并且彼此分离。对于

投影层而言，其可视化是基于文本来传递明确的信

息，其内容源自我们常见的乘客显示信息。与数字

相关的投影在屏幕的左侧；与剩余时间相关的投影

在屏幕的右侧，以分钟符号“min”为单位。因为人

们只重点观察一个方向（去往市中心的方向），所以

我们没有显示目的地，而是将重点放在“通过该站

点的时间”上，以减少信息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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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环境显示而言，剩余时间被描述为沙漏，作为

时间的隐喻。在此，装置的结构设计增强了整体的

视觉效果，也因两个水平的屏幕看起来像沙漏形的

灯泡，因此将信息编码成显示屏的形状，使沙漏中

显示灯光的高低与剩余时间相一致。为了使人们便

于识别地铁线路，我们根据当地交通系统的颜色编

码，将沙漏的填充层显示为橙色；而为了加强图像

的表现力，我们通过动画序列强化了显示效果，即

通过一粒水滴从表示剩余时间的上层容器掉落到表

示经过时间的下层容器，从而将两个显示容器连接

在一起。

这一类似水滴移动的运动，使低分辨率的显示层看

起来像发光的液体。此外，通过不规则的像素网格

与 LED 面板的对角线对齐，这些缓慢的动画创造出

独特的美学效果，形成了清晰的、无边界的显示界

面。而针对混合模式而言，使用低分辨率与高分辨

率相结合的显示技术，信息的传输经由沙漏的可视

化隐喻，与之前的文本信息相结合，创造出了另一

种美学境界。pld

“环境显示器”在公共空间中吸引人们驻足观看 地铁站附近的白天场景与夜晚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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