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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rapid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rail transit,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subway track space 

are gradually improv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guidance design. A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attributes of subway public transport, 

guidance desig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people flow, quickly entering and exiting, and providing multi-level 

information of station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advertising system under the new media art form how to comb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sing existing, som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not to design a set of more efficient, more intelligent 

various advertising system, in order to guide in the future subway system is more real-time, interactive, mobility and has more 

sen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 new advertising system, so as to more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mage of the cit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life, improve transferred, beautification space, resulting in the cognitive environment and space image, identity 

and asc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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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在当今公共轨道交通的快速建设发展中，应运而生的对地铁轨道空间的设计要求逐渐提高，在现有文献中提到

了导向设计作为地铁公共交通属性中的重要环节，具有导向人流、快速进出、提供车站多层信息的重要功能。文章所

要探讨的是对导视系统在新媒体艺术形式下如何去结合新媒体艺术与科学技术，利用现有的、未来会有的科技成果去

设计出一套具有更全面高效、更智能多样的导视系统，以求在未来地铁导视系统中更具有实时性、互动性、移动性也

更具有科技感的新导视系统，有效的提升城市形象和生活品质。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新媒体艺术，地铁导视系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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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21世纪科技发展的快速时代，现有的公共交通领域

的导视系统，是社会群体接触大、使用量多的一个公共系

统，现阶段地铁导视系统因地铁空间造价昂贵、地下空间

稀少，拆改限制过大，使导视系统发展还局限在原有的图

文表达与工业化标准化生产，缺乏动态展示、立体空间、

多维度的表现[1]。 

2．．．．新媒体艺术的地铁导视系统研究现状新媒体艺术的地铁导视系统研究现状新媒体艺术的地铁导视系统研究现状新媒体艺术的地铁导视系统研究现状 

我国在理论研究方面就有很多传统导视的研究。徐邦

跃通过对导向标识的研究，得到了标识与标志的区别在于

—标识是一系列系统的集体称谓[2]。吴丹等通过研究得到

地铁导向设计中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吸纳设计理论

中的前沿部分[3]。但在新媒体艺术的地铁导视系统应用研

究，我国还处在萌芽阶段。张剑从视觉体验的角度对新媒

体艺术在导视系统的设计应用进行了研究，分析得出新媒

体中的视觉导向设计的原则，即综合形式法则运用、指向

性的运用、交互性的运用、图像的视频化和感性诉求与理

性分析原则，他认为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兴媒介，极大地影

响了导视设计的风格和设计方法。张艳从媒介的应用上对

导视系统进行了理论梳理，在论述导视设计如何创新时，

提出形式的创新、载体的创新和利用新技术，提出视觉形

式的变化、新的媒体技术以及人的感受和需求下使导视系

统的设计功能出现转变，地铁导视设计逐渐的开始标准化、

专业化、人性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等观点。侯永瑞从数字

化城市公共空间导向系统设计入手，通过研究数字化表现

形式的导向系统，解决导向终端造型设计、界面设计、操

作系统设计等导视设计新的问题[4,5]。 

综上，中国目前在新媒体艺术的地铁导视系统设计方

面还出于初步探索阶段。本文试图分析地铁导视系统设计

的需求性和功能性,探讨了地铁导视系统功能转变的需求

和新媒体艺术引入地铁导视设计的原因。同时总结阐述了

新媒体艺术冲击下的地铁导视系统设计的表现与研究。 

3．．．．地铁导视系统地铁导视系统地铁导视系统地铁导视系统设计原则设计原则设计原则设计原则[6,7] 

3.1．．．．整体性与规范性原则整体性与规范性原则整体性与规范性原则整体性与规范性原则 

地铁公共空间导向系统的涉及面广、规模巨大、形式

多样,设计施工必须由专门机构的统一指导下设置整齐划

一的标识指示系统、统一大小、颜色、字体、形式等，其

中地铁导视要求的标准化也尤为重要，主要包括：导视图

形符号的标准化、导向系统设置标准化等 

3.2．．．．功能性与识别性原则功能性与识别性原则功能性与识别性原则功能性与识别性原则 

地铁公共空间导向系统的最终目的是为受众提供导

视信息用以准确无误的到达目的地，在设计过程中必须遵

循“功能为主 ”的设计原则，通过不同人群的行为方式，

合理计算最佳导引路线，运用科学的、艺术化的方法来进

行构思设计，尽可能力求更简便、更快捷、更准确更明显

的完成信息的传达[8]。 

3.3．．．．地铁导视系统类型地铁导视系统类型地铁导视系统类型地铁导视系统类型 

技术性是现有地铁导视系统设计的基础。地铁导视系

统的建构需要有相应的结构组成材料和设计制造的工艺

技术，脱离了材料和技术的支持就不可能有完整的、真正

的导视系统设计。而数字化导视系统,它自身就是融合了

超高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对所需的材料和工艺技术要求也

就更高更高，用以达到集数字化智能化为一体的高科技地

铁导视系统。 

4．．．．新媒体艺术冲击下的地铁导视系统设计新媒体艺术冲击下的地铁导视系统设计新媒体艺术冲击下的地铁导视系统设计新媒体艺术冲击下的地铁导视系统设计 

4.1．．．．新媒体艺术形式新媒体艺术形式新媒体艺术形式新媒体艺术形式 

4.1.1．．．．非线性叙事非线性叙事非线性叙事非线性叙事 

在新媒体的艺术形式中最大的特点就是非线性叙事，

而对比的是传统的线性叙事。线性叙事的传统已经发展成

熟。大多数都能按照被称为“三幕架构”或“亚里士多德办

法”的方式，也就是将故事清楚地分解为开头、过程和结

尾三个部分。而非线性结构叙事是在叙事时，可将叙事内

容划分成不同关系的单元，然后用制作工具将其组成一个

网型结构。表达叙述时，不必按线性方式顺序往下读，而

是有选择的阅读自己感兴趣的部分。通过非线性结构，可

能实现页面任意跳转，多为各个支线又相互联系，结局也

因中间关键点的不同而不同。 

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根据新的导视系统不需要原有导

视系统那样必须从初始入口跟随导视慢慢查询最终目的

地，而是可以在随意位置进行查询，可以及时切入想要的

路线，以及就算是乘客走入错误路线也会进行计算新路的

指引[9]。 

4.1.2．．．．存在方式多样化存在方式多样化存在方式多样化存在方式多样化 

由传统的信息源进行有限信息采集到媒体中，在进行

单向传播到受众，而现在是全方位信息采集，通过各种手

段进行实时的信息采集汇总以及大数据分析到新媒体中，

在进行双向的实时交互到受众，其中信息是不断更新的，

采集的多方面手段确保了信息更新的准确性，再通过新媒

体进行发布出来，而受众通过自行筛选将信息反馈于新媒

体在进行二次信息更新，从搜集的多样化到新媒体载体的

多样化，再到传播手段的多样化，种种特点都优于传统媒

体特性（图1、图2）[10]。 

 

图图图图1 传统媒体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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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2 新媒体的特性。 

4.1.3．．．．人机交互人机交互人机交互人机交互 

作为新媒体的典型形式特征，人机交互作为人和机器

的互动功能，较好的实现从被动查询到主动查询的使用方

式转变，力求达到沉浸式体验，实现了让受众主动去查阅

信息的导引，也相应的增加更多的使用方法[11]。 

4.1.4．．．．虚拟现实的观念虚拟现实的观念虚拟现实的观念虚拟现实的观念 

虚拟现实是一个比较新的观念，借助映像、计算机处

理、陀螺仪来实现现实情景虚拟重现的技术手段，主要是

AR\VR，两者基本上以移动平台或者是头戴式目镜平台来

实现虚拟现实功能，使其在其他地方也可随意浏览目标地

全景设施，在较大的换乘站或者大型交通枢纽可以进行特

殊群体的特殊引导。 

4.2．．．．新媒体艺术冲击下的地铁导视的构成形式新媒体艺术冲击下的地铁导视的构成形式新媒体艺术冲击下的地铁导视的构成形式新媒体艺术冲击下的地铁导视的构成形式[12,13] 

4.2.1．．．．桌式桌式桌式桌式、、、、立式查询机立式查询机立式查询机立式查询机 

现有的应用最多的就是桌式以及立式自助查询机，主

要分布在各大交通枢纽、银行、医院、图书馆等公共服务

类的建筑内，其主要作用就是查询线路、信息了解、简易

手续文件办理，其自身只要是电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

发挥了电脑的处理系统以及互联网的信息传输系统，方便

快捷简单易操作。该设计可以结合售票系统一起，放到入

口处（图3）。 

 

图图图图3 桌式、立式查询机。 

4.2.2．．．．LED显示屏显示屏显示屏显示屏 

当今主要的电子图像载体，它的工作原理是用一种通

过控制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方式来完成的，该显示屏是由上

万个发光像素点均匀排列组成的点阵。它所使用不同的材

料可以制造不同颜色的LED像素点，用来显示文字、图形、

图像、视频等各种数据的显示屏幕。该LED显示屏主要运

用在各类各级导视牌以及广告牌、通知牌可进行电脑的处

理来实时切换显示，大大节省更换成本和缩短更换周期，

可是将那个原有的展示面积无限的放大切换使用（图4）。 

 

图图图图4 LED显示。 

4.2.3．．．．激光投射导视激光投射导视激光投射导视激光投射导视 

激光投射导视系统主要靠激光投射机来完成的。由投

影器将处理后的激光光束透射到所投到的相应载体上，以

此完成整个激光投影导视系统显示过程。利用激光的特性

使之准确清晰地投射某一载体加上激光发射器可移动的

条件，在狭长的错杂的交通通道进行投射地面导视。替代

掉原有的导视地贴。激光导视具有免清洗、免维护、可调

控的优点（图5）。 

 

图图图图5 屏激光投射导视。 

4.2.4．．．．3D全息投影全息投影全息投影全息投影 

3D 全息投影全新表现技术，它是一种利用干涉和衍

射原理保存原有物像，并再现物体真实相貌的三维图像，

也是一种无需其他辅助设施就能实现的3D影像技术，受众

可以看到立体的虚拟的事物，也可进行互动问询的特点

（图6）。 

 

图图图图6 全息投影。 



 Science Discovery 2019; 7(5): 306-311 309 

 

4.2.5．．．．AR、、、、VR实景虚拟导视实景虚拟导视实景虚拟导视实景虚拟导视 

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简称AR技术，它是一

种通过计算机系统提供的信息增加现实世界用户的感知，

将虚拟信息应用于现实世界，并将计算机生成的虚拟对象、

场景或系统提示信息放置在真实场景中的技术，实现了现

实的改善。在视觉化的增强现实中，受众利用一定的载体，

把真实的地铁内部空间与电脑图形重合成在一起，便可以

看到真实的地铁空间（图7）。 

 

图图图图7 AR导视。 

虚拟实境（Virtual Reality），简称VR技术，是通过

计算机计算产生一个三维空间的虚拟世界，可以展现出关

于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模拟，让使用者如身临其境

的感觉，可以实时的、没有限制地观察三维空间内的事物。

如果使用者在位置上发生变化时，电脑可以根据位置的变

化进行数据运算，将精确的3D世界影像传回产生临场感

（图8）。 

 

图图图图8 VR头戴导视。 

4.2.6．．．．移动终端导视系统移动终端导视系统移动终端导视系统移动终端导视系统 

利用移动手机为载体，开发该地铁集地图、售票、导

视、查询、周边信息、广告通知等功能于一体的APP应用

软件，将扩展功能适用于全网全线，让更多的乘客进行自

主的手机应用查询使用，也可以增加手机的增强现实功能

（图9）。 

 

图图图图9 广州地铁手机APP截图。 

4.2.7．．．．地铁官方手机软件以及地铁官方网站地铁官方手机软件以及地铁官方网站地铁官方手机软件以及地铁官方网站地铁官方手机软件以及地铁官方网站 

发展官方网站不仅在于公布地铁公司的实时通知，更

多的是在某些问题解决的权威性，虽然地铁网站是多用于

电脑的互联网下，不便于方便快捷的查询，但是需要更多

的更权威数据来提供支持。 

4.3．．．．新媒体艺术冲击下的地铁导视设计应用新媒体艺术冲击下的地铁导视设计应用新媒体艺术冲击下的地铁导视设计应用新媒体艺术冲击下的地铁导视设计应用[14,15] 

4.3.1．．．．街道的一级导视牌街道的一级导视牌街道的一级导视牌街道的一级导视牌（（（（立柱立柱立柱立柱）））） 

对于地铁指向性导视牌一般在与沿线的道路两旁，经

考察在广州、佛山、深圳地铁的一级导视一般在道路旁的

立柱形式导视牌，笔者认为将原有的固定立柱导视牌顶部

加装带有箭头式灯箱指引，并在箭头下方安装有触控LED

屏幕和内置电脑，便于自助查询扩展查询功能，旁边设有

无线终端传输器如：蓝牙、NFC、以及无线网络Wi-Fi等

功能，可用于传输手机对于该线路的一切地下设施等信息

文件的预下载，也可使AR/VR的数据传输口。底部根据市

政情况外加圆柱形垃圾桶。 

4.3.2．．．．非付费区非付费区非付费区非付费区

1
的二级导视牌的二级导视牌的二级导视牌的二级导视牌 

经调研发现，在乘客初次进入某一地铁站站点的时，

大多会停留在非付费区的售票口处、出站时的闸机出口处，

以及换乘大厅中央。大多数时间用于查看到目的地站的坐

乘路线或换乘方式、如何进站和到达指定站台等待乘车。

所以在售票口处可以加装查询售票于一体的自助机，这里

                                            
1 非付费区：车站内，乘客不需要使用有效车票就可以进入的公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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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助机可采用内嵌墙体的自助机，一方面整洁美观，一

方面还可以到墙体后房间内进行更换维修，该自助机可以

查询线路图，也可以看到实时的地铁运转情况。 

而对于出站的非付费区的主要导视系统是嵌入墙内

的触控屏幕查询，该系统结合显示屏和计算电脑可进行对

各个出站口的街道详情进行展示，其中包含了导视主要功

能在于地铁站平面图、车站空间3D模型图（平面展示）、

站内公共社设施图、无障碍通道分布图、地标建筑、公交

路线、大型商场、公共服务场所等、也可显示该站的鸟瞰

图。根据条件可加入全息AI智能机器人，通过语音接收器

来进行与受众的语音交流，以此替代现实中问询的工作人

员，具有可任意开启且24小时不间断交流咨询。 

在换乘站的大厅摆放互动的3D全息影像的站点模型，

该设施需要桌台进行承载，在不同横纵轴放置全息映像的

发射口，将映像投射在桌面上，受众可以用双手进行接触

操作，因为可以手动放大缩小虚拟模型所以可进行多维度

全方位实时精确查看[16]。 

4.3.3．．．．付费区付费区付费区付费区

2
二级导视牌二级导视牌二级导视牌二级导视牌 

当进入闸机时就是进入地铁站的付费区,付费区的新

媒体应用主要在与引导分流，将人流高效的引向所要去的

位置，主要的应用场所是换乘站的换乘通道，该导视系统

主要采用激光动态投影技术，将狭长的换乘通道利用光进

行动态的导视，在这通过对地面，对墙面等不同的载体和

不同颜色不同形式进行导视引导，也可以在高峰期进行变

更导视来实现分流的作用。 

第二可以外加一个热力图显示器，通过站台的热成像

仪进行收集实时映像反馈到展厅墙上的屏幕上，根据车厢

内的人流量和车门等待的数量进行系统分析，可以根据热

力图直观的感觉到那些车厢比较拥挤，那些车厢比较分散，

对于高峰期的乘坐起到了辅助引导功能，也可以避免资源

的浪费，合理搭乘地铁车厢。 

4.3.4．．．．站台的三级导视牌站台的三级导视牌站台的三级导视牌站台的三级导视牌 

经过调研发现除购票、换乘是所用的时间较多外，还

有是在站台等待列车到站的3至7分钟，而站台现有的三级

导视主要是车厢标识、公共卫生间标识、站台名，以及列

车运行线路图等其他类导视牌，这些导视牌采用新媒体应

用不高，主要是针对特殊时期以及高峰时期利用LED吊挂

式导视牌进行指引。所以主要利用乘客等待时间可以运用

玻璃影像功能在站台玻璃栅栏处进行播放实时的地铁运

行状况、该站点天气、时事政治等节目。 

4.3.5．．．．各级导视牌运行方式及调控系统各级导视牌运行方式及调控系统各级导视牌运行方式及调控系统各级导视牌运行方式及调控系统 

新媒体导视牌最根本的是实时性、互动性、智能性、

互联网、大数据，笔者根据适当的主流处理计算系统进行

大题构思，在其站点内部设置有一台核心处理器，它利用

云计算加大数据分析加5G高效数据传输，再加以人工智能

以及人为主动控制构成的控制整个城市的全网全线的地

铁导视的控制系统，该系统会实时高效合理的处理各级各

                                            
2 付费区： 车站内，乘客只有在使用有效车票后才可以进入的公共区

域。 

类的导视牌运行情况。如，某一站台突发紧急情况时，相

关警务、火警、人员监控会根据不同收集器进行计算识别

分析，并及时通报有关单位进行突发处理，同时将LED吊

挂式导视牌、激光投影引导、自动扶梯进行控制，将逃生

通道和救援通道合理区分开，避免不必要的拥堵和盲目逃

生，这也是为硕大的地铁导视系统的运行所做的理论支撑。 

5．．．．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将现有的地铁导视系统从工业量产化的种种弊端进

行勘察分析总结，用新媒体新技术来加以改善，充分发挥

新媒体的多样化、人机交互、实时性等特点，进行合理设

计构造布局，将局限的地下空间充分利用起来，力求最大

化的方便快捷。 

关于新媒体技术在地铁导视下的应用，是利用以现有

的技术来打破传统地铁导视系统为目标，为了更好的体验

科技带来的快捷方便，将避免传统的繁琐的固定导视牌带

来的不便，以被动的参考导视到主动地互动的进行导视查

询，让受众打破传统观念，更好地熟悉地下轨道交通的布

局情况和使用方式，也更好地、更有效的运用公共轨道交

通带来的便利之处。 

笔者坚信伴随着新媒体艺术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以

及在各个设计领域的实践验证，地体导视系统乃至城市的

公共导视系统的设计也会在不同形式和不同内容上进行

自主的更新和发展，所有的设计师也会在设计领域、思维

方式、理论成果等方面不断创新，使地铁导视系统的设计

最终能够成为据有科技含量与情感投入相结合的优秀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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