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北京服装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李李四达 教授

2019.3.10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数媒组专业评委

如何解读信息可视化设计
& 评委眼中的数字媒体设计作品



信息可视化设计竞赛的评分标准

表现性

可⾏性

完整性

30%

30%

40% 1.信息简洁性
2.艺术表现性
3.原创性

1.项⽬目可⾏行行性
2.⽤用户体验性

1.流程完整性
2.⼯工作量量
3.技术性

主题突出、创意新颖、技术流畅、美观实⽤用

信息可视化设计作品评审基本原则：主题突出、创意新颖、技术流畅。在原创性、
艺术性、技术性、可⽤用性和完整度上呈现出信息可视化设计的丰富层次与趣味性。



表现性( 30% ) 

1. 作品呈现是否满⾜足了了信息可视化设计的“美观、清晰、实⽤用”三个基本指标？
2. 作品在主题、⾊色彩、形式与表达上能否满⾜足信息可视化设计的明确、有效和简洁的特征。
3. 动态影像或多媒体展示是否做到了了简洁、流畅和⽣生动？

可⾏行行性( 30% ) 

1. 科学性：作品有⽆无科学性错误？界⾯面设计是否合理理、友好，⽤用户使⽤用是否便便捷？
2. 实⽤用性：⽆无论是公共标识、地图、地理理信息、仪表板或者是电⼦子显示屏、⼿手机或iPad应
⽤用，都要求能够帮助⼈人们理理解或解决实际问题。

3. 准确性：数据是否准确和科学？作品的可信度和时效性是否合理理？

完整性( 40% ) 

1. 作品的设计⽅方案和过程是否完整、明确、合理理？
2. 作品的界⾯面和数据呈现是否流畅？功能是否完整？
3. 作品的⼯工作量量是否⾜足够？作品是否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4. 作品中所涉及的软件、⼯工具或者源代码运⾏行行效果是否能满⾜足作品的要求？



2019年（第12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The 12th Chinese Collegiate Computing Competition (4C 2019)



1. 使信息更更易易传播。

2. 使信息更更易易被受众所接受。

3. 使复杂的数据变得清晰、易易懂和美观。

4. 将复杂的数据梳理理成有条理理的信息传递给受众。

5. 将不不同学科的专业内容视觉化，消除普通⼈人的理理解困难。

6. 使分散的数据变得集中，以便便更更好地理理解信息在系统中的位置。

7. 将数据中的深层内容通过视觉化的⽅方式现出来，便便于寻找问题及原因。

8. 信息设计是⼀一种有效的设计教育、研究问题的⽅方式，让学习变得有逻辑性。

信息可视化的意义



⼆二、如何理理解信息可视化/数据可视化？

对信息可视化/数据可视化的⼀一些误区





三、什什么是好的信息/数据可视化？

哪些信息可视化设计作品是符合⼤大赛标准的？



⽇日本设计⼤大师原研哉先⽣生认
为：“信息之美”在于清晰独
创、幽默。同样，清晰、独
创、幽默也是有魅⼒力力的信息
可视化设计的基本构成。







要让⼈人们掌握信息，就要通过激动⼈人

⼼心的⽅方式来强化他们的感官体验。 然⽽而，

由于信息的过载，知识⽆无法成为激活思想

的媒介，堆积如⼭山的信息，如同没有发芽

的种⼦子，⼈人们⽆无法分辨他们是死是活……

“Emptiness is richer than fullness.” ~Kenya Hara

“此处⽆无⾔言胜有声”——原研哉









四、信息/数据可视化呈现的基本形式？
信息可视化的分类及表现形式



流程可视化 结构可视化 关系可视化 情景可视化

信息可视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点状图系列（8）

放射图系列（8）

思维图系列（8）

螺旋图系列（8）

关系图系列（8）





资料料来⾃自⻨麦可思研究院公布的数据



新媒体设计领域

交互产品设计领域
时间媒体设计领域

互动娱乐设计领域

视觉设计延伸领域

交互设计
智能终端产品设计
网络媒体设计
可穿戴产品设计
装置艺术设计
信息可视化设计

可用性设计
用户体验
服务设计
软件工程
原型设计
智能化设计
创客模式

动态媒介设计
动画、实验影像与电影
微电影与DV、MTV
数字影视特效
影像编辑

智能终端游戏
交互墙面
装置艺术
增强现实
虚拟表演广告与平面设计

装帧设计
数字摄影与创作
插图和漫画

数字媒体艺术分类的可视化模型（数字媒体艺术教育探索，《装饰》杂志，2008.10）



数字媒体艺术知识体系的研究框架



新媒体艺术历史溯源：⽂文脉、流派、⼤大事件及其⼈人物谱系图（《数字媒体艺术简史》2017）



新媒体艺术历史渊源：传统艺术/技术形式的历史发展谱系图（公元5世纪到当代）



人工智能在设计领域的四种角色和发展趋势



20世纪新技术⾰革命及全球化带给设计理理论的三次变迁

⼯工业⾰革命
现代媒体

体验经济
科技创新

智能科技
社会创新



智能产品设计

交互设计

体验设计

服务设计

城市设计

可穿戴产品设计
社会创新设计

生活方式设计

数字服务设计

工业产品设计

公共服务设计

生态环境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课程与研究体系（中央美术学院）





艺术与科技
Arts & Science & Hi-Tech

跨媒体艺术

数字媒体艺术
Digital media Arts

转基因艺术

遗传艺术

算法艺术

有机艺术/人工生命

数据库艺术

人脸识别/投影

细胞与分子生物学

人类基因组计划

基因工程及现代生物技术

胚胎学和发育生物学

新物种设计

遗传工程设计

生态系统，光合作用 植物心理学

自然环境与污染

人类生物学/过程模拟

大脑活动可视化

生物芯片 数字神经元

纳米雕塑艺术

无人机阵列表演艺术

机器人表演

电子皮肤/脑机界面

交互影像艺术

交互装置艺术

光与声音的物理学

远程遥在艺术

可穿戴智能技术与艺术

3D打印/数字雕塑

网络艺术

大型模拟自然装置

图像/语音识别

动力装置艺术

虚拟/混合/增强现实艺术

故障艺术

信息可视化

水幕/幕墙投影

全息艺术/技术

激光表演艺术

新材料艺术

仿生学设计 生物医学工程

非有机生命工程

物联网/社会创新设计

动画/社会媒介

智能绘画

嗅觉/触觉体验

虚拟表演

软件/计算机艺术

动画装置艺术

神经网络

非真实渲染/绘画

协同式装置艺术

后现代雕塑艺术

黑客艺术

交互墙面

数字交互墙

半机械人工程

交互表演艺术

Trans-media Arts





五、交互类型信息可视化作品的解读
以故宫⽂文创APP：《韩熙载夜宴图》
《胤禛美⼈人图》《紫禁城祥瑞》 等为例例





信息可视化之美解读之⼀一：故事、幽默、吸引⼒力力





信息可视化之美解读之三：完整、流畅、准确、吸引力





信息可视化之美解读之四：⽣生动、有趣、美观、丰富





信息可视化之美解读之⼆二：探索、意义、交互性



信息可视化之美解读之五：独创、清晰、时尚





信息可视化之美解读之六：创新、隐喻、细致、韵律律





信息可视化插画设计范例例：韩国著名平⾯面设计师张圣焕作品















五、动态媒介与信息可视化作品解读



六、信息可视化与视觉品牌设计













1. 取材“凤舞天涯”的理理念，突出“凤凰”⽂文化，以“天涯”汉字为原型。

2. 突显三亚拥有着以⾼高品质海海湾、沙滩为核⼼心的热带海海滨度假资源。

3. 标识采⽤用彩虹渐变⾊色彩，⾊色彩绚丽夺⽬目，反映滨海海城市的⾃自然结构形态，

让⼈人联想到阳光、沙滩、海海浪、椰树、洁净的空⽓气等热带海海滨度假天堂的

独特⾃自然⻛风光。



1. 以汉字“杭”的篆书进⾏行行演变，将城市名称与视觉形式合⼆二为⼀一。

2. 强调江南建筑元素，微妙地传达了了城市、航船、建筑、园林林、拱桥、⽔水等

特征。

3. 以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青绿⾊色作为其标准⾊色，表达了了杭州优美的⾃自然⼈人⽂文环

境特征和⼭山⽔水景观的灵秀⽓气质。



1. 以“⻰龙”象征⾹香港不不断蜕变、港⼈人积极进取的⾯面貌。

2. ⾹香港品牌的品牌定位：亚洲国际都会

1. 在⾊色彩应⽤用上，主⾊色系透过美术设计和⾊色彩带出

澎湃的动⼒力力和不不断前进的感觉，⽽而⿊黑⾊色的选⽤用则

体现中国书法的神髓。

2. 主副字款起互相呼应的作⽤用，象征“继往开来，

创建明天”，显现⾹香港这亚洲国际都会璀璨的未

来。

3. 由⻜飞⻰龙延伸出来的蓝，绿彩带，分别代表蓝天绿

地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红⾊色彩带则勾划出狮⼦子⼭山

⼭山脊线，象征⾹香港⼈人“我做得到”的拼搏精神。

4. 彩带飘逸灵动，代表⾹香港⼈人应变灵活。⽽而缤纷的

⾊色彩则代表这个城市多元化，富活⼒力力。



标识设计为浅蓝⾊色，代表泉⽔水的颜⾊色，给⼈人以清爽开朗、

宁静深远的感觉，符合济南创新和谐的城市精神。

形象标识的设计概念源于“⼭山泉河湖城”的泉城⾃自然景观特

点，反映了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同时表现了了泉城济南充满

现代节奏的时尚⽓气息。标识图案上半部分的⼭山形，⼜又是⼀一只

鸠⻦鸟的变形。济南地处古东夷⽂文化发源地，东夷⽂文化特征之

⼀一就是“⻦鸟的崇拜”。标识图案下半部分的设计概念源于趵突

泉的主体形态。泉⽔水的形态中还融合了了⻦鸟、荷花、柳柳树在突

出济南地域特⾊色的同时，寓意着和谐、美好的祝福。

标识辅标设计概念来源于趵突泉的主体形态，体现“家家

泉⽔水，户户垂杨”的地域特⾊色。整体标志造型⽓气韵⽣生动，活

泼的⼈人形和泉⽔水的完美融合，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同时表现了了泉城济南充满现代节奏的时尚⽓气息。泉⽔水的形态

中还融合了了⻦鸟、荷花、柳柳树的形态。



标志由昂⾸首展翅的凤凰、穿越银川平原的⻩黄河以及回族视觉元素构成了了银川的视觉符号，

概括凝练了了银川精神。

昂⾸首向上的凤凰代表了了银川⼈人⺠民锐意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其中凤凰展开的翅膀由银

川的“川”变形⽽而来；进取向上的躯⼲干由⻩黄河变形⽽而来，⻩黄河是银川平原的命脉，⾃自古以来就

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黄河与银川有着深厚的渊源，故将⻩黄河贯穿图案上下。

标志整体设计简洁⼤大⽓气、构图巧妙、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具有较强的个性、⺠民族性与时

代性，具有突出的视觉张⼒力力和审美价值。



\日本川崎的城市形象设计\



全新的标识以红⾊色、蓝⾊色和绿⾊色三种⾊色彩和

汉字“川”组成，这三个颜⾊色是⾊色彩中的三原

⾊色，在⾊色彩中，通过这三种颜⾊色可以混合出

所有的颜⾊色，这也间接的传递出川崎市的多

样性的城市魅⼒力力，在公布新标识的同时，川

崎市还公布了了⼀一个全新的城市⼝口号Colors，

Future！（百变，未来）。

新形象将在未来应⽤用于市政职员的名⽚片、城

市公交⻋车身、以及各种公共设施和各类宣传

材料料中。



此次川崎市推出新形象将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即将在2020年年举办的东京奥运会。
同时2024年年将是川崎市建⽴立城市100周年年，希望通过全新的形象，

想外界传递出川崎市作为“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城市形象。





城市
形象
宣传



\⽩白俄罗斯明斯克（Minsk）城市形象设计\





城市导视设计应⽤用系统



城市
形象



城市
形象



城市
形象



城市
形象



城市
形象



城市
形象



城市
形象



城市
形象



城市
形象



城市
形象



城市
形象



⼤大巴黎地区新标志以8根不不同颜⾊色的彩条组成⼀一个铁塔形状，含

义是：埃菲尔铁塔代表巴黎市，8个彩条分别代表郊外8个省，不不

同的颜⾊色代表法兰⻄西岛多元化和富有创新的特⾊色。



清晰

寓意美观

简洁 明快 实⽤用 醒⽬目 明确

感性 ⽣生动 形象 个性 通⽤用

深刻 理理念 直观 实⽤用 回味

信息可视化设计三原则



七、基于分析软件的数据可视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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