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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GMA 跨学科设计实验室位于上海。创始人 Benjamin Bacon （白培耕）和徐维静（Vivian 
Xu）结合设计、科技、艺术与科学等领域的概念和技术手段，开发、创造综合性的高端产品，以

及试验性的艺术、音乐和表演项目。

我们希望能创造一个开放的环境，滋生具有研究价值和实验精神的项目，同时将这些新的概念引入

生产及商业领域，产出高品质前卫型产品，形成一个由知识分子和艺人共同维护的、可持续的原创

社区。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希望不同领域的合作者能够聚集在一起，交换想法和灵感，但更重要

的是，创造具有丰富文化背景和文化深度的项目、叙事和体验。

PHILOSOPHY



我们的方向产品、研究项目：
- 电音乐器

- 可穿戴

商业项目：
- 交互装置

- 公共艺术

- 展览设计

媒体设计与制作：
- 音乐制作

- 视频制作

设计教育与研究



Soundspade
由 Benjamin Bacon 

设计、制作
2005

Soundspade 是一个数字音乐演出界面，它通过网络

连接，采集参与听众通过 iTunes 共享的音乐素材，

将其重新整合、剪接、合成成新的抽象电音，演奏出

来。我们正在开发这个乐器的第二版产品，将其体积

缩小，以便电子音乐人携带和使用。



Soundspade
硬件设计和产品外观设计



Soundspade
软件界面



Dogma 双轴单声道合成器

由 Benjamin Bacon 
设计、制作

2015

DDAMS-1 是一款基于 Arduino 的双轴单声

道电音合成器，是一款拥有 midi 输入和可

运用自定义程序控制的新型音乐交互界面。



黑眼线

《黑眼线》DJ 演出系列

Dogma 制作

由 Benjamin Bacon 创办
2012 -

《黑眼线》是一个多媒体 DJ 演出系列，由 Benjamin 
Bacon 和 Alex Chow 在北京创办。演出系列将多元化

的电音风格带入北京地下音乐场所。《黑眼线》Dogma 

制作，并被 Timeout Beijing 和 City Weekend 等杂志

评选为北京优秀地下音乐演出系列.



《分压器》试验电子乐演出系列

Dogma 制作

Benjamin Bacon 创办
2014 -

《分压器》是一个试验电子乐演出系列，由 Benjamin Bacon 在
上海创办。系列的终止在于将北京、上海、香港的电子音乐人集

中在一起，展现不同风格和形式的试验电子乐，鼓励、促进不同

城市音乐人的交流。《分压器 - Snapline》 演出与 2015 年被 
Smart Shanghai 评委年度最佳地下音乐演出之一.



公共艺术交互装置 Affinity Installation
户外永久装置，艺术与科技博物馆，悉尼，澳大利亚

触摸交互系统由 Benjamin Bacon、Vivian Xu 调研、设计、开发
2014



装置由澳大利亚艺术团体提出创意，象征着一个庞大的神经系统的信息传

递，在观众触碰圆形神经枢纽的时候，装置会发生灯光变化，模拟信息在神

经中传递的效果。

Dogma Lab 完成了装置的技术研究、设计与开发工作，主要包括：工业级

导电材料的调研与测试，交互系统软硬件的开发，以及触摸界面的设计与技

术实现。



《重新装在》展览
老白度美术馆

媒体设计
Benjamin Bacon
2014

老白度美术馆建馆首次展览，《重新装在》建筑、行为艺术

展，媒体设计工作由 Dogma 完成技术设计、时间。老白度

煤矿卸载站点的独特建筑特征，为投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艺

术表现平台和技术难点。我们通过硬件、软件开发，及投影

技术调研，为展览实现了在不规则墙面、空见上同步投射 8 

部不同的影片和 8 条不同音轨的媒体呈现效果。





泡泡投影
BYOB Shanghai 投影艺术活动

Benjamin Bacon 、徐维静合作
2014

国际投影艺术活动 Bring Your Own Beamer 首次来到

上海举办的时候，活动设置在建筑风格独特的 1933

。Dogma 为此活动制作了3个小型的投影试验，通过

化学、物理等反应生成投影效果。其中包括：1）超声

波震动泡泡投影实现三维影像效果；2）声音震动物质

产生抽象物化声波的投影效果；3）鲁米诺光学反应生

成荧光投影效果。这三个试验试图提出新的生成交互

投影的形式与方法。



超声波指向型喇叭，Dogma 设计



《旅行者》 2016
Particle Fever 时尚运动品牌 

The Gymnasium 交互艺术体验项目

Benjamin Bacon 、徐维静 
2016

《旅行者》2016 是 Dogma Lab 为时尚运动品牌 Particle Fever 的交互艺术体验项目 
The Gymnasium 设计并制作的交互体验装置。装置由一辆自行车和 18 台电视屏幕组

成。观众登上自行车之后，随着等车的动作，穿着品牌运动装的模特将从空间的一头奔

跑、条约到另一头。随着他们的运动，在屏幕与屏幕之间跳跃，运动的声音在空间中回

荡。这个装置是根据场地的特征设计的，活动场所在自行车俱乐部 Resee ，目的让观众

参与到运动当中去，重新定义都市运动场的概念，通过运动体验品牌精神。



绿屏拍摄后期处理后的运动员跑步素材



ESO
中国美术馆展出

Benjamin Bacon 创作
2013

《电磁机械乐团》ESO 通过若干机械铁笼构成一个由数据弹奏的打击乐团。

不同城市（德国、纽约、北京、上海等）的空气、环境数据通过一个小的装

置被采集。数据输入装置系统后，被转化成音乐通过铁笼中的电线圈敲打发

生装置演奏出来。每一个铁笼饱含着一个完整的八度，并代表一个城市的数

据。装置通过音乐，为观众创造了对不同地理位置的环境的不同直观认识和

体验。



ESO
装置展示设计图纸



Mingle V.2
Benjamin Bacon 创作
2014

Mingle 是一个交互声音装置，由一系列安装在展览空间的

红色电话组成。观众通过电话话筒留言到系统中，新的

观众来参观装置可以拿起电话听到前人留下的留言。

通过装置，观众可以穿越时空进行交流。



《生物设备》
徐维静创作
2013

《生物设备》创造了一系列半生物半机器的电子设备，通过电流将生物

与机器联合在一起。装置的机器电路部分电击细菌菌落，影响细菌生长，

生成不同生物图案。



操作 1:

改造培养皿

操作 2:

细菌下种、铺匀

操作 3:

电击细菌生长试验



《蚕计划》装置一
二维空间丝印

徐维静创作
2014

《蚕计划》装置一：二维空间丝印，是一个生物交互装置，通过机

器与蚕的互动，机器改变蚕的吐丝行为，在二维空间中生成直接从

蚕的口中突出的有机平面造型。



方形刺绣框架，可移动、调试



《蚕计划》装置二
三维空间打印

徐维静创作
2016

《蚕计划》装置二：三维空间丝印，是一个生物交互装置，通过机

器与蚕的互动，改变蚕的吐丝行为，直接在三维空间中生成从蚕的

口中突出的有机三位造型。



蚕在《蚕计划》装置二中吐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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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身体乐器计划》
项目、演出、微纪录片

Benjamin Bacon 创作
2016

《电磁身体乐器计划》将人体看成音乐界面，通过改造人体本身的

方法，将人机结合，探索新的音乐表现力和演奏概念、途径。艺术

家将磁铁植入手指尖，结合他自制的磁性电声乐器，通过手与设备

之间交互发声实现演奏效果，为观众和演奏着带来新的感官体验。



“+++” 交互试听国际会议演出

由中国美术学院主办



《电皮计划》
徐维静 创作
2016

《电皮计划》主要探索电子皮为人类感官所能带来的新体
验，通过可穿戴装置，人造皮能够感应环境中弱微的静电
场变化，将电信号转化成震动触感，让穿者能够通过触觉
感应电场，对空间、身体和运动有新的认识和体验。



《电皮计划》

单个电路元件工作原理

天线感应环境中的

细微电厂变化

电路将感应的信号

放大

信号激发电路背面的

震动马达，通过震

动将电场信号传递

给皮肤



PEPPER's Ghost Interactive Display



佩珀尔幻象 - 交互影像呈现
团队: Benjamin Bacon, Vivian Xu, Danny Kuo, Maciej 
Dudek,  Benjamin Rebelion
2017

佩珀尔幻象 - 交互影像呈现通过动作捕捉，运用肢体语
言控制三位虚拟影像的变化。我们为客户 PHD 制作了两
款装置，在公司组织的 Future of Marketing 的展会中展
出，沉陷未来市场销售与科技结合的信方式和手段。

Kinect 从箱子中捕捉观众的动作，将动作
信息传到箱子中的微型电脑中。

电脑根据捕捉的人体动作，申城交互投影视
觉元素，投射在透明屏幕上的投影。

交互投影投射在透明幕布
上，呈现三位虚拟影像的

效果。

Inner Mechanics



今年的新天地圣诞树，我们用科技与艺术打造了一个梦幻空间， 为忙碌的都市
人在这浪漫又喜庆的节日里创造了一个互动式游乐场，还原了一场内心的孩童
梦。我们将曾经只能放在书桌上的圣诞水晶球放大成十多米高的沉浸式水晶球
小型主题公园。整个水晶球采用前卫，简约，又不失梦幻感和趣味性的视觉风
格。参与者有机会进入水晶球内部，体验一回当圣诞矮人族的感受，领略都市
童话。

在一层底座内，游人们可以跳入充满着10万个波波球的球海，尽情的嬉戏，
享受，释放平日的压力。放眼望去的白色半透明球海，即能让人们找回童趣，
又运用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满足人们尽情拍照留念的愿望，是捕捉圣诞记忆好地
点。

随着半弧形的阶梯上到二层，陷入眼帘的硕大玻璃穹顶，整个玻璃球表面安装
了超过千米的 LED 灯光系统，配以团队精心打造的灯光设计，点亮天空。

水晶球的中央位置是圣诞树，由七彩和透光面板搭建而成，呈现多边形的结构
设计，如同水晶是一样，在白日里反射阳光，在夜晚里折射内结构灯光系统的
变化。人们可以像探索洞穴一样走进水晶石树。整个树体结构内布满了量身定
制的互动灯光系统。人们通过触碰树干上手印触碰点的方式与树和水晶球互
动，逐渐唤醒树的”枝枝叶叶”，由内向外点亮整个装置。我们以一种游戏化
的趣味触碰式模式，引导观众齐心协力来共同创造美好的灯光秀，也创造了美
好的圣诞记忆。

This year’s Xin Tian Di Christmas Tree utilizes both technology and art to 
recreate a childhood dream in the form of an interactive playground for busy 
urban dwellers to come relax and enjoy during the merry holiday season of 
Christmas. We took inspiration from the small holiday table top snow globe 
and blew it up into a multi-storied immersive theme park. The visual stylings 
of the installation are modern and minimal, with a touch of romance and fun. 
Participants are invited to enter the globe to experience what it must feel 
like to be one of Santa’s elves in this urban fantasy. 

At the base of the tree, visitors can jump into a sea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transparent white balls to release their inhibitions and stress. The ball pit not 
only encourages full-hearted immersive play, but also creates a clean white 
backdrop for selfies. 

As the viewer ascends along the circular stairs up to the second floor, what 
immediately comes into view is the massive dome structure overhead. Built 
with hundreds of panels lined with over 1000 meters of interactive LEDs that 
light up periodically with custom designed lighting shows, brightening up 
the sky both day and night. 

In the center of the crystal ball is the Christmas Tree, constructed in a 
low-poly style using dichroic and transparent acrylic, like a light emitting 
crystal, reflecting the light in the day and refracting the internal lights at 
night. Visitors can explore the cavity of the Christmas Tree, where the inter-
nal space of the tree is lined and it with custom designed interactive light-
ing. When people touch the hand print touch points at the base of the tree, 
through collaborative work, they can light up the entire Christmas Tree and 
crystal ball level by level, layer by layer from the inside out. Through gaming 
and play, we hope to bring people together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to 
create wonderful experiences and wonderful memories.

XTD CHRISTMAS TREE 
INSPIRATION AND CONCEPT
圣诞树灵感概念说明

Produced by Xin Tian Di and Dogma Lab. Collaborating studios include Anyways, 
Here’s the Thing (NYC), 100 Architects (SH). Team members include: Benjamin Bacon, 
Vivian Xu, Eric Jiang, Henry Lamm, Javier Gonzalez, Marcial Jesus, Maciej Dudek, Liz 
Li, Han Han. Photography and videography by Andrew Rochfort and Michael Yuan. 
Constructed by EMCC. 













{ Benjamin Bacon }
联合创始人 @ Dogma

+86 185-1629-3275
benjamin.bacon@ufo.design

Benjamin Bacon (白培耕)，美国人，电子音乐人、创新技术、设计师

和教授。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算法与媒体设计教授，曾任上海纽约大学交

互媒体艺术系艺术助理教授，和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设计与科技专业算

法与媒体设计助理教授及本科系主任，并在诸多国际一流院校担任教授

职位。他是跨媒体设计实验室 Dogma Lab 的联合创始人。他曾在美

国、欧洲、中国等诸多城市演出十余年，并在北美、欧洲、亚洲、中东

等地展出艺术项目。他是试验电子乐活动项目 Voltage Divider   分压

器 的创始人和音乐人。Voltage Divider•分压器 的演出横跨北京、上

海两个城市，将不同风格、手法的试验电子乐、先锋电子乐集聚于同一

演出平台。

{ Vivian Xu }
联合创始人 @ Dogma

+86 156-1891-3252
vivian.xu@ufo.design

徐维静，北京人，艺术家、研究员，现居上海。她的作品多运用生物

材料和电子材料来探讨、设想和创造新的机械逻辑、混合生命以及感

知系统。她曾在中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地展览、发表作品，

包括中国美术馆、新时线艺术中心、纽约科技博物馆、柏林艺术实验

室、SymbioticA生物艺术中心等机构。她的作品被 Unreasonable 纪

录片系列、《创想计划中国》、Vice中国纪录片系列、Elle美国等平

台、杂志报道、刊登。她是上海跨媒体设计实验室 Dogma Lab 的联

合创始人之一。她还曾是上海纽约大学交互媒体艺术系研究员，并在纽

约曾是布鲁克林生物黑客空间 Genspace 的社区成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