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ick Smolan 推出「Big Data 中的每個面容」項目 

 
 

創新智能手機應用；紐約、倫敦和新加坡舉辦「任務控制」活動；全球青少年參與活動；攝影、短

文和插圖書；2013 年發行紀錄片 

美通社紐約 2012 年 9 月 13 日電——新聞摘要： 

 「Big Data 中的每個面容」(The Human Face of Big Data) 項目是有史以來研究 Big Data

的社會影響力並將其人性化的最吸引人和最引人注目的嘗試。 

 創新智能電話應用將於 2012 年 9 月 25 日面世，世界各地的人們能通過這項應用使用他們

電話中的傳感器，回答一系列有關他們自己、家庭、信任和其它話題的發人深思的問題。  

 「任務控制」系列活動將於 2012 年 10 月 2 日在紐約、倫敦和新加坡三地舉行，將對從全

球各地參與者那裏採集到的數據進行分析、可視化和解讀。  

 2012 年 11 月 8 日，面向青少年的「數據探測」系列活動舉辦期間，學生們可以通過數據

採集和分析來探索他們的世界，並利用令人振奮的數據可視化和圖像對他們的觀點、想

法、擔憂和信仰進行比較。  

 2012 年 11 月 20 日，一本彙集了攝影、短文和插圖的驚世之作將被揭開面紗。 

在海象的頭上裝上天線來繪製海洋地圖；用衛星鎖定蚊子；利用存儲管理服務 (SMS) 系統禁止在

加納出售假冒藥品；智能手機可以預知您將會變得抑鬱；信用卡會知道兩年前您確實面臨過婚姻破

裂的窘境；藥片會將您的身體數據直接告訴您的醫師。 

 

欲觀看本文相關的多媒體資訊，請瀏覽： 

http://www.multivu.com/mnr/58095-rick-smolan-human-face-of-big-data-project-globally-
crowdsourced 
 

「Big Data 中的每個面容」將會告訴您這些或者更多這樣的故事。這項史無前例的最新全球性眾包

計劃由「生命中的一天」(Day in the Life) 系列攝影作品的創作人 Rick Smolan 提出。EMC® 

(NYSE:EMC) 為這個項目提供主要贊助，讓這個項目成為可能。該項目的實施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前

提上：通過對衛星和全球數十億傳感器、無線射頻識別 (RFID) 標簽和具有全球定位系統 (GPS) 功

能的攝像機和智能電話採集到的數據進行實時可視化，人類將能夠感覺、測量、理解和影響我們存

在的方方面面，這是我們的祖先所萬萬想不到的事情。 

這個多方位項目於 9 月 25 日啟動，其間將舉辦為期八天的「測量我們的世界」活動，邀請全世界

的人們借助一款創新智能手機應用來實時分享和對比他們的生活。該項目還將在紐約、倫敦和新加

坡舉辦「任務控制」系列活動，並與 TED 組織聯合舉辦一項全球性學生計劃 「數據探測」。此

外，該項目還將發行一本內容包含 200 多張攝影作品、名作家撰寫的短文以及大開本的插畫書、一

個 iPad 應用和一部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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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評價： 

Rick Smolan，「生命中的一天」系列開創性攝影作品和其它全球性眾包項目的創作人，Against 

All Odds Productions 
 

「我對這個項目提出的目標就是希望全世界能夠加入到關於 Big Data 及其被廣泛應用的可能性以

及我們處理不當所帶來的威脅的討論中來。Big Data 預示著一場不同尋常的知識變革，它幾乎無形

中將對整個商業、學術、政府、醫療衛生和日常生活帶來影響。當然，和所有新工具一樣，它也可

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但是如果我們足夠聰明謹慎，那麼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系列新技術也許

會像語言和藝術那樣給人們帶來深遠的影響。」 

 

Jeremy Burton，產品營運和市場推廣執行副總裁，EMC  

 

「少數科學家開始在電腦實驗室中運用 Big Data。很快，從小學生到年邁的老嫲嫲，每個人都將意

識到 Big Data 將對我們所有人的生活、管理、工作和玩耍帶來變化。『Big Data 中的每個面容』

項目是我們見過的真正研究 Big Data 的社會影響力並將其人性化的最吸引人和最引人注目的試

驗。我相信這個項目將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項目要素 

「Big Data 中的每個面容」項目要素如下： 

直觀記錄活動中的 Big Data 

2012 年 3 月，Rick Smolan 和 Jennifer Erwitt 派出一百多名攝影師、編輯和作家到世界各個角落，

讓他們探索 Big Data 世界並確定是不是和該領域的很多人所認為的那樣，這個世界確實存在之前從

未見過的人類工具集，並且這個工具集有助於我們解決我們人類正面臨的最大挑戰。 

智能電話應用 

從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 日，世界各地的人們將可以通過「Big Data 中的每個面容」免費應用來參

與「測量我們的世界」活動。這款應用基於  iOS 和 Android 系統，共有五種語言版本。通過這款

應用，人們可以利用他們手機中的傳感器參與一系列活動，並比較他們與全球其他人對發人深思的

問題的不同反應。參與者將能夠繪製出他們的日常路徑、分享給他們帶來好運的物件和禮儀，看看

其他人一生想體驗的某件特別的事情，以及發現他們世界中隱藏的秘密。參與者還將能夠找到他們

的「數據化身」。  

「任務控制」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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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 日，傳媒代表將受邀出席在紐約市、倫敦和新加坡舉辦的「任務控制」活動，活動將對從

參與者那裏收集到的信息進行分析、可視化和解讀。Big Data 領域的專家和創新者將通過「Big 

Data 實驗室」這個互動環節分享他們工作中的點點滴滴。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將可以通過實時網

播觀看當天舉辦的系列活動。 

與 TEDYouth 聯合舉辦的「Big Data 探測」，學生將參與其中  

11 月 8 日，來自全球各地的六年級至十二年級學生以及他們的老師將參加一系列數據採集活動，

目的是通過數據探測計劃來測量、分析和繪製他們的世界。活動期間，成千上萬名學生走到一起，

通過令人振奮的數據可視化和圖像對他們的觀點、想法、擔憂和信念進行比較。 

《Big Data 中的每個面容》大開本插圖書  

《Big Data 中的每個面容》這本書將於 11 月 20 日面世，當天一萬名世界殿堂級人物會人手一

本，這些人中有來自三十個國家的世界領導人、《財富》500 強首席執行官和諾貝爾獎得主。書中

彙集了 200 多張引人注目的攝影作品、名作家創作的精美文章以及來自著名設計師 Nigel Holmes

的精彩插畫。這本書還將在網上和大型書店有售。 

紀錄片 

《Big Data 中的每個面容》紀錄片將於 2013 年發行。 

「Big Data 中的每個面容」簡介  

「Big Data 中的每個面容」項目堅持獨立編輯，並在主要贊助商 EMC 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成為可

能。該項目同時也獲得了來自思科 (Cisco)、威睿 (VMware)、Tableau 和 Originate 的贊助。 

「Big Data 中的每个脸容」 是一項全球性的眾包媒體項目，專注於實時收集、分析、測量和可視

化海量數據的新能力。該項目包括一個免費的流動應用、任務控制簡報活動、學生參與的數據探測

計劃、內有 200 多張攝影圖片以及短文和插畫的大開本書、一個 iPad 應用和一部紀錄片。 

「Big Data 中的每个脸容」 由 Against All Odds Productions 的聯合創辦人 Rick Smolan 和

Jennifer Erwitt 共同提出。Against All Odds Productions 專注於通過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和最先進

的技術來設計和執行全球性大規模眾包項目。為了完成這些項目，Smolan 和 Erwitt 還邀請優秀新

聞工作者和攝影師團隊（以及公眾）參與進來，和他們一起致力於全球水危機、互聯網對文明的影

響或人類如何自己療傷等新型話題的探討。這些項目也因此產生了暢銷插畫書、電視特別節目、應

用、展覽和數以百萬計的傳媒關注。《財富》雜誌稱 Against All Odds Productions 是「美國最有

型的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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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瀏覽：HumanFaceOfBigData.com 或關注該項目的 Twitter 頁面 @FaceOfBigData 和

Facebook。 

EMC 簡介 

EMC 公司是一家致力於幫助各企業和服務供應商改革業務並視 IT 為一項服務的全球領導商。改革

的基礎是雲端運算。通過創新產品和服務，EMC 加快向雲端運算過渡的進程，幫助 IT 部門更靈

活、更可靠和更具成本效益地存儲、管理、保護和分析他們最具價值的資產——信息。更多信息，

請瀏覽：emc.com。 

  

消息來源  Against All Odds Productions；EMC 公司 

聯繫人：「Big Data 中的每個面容」項目：Josh Baran，電話：+1-917-797-1799，電郵：

jcbaran@gmail.com；Juli-anne Whitney，電話：+1-917-741-5674，電郵：

JulianneWhitney@gmail.com；EMC 公司：Michael Gallant，電話：+1-508-293-6357，電郵：

Michael.Gallant@em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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