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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地图认知的角度分析了心象地图在一则寻亲成功事件中的重要作用。首先，介绍了地图认知的空

间认知、心象地图、认知制图等基本概念，阐述了心象地图在传统地图学三角形模型中的位置和作用；然后，对

该案例中寻亲者和被寻者双方的认知过程进行细致的实证分析；最后，探讨了访谈中的 3个地理空间认知问

题：地图工具对空间认知阶段的适应性差异，心象地图匹配的空间尺度和时间特征，以及认知主体的知识经验

对认知结果自上而下的影响；并由此提出地理空间认知在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推动下稳健进入新时代的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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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元旦前夕，曾从中国云南省昭通市走

失 30多年的男子李景伟，凭着他４岁时的记忆手

绘了一幅家乡地图，包括学校建筑、一片竹林、一

个水塘等，并在互联网短视频平台发布，很快就

找到了生母信息，最终回家相认团聚。该事件被

《澎湃新闻》《极目新闻》《参考消息》等多家媒体

竞相转载，还引起了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等国外媒

体的关注［1］。在该案例中，主人公李景伟手绘的

地图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本文从地图学的角

度探讨了其背后的空间认知问题。

1 地图空间认知的相关理论研究

为了准确从地图空间认知的角度对该案例

进行剖析，首先需要明确以下几个概念术语。

1.1 基本概念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类了解和操纵环境的

心智能力也叫空间认知能力。对环境的认知主

要指心理表征（认知绘图能力）和在环境中找路，

主体是地理空间认知［2］。从地理学的角度看，空

间认知是人们认识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包括其

中的诸事物、现象的相关位置、依存关系以及它

们的变化和规律［3］。地图是客观世界的模型，信

息记录的载体，是人们认知生存环境的重要工

具［4］，也是空间认知和空间思维的工具［5］。心象

地图就是人脑中抽象的地图，是地图认知的核心

概念之一。

心象地图也叫认知地图，是指人通过多种手

段获取空间信息后，在头脑中形成的关于认知环

境（空间）的抽象替代物，反映了一个人的空间认

知能力的水平［6］。心象地图是人脑空间认知和认

知制图的结果，形成关于周围地理环境的清晰和

深刻印象后，以多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形式存

在。可以将其保存在头脑中而不绘制出来，也可

以将其描述给别人，使其在头脑中建立一个多少

有些相似的环境图像，还可以应用某种方式再现

这种印象，包括形状、大小或相对位置等［6］。本案

例中，李景伟将心象地图保存于头脑中多年，又

通过手绘地图对其进行了再现和分享。

心象地图形成的过程也就是环境信息加工

的过程，称为认知制图，是指在人脑中将所处环

境中的事物与现象的空间位置、相互关系和性质

的信息进行获取、编码、存储、提取、译码等一系

列变换的过程。认知制图依赖于人脑感受、存储

和处理空间信息的生理机制，例如位置细胞、头

向细胞、边界细胞、网格细胞、神经网络机制等。

近年来，多个生物学和医学诺贝尔奖证实了心象

地图的存在和大脑的导航功能［7-10］。心象地图的

形成与自下而上的环境刺激和自上而下的经验

知识都密不可分，其表达形式也受制图能力和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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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载体等影响，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这一能

力还可以通过训练而得到提升。

1.2 心象地图在地图学三角形模型中的作用

地图是客观世界的模型，是空间认知的工

具，也是信息记录的载体。将地理空间认知的结

果固化为各种可视化地图形式（包括地图、影像、

三维地理模型等），或者以地图为工具和手段来

认知地理空间，其核心都是心象地图。高俊院士

提出的地图学三角形和四面体模型概括了实地 -

地图（数字地图）-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3］。本文

以地图学三角形模型为例，补充了其中心象地图

的位置和作用（见图 1）。在“实地 -心象地图 -读

者”面域１中，强调读者自下而上认知地理环境，

并将认识结果转化成心象的过程；在“实地 -心象

地图 -地图”构成的面域２中，强调的是在地图模

拟实际地理环境或以地图为工具认知地理环境

的过程中，心象地图的双向承载作用；在“读者-心

象地图 -地图”构成的面域３中，强调读者将头脑

中隐式的心象地图可视化外显表达的过程，该过

程融入了自上而下的经验、知识、期望的指导。

在本案例中，寻亲者由实地环境心象到手绘地图

的过程是认知制图的过程，被寻者由手绘地图到

心象验证的过程是地图认知的过程，二者之间基

于共同的地理空间认知基础，利用心象地图达到

了较好的空间信息传输效果。在人工智能时代，

人的角色越来越多地被机器所代替。将以上模

型中“读者”的角色换成各种“机器”智能体，仍然

存在各种空间认知问题，其核心是“心象”还是

“计算”，值得进一步讨论。

2 案例中的认知过程实证分析

在该案例发展的各个阶段，地图认知的相关

概念和作用机制得到了鲜活的反映。本文分别

从寻亲者和被寻者两个方面，对地图的双向认知

功能进行具体分析。

2.1 寻亲者的认知制图过程分析

在《澎湃新闻》记者的采访中，主人公李景伟

提供的对照手绘地图见图 2，他清楚记得 4岁以前

的生活环境：“我家住在山谷里，后山高处有公

路，村庄往下一公里左右有约七十米宽的大河”

“院子外边有水塘和竹林，更远处有梯田和山间

的公路”“家边的树木、石头、牛，甚至哪条路怎么

拐弯，那里流水，我都知道”，描述的是李景伟与

幼儿时期生活环境的关系，以自家院子为中心，

获取了建筑、水塘、竹林、梯田、公路等地物位置、

结构、相互关系及性质，从而对家乡周边环境形

成了整体心象；“四四方方的院子里，放着水锅和

石磨”“当年我家的房子是很大的土墙草顶，周边

有排水沟，面向房子右手边是灶台，进门左手边

有个木梯子，正堂屋有一个木柄石磨，最左边是

卧室和仓库”“住处对面隐约是个木头大房子，有

个老爷爷住在那里，院子护栏正前方下面就是水

塘和水田”，描述的是李景伟对自家院内空间分

布及与相邻院落位置关系的局部心象。他在长

期的具身认知活动过程中，对以上空间信息在无

目的地寻找、发现、分辨、识别、确认、记忆的基础

上进行了自觉编码，在头脑中将实地环境抽象为

心象地图，并将空间认知的结果长期存储、记忆

在大脑中［11］。“从走失的那天起，他时常拿棍子在

地上画老家的样子，生怕自己忘了”“每天至少画

一次”，他将心象地图通过符号可视化出来，同时

通过执着地不断重复，加强了长时记忆中的心

象，体现了人与地图之间的关系。30多年后，他

又在头脑中提取了对家乡环境的空间记忆，通过

手绘地图对实地环境进行译码和再现（见图 2）。

2.2 被寻者的地图认知过程分析

警方根据李景伟的手绘地图，筛选出可能区

域和曾丢失孩子的母亲群体，请她们观看手绘地

图照片，并辨认作者肖像。李景伟生母看到地图

后，首先回忆了当年丢失孩子的场景，对村庄的

地理环境进行情境匹配、检视和确认，然后才参

图 1 心象地图在地图学三角形模型中的位置和作用

Fig.1 Position and Role of Mental Map in the
Cartographic Triangle Model

图 2 李景伟用于寻亲的手绘地图

Fig.2 Hand-Drawing Map by Li Jing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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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面部、身体特征核实了亲人。在这个典型的地

图认知过程中，对于同一幅地图，获取信息的多

少，与读图者的自上而下的经验和期望、认知心

象以及地图读图能力程度有着密切关系。当二

者相认时，通过语言交流对失散时的空间场景再

次进行了回忆确认，李景伟说，“我们在通话中回

忆的内容 98%都吻合，包括我画中的房子……有

些 细 节 我 不 知 道 ，她 一 说 出 来 我 就 有 了 印 象

……”。二者的心象地图具有相似性，说明实地

环境是地图空间认知的物理基础，但空间记忆的

准确度和完整度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下降。

“如果你天天想着回家的事情，就自然而然会记

得这些事，这是一种本能”，李景伟和其母亲没有

经过专门的地图学知识培训，因此空间认知也是

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被

唤醒和加强。

2.3 地图的双向认知功能

本案例中的寻亲者由实地环境心象到手绘

地图的过程是认知制图的过程，借由地图重构复

杂非线性地理世界，实现由“地理世界”到“地图

世界”的转变［12-13］；被寻者由手绘地图到心象验证

的过程是地图认知的过程，以地图为工具来认知

地理空间。在以上两个过程中，地图充当了空间

认知的工具和手段，既固化了寻亲者实地空间认

知的结果，又辅助了被寻者读图验证实地信息的

空间思维。时隔 30余年，二者之间基于共同的地

理空间认知基础，借由手绘地图的制作与阅读，

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地图信息传输过程，体现了地

图的双向认知作用［14］。

3 访谈中的地理空间认知问题

本案例中涉及到的空间认知工具的形式，除

了李景伟的手绘地图，还有新闻媒体提供的无人

机航拍照片，本文按照坐标定位截取的二维电子

地图和三维影像地图，以及热心网友帮忙录制的

地理环境视频等。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心象地图

在本案例中的作用，笔者在警方的帮助下联系到

主人公李景伟本人，通过电话访谈，对其中的地

理 空 间 认 知 相 关 问 题 进 一 步 挖 掘 ，得 到 以 下

发现。

3.1 地图工具对空间认知阶段的适应性

在访谈中，首先需要确认李景伟家的位置。

在李景伟的手绘地图（图 2）中，能够清楚地看出

山地、公路、水塘、梯田、水田、树木、竹林、旱地等

地物要素，本文又补充提供了附近不同比例尺的

二维电子地图、三维卫星影像和新闻媒体提供的

航拍照片，请李景伟指认自家院落。他首先在较

小比例尺地图上，根据线状要素“206省道”的相

对距离、方位等空间关系及道路特征点，很快圈

出了家乡可能的地理范围。然后，在高清遥感影

像上，根据山地地形地貌、山后小路走向和梯田、

旱地等植被分布，大致确定了幼年生活的区域。

最后，通过无人机航拍照片，根据房屋、牛棚、梯

田、水塘等局部地形地貌，确认了自家院子。本

文将空间认知过程中使用的加标注的手绘地图

（见图 3）、卫星影像（见图 4）和航拍照片（见图 5）
的相同部位标出。通过对照发现，李景伟手绘的

地图大致是正确且清晰的。并且他在指认过程

中，较好地完成了不同认知素材之间的匹配、衔

接和转换，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认知能力，这也是

寻亲成功的关键。另外，在研究中发现，二维地

图、三维影像、航拍照片对各认知阶段的适应性

不同且各有优劣，比如地图更为抽象、概括，综合

掉了一些无关或次要的信息，影像信息丰富，航

拍照片更为写实。而视频因具有动态特点，适合

描述地理环境随时间的发展变化，或对不同时空

内的地理要素进行对比。

3.2 心象地图匹配的空间尺度和时间特征

从空间尺度上看，地图、影像、照片等空间认

知素材可视化表达的细致程度随认知需求的粒

度而发生正相关变化。同时，对于本文同时提供

的两张航拍照片，李景伟只关注图 5（b），指认哪

里是老房子，哪里是水塘，图 5（a）则根本没有引

起关注，这可能是由于 5（b）与其手绘地图的方位

比较接近，而图 5（a）中虽然水塘等地物表达更为

充分，但因与其头脑中的默认方位相比发生了心

理旋转，影响了其可用性及空间认知效果。手绘

地图与真实照片略有差异，原因在于手绘地图出

图 3 加标注的手绘地图

Fig.3 Hand⁃Drawing Map Annotated by
Simple Geometric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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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30多年前李景伟 4岁时的心象，照片和影像为

近日所拍，心象地图中所匹配的地物随时间发生

了变化。据本人回忆：“较短蓝顶的房子为当年

的老房子，现在已改为牛棚，与其垂直的蓝顶房

屋是在原来旁边小房基础上加长翻盖的新房子，

后山到家里的路也是新修的……”。另外，从时

间特征上看，电子地图对农村地区数据采集较为

粗略，大比例尺地图中地物详细程度不够，因现

势性较差而参照性不强，在本案例中除了道路位

置 信 息 之 外 ，未 能 提 供 过 多 的 参 考 。

3.3 认知主体的知识经验自上而下的影响

上述心象地图与实景匹配差异的另一个因

素是，4岁孩童对地理环境的认知有一定的年龄

和视野的局限性，这是由于其知识结构不完整、

空间经验较少造成的。但李景伟所具有的空间

认知能力、空间记忆能力、手绘地图能力都远远

超出同龄人所能达到的一般水平，这也是他成功

回家的关键。根据认知心理学中的模式识别理

论，在空间认知的过程中，认知主体自下而上的

感知环境刺激，同时，自上而下的经验、知识、期

待等同时作用于认知结果［15-16］。在手绘地图的识

别过程中，被寻者的读图、识图能力以及地理空

间信息语言表达能力，也是准确认知的一个制约

因素。

4 结 语

本文在回顾空间认知、心象地图、认知制图

等地图认知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一则寻亲案例

中心象地图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细致探讨了

寻亲者和被寻者双方的认知过程，在后续访谈中

提出了地图工具对空间认知阶段的适应性差异、

心象地图匹配的空间尺度和时间特征、认知主体

的知识经验对认知结果自上而下的影响等 3个地

理空间认知问题。在后续研究中，将通过眼动追

踪实验等方法，对以上提出的地理空间认知问题

进行实验验证，并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总

结及展望如下：

1）心象地图是空间认知和信息传输的核心，

地图具有双向认知作用。该案例中的寻亲者和

被寻者双方在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利用了心

象地图，寻亲者（制图者）借由心象完成认知制图

和可视化表达，被寻者（读图者）借由可视化出来

的手绘地图与心象地图相匹配完成了认知检视

和确认。地图、影像以及照片、视频等工具，在地

理空间认知方面各自具有优势和劣势，适用的场

景和阶段有所不同。

2）人类的空间认知能力与生俱来，但并非一

成不变。该案例中的寻亲者通过经常绘制地图

图 5 不同角度的实地航拍照片

Fig.5 Aerial Photographs from Different Angles

图 4 李景伟家附近不同分辨率的影像图片

Fig.4 Different Resolution Images Around Li Jingwei’s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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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强化心象记忆，具有保持心象的执着性和传

达记忆的自觉性。其较强的空间认知和表达能力

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种能力并非人人都具备，随

时间、情境和用户特点而具有个体差异性，但可以

通过教育和训练而得到提升。除了自下而上的地

理环境客观刺激，经验、知识、期望等也自上而下

地影响着认知结果。因此，应在义务教育体系中

加强对地理空间认知能力的培训，锻炼各种空间

思维，加强紧急事件的描述和应对能力。

3）科技发展带给人们更多的可能，但地图对

于描述空间问题的优势仍然不可替代。相对于

语言文字表达来说，地图更直观、更形象、更具有

空间感，集科学与艺术于一身，兼具语言符号学

与图形学魅力。认知心象的生成并非只依赖视

觉过程，在当前火热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数

字孪生等虚实环境共同营造的想象空间和自然

空间中，通过眼动追踪技术、语音识别技术、动捕

技术等，允许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甚至意识更

加多样化地参与到心象地图的形成过程中［17］。

历年来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正在逐步揭示

人类空间认知机制的奥秘，也为脑科学和人工智

能的研究提供了可能［18］，稳健地将地图空间认知

推入一个崭新的时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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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王明孝和张立支持、并由李景伟确认，影像

资料的收集得到蓝朝桢、王成舜等的帮助，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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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Leading by Mental Map

ZHENG Shulei 1 LI Xue’er 1

1 Institute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p cogni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mental map in a
successful event of family search. Firstly, several basic concepts of map cognition such as spatial cognition,
mental map and cognition mapping are clarified, and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mental map in traditional
cartographic triangle are expounded. A detailed empirical analysis is made on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both
the seeker and the sought in this case. Three geospatial cognition problems in the interview are discussed:
The adaptability difference of map tools to spatial cognition stage, the spatial scale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
tics of mental map matching, and the top-down influence of cognitive subjects  knowledge experience on
cognitive results.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geospatial cognition entering
the new era under the promotion of brain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Key words：map；spatial cognition；mental map；cognition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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