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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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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离开设计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设计，时时事事处处都伴随着我们，我们身边的每一件

东西都被有意或无意地设计过和设计着。

工业设计也是如此。工业设计起源于欧洲，有百年的发展历史，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工

业设计也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设计对象从实体的物慢慢过渡到虚拟的物和事，设计方法关注的

对象也随之越来越丰富，设计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和虚化；从事工业设计行业的人，也不再局限于工

业设计或产品设计专业的毕业生。也因此，我们应该在这种不确定的框架范围内尽可能全面和深刻

地还原和展现工业设计的本质——工业设计是什么？工业设计从哪儿来？工业设计又该往哪儿去？

由此，从语源学的视角，并在不同的语境下厘清设计、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等相关的概念，并

结合对围绕着我们的“被设计”的事、物和现象的观察，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工业设

计的内涵。工业设计的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决定了其外延是广泛的，从艺术、文化、经济和

技术等不同的视角对工业设计进行解读或许可以更完整地还原工业设计的本质，并帮助我们进一

步理解它。

从时代性和地域性的视角下对工业设计历史的解读，不仅仅是为了再现其发展的历程，更是为

了探索推动工业设计发展的动力，并以此推动工业设计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是基于经济、文化、技术、

社会等宏观环境的创新，还是对产品的物理空间环境的探索，抑或功能、结构、构造、材料、形态、

色彩、材质等产品固有属性以及哲学层面上对产品物质属性的思考，或者对人的关注，都是推动工

业设计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动力。

工业设计百年的发展历程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什么？工业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工业

设计教育在其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工业设计的创新驱动，不但为人类生活创造

美好的生活方式，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积累了极大的财富，更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

断的创新动力。

众所周知，工业设计在工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制造业的先导行业，并早已成为促进工业制造业

发展的重要战略，这是因为工业设计的创新驱动力发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

整与转型，由“中国制造”变为“中国智造”已是大势所趋，这种巨变将需要大量具有创新设计和

实践应用能力的工业设计人才，由此给我国的工业设计教育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我们充分相信，

工业设计以及工业设计教育在我国未来的经济、文化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序



目前，我国的工业设计教育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与工业设计教育发达的国家相比确实还

存在着许多问题，如何构建具有创新驱动能力的工业设计人才培养体系，成为高校工业设计教育所

面临的重大挑战。此套系列教材的出版适逢“十三五”专业发展规划初期，结合“十三五”专业建

设目标，推进“以教材建设促进学科、专业体系健全发展”的教材建设工作，是高等院校专业建设

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本系列教材出版目的也在于此。工业设计属于创造性的设计文化范畴，我们

首先要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专业的本质与内涵，同时要结合院校自身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挥院校专业

人才培养的优势与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符合时代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更要充分认识到，随着

我国经济转型建设以及文化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产品设计专业人才的培养在服务于国家经济、文化

建设发展中必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系列教材的定位与内容以两个方面为依托：一、强化人文、科学素养，注重世界多元文化的

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注重启发学生的创意思维能力，以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与创

新型设计人才为目标；二、坚持“科学与艺术相融合、创新与应用相结合”，以学、研、产、用一

体化的教学改革为依托，积极探索具有国内领先地位的工业设计教育教学体系、教学模式与教学方

法，教材内容强调设计教育的创新性与应用性相结合，增强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与服务社会能力相

结合，教材建设内容具有鲜明的艺术院校背景下的教学特点，进一步突显了艺术院校背景下的专业

办学特色。

希望通过此系列教材的学习，能够帮助工业设计专业的在校学生和工业设计教学、工业设计从

业人员等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更快地提高设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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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离开设计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设计，时时事事处处都伴随着我们。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东

西都被有意或无意地被设计过和设计着。

正如格尔特·泽勒（Gert Selle）所说的那样，“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设计的社会制度化以来，设

计便无所不在。从此，设计的必要性就毋庸置疑；经济政策、媒体的在场、文化旅行主义和设计理论使

设计成为人人都可接受的谈论主题。”然而，我们对设计的理解又不尽相同、见仁见智。也因此，我们

很难给设计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这种不确定性，或许正是设计的独特之处和魅力所在；当然，

这种不确定性也极有可能阻碍设计的发展。

近年来，工业设计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设计对象从实体的物慢慢过渡到虚拟的物和事，设计方

法关注的对象也随之越来越丰富，设计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和虚化；从事工业设计工作的人，也不再局限

于工业设计或产品设计专业的毕业生。也因此，我们应该在这种不确定的框架范围内尽可能全面和深刻

地还原和展现工业设计的本质——工业设计是什么？工业设计从哪儿来？工业设计又该往哪儿去？

由此，从语源学的视角，并在不同的语境下厘清设计、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等相关的概念，并结合

对围绕着我们的“被设计”的事、物和现象的观察，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工业设计的内涵。

工业设计的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决定了其外延是广泛的，从艺术、文化、经济和技术等不同的视角

对工业设计进行解读或许可以更完整地还原工业设计的本质，并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它。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风格。”从时代性和地域性的视角下对工业设计历史的解读并不仅仅是为了再

现其发展的历程，更是为了探索推动工业设计发展的动力，并以此推动工业设计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个

过程中，庖丁解牛般的解读还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工业设计的常见要素。无论是基于经济、文化、

技术、社会等宏观环境的创新，还是对产品的物理空间环境的探索，抑或功能、结构、构造、材料、形态、

色彩、材质等产品固有属性以及哲学层面上对产品物质属性的思考，或者对人的关注，都是工业设计创

新的外在表现形式。最后，我们通过一个案例将上述关于设计概念、设计对象、设计思想、设计要素、

设计方法等内容的思考进行了简单的回顾。

本书只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在创新的语境下为工业设计主题的讨论和探索提供

新的思路。

本书由兰玉琪、邓碧波编著，高雨辰、李津、马彧、张莹、黄悦欣、杨旸、汪海溟、

寇开元、龙泉等也参与了本书的编写工作。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

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提供了 PPT 教学课件，扫一扫右侧的二维码，推送到自己的邮箱后即可下

载获取。

编　者

前  言



目  录

1.1　设计的语源学定义 •••••••••••••••••••••••••••••••••••••••••••••••••••••••••••••••••••••••••••••••••••••••••••••••••••••••••••••••••••••••••••••••••••••••••••••••••••••1

1.2　设计的基本定义 •••••••••••••••••••••••••••••••••••••••••••••••••••••••••••••••••••••••••••••••••••••••••••••••••••••••••••••••••••••••••••••••••••••••••••••••••••••••••• 2

1.3　工业设计的定义 ••••••••••••••••••••••••••••••••••••••••••••••••••••••••••••••••••••••••••••••••••••••••••••••••••••••••••••••••••••••••••••••••••••••••••••••••••••••••••4

1.4　从 ICSID 不同时期的定义看工业设计的变迁 ••••••••••••••••••••••••••••••••••••••••••••••••••••••••••••••••••••••••••••••••••••••••••••6

1.5　思考题 •••••••••••••••••••••••••••••••••••••••••••••••••••••••••••••••••••••••••••••••••••••••••••••••••••••••••••••••••••••••••••••••••••••••••••••••••••••••••••••••••••••••••••••••9

第２章　工业设计的学科特征 10

2.1　工业设计学科体系的组成••••••••••••••••••••••••••••••••••••••••••••••••••••••••••••••••••••••••••••••••••••••••••••••••••••••••••••••••••••••••••••••••••••10

2.1.1　工业设计与艺术 …………………………………………………………………………………………………………………………………………………………………………………………… 10

2.1.2　工业设计与文化 …………………………………………………………………………………………………………………………………………………………………………………………… 11

2.1.3　工业设计与经济 …………………………………………………………………………………………………………………………………………………………………………………………… 14

2.1.4　工业设计与技术 …………………………………………………………………………………………………………………………………………………………………………………………… 15

2.2　工业设计研究的学科转向 ……………………………………………………………………………………………………………………………………………………………………………… 16

2.3　作为设计科学的工业设计 ……………………………………………………………………………………………………………………………………………………………………………… 21

2.4　思考题 …………………………………………………………………………………………………………………………………………………………………………………………………………………………………… 23

24第 3 章　工业设计的发展历程

3.1　工业设计的时代性 ……………………………………………………………………………………………………………………………………………………………………………………………………24

3.1.1　工业革命的困惑：20 世纪初的工业设计 ………………………………………………………………………………………………………………………… 28

3.1.2　技术与设计：20 世纪 20 年代的工业设计 ……………………………………………………………………………………………………………………… 34

3.1.3　艺术与设计：20 世纪 30 年代的工业设计 ……………………………………………………………………………………………………………………… 38

3.1.4　设计与功能：20 世纪 40—50 年代的工业设计 ……………………………………………………………………………………………………… 40

3.1.5　设计与文化：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工业设计 ………………………………………………………………………………………………………… 45

3.2　工业设计的地域性 ……………………………………………………………………………………………………………………………………………………………………………………………………51

3.2.1　英国设计 ……………………………………………………………………………………………………………………………………………………………………………………………………………… 53

3.2.2　德国设计 ……………………………………………………………………………………………………………………………………………………………………………………………………………… 55

3.2.3　美国设计 ……………………………………………………………………………………………………………………………………………………………………………………………………………… 57

3.2.4　意大利设计 ……………………………………………………………………………………………………………………………………………………………………………………………………… 60

3.2.5　斯堪的纳维亚设计 …………………………………………………………………………………………………………………………………………………………………………………… 67

1第 1 章　工业设计的相关概念



工业设计概论（第二版）

VI

3.2.6　法国设计 ……………………………………………………………………………………………………………………………………………………………………………………………………………… 74

3.2.7　日本设计 ……………………………………………………………………………………………………………………………………………………………………………………………………………… 78

3.2.8　韩国设计 ……………………………………………………………………………………………………………………………………………………………………………………………………………… 84

3.2.9　俄罗斯设计 ……………………………………………………………………………………………………………………………………………………………………………………………………… 87

3.3　思考题 …………………………………………………………………………………………………………………………………………………………………………………………………………………………………… 88

89第 4 章　工业设计的要素解读

4.1　工业设计的环境要素 …………………………………………………………………………………………………………………………………………………………………………………………… 89

4.1.1　工业设计的经济要素 ………………………………………………………………………………………………………………………………………………………………………………90

4.1.2　工业设计的文化要素 ………………………………………………………………………………………………………………………………………………………………………………91

4.1.3　工业设计的技术要素 ………………………………………………………………………………………………………………………………………………………………………………92

4.1.4　工业设计的社会要素 ………………………………………………………………………………………………………………………………………………………………………………94

4.1.5　工业设计的物理环境 ………………………………………………………………………………………………………………………………………………………………………………96

4.2　工业设计的产品要素 …………………………………………………………………………………………………………………………………………………………………………………………… 97

4.2.1　产品的物质属性 ………………………………………………………………………………………………………………………………………………………………………………………… 97

4.2.2　产品的生命周期 ………………………………………………………………………………………………………………………………………………………………………………………… 98

4.2.3　常见的产品设计要素 ………………………………………………………………………………………………………………………………………………………………………… 101

4.3　工业设计中“人”的要素 ……………………………………………………………………………………………………………………………………………………………………………109

4.3.1　从产品生命周期看产品的利益相关者 ……………………………………………………………………………………………………………………………… 110

4.3.2　工业设计中“人”的演变 …………………………………………………………………………………………………………………………………………………………… 113

4.4　思考题 …………………………………………………………………………………………………………………………………………………………………………………………………………………………………115

第 5 章　工业设计的方法流程 116

5.1　工业设计的一般流程 …………………………………………………………………………………………………………………………………………………………………………………………116

5.2　工业设计的常用方法 …………………………………………………………………………………………………………………………………………………………………………………………119

5.3　思考题 …………………………………………………………………………………………………………………………………………………………………………………………………………………………………128



第 1章
工业设计的相关概念

从旧石器时代人类制造第一件打制石器开始，作为人类造物活动的设计便产生了。如图 1-1 所示，

虽然这件迄今考古发现的人类最早的燧石器只是从形式上把石核或石块的一面砸碎之后形成一条锯形的切

削边缘，以作为切割或刮削的工具，但是其中所蕴含的目的性与创造性已经宣告了人类设计意识的萌芽。

1.1　设计的语源学定义
汉语的“设”字有“布置、筹划、假设”的含义，“计”字则指“计算、策划、计划、考虑”。关于设计，

最常见的解释是“在正式做某项工作之前，根据一定的目的和要求，预先制订的设想和计划，包括计划、

草图、制作和完成的全过程。”由此可见，它既指某一个具体的构思、设想，也包括设计实现的操作过程。

“设计”在英语中的对译词是 Design，由词根 sign 前加前缀 de 组成。sign 的含义十分广泛，有目标、

方向、构想的意思；de 指实施和操作。同时，Design 一词源于拉丁语 Designare，原有“画上符号”之意，

即将设计的意图或想法以符号、图像和模型等方式表达出来。如图 1-2 所示为达·芬奇 (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1452—1519 年 ) 的手稿，便是将其关于人体尺寸和比例的想法以图像的方式表达出来。

图 1-1　坦桑尼亚奥尔多旺文化的石器 图 1-2　达·芬奇的手稿

《朗文当代英语辞典》所解释的“设计 (Design)”的含义则更加丰富：

作为动词，指 (1) 设计、构思、绘制；(2) 打算将……用作；(3) 计划、谋划。

作为名词，指 (1) 图样、图纸；(2) 设计及制图方法；(3) 图案、花纹；(4) 意图、计划、目的；(5) 设计、

构思；(6) 图谋。

此外，设计还具有多种隐喻意义，例如 (1) 设计是创造性的天赋；(2) 设计是解决问题；(3) 设计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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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解决方案范围内寻找恰当的路径；(4) 设计是对各部分的综合等。

《韦伯斯特大辞典》中也将“设计 (Design)”一词分为动词和名词两个部分。

作为动词，指 (1) 在头脑中想象和计划；(2) 谋划；(3) 创造独特的功能；(4) 为达到预期目标而创造、

规划、计算；(5) 用商标、符号等表示；(6) 对物体和景象的描绘、素描；(7) 设计及计划零件的形状和配置。

作为名词，指 (1) 针对某一目的而在头脑中形成的计划；(2) 对将要进行的工作预先根据其特征制

作的模型；(3) 文学、戏剧构成要素所组成的概略轮廓；(4) 音乐作品的构成和基本骨架；(5) 音乐作品、

机械及其他人造物各要素的有机组合；(6) 艺术创作中的线、局部、外形、细部等在视觉上的相互关系；

(7) 样式、纹饰等。

《牛津词典》首次提及设计的概念时，将设计定义为 (1) 由人设想的为实现某物而做的方案或计划；

(2) 艺术作品的最初图绘的草稿；(3) 规范应用艺术品制作完成的草图。

而 1786 年的《大不列颠百科辞典》则将设计描述为“艺术作品的线条、形状，在比例、动态和审

美方面的协调。”在此意义上，Design 与“构成”同义，可以从平面、立体、结构、轮廓的构成等诸

方面加以思考，当这些因素融为一体时，就产生了比预想更好的效果。

1974 年的第 15 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 Design 一词做了更为明确的解释：Design 是指进行

某种创造时，计划、方案的展开过程，即头脑中的构思过程。一般指能用图样、模型表现的实体，但最

终完成的实体并非设计，只指计划和方案。Design 的一般意义是“为产生有效的整体而对局部之

间的调整”。而且指出，有关结构和细部的确定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考虑：(1) 可能使用什么材料；

(2) 这种材料适用何种制作技术；(3) 从整体出发的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4) 对旁观者和使用

者来说，整体效果如何。

因此，“设计 (Design)”一词本身含有通过行为而达到某种状态、形成某种计划的意义。

此外，在古代中国的文献中早已有了与“设计”相对应的词义，如：《周礼·考工记》即有“设色

之工，画、缋、钟、筐”。此处“设”字，与拉丁语 Designare 的词义“制图、计划”一致。《管子·权

修》中“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的“计”字也与用于解释

Design 的 Plan 一致。

用现代汉语中的“设计”一词对译西方语言的 Design，从各自的语源背景及文化背景来看都毫无

歧义，这也从语源学的角度印证了“设计”作为人类生活行为的共性特征。

1.2　设计的基本定义
设计，本身就是一个大概念。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设计是个通用词，它的使用范围很广，世界

上任何事物的酝酿、策划都可称为设计。出门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化什么妆，都是设计，而且恐

怕人们听到的最多的关于“设计”的词是发型设计、造型设计；如图 1-3 所示，维达·沙宣 (Vidal 

Sassoon，1928—2012 年 ) 便设计了著名的 Sassoon Bob；选择什么牌子、什么款式、什么颜色的

小汽车，也是设计；诸葛亮的“草船借箭”，也是设计。由此可见，人类所有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原创性

活动，都可以称为设计。正如柳冠中先生指出：“我们每天大部分的时间所做的事也都可以被称为设计：

当我们选择一条乘车路线的时候；当我们编造一个缺席的借口的时候；当合理计划一周的开销的时候；当

梦想未来家居空间的时候……只要我们头脑中的思维活动——计划、构想、盘算——是带有预见性的、未

来的、愿望性的内容，那就可以叫作设计”。按照“设计”如此宽泛的含义，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设计者，我们每时每刻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说是一种设计。因为设计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础，设计的本

质就在于将某种行为朝着某种可知的期望目标进行计划与整合。”但是，其实设计所包含的领域远不止

于此。“人们写诗、作画、描绘、作曲等是设计，但是整理抽屉、拔牙、做苹果派、组织棒球比赛甚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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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教育等，又何尝不是设计。所谓设计，就是一种为形成某种有意味的秩序与状态所做的有意识的努力。”

图 1-3　维达·沙宣及其设计的发型

又如李砚祖教授所言：“‘设计’既是一个名词，又是一个动词，既可以作为一门学科，又可以是

一种职业、一种事业，因此，它必然可以从各个方面给予定义、界定和阐述。每一种定义和阐述，都包

含了一定的角度和出发点，也就存有必然的局限性，甚至还是相互矛盾的”。所以，设计的外延越大，

其内涵也就越模糊。

(1) 设计是“面临不确定性情形，其失误代价极高的决策。”( 阿西莫夫，1962 年 )

(2) 设计是“在我们对最终结果感到自信之前，对我们要做的东西所进行的模拟”。( 鲍克，1964 年 )

(3) 设计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创造前所未有的、新颖的东西”。( 李斯威克，1965 年 )

(4) 设计是“一种针对目标的问题求解活动”。( 阿切尔，1965 年 )

(5) 设计是“从现存事实转向未来可能的一种想象跃迁”。( 佩奇，1966 年 )

(6) 设计是“在特定情形下，向真正的总体需要提供的最佳解答”。( 玛切特，1968 年 )

(7) 设计是“使人造物产生变化的活动。”( 琼斯，1970 年 )

(8) 设计是“旨在改进现实的一种活动。设计过程的产物，被用作进行这种改进的模型。”( 盖茨帕

斯基，1980 年 )

(9) 设计“作为一种专业活动，反映了委托人和用户所期望的东西。它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它便

决定了某种有限而称心的状态变化，以及把这些变化置于控制之中的手段。”( 雅格斯，1981 年 )

(10) 设计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一方面，设计是创造性的、类似于艺术的活动；另一方面，

它又是理性的、类似于逻辑性科学的活动”。( 迪尔诺特，1981 年 )

(11) 设计是解决如何将人们的某种需求、愿望、理想，通过创造某一物质而加以具体的实现。( 荣

久庵宪司，1991 年 )

从上述关于设计的定义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设计是把一种计划、规划、设想通过视觉的形式

传达出来的活动过程，其核心含义是“人们为实现既定的目的而做的策划和实现的过程”。设计以要达

到的目的 ( 目的性 ) 为前提，以如何以最好的方式 ( 创造性 ) 实现目的为中心。如图 1-4 所示，维斯·贝

哈 (Yves Béhar，1967 年—) 通过对水瓶形状、色彩的设计引导孩子喝水的 Y Water，同时，其中也

必然包括了对“可行性”的思考和推敲。

第一，目的性。

我们在从事任何行为之前，就已经有明确的目的；或者说，行为结束时所出现的结果，其实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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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始时就已经存在于行为主体的思想中。正如马克思

(Karl Marx，1815—1883 年 ) 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劳

动过程”的论述中所说：蜘蛛织网，颇类似织工纺织、蜜

蜂用蜂蜡来制造蜂房，使人类许多建筑师都感到惭愧。但

是，就连最拙劣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要高明，因

为建筑师在着手用蜡来制造蜂房之前，就已经在头脑里

把蜂房构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所取得的成果，在劳动

过程开始时就已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了，已经以观念

的形式存在着了。他不仅造成了自然物的一种形态改变，

同时还在自然中实现了他所意识到的目的。显然，建筑

师的工作是设计，而蜜蜂的工作只是一种本能活动。

第二，创造性。

设计必须具有独创性和新颖性，追求与众不同的方案，

打破一般思维的常规惯例，提出新功能、新原理、新机构、新材料，在求异和突破中体现创新。

设计的创造性通常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设计成果要具有创造性。人们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

的，因此，陈旧的产品不可能满足人们不断更新与拓宽的需求。后来的产品，必须有别于以前的产品，

而且这种差异不仅仅是肤浅的、简单的形状或者颜色的不同，而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创新，也就是必须

要用前所未有的完整的设计成果或原设计成果中局部的更新来满足人们前所未有的需求。另一方面是设

计师要有创造性，设计师只有具备了这种创造性，才有可能在设计过程中推陈出新，才能拿出令人耳目

一新的创新成果，保证设计方案的创造性。社会在前进，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们的心理状态都

处于绝对的变化中。如图 1-5 所示，从鹅毛笔、钢笔到 Moleskine 电子书写工具的变迁，人们的社会

需求处在变化当中，设计师要正视这种变化，善于点燃思维的创造性之火，勇敢地迎接社会需求的挑战，

这是作为一名合格设计师的基本素质。

第三，可行性。

一切设计都是在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时间和信息等条件的制约下进行的，因此在设计时我们

要充分考虑设计和设计方案的可行性。

设计是造物艺术，是一种非自由的艺术形态。它总是

被限定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物质条件的约束中。不考虑

限制条件和物质基础，一厢情愿、随心所欲的“设计”是

不存在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客观的社会环境既存在

科学、技术、经济等实际状况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存在

生产厂家、生存环境的特定要求和条件限制，还涉及环境、

法律、视觉心理和地域文化等多种因素。这些限制和约束

共同构成了一组“边界条件”，组成了设计师进行筹划和

构思的“设计空间”，设计师必须在这些边界条件中协调

各种关系，从而完成自己的设计工作。

1.3　工业设计的定义
工业设计的概念，虽然早在 1919 年就由美国设计师

约瑟尔·西纳尔 (Joseph Sinel，1889—1975 年 ) 率先 图 1-5　书写工具设计的变迁

图 1-4　Y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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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但这个词被广泛认可和使用则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前进，

人们对社会和自然认知的不断更新，工业设计的定义、内涵和外延也随之不断改变。它的定义在各个历

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家都不尽相同，并没有一个准确划一的表述。正如现代建筑运动的著名理论家希格

弗莱德·吉迪恩 (Sigfried Giedion，1888—1968 年 ) 在描绘 20 世纪工业设计师如何出现时指出，“他

使外壳时尚，并思考如何将可见的 ( 洗衣机的 ) 马达隐藏起来，并使之富有整体感。简而言之，就是具

有如同火车和汽车般的流线造型。”如图 1-6 所示，雷蒙德·罗维 (Raymond Loewy，1893—1986 年 )

于 1934 年设计的 ColdSpot 冰箱，将冰箱包容于白色珐琅质钢板箱内，呈现流线型的产品造型，镀镍

五金件给人珍宝般的质感，成为冰箱设计的新潮流，该品牌冰箱的年销量从 1.5 万台猛增到 27.5 万台。

而进入 21 世纪后，工业设计已经和正在“参与并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生存方式、

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如图 1-7 所示是针对非洲地区妇女、儿童、小孩运水困难而设计的

Q Drum，方便他们从远处取水。

图 1-6　ColdSpot 冰箱 图 1-7　Q Drum

正如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设计做出了不同的定义，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工业设计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如：

(1) 1954 年布鲁塞尔工业设计教育研讨会的定义：工业设计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旨在确定工业产品

的外形质量。虽然外形质量也包括外观特征，但主要指同时考虑生产者和使用者利益的结构和功能关系。

这种关系把一个系统转变为均衡的整体。同时，工业设计包括工业生产所需的人类环境的一切方面。

(2) 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对工业设计的定义：工业设计是一项专门的服务性工作，为使用者和生

产者双方利益而对产品和产品系列的外形、功能和使用价值进行优选。这种服务性工作是在经常与开发

组织的其他成员协作下进行的。典型的开发组织包括经营管理、销售、技术工程、制造等专业机构。工

业设计师特别注重人的特征、需求和兴趣，而这些又需要对视觉、触觉、安全、使用标准等各方面有详

细的了解。工业设计师就是把这些方面的考虑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要求包括销售、流通和维修等有机地

结合起来。工业设计师是在保护公众的安全和利益、尊重现实环境和遵守职业道德的前提下进行工作的。

(3) 加拿大魁北克工业设计师协会对工业设计的定义：工业设计包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两个过程。

既然设计就是为了给特定的功能寻求最佳形式，这个形式又受功能条件的制约，那么形式和使用功能相

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就是工业设计。工业设计并不需要产生仅属于个人的艺术作品和天才，也不受时间、

空间和人的目的控制，它只是为了满足包括设计师本人和他所属社会的人们某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

要而进行的人类活动。这种活动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因此，它必然会受到生

存环境内起作用的各种物质力量的冲击，受到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影响和压力。工业设计采取的形式

要影响到心理和精神、物质和自然环境。

(4) J. 赫斯凯特 (John Heskett，1954 年—) 对工业设计的定义：工业设计是一个与生产方法相分

离的创造、发明和确定的过程。它把各种起作用的因素通常是冲突的因素的最后总和转变为一种三维形

式的观念。它的物质现实性体现在能够通过机械手段进行大量的再生产。因此，它尤其与从工业革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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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工业化和机械化相联系。

从以上的一些定义和阐述不难看出，工业设计的灵魂和核心思想是非常明确和早有定论的。

从宏观上来讲，工业设计的基本概念应是一种“以其所处时代的科学技术成果为依托，以维护人类

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为前提，以创建和不断提升人类的工作和生活品质为最终目标的规划行为”，其目

的是赋予具有特定功能的批量化生产的产品以最佳的形式，并使产品的形式、功能与结构之间达到辩证

的统一。工业设计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出发，以人们认知社会的心理诉求为基点，用系统的思维方法，

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美学、形态学、符号学、工程学、人机工程学、色彩学、创造学、经济学、市场

学等学科认识，综合分析、研究和探讨“人—产品—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在不断提升人们生活品位

的过程中，设计和架构出使生产者和消费者满意的产品，创造出生产者和使用者双方的利益。

从微观上来讲，工业设计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为基础，研究市场显现的和潜在的需求，分析人的生

存、生活、生理和心理需求，并以消费者潜在的和显现的需求为出发点，提出设计构思，分步解决结构、材料、

形态、色彩、表面处理、装饰、工艺、包装、运输、广告直至营销、服务等设计问题，直到消费者满意为止。

1.4　从 ICSID不同时期的定义看工业设计
的变迁

国际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会 (ICSID，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ocieties of Industrial Design) 在不

同的时期，也对工业设计的定义做出了不同的阐述。下面以 ICSID 在 1980 年法国巴黎年会上、ICSID

在 2001 年韩国汉城 ( 即首尔 ) 年会上和 2006 年在官网上提出的三个不同的定义的对比说明工业设计

在不同时期的变迁。

1. 1980 年国际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会巴黎年会上对工业设计的定义

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构造、形态、

色彩、表面加工以及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规格，叫作工业设计。

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工业设计师应在上述工业产品的全部侧面或其中的几个方面进行工作，而且

当需要设计师对包装、宣传、展示、市场开发等问题的解决付出自己的技术知识和经验以及视觉评价能

力时，也属于工业设计的范畴。

2. 《2001 汉城工业设计家宣言》中对工业设计的描述

1) 挑战

——工业设计将不再是一个定义为“工业的设计”的术语。

——工业设计将不再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业生产的方法上。

——工业设计将不再把环境看作一个分离的实体。

——工业设计将不再只创造物质的幸福。

2) 使命

——工业设计应当通过将“为什么”的重要性置于对“怎么样”这一早熟问题的结论性回答之前，

在人们和他们的人工环境之间寻求一种前摄的关系。

——工业设计应当通过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寻求和谐，在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心灵

和身体之间营造多重、平等和整体的关系。

——工业设计应当通过联系“可见”与“不可见”，鼓励人们体验生活的深度与广度。

——工业设计应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灵活地适应现在和未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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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申使命

——我们，作为伦理的工业设计家，应当培育人们的自主性，并通过提供使个人能够创造性地运用

人工制品的机会使人们树立起他们的尊严。

——我们，作为全球的工业设计家，应当通过协调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不同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

技术和环境，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我们，作为启蒙的工业设计家，应当推广一种生活，使人们重新发现隐藏在日常存在后更深层

的价值和含义，而不是刺激人们无止境的欲望。

——我们，作为人文的工业设计家，应当通过制造文化间的对话为“文化共存”做贡献，同时尊重

它们的多样性。

——最重要的是，作为负责的工业设计家，我们必须清楚今天的决定会影响到明天的事业。

3. 2006 年国际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会官方网站上最新公布的工业设计的定义

1) 目的

设计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其目的是为物品、过程、服务以及它们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构成的系统建

立起多方面的品质。因此，设计既是创新技术人性化的重要因素，也是经济文化交流的关键因素。

2) 任务

设计致力于发现和评估与下列项目在结构、组织、功能、表现和经济上的关系。

 ● 增强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 ( 全球道德规范 )。

 ● 给全人类社会、个人和集体带来利益和自由。

 ● 最终用户、制造者和市场经营者 ( 社会道德规范 )。

 ● 在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支持文化的多样性 ( 文化道德规范 )。

 ● 赋予产品、服务和系统以表现性的形式 ( 语义学 ) 并与它们的内涵相协调 ( 美学 )。

设计关注于由工业化——而不只是由生产时用的几种工艺——所衍生的工具、组织和逻辑创造出来

的产品、服务和系统。限定设计的形容词“工业的 (industrial)”必然与工业 (industry) 一词有关，也与

它在生产部门所具有的含义，或者其古老的含义“勤奋工作 (industrial activity)”相关。也就是说，设

计是一种包含了广泛专业的活动，产品、服务、平面、室内和建筑都在其中。这些活动都应该和其他相

关专业协调配合，进一步提高各活动的生命的价值。

从上述三个不同时期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工业设计的概念是随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

化的。因为工业设计总是以产品的形式作为商品的附加价值出现，并伴随着商品市场上的流通而产生意

义。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为

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现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这就

要求工业设计为产品的使用服务，要内在地服从于产品的物质属性，满足人类“衣、食、住、行、用”

的使用要求，这是设计实现价值的基础。也因此，人们对产品需求的变化便外化为工业设计内容的变化，

并进一步体现为工业设计定义的变迁。

在人类逐渐进入信息化社会的过程中，工业设计在创造艺术化生活方面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从单

纯的对产品外观的美化到参与新产品的创造开发，工业设计的发展反映了工业社会科技的发展与进步，

因此许多发达国家都以工业产品设计和产品创造开发的思维模式作为艺术设计的核心内容，并以工业产

品设计和研发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国家综合竞争力的砝码。而工业设计的媒介是飞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

术，应用的是前沿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因此工业设计本身所承载的科技含量和时代的标识性，使它无可

争议地成为艺术设计的核心内容，并导致以工业设计指称艺术设计的方法逐渐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例如：

英国的工业设计包括染织、服装、陶瓷、玻璃器皿等设计，家具和家庭用品设计，室内陈列和装饰设计

以及机械产品设计等。法国、日本将商业广告宣传的视觉传达设计、室外环境设计、城市规划设计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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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工业设计的范围。

而且，随着人们对设计内涵的不断发掘，设计的意义已逐渐摆脱了对外观的美化装饰，而上升为创

造性地改造和适应自然环境，创造更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

为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20 世纪后半叶，绿色设计和生态设计的理念受到全球关注。

设计已不再只是个体的独立的造物活动，而是关系到人与人、人与空间、人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

程。当代设计不仅要解决眼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于千秋万代的长远发展，要综合协调自然法则、

经济法则、人机关系和环境因素，以此来确定自己的价值体系。

工业设计也在设计的内涵与外延逐渐扩大和泛化的背景下，发展成为结合工程技术、美学、市场经

济与社会文化等因素，围绕“产品”这一或实体或虚拟的对象所进行的创作。实质的设计产出除了传统

的产品外观设计以外，可能还包括结构设计、模具开发、操作接口、视觉界面、平面设计、商业包装设

计等，若需要配合商业营销可能还涉及品牌形象设计、展示设计等内容。当下，电子信息技术和互联网

技术飞速发展，交互设计等新的内容也成为完整的工业设计所应包含的议题。新的变化使得工业设计的

应用领域远远超出了传统产品设计的范围。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不少人认为工业设计的概念应当得到更

大程度的拓展和延伸。

如图 1-8 所示，

由 国 际 工 业 设 计 协

会联合会 1980 年和

2006 年 两 次 关 于 工

业设计的定义，我们

不难看出工业设计的

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

其一，当今的工

业设计进一步强调对全球环境、社会、人、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其二，工业设计的服务领域进一步扩展。广义的工业设计几乎包括我们所指的“设计”的全部内容，

它包含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目的，从构思策划到建立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并且用完整明确的方式表达出

来的一系列行为。它包含了一切使用现代化手段进行生产及服务等的全部设计过程。与之相对应的狭义

工业设计，一般可以认为单指产品设计，即针对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关联中产生的诸如工具、器械与玩

具等物质性装备所进行的设计。如图 1-9 所示，手机的设计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设计特征。

初期的手机设计更偏向于以技术为基础的造型设计，以 Motorola DynaTAC 8000X (1983 年 ) 为例，

便是以电话的听筒为原型 (Prototype) 进行设计 ( 如图 1-10 所示，Motorola DynaTAC 8000X 与电话、

无线电话、字母机、座机的话筒设计有着功能及造型语言的一致性 )，既兼顾到功能语意上的延续与识

别性，又充分考虑通信技术带来的移动便利性；而后，手机设计的中心过渡到以市场为导向的造型设计，

如可更换彩壳的 NOKIA 8210 (1999 年 )、可适应不同使用环境的三防手机 NOKIA 5210 (1999 年 ) 和

附带日历、FM 收音机、红外线等功能的 NOKIA 8310 (2000 年 ) 等，NOKIA 这三款手机的形态体现出

了基于产品结构原理的相似性，这也说明这一时期手机设计的重点转向了造型的多样化设计阶段。随后的

Sanyo SCP-5300 (2002 年 )、NOKIA 1100 (2003 年 )、NOKIA 7600 (2003 年 )、Motorola Razor 

V3 (2004 年 )、NOKIA 7280 (2004 年 )、Motorola Razor V3 Magenta (2005 年 )、KDDI Penck 

(2006 年 ) 和 LG Chocolate KG800 (2006 年 ) 更说明了这一时期手机设计的重心是造型设计及其所依

赖的技术原理的设计 ( 如结构设计 )。2007 年，iPhone 的出现则彻底颠覆了手机设计的内容和法则。

自 iPhone 3G 以后，不同品牌的手机在形态上的差异性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产品体验 ( 如手机的操

图 1-8　ICSID 关于工业设计定义的对比 (1980 年的定义与 2006 年的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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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系统、应用程序、使用体验、围绕手机的产品生态系统等 ) 的差异 ( 如图 1-9 第 4 行作品中 SONY、

LG、SAMSUNG、NOKIA 的几款手机 )。所以，这一时期手机设计的中心工作不再是传统的造型设计

或者结构设计，工业设计的内容转向围绕体验的交互设计、服务设计甚至创新生态系统的设计。

图 1-9　不同时期的手机设计 图 1-10　Motorola DynaTAC 8000X 与电话听筒的对比

显然，当前工业设计的发展已经从过去仅仅关注产品的造型设计，发展到目前聚焦于设计与文化、

环境的关系，以及设计所蕴含的关于人的生存方式、人的价值观等问题的思考方面。这一过程表明，随

着人们对工业设计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入，工业设计的核心问题已经由对“人—物—环境”三者关系中有

形的“物”的研究，转变为对诸如人的生命、人的理想以及人的生存与发展等无形的“事”的问题的研究。

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工业设计概念的界定与描述必须从设计的理念、思想、意义与价值等领域出发，

而不能像以往那样以设计对象为特征进行界定。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工业设计并不是一把无所不能的“万能钥匙”，工业设计的应用范围是有一定

界限的。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工业设计可以通过与人们的生活、工作密切相关的物品、服务、过程

等方面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但它并不能直接“设计”人们的生活方式；它可以因发扬不同国家、

民族的文化特色而影响人们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及未来文明的选择，却不能直接“设计”文化；它可以用

强有力的方式对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施加影响，但它不能直接“设计”未来。总之，它可以成为人类有

意识地把握自身、把握文明发展的众多现代创新手段的一种，但却不可以代替一切。而对于设计师而言，

最为重要和最为现实的使命莫过于尽早且尽快地使自己创造的产品形态和环境能逐渐引导人们的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走上文明、健康和合理的发展道路。

1.5　思考题
(1) 从关于设计的不同定义中，归纳设计的本质特征，并结合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或现象，阐述自

己对设计的理解。

(2) 以某一件 ( 类 ) 产品为例，分析工业设计的设计对象、设计内容等在不同时期的异同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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