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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日本，有一种叫做“空寂“的美学和一种叫：禅宗

“的文化，然后日本通过设计将它展现的淋漓尽致。当空

寂只是作为美学浮于表面，禅宗文化也单单沦为产品推销噱头的

时候，日本设计还在追求着一种不存在的极端，他们要设计一个

苍白的世界，并且通过品牌的力量和宣传的手段让所有人包括他

们自己都自愿接受这种苍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无印良品创始人田中一光先生说过，近代设计在创始时期就是以

对虚饰（繁琐的装饰）的抵抗和消除来量产的那时还勉强算得

上是“单纯化”。然而如今的“单纯”这一概念本身却开始安然

地套用在统一的生产模式当中，如今的单纯已经变成名义上的单

纯。田中一光先生当初提出：“只用单色的素朴包装。”的时

候，正是日本包装包装过度，装饰过头的时期，普遍认为包装就

是纹样加色彩。朴素单纯的包装在当时倒可以让人眼前一亮，提

倡的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如今这种思想流于形式，剩下的只

有造型表现上的空。日本古代的禅宗，茶道，能乐所表现的空

寂，单纯，虚无是一种精神上的对话，摒弃不必要的事物，好在

大脑中留下空间以便让自我的思想融入，然而现代的日本设计中

很少有这样精神上的对话，没有了内在，却要在表面装得很像有

那么回事，是迟早要被厌烦的。在大生产和品牌商业化的今天，

这种原本需要静下心来体会的对话，被用统一的模式强加在了某

些品牌上，变成了品牌盈利的噱头，这种滥用使日本的传统文化

变得越来越平凡、低劣。

（图2）

2010年9月23、24日，“2010中国工业设计基础教学案例研讨会”在我院隆重举行。23

日上午9:30，何晓佑院长致欢迎辞，研讨会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柳冠中教授主持，来自全

国八所高校的专家教授们分别就中国工业设计基础课程教学进行了简短而精彩的演讲：清

华美院柳冠中教授的“综合造型设计基础”，南京艺术学院杨志麟教授的“线造型”，清

华美院邱松教授“设计基础教育、教学与课程”，大连民族学院马春东教授的“设计基础

课程汇报”，北京理工大学宗明明教授“三维设计基础”，南京艺术学院何晓佑教授“动

起来”，清华美院刘新博士“设计基础教学的思考”，湖北美院刘向东教授“工业设计综

合造型设计基础”，天津科技大学王洪阁教授“基础设计教学研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高炳学博士“形态的生成”，清华美院唐林涛博士“新的形态观念”，徐州矿业大学钟厦

教授“综合造型设计基础教学法研究和反思”。这些课题的展示为各院校的工业设计基础

科教育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与思考。9月24日，与会的专家、教授们就23日的演讲课题及中

国工业设计基础课程教学的现状和改革方向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并邀请南京艺术学院工业

设计学院的大三学生谈论了自己对所学基础课程的看法与收获。整个会场气氛和谐热烈，

各位学者各抒己见，具有很强的学术针对性。

2010中国工业设计基础教学案例研讨会在我校的顺利举办，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关注。我

们激活杂志在院方的特许下旁听了此次研讨会并组织了多位学生记者在会后对所有来自各

大工业设计院校的教授、博士进行了采访。

2010中国工业设计基础教学案例研讨会在我院举行

深泽直人先生曾为barouche设计了一系列家电（如图1），产

品目录单发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大家甚至看不出单个产品是什

么，干什么用的。而barouche却定义这一系列为“极简洁的深

泽直人式风格”，实在是很流氓的推销手段。如果产品的功能

和语义已经被风格完全掩盖，那我们只能定义其为批量生产的

手工艺品而已。而我们再看这种所谓的“极简洁的深泽直人式风

格”，一色头的白，实际上是日本设计的空寂美学在造型上发展

到极端的表现，他们将文化美学放在了第一位，而将功能和客户

放在了末端。

让人遗憾的是日本设计表面的空与虚无貌似也不想得到顾客的理

解，处在了一种不想与客户沟通的非主流状态（如图2），他们

将这张海报贴在那里，然后将自己束之高阁，让大众去猜想自己

的意图，而忘了传达的本意。中国近几年在提倡将中国文化，中

国元素融入设计的同时，也应该警醒不能极端的追求设计中的文

化元素，更不能完全将我们自己的文化当作商业盈利的工具，否

则形式流于表面，我们的传统文化将变得越来越肤浅，最后丧失

掉它原有的美。

（作者：马小东）

（深泽直人先生为barouche设计了一系列家电）（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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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冠中教授

记：你说产业链是设计的土壤，然而我国设计还无法融入

产业链，那我们作为设计专业的学生，您认为我们能做些

什么来改变这些现状呢？

柳：教育应该是为未来准备的，但我们现在很现实，包括

就业也是个问题。但是中

国的希望就是未来，而未来我们国家就要从制造向创造转

变，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还属于改良这个等级。像你们现

在20岁了，等到你们30岁进入社会主体的时候，那么可

能国家，不管政府也好，企业也好要开发一个产品，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设计不具

备这种准备的话，仅仅像我们过去引进外国的技术,外国的专利我们做改动范围，那

么再过20年，我们企业的情况可能就变了，要开始开发自己的产品，那么设计师就

必须有这么个素质：你们要了解到，设计是一个前端后端的问题，不仅是光提出一个

设想，一个概念，如果这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一个设计结果是一个产品，但是设计

没有一个前端后端的 开发能力的话，那后期就会到处碰壁，那么他所开发的余地就

很小，所以作为一个学生你要认识到，产品是在一个开发系统里的，那么带着这个认

识，在进行知识储备的时候，就会把知识带到外延去。这不是上好课，得个好分数能

解决的问题。

记：您刚才说我们面临就业的压力，那我们作为工业设计的同学，您能就大学四年后

考研，工作，出国给些建议吗？

柳：那我要从两个方面说了，第一个是理想方面，按理说我们大学毕业后要靠工作来

增加社会经验，完了才考研，就是说我们在学校学的都是书本知识，也就是可传授的

知识，那么另外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实践的知识，你不倾心倾力做事，直接读研究

生，那基本还是学校这套，对社会的体验，对企业的认识都不够。但也不是说不能直

接读研，能读，但是真正触动其心灵的东西还是有限的。按理说我们工作个三五年，

回头再考研究生，那么你就知道自己缺什么，那么他的学习的积极性会更强，理想应

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可能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不直接读研的话，

外语可能就不行了，回头再考研又考不上了。这就是现实问题，但是一个有理想的

人，即使工作个三五年，回头再来考，他也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也不会放松自己，

所以现在就业压力很大，那么有个研究生的资历，在以后找工作的时候好找一些。但

是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变了，就像我接触的一些广东企业，他们对学历已经不重视了，

而主要看你的能力。你是个大学生还好，要是个研究生他会考虑，这个人能不能用

对，完了还要付他高一点的工资，最为企业，他可能更看重的是才能，所以很多企业

招人的时候要求应招的人，要有实际工作经验，你光拿个文凭，他可能就要犹豫。

记：那我们刚毕业，哪来的社会经验呢？

柳：所以现在教学大纲要调整，在平时学校里学习的时候就要带点实践内容，那你以

后在企业里能解决他的问题，他们还是欢迎的。

记：那您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在中国高校里大一大二的基础课有雷同的现象？

柳：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如何改变中国高校大一大二的基础课程，特别是80年代，

我们学图案，到了八十到九十年代，我们有开始学构成，构成这种东西其实还是视觉

上的东西，构成它没有矛盾，没有限制，而设计就是在限制当中找机会，在限制当中

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才是设计的本质，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课题是一个综合的训

练，他要在限制当中去完成这一课题，那这就是在一开始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评

价什么是好的设计，把这一问题解决了，他才能胜任专业领域里的任务，而我们现在

中国的设计基础课却是一种国标教育了，就像我们工业设计领域里常说的造型必须和

材料和色彩联系起来，来训练这种解决问题，自我评价的能力，就像我们清华美院，

从开办工业设计专业以来，就没有构成课。所以我们希望这种做法能推广起来，但是

有些学校情况不同，牵扯的问题也很复杂。

记：那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指工业设计还是包括其他的？

柳：当然是所有的了，比如说平面设计，一个展板要设计得吸引人，要设计得酷，但

是你忘了一件很根本的事，作为读者，我首先要看清你讲的是什么，才能起到广告的

作用，但是我们看到的那些海报，字可能很小，排版可能很现代很新，我根本看不

见，虽然冲击力很强，但是你没有表达出自己的主题的话，这个过了就过了，只能作

为一个艺术形式的欣赏，所以视觉传达，首先的目的是传达，而我们现在平面的技巧

虽然也好，也跟得上国外的水准，但关注的是传，传的技术，传的形式，但是传出

去不能达的话，那只能作为艺术。我觉得我们国内的视觉传达也好，工业设计也好，

更多偏于艺术，作为欣赏的，没有主题的。比如说过去的书法家，比如张草，那是草

书，非常好，艺术修养非常高，但他能看懂，老百姓看不懂，所以他对老百姓就没意

义，所以他只针对一小群人。如果我们的设计不能联系到消费者，那有什么意义？所

以设计和艺术的区别就在这儿，艺术是为自己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而设计是为别

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顾客是上帝，但当我们真正做的时候就忽略这一点了。就以为

自己是艺术家是设计师，那么最后老百姓看不懂，不是对牛弹琴吗？所以设计最大的

特点就是跟老百姓和消费者沟通。你要引导他，但是你引导他引得太远了，他看不懂

听不懂，你就等于没有引，接受都接受不了，又怎么反馈呢？比如现在很多学生在做

PPT汇报的时候，我发现大概由99%的PPT是给他自己看的，别人连内容都看不清，还

以为自己做得很漂亮，还很陶醉。评委都看不清楚，这损失是你的，是答辩者。

记：就是还不够实在

柳：对，实际上就是不实在，只关注形式，还以为我们有个理由，因为我们是艺术院

校，就要讲形式，不管你什么目的，形式都是为目的服务的，表达不清楚，就没有

用。

INTERVIEW
就像我们放风筝，如果在一个高低不平，基础很差的地面放，因为放风筝要看着天，要放得高，你要在上面不断地跑动，如果这一个基础平台又小，又窄，又高低不平，那就会绊

倒。所以我们要把基础弄得比较宽，比较扎实，比较平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怎么跑都比较自如，风筝也能放得更高。而我们开基础课程，目的就是为了你们将来能在专业

上飞得更高，前提就是你们要把基础打好。可以说大学四年都是基础课，真正的专业课还是要等你们以后进入社会工作后。其实综合基础课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包豪斯，包括纳吉他

们搞得综合基础教学，从而开始了现代基础课程的教学模式。其中设计基础是最重要的，设计基础是一个基础，可能不涉及到具体的产品，但是其中的思想意识，观察事物的方

法，动手能力，包括画草图的能力都必须要得到锻炼。基础课程可能只是关于数型的训练，但是他直接关系到后面的专业学习。我们所说的基础训练不单是手绘能力，还包括思维

和一个设计整体展开的方法，像这些东西就不是技能表现，更像思维表现。而我们要养成一个设计师的基本感觉和素质，都是从基础课程开始的。(何晓佑)

何晓佑院长

记：这次会议雷曼教授提到中国的设计基础教育要走自己

的路，而不能盲目地照搬欧洲的基础课程，那您认为改革

之后的基础课程和现在的基础课程最大的不同点在哪边？

何晓佑院长（以下简称何）：中国最早的基础课程其实是

从工艺美术来的，那时候的基础课程主要以绘画为主，上

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开始了设计教育改革，引进了三大

构成，但是全国院校，包括建筑院校的基础课都是三大构

成。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三大构成仅仅是训练造型的能

力，社会发展到现在，知识也越来越综合，所以现在大多

数院校都在开始第二轮的设计基础改革，现在大家都是在探索阶段。柳冠中先生推出

了一套综合基础这样的概念，他的这套教育课程应该还是比较适合工业设计专业的学

生，但是还是比较多的借鉴了德国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关于更新的课程形式，包括

我们南艺也都还在探索的过程当中，现在还没有形成一种更先进的模式。但是目前我

们南艺上的基础课程主要强调设计的对应问题，我们把设计的各个单元拿出来训练，

比方说设计与材料，造型与结构，造型与色彩，造型与空间，造型与功能作为一个课

题来训练，但是真正在做设计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都是贯穿在一起来思考的，所以我

们把各种技能放在一门基础课程里面去学习。我们跟清华美院开的基础课程不完全一

样，也算是异曲同工吧，还是为了训练学生作为一个工业设计师应有的感觉。

记：您刚才说要把各种技能放在一门基础课程里面，比如说德国的一些院校第一学期

做把美工刀，第二学期做个扳手。主要在模拟实践的课程中同时训练草图，软件。那

以后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会不会往这个方面发展？

何：也不一定，我们的基础课程也许并不是做一个具体的产品，他可能是种抽象构成

物，但是这种抽象构成物所研究的问题是我们后面将遇到的问题，某个课题可能是研

究支撑和结构，有些课题可能专门训练设计师感觉为主，有些可能专门研究形态与功

能，目前我们上课还主要是分开来讲。现在也不能说谁落后，谁先进，大家都还在探

索当中，凡是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都要借鉴过来，比如说当年三大构成，一引进，就

给了当时的学生很大的视觉冲击力，作业形式完全不一样了，动手能力也加强，不完

全是画的，还是要做的，这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最近又认为构成也落后了，应该主

要把思维训练加进去。

宗明明

宗：是这样的，我到北京大学呢刚去，但是在这之前

呢，一直在咱们中国最远最远的地方，黑龙江齐齐哈尔大

学，在那工作了26年。

记：真的啊？

宗：嗯，26年当时创建这个学科，基础课这个重要性

呢，很多专家都讨论了，无论怎么变，基础是

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目的是锻炼能力，但是形式课题是

可以改变的，但这个原则是不能放弃，不能就是说，比

如这种能力的训练，就这种观察事物的敏捷性，了解材料，包括锻炼人这个思维开拓

思维，就是把你从一个对事物很平常的一种莫不关心的状态，调入到这种一个很专注

的事情，很专注地去思考，而且注重思考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步骤，如何去完善

它，它还是有一定的宗旨和一定的规则的。

记：这个就是基础课的宗旨是吧？

宗：也不是，我觉得基础课是应该有规则，但是没有定式。就是规定要有，目标一定

要明确，但是这个手段和方法是应该可以有选择的，它是可以根据不同的事情做不同

的调整。你目的变了，手段方法变了，课题的要求也变了，评价体系呢也在变化、完

善，这就需要一个反馈和反思，这是一点；另外，现在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原因就是，

老师的专业背景，对这个基础课的教学，专业背景。因为中国这个工业设计这个专业

背景已经发展近30年了，老师呢，就是说，因为咱们做得比较晚，工业、大工业原来

都不是市场经济，是国有经济，所以现在老师的背景都各有各的所长和所短，所以就

是应该是实事求是地因人而异，但是，也应该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学习，找到自己发挥

长处的角度去研究。

记：那我想请问一下，你是说老师其实对学生的影响也很大的？

宗：因为吧，有这么一种说法：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但是反过来说，

老师很重要，但是老师不要把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老师专业背景哪怕具备一些长处或

者短处，但是你不要有偏见，老师的偏见是对学生最大的影响，老师应该尊重学生的

想法，引导学生去研究某一个课题，做某项事情，就是告诉这件事情的目的是在那，

有很多方法可以找到，你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做。但是有段时间他也有些不能说强制要

去规则，规则是有的，你说这个要打到什么要求，满足什么，规则必须有，但是这个

路径要让学生去思考。其实，说到底，教育这种能力，就是说教会学生一种学会生存

的本事、能力，能力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

钟夏

记：我们之前学习了基础课程，这之中碰到了一些问

题，想跟老师讨论一下

钟：我就想问你们，你在学习基础课程的时候，觉得现在

的教的基础课程的东西能解决你的设计问题吗，你先这样

回答一下我的问题。

记：我们觉得我们学的有点接不上轨，就是不知道怎么从

这一方面一下子跳到另一方面。

钟：坦率的说，如果你们还继续还用原来构成来讲基础课

程的话，肯定是无法和你们的专业还有未来的工作去比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是

教基础课程是用雷曼老师他们这种带过来的德国的体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不是

在讲构成。也不是在讲最后的造型。其实他是讲作为一个设计师，你怎么样通过基

础课程的训练，然后学会了设计的思维。他其实是在训练你的思维，而不是强调你

的结果。就是其实你最后做出来的作品，别人买不买，这是次要的。就像建筑是一个

整体，是一个楼群，那么他的第一节课的立方体的切割，他其实是在告诉你一个道理

就是一个产品它其实是一个整机。学生就会认为这好看老师就会给我高分，我们老师

应该进行引导，告诉学生世界上有多少种这样的通过磊的方式来做造型，然后你们再

根据这些去解决你们的问题。比如材料替换，使用一些新材料，然而新材料的使用也

许会改变物体累积的方式，从而引发了很多新的设计。所以它也是在训练你们一种思

维的习惯，而且这个习惯不是在你做构成的时候用，这是以后为了做专业的设计或生

活过程中都会碰到类似的问题，你是不是能够把在这地方得到的思维移植到那些地方

去，这就是造型基础的魅力。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思维规划成

王洪阁

记：昨天会上有提到基础课和实践课要有联系，而现在有一

个现象——就是基础课与实践课脱节，比如说我们在基础里

学习的构成可能在实际中使用不到的。请问在本科期间，我

们如何争取这些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机会？

王：基础课和实践脱节不脱节在于课程上老师在选择课题时

对于你（学生）的一个引导和要求。比如说，我们在上基础

课的时候，我提出来，因为原来我们在做产品设计的时候要

考虑到的因素有很多，我们首先要选择材料，考虑要用什么样的结构以及这个产品

需要满足什么样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把玻璃胎放到基础课上来

做。。比如说我们以往三大构成里面关于做各种连接结构（这一课题）我就会提出要

求：“你用某种材料做成某些结构能实现某种功能，这是一个（通过）非常简单的基

础课来进行训练的课题，我们在做这个课题的时候探讨的是这三者关系的最大的可能

性，这就是一个扩散思维的过程。将来你在做产品设计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探讨它们

三者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在做专业设计的时候，要加上其他的一些限制因素，比如

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生产的成本问题。在这个限定条件下，这些限制会把你的思

维慢慢的往下收，这样就构成了一个非常科学的研究过程。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对

你能力的训练是一个延续的训练而不是脱节的。再比如说我们在做产品形态研究的时

候，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比如说按钮设计，作出一组按钮设计首先要明确按钮操作的

不同功能，还要考虑的是不同功能的按钮外观的一致性。这种能力训练出来以后，你

就会把握产品整体的一个风格，比如（以后）在做手机的时候，不会是每个按钮是一

个形状，而你可定会考虑各个部件之间形态上的呼应性。这样的思维已经渗透进去之

后，你以后再做设计的时候，你不会象学数学一样，你学了一个公式，解题的时候就

能明确的拿过来用就会做了，我们现在学习设计，锻炼实际上是一个能力和思维，能

力和思维的意识是无法实在的体现的，而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们却能实实在在都用到

这些东西。再比如说，一些基础能力——形态创造，在基础设计的时候，我们要做一

个二维或者三维的形态，你首先要考虑的是形体与形体之间的比例和它们之间的和

谐关系，这个放在我们将来的产品设计中，我们不用去琢磨而是以及形成了一个本

能——我做的东西形态之间必须要和谐呼应，比如我们看一个茶壶，茶壶的壶盖和把

手以及整体之间你就要考虑如何把它们形态与形态之间做的和谐。这个我们在做基础

训练的时候，我们做任何一个形态创造，考虑形体和形体之间的关系和做一个产品

（考虑）的目的是一样的。所以这种能力是共通的，而不是说简单的我学的这一段文

字，学的这一段知识可以直接提炼出来用。我觉得设计和其他的学科有一定的区别就

在这儿了。如果你不经过这个训练，直接做产品设计，比如说没有学过产品设计的人

了一个课程，然后让你来学习，学习的目的是迅速学习，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再去发

展。这也是大学需要学习的地方也是和中学不一样的地方。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学习一

种思维，这种思维最重要的是通过教育者的智慧把他集成了一个课题。这个课题让你

们感受到人类的智慧就是在这种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这种智慧在以后能不能继续用，

就是自己要去发现工业化社会会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些课题就是为了你们将来在工作

上，遇到具体的事情和设计的时候应该怎么解决，如何成为一个在工业化社会上工作

的人。而不是训练成一个会画效果图的人。这样学生毕业的时候就不会只局限于成为

一个设计师，也可以做经营设计的人，研究设计的人，做机械的人等等。这些都是在

这些课题中训练出来的，因为你们的节奏很快，其实我们也可以不训练你们，因为按

照人类经验的习惯，以后也会知道，但是20岁知道和80岁知道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

说工业设计师的创造性思维就是来自这些课程。东方人和西方人有一个在传教方面的

差异，就是一种表达，但是什么最容易沟通，就是图形化的语言，设计的语言，也就

是一种表达的方式。所以同学们以后也要多问老师，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课题老

师能不能为我分析一下我应该从哪些地方思考，同学们也要告诉老师你们的脑袋中是

怎么样思考的。那你们要用你们学到的表达的方式来告诉他，思考以后的作品是怎样

表达的，这才是你的作品。而不要上来就讲你的作品。如果你现在习惯没养好的话，

那你将来工作的时候你就会习惯上来就画效果图，结果人家就把工业设计师当做一个

画效果图的人，实际上工业设计师不是这样的。那么其他的过程为什么没有看到，因

为你没有把其他的过程传达出来。你怎么样在大脑里研究的，你怎么分析的，你从哪

个点开始的，你都没有传达出来。所以说我们国家不是不缺工业设计师，我们国家真

的很缺工业设计师，可是我们的工业设计师只会拿出效果图。所以在大学期间，你们

也要学会找出自己的那个点去说服别人，以及以后与老板，工程师的沟通等等。这些

都是需要在学习课程当中训练的。所以训练思维是非常重要的。老师和学生同时也需

要很多沟通，学生不能表达好，老师不能理解学生的思维，这里面也有一定的问题。

学生和老师一样，都需要一些可操作的实际的解决方案。



高炳学教授

记：我们学生在平时的造型基础和模型制作的时候普

遍觉得我们的动手能力很差，但是在平时也没有机会

锻炼，请问我们在平时应该怎么锻炼动手能力呢？

高：我个人理解还是需要动手去做，如果不去做是没

什么办法的。我感觉我那边的学生也是一样，在

做一件物品的时候总是在想有没有什么规律，比方说

一个杯子，怎么做才能做的更好呢？这么想其实是对

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想完之后，要去动手做，而不是从别人那边获取经验，一次想

把这个东西做好，但是我们需要动手去做，自己摸索经验，然后提高自己。一句

话，只想不做是不行的。

我们身边至少有几张纸吧？去想个东西，然后用纸去做。就像同学们大一的时候做

那个剪纸，有的用手啊，有的用刀啊，因为高中的时候没有经过这个训练，而且像

你们大二的同学有些想法直接可以用纸去做。但是必须要动手，只听别人介绍，是

不能提高的。

记：我们这学期学了一门造型基础2的课程，我们将来要做的是外观设计，对于内

部结构的设计有别的设计师去做，那我们现在学的这门课程对我们帮助是什么呢？

高：我想呢大概是这样的，比方说我要设计一个茶几，茶几里面的结构是不一样

的，那研究它的结构对设计它有什么帮助，还有就是茶几可能不是由我来做结构，

因为还有结构工程师来做，但这还要看你能进什么样的公司了，如果公司大，分工

细，我们的工作就只是外观设计，但这又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设计外观不懂结

构，那我们设计出来的东西在结构工程师那里过不了关，我们就得从新设计，进行

返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要懂结构的；其次，如果我们进的是小公司，那

么结构、外观都得我们自己做，这就更要求我们学设计的学生要懂结构。所以你们

所做的立方体有什么用？它就是帮助你理解结构。

课程采访：杨洁
记：杨老师，请问为什么二年级的信息交流专业需要开设图表设计这门课

程？

杨：因为在信息交流设计的领域里，我们将来主要的就业方向是UI设计，

就是界面设计，那么界面当中有许多地方都是基于图表的设计，比如说界

面的布局，可以把每一个界面都当做一个图表来理解，它其中肯定会有主

要信息和次要信息，那么就要学会按层级来表现给观众，让他们一眼就能

分辨出主要信息和次要信息，另外在界面设计中的信息，你会发现很少出

现纯文字的介绍功能，一般都是图形化的。还有一点是确认分布位置，比

如说我们收到一条短信，它总是会在同样的一个位置提示你，其实这就等

于是在相应的一个表格里帮你定点，帮你习惯使用，这就是图表的一个功

能，分类的划分。

记：图表设计和信息交流设计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在信息交流中如何应

用图表设计？  

杨：图表设计是基础，而且图表设计不是专门指示信息交流设计，图表的

主要功能是信息的分类和传达，它不但是运用于信息交流专业，在其他专

业领域也都涉及到了，例如你要介绍其他产品或者分析一样数据，都会用

的到的一个方法，是基础课也是专业课，它是需要有专业眼光和专业水

准，因为它是专业性的。

我认为是可以运用在几个环节，一是你如果将来在做调查研究的时候，能

帮你综合分类出主要信息，二是当你有了一定信息数据后，去做概念的分

析，那么概念是怎么得来的呢？这里示意图图表也用得到，在做具体的界

面当中，会有日历、会有一些比如工作安排上的，那么这些图表又能运用

的到。

课程流程：

第一周，图表分类及风格模仿：通过在网络媒介上寻找一些自认为好的图

表进行分类，并对其图表进行风格模仿，主要加强学生对图表的了解。

第二周，原始图表修改：通过第一周的锻炼，在对不破坏信息的前提下让

学生对一些原始图表进行深入的修改，加强学生制作图表的能力。

第三周，创作图表，通过自己的想法利用电脑制作出富有创意的手表界

面。

邱松

记：现在我们有一门基础课程是关于产品手绘的，整天参

照 着已经出版的手绘书或是一些设计师的图纸手绘稿画

画，我想问一下，如果时间长了，会不会对我们以后自己

的设计产生一些影响呢？

邱：这个影响肯定是会有的，手绘呢实际上是我们表现的

一种方式之一，我们通常可以把它归到设计表达类里边

儿。你的想法，你的设计，或者你的idea，怎么把它表现

出来，都要通过手绘。那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比较方便的一

种形式，但现在来说，

这绝不是唯一的形式。那手绘呢，他只是一个平面的，你很难表现三维的东西，那么这

个可能就要通过模型来做，有的时候光是一个死的模型还不行，它可能还要涉及到功能

模型。你比方说有些东西有拆装的，有动的，可能就要把它做成这种可以变化的结构，

也可能为了这个尺度，你做成1：1的，那有些工具方面，你可能还要去了解它实际的材

质，那有时候为了能看到各个角度，你可能把它放在计算机里边儿，用动画的角度，等

等这种方式，都是在表现你要表达的东西。

记：我们在上造型基础课时总是会比较强调造型的重要性，可是色彩的搭配又是很重要

的，我们也经常会去商场或是别的地方逛的时候也会有特别注意造型和色彩，对于一件

产品来说，通常我们是更注重哪方便呢，是造型还是色彩搭配会更加吸引消费者？

邱：那你这实际上是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大家就容易把色彩和造型拆分开，其实色彩

和造型它是一回事儿，不是把它分开的，造型里边儿，它必然就涉及到色彩，涉及到材

料，涉及到表面处理，涉及到工艺，这个东西是拆不开的。

记：我特别好奇就是你们学校的基础课程都有些什么，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课程来培养

学生的基础能力的？

邱：基础课实际上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都在变，那我们学校呢，实际上我觉得目前不

可能考虑不到形态语言之间的关联，他可能也不会考虑自己做的这个结构有没有做到尽

可能的精巧，这些他都是意识不到的。他可能是能做个椅子，但是这个椅子的结构有没

有更好的表达方式，椅子的形态和情感化表达，他肯定是意识不到的。这就是基础课和

专业课之间的关系。

记：产品开发除了有设计部门，还有生产和销售，像我们在本科期间系与系之间分得很

明确，没有联系，这对我们以后走上社会，在与各部门合作时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在

本科期间，是不是该进行一些多学科交流呢？

王：综合性院校与很多种方式，比如说课程方面，请其他专业的老师来进行交叉讲学，

不同专业之间可以进行合作课题，和自动化专业的学生合作电子产品，他们做机能和工

作原理，我们做产品的整体的设计和规划。这种合作就非常好。以前我们在上学的时

候，就遇到，比如我在做自行车车设计的时候，自行车的结构和框架是否合理，它的受

力是否均匀，我们就会去咨询机械系的同学来进行交流，他么虽然也不是特别专业，但

是他们从他的专业角度出发，会告诉我们“这种结构是合理的”这样，我们的交流机会

就会更多些。像你们搞工业设计，训练的基本能力具备之后， 如果做某项产品，因为

工业设计包含的范围太广了，你要学会各个生产工艺和技术也不可能，比如说我将来要

做交通工具这一块，在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和生产企业有直接的了解。因为我们对他的技

术的了解不需要特别特别的深入，你在做过一两次课题之后，对于设计所需要了解的东

西，就基本上够用了。如果你长期研究某一样东西，随着你接触这个设计的时间越多，

那么你了解的知识也慢慢可以补充上来了。比如你要做电子产品，也是一样的。这都是

你在就业之后，慢慢补充东西。

是最佳的状态，昨天讲座的时候我也提到，虽然是在讲课，我还会提到一些设计教

育的问题，让这个教学更宽泛一些你才能感受到这个课程的重要性，那么基础课之

间互相都是有关联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造型和色彩的问题，比如我专门上一个色

彩，上一个材料，可能学生就不知道这个关联是什么，那么我们学校呢就通过了一

些综合课，一些核心的课程把它们串起来，那这个串起来，你要把它说成设计也

好，。你比如说我就专门偏重一个结构和材料的一种方式来做一个直板椅或是什么

的，你说这样的一种小设计也可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它就把你这个材料，结构

包括你的一些工具都做了一些综合的处理，对不对？那它就不会孤立地去谈材料，

谈布，谈塑料，谈玻璃，这个都没用，你当然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好，你把纸这个

东西用好之后，将来你用木材，用皮革，用藤条，我当然都可以做。你把它的原

理，把它的设计方法掌握了，就行了。那所以我们呢，我跟柳老师在上那个综合造

型设计基础，就是一个比较综合的课，所以我们把它又叫核心课程，它的重要性就

在这，它是起了一个承上启下，把所有的东西串联起来的这么一个课程，然后在一

个系统里边去解决，这样的一个过程。

记：谢谢邱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图表设计
Diagram Design

记_杨晨晨/于利谦

课程简介：
指导老师：杨洁 时间：三周

图表设计是专门针对于信息交流设计这个专业开设的一门基础课程。在杨

洁老师的带领下，使我们在短短三周课程训练过程中打破了我们对信息交

流专业的懵懂认识，在课程中，我们所关注的图表主要意指信息的分类和

传达。图表设计还需具有图形和图标这些元素，我们所要做的是将图表信

息传达准确，并且制作出的图表不缺乏形式美感，还得富有创意，这便是

图表设计这门课程所重点关注的。总体来讲，图表设计这门基础性的专业

课程需要我们利用尖锐的眼光制作出专业水平的图表。



（王哲然作品）

记：图表设计这门课程是否偏向于平面设计？

杨：它在任何设计专业中都应该算是一门基础课，也不能局限的把它分到

哪一类，像在平面、展示、工业，或者是UI等其他专业，我们都应该去学

习这门课程。信息交流这个专业也不仅仅是偏于平面，相对有些的同学就

会出现两种风格，一种就是稍微立体化的，可能有些同学比较擅长这种立

体的，出来效果也比较好，比如说于利谦(如图示），他把图表这种平面的

东西变成立体的，看起来很有趣，但是它有趣事在于他把原来一个很平面

化的东西变成了立体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就把图表固定为平面化的东西，

就没意思了。现代设计的潮流，就是没有分哪个设计师是什么专业这种，

现在专业基本上都可以互相融合，本身UI这个专业就可以说是多边缘学

科。

记：怎样提高图表的视觉冲击力，又不减少信息量，还能让人看的一目了

然？

杨：其实是这样的，信息不单是要归类，还要有筛选，就是说要把这张图

表当中不主要的或者说不那么需要人们清楚了解的，把它小化或者删除，

那么你只有突出主要信息，才知道重点是要表现什么。如果想做好一张图

表，首先色彩很重要，主要信息的色彩肯定是要相对明快的，还需要有图

标和图形设计的基础，第三个就是图表的框架要打好，在设计这张图表的

时候，要符合逻辑关系，视觉的逻辑关系，还有和信息之间相互的逻辑关

系。

记：同学们在学习这门课的时候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怎样的？能举例说明

吗?

杨：我觉得你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上过图形图示课，就开始上图表课，所

以我们这个课在上的时候很多同学在恶补这个图形图示，大家一边在做图

表，一边在研究什么好看什么不好看，但最后因为前面基础弱，还是有许

多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的软件问题，很多同学想法很好，但最后电

脑上做出来东西又变得很平常，表达不出自己的想法，这是最大的两个问

题，但我觉得大家在创意方面，还有想法上面都没问题，都挺好的，而且

都能很快的表达出来。

记：在表达一些包含特殊逻辑结构的信息时，图表会显得十分抽象，然而

这是否与您所说的设计的直观性相矛盾？

杨：不会，首先你表现出来的东西要是大众化的，肯定要让大部分的人看

的懂你要传达的意思，如果你做的这张图表让大部分的人都看不懂的话，

那么这张图表肯定是失败的，第二个你肯定要有一定的形式美，两者缺一

不可，如果只做到一方面，漂亮却不具备一定的特点形式，那么也不好。

记：图表的信息传递，是否需要双方的共性,即双方在相同的文化领域里对

事物的理解程度？

杨：我觉得图表设计就是看你想传达给谁，看对方能不能懂，你可以确定

你的对象是大众的，那么大众的图表你设定的对象就是大众的，当然你也

可以设定为是小部分的，你也可以把图表当做是悄悄话来用，只要你设定

的对象能动就行，所以你要先确定人群设定的部分。

记：杨老师，您能给我们讲讲怎样的图表设计才是好的图表设计？

杨：前面讲的那些同学的优点，总结起来就是，第一，我们将看到信息图

表信息传达准确、清晰，

第二，就是图表本身形式美感以及创意，让人第一感觉就很有趣，能让人

快速接受，就是好的图表。

记：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图表设计？

杨：首先，要有前期的风格，要达到一定的经验。

第二，当然是要做的好看，需要图标和图形才能把具体的元素设计的好，

第三，就是需要为这些信息搭建图表结构，要合理，之后把这些综合运

用。

学生感想
范小庆

艰难的三周课程终于结束了，开课前，大家心里对于这个课程，准确地说，是对我们

即将涉及的专业的了解一直都比较模糊，所以都十分期待这门课的到来。经过第一节

课，我们就已经对这个课程有了大致的了解，并且深入浅出的知道了关于图表设计的

一些信息。图表是指信息、数据、知识等视觉化的表达。通常用于将复杂信息，高

效、清晰地传递给他人。例如各类标示、地图、新闻、技术文档、教材等。此外，图

表在计算机科学、数学以及统计学领域也有广泛应用，以优化信息的传递。在下一阶

段，我们需通过电脑媒介，寻找一些好的图表设计案例，然后用自己的想法分类并给

它们取一个适合的名字。之后老师又为我们仔细讲解了各类图表的特性，并锻炼了我

们自己制作图表的能力。这个课程带给我们很多启发，使我们对图表设计有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同时也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的信息表达的能力。

这三个星期的课程于我而言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吸金”。 

陶明梅

除了周末,每天晚上必到图书馆“报道”。通过查找优秀的图表来了解相关知识，寻找

资料和设计方向。在做资料汇总时， 是“吸金”的最佳时刻。 看着同学们展示自己

查找的图表案例，并且说出自己的理解，我们的知识都会在瞬间翻倍。在做图表设计

时，我都会绞尽脑汁地想使自己满意的设计，每次做完后都会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

可第二天看到同学设计的图表时又泄了气，因为我发现班上的每个同学做的图表设计

都很优秀，很有自己的想法，自己辛苦做的图表在比较之下也不显得十分出色。不

过，这样一来，大家都看到其他同学的优秀作业，互相学习，吸取优点弥补不足，我

们的学习水平也一下子都被调动了上来。而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老师引导我们的学习

积极性，给了我们最大的发挥空间和自由学习的空间，让我们在图表学习过程学到了

很多。

作业点评

蔡启慧_09信息交流设计

蔡启慧乐高玩具这张,画面的效果和图形科学的统计数据以及信息传达都非

常准确,并且把图表通过这种网格的形式表达出,感觉挺好的,把图表的形式

运用得比较模糊,用一个本身就是玩具的架构来表现玩具,感觉不错.

王哲然_09信息交流设计

王哲然这张不错,运用爱心表现出居民幸福指数,并且运用色标来表现幸福

指数,总体气氛上就是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作为一个地图图表来说,形势上

来说突破了呆板的感觉,比专门的地图表现的更加轻松,原始数据的地图图

表虽然可能相对科学，但其实我们对于幸福的标准时相对比较模糊的一种

概念，其实并不需要很清楚的编写，像王哲然这种作业从表现的形式上面

与要表达的主题更契合，虽然原始图表也很不错，但王哲然这张形象更突

出一些。

郭嘉熙的股市表，像这

种类型的肯定有许多炒

股爱好者会喜欢，利用

一 种 网 格 的 ， 折 线 图

表的方式表现出时间的

不同，每次看表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点，然后把

这些点都联系起来，一

天当中你最关心的那几

个时间就会连成一条不

规则的折线，时间感很

强，真正起到了那个表

的作用。

郭嘉熙_09信息交流设计

刘江_09信息交流设计

刘江的做的很不错也很好玩，他做的是一天食物摄取量的百分比示意

图，食物摄取量最多的放在最下面，用金字塔形的，整个图形感和要表

达的内容跟主题结合的不但有趣，而且很有风格，矢量图插画的风格，

色彩搭配上也很典型，刘江的作业在色彩搭配上也很讲究。

吴颖_09信息交流设计

吴颖把原来一个心情很糟糕的人流量的统计表变得很漂亮，从心情上就

缓解了我们对人流量的恐惧感，在整体色调上，人多的地方偏暖，人流

的概念也是相对模糊的，通过这种色标的形式完整的表现出来，再运用

了几何形，利用几何形组合出这种丰富的效果，色彩感觉也很好。



Graphic Design     Icon Design

图形设计   图示设计
记_殷天玉/于利谦

课程名称：图形设计  时间：3周      图示设计  时间：3周      

指导老师：杨志麟

课程简介：
在接触图示设计的之前，图形设计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由杨志麟

老师带领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这两门课程。图形设计以及图示设计是两

门极为重要的基础课程，它们为我们深入探究信息交流设计这个专业打

下了基础，图形设计主要是锻炼我们的创造性，让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

语言，而图示设计是进一步的利用我们的个人语言来做好以后的设计，

让自己将来的设计更加的风格化。这两门课程可分别理解为两个不同的

词，图形设计可理解为个性，图示设计可理解为共性。两门课程的目的

性非常清晰，为我们接下来学习信息交流设计专业做好了铺垫。

课程流程：
第一—三周，图形设计：个性，根据自己的想法制作出富有自己语言的

图形。

第四—六周，图示设计：共性，根据自己语言制作出符合大众性质的标

示。

课程采访
1图示设计是图形设计的延伸，这两门课程主要是解决
我们的哪些问题？
图形设计的课程主要是解决一个原创、个性的问题，把原创、个性和艺

术语言这三个方面结合运用的这么一个训练。在个人主动创造性方面

需要的一个课程安排，这个课程主要是激发学生自我的创造能力。像其

他的一些课程主要讲的是内容的安排，比如说需要服务于某个具体的设

计，围绕着这个设计来进行。而这个课程，表面看起来没有一个具体的

目标，但是它的目标非常的清晰，就是解决个人语言以及个人创造力的

问题，所以说这个课程的作用力非常大。图示设计这门课，主要解决的

是根据图形设计这门课程中获得个人的艺术语言、造型语言以后试探性

地走一步。从图形设计这个角度来讲，图示设计这门课程表面看起来

十分简单，但是它恰好是因为这个简单而比较合适于放在图形设计的后

面，就像我们刚刚开始学会走路，不能一下就跑，得先往前走一点试试

看，前面的几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迈出第一步就摔跟头了，就比较

麻烦了。

2我们现在做的设计主要是把一些信息传达出去，在我
们潜意识中也理解为是信息的传达，那么怎样才算是信
息的交互呢？
信息传达是指单向传达。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机器或者符号完成互相传递

的目的。在当代社会，人的情感越细腻，它需要的统计数量就越精确，

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交互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在七八十年代，

那个时候的商品十分匮乏，商店是我们购买物品的唯一平台，我们甚至

不能直接触摸柜台里的商品，只能利用眼睛来判断商品的好坏，但是随

着社会的进步，超市的出现大大增加了我们的交互性，但是这仍然解决

不了一些人想足不出户而购买物品的需求，网店的出现更加突出了人与

商品的交互性，网店有大量的图片信息可以进行交流，我们可以在网上

进行交互式的交流，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的点击率统计出来商品的交易程

度，这些都是信息社会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所以在传达信息的过程

中，交互的作用十分重要。

3在我们做设计中，如果附带了一些自己的个性而让大
众难以接受时，这个问题改如何解决？
我们应该意识到所有的设计都是不完善的，只是有的设计相对要好，但

是设计是没有尽头的，艺术是没有终点的。表达也是这样的，我们在

不断地细化、准确化的在做另外一些方面的努力。在一般情况下，作为

公共符号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已经接受一些比较熟悉的设计。我们目

前所接受的符号，比如说一些箭头什么的其实都是长期教育的结果，但

是箭头本身并不完善，就是待于修正，尤其是中国这一块，研究的人很

少，所以并不完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设计的目的是

不断地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那么这中间便包括了一小部分人，或者讲

是个别地区的趣味化，这个也是非常地重要。所以在课堂上让每个同学

画一种不同的箭头。很多人都会想，看起来好像已经有了一个非常适用

的箭头，为什么还需要另外一个不适用的箭头呢？但事实上，我们在很

多时候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进行表达，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有自己的

个性和特色，自己开的店，或者是工厂，它里面的指示可能并不是太

大，但为了增加它的趣味化，增加它的另类的一种感觉。他希望所有的

东西都具有个性，符合他个人的性格，还有一部分人，他就喜欢特别公

众的东西。同样的东西，有些人喜欢大一点的，有些人喜欢小一点的，

有的人喜欢清晰一些的，也有一些人喜欢比较模糊一些的，这些个人都

是需要我们进行细化的，细化了才能够解决问题，是有用武之地的，不

是浪费的。

4在一个设计作品中，怎样才能把这两点运用的恰当准
确——的个性与图示的共性？ 
在上这个课之前，实际上我是讲了4个字，前半部分的课程概括上来

说，它主要是个性，后半部分的课程，讲简单了，就是解决共性的问

题。因为从大的方向来讲，设计是有目的性的，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为

了完成某个机构，或者某个部门，某个工厂，某个企业的目的，然后我

们开始做设计。设计到底是什么？设计概括起来说是一种手艺，总体来

讲设计是完成别人的目的，也完成自己目的的手艺。我们都想把设计讲

的非常简单，但是理解当中， 它又有很大不同，就拿示设计来讲，我们

要创造一个符号是人人都能明白的，这种物件符号设计，

一般情况下相同的很多，事实上，每个人在一个问题的时候是可以采取

不同的方式的。

5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去保持自己的语言，保
持自己的热忱，让自己的个性不丢失？
这里面就存在一个我们一直缺少的东西，或者是一直缺少的帮助，主要

是指交流方面。中国之所以被称作礼仪之邦，其实是一种人类之间交流

的需要，以这个角度来讲，追溯到历史其实是非常久远的。比如说，我

们两个人都是3000年前的人，我送你一块玉，没说任何话，至少是表达

了一个好感，在今天，我送你一枝花，可能就等同于那时我送你的一块

玉，这两种情况是一样的。礼仪，比如说互相尊重，其实是为了交流。

而我们在今天，往往就没有去重视这个。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专

业存在的根本，你要说服别人就必须要有说服的办法。第一我们千万不

要轻视它，第二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忽悠的手段。这是一种诚

实的手段，所以有很多人都在讲，中国的某些老板认识并不高，不太能

接受好的设计就给我们设计家泼了很多冷水。但是我们中国还是存在一

些优秀的设计，只不过它比例比较小。我们中国也有一些思想非常前卫

的设计家，有人也接受他们的思想。我觉得这个当中可能会存在关于这

个设计的交流，如果要做一些策划的方案，别人就要看到你的图，看到

你的文字，看到你的语言表达。所以在这个讲演会上讲你对这个设计的

理解，在解释这个策划的时候，语言的清晰、蛊惑性，能打动在场的人

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看到很多电影，比如说一些历史的辩论，就很重

要，大家都看过这个文档，都看过政治，尤其是美国的那种审讯方法，

特别是法院的交流方法，这个律师很有能力，在现场怎么解释这些观

点，怎么提出更加有利的观点，怎么去表现，这个很重要。他们会让陪

审团有往这边的倾向。我因为经常参加这样的会议，所以知道，就是在

现场。比如有时候我们会提前讨论，A方案我们认为可能是最好的，但

到最后，我们可能会采用B方案或者是C方案，就是看最后，这个也很重

要。那么这样一来大家都能看到你的热情，看到你的这个存在的这个力

量。其实，别人让你做事，是对你这个人的信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

要的。那么我们回过来看，我们没有课程是这样的，这种课程应该是在

设计管理里边的，它也有一个平常的训练。所以我一再讲，让你们学会

讲话。实际上设计师是有三个工作：会设计，会写设计和会讲设计这三

个工作，都要发展好。当然，这个不容易，每一个人都有这三个方面的

发展很难。这可能就需要团队，有人可能设计做的非常好，但有的人非

常的善于说话交流，还有些人文字非常好，这个就实现团队了。团队合

作，把这三种不同的优势结合到一个项目中去，当然，不等于说只要讲

话流利，关键问题是你表达的准确性。有一些人讲话结巴，他也能把这

个表述的很好，关键还是在于能利用这个信息来进行准确传递。比如说

有的人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很重要，关键这个词他没说，但是他

流泪了，这个就很说明问题，又比如，说起一个很伤心的事情，不需要

讲有多伤心，流泪就够了，这就是利用了某种信息来进行传达。那我们

这个专业里的核心，其实就是要证明，信息是多样的，怎样整合这种信

息，当然重点是视觉，通过视觉和能够表达这个东西的材料，传达出这

个信息，准确或者是强化地传达出来。

学生感想
殷天玉

“这周的作业还是随便画，没有任何要求。”前4周，我们就这样过来了，随心所欲

的画，起初大家都很困惑，有时候都不知道该怎样画，但渐渐到了后期，我发现同

学好像都有了自己的画法，自己的套路，才知道，原来老师是用心良苦，是在挖掘

我们自己的艺术语言，让我们学会用自己的画讲话。第5周开始，杨老师就渐渐让我

们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信息，似乎真的轻松的很多，而且，少了很多别人的影子，多

了自己的语言。

其实，我一直很困惑，为什么我们的专业是信息交流而不是传达，现在明白了，图

形和图示设计只是我们走的第一步，首先我们就是要学会用自己的艺术语言讲出

来，表达出来，才能达到交流的第一步。

那么交流的第一步，图形和图示走完了，不去量走的步子大不大，学到的东西多不

多，至少，我觉得最重要的我明白了，那就是走出了自己的语言，学会了用自己的

艺术语言讲话，不管讲话清楚不清楚，至少，我们稳稳地走好了这一步。同时，有

了这个基础，我们以后的每一步，才能走的实在，走出自己的一条道。

殷天玉

图形图示设计课刚刚结束，八周时间说来不短，却感觉过得很快，但我学到很多，

不仅仅是在专业的技术方面，更有做事的方面。

在专业方面，初时大家都是由一个迷茫的平台为起点，老师不断的鼓励并激发我们

深层的潜能，挖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由开始的自由画到后来的主题画，

再到后来的图标设计，一步一步的引导着我们朝自己的轨道迈进。让我们明白：图

形，图示设计不仅仅是外形的酷，炫，它真正牵扯的是人文，社会，自然等等一切

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的事与物。

在做人做事方面，刚开始时每个同学各有各的欠缺，老师一对一的针对我们的缺点

提出了建议，一步一步的引导着我们。并且，使我们意识到学习是自己的事情，不

是为了谁而学，提高了我们学习的主动性。并引导我们思考关注生活，设计不是闭

门造车，而是源于生活并用于生活。这两节课不仅仅是教会了我们如何学习，同时

也教会我们如何生活。                                                 



WHO WE ARE？
我们是一家以创新为核心的用户体验设计公司，我们通过专业的流程及创新的视角为客户提高

品质的设计服务。

Eico  design 成立于2004年，聚集了众多从事用户体验设计领域的专业设计人才。我们的客户

覆盖移动设备、车载系统、桌面平台、互联网平台以及消费类电子产品等诸多人机交互媒介。

我们具有国际化品牌服务的经验以及平台系统级的开发经验。我们为客户提供从品牌设计、概

念创意、交互构架到视觉表现的完整用户体验设计.

Ricky Xu founder/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Rokey Zhang founder/Chief innovation Office

作为近几年兴起的设计产业—界面交互设计其潜力以及就业缺口

都是巨大的，我院也专门开设了UI设计专业，培养UI设计的毕业

生，为了让同在此专业的同学们了解的更多，我们激活杂志非常

荣幸的联系到了国内最大的UI设计公司——Eico,并对它们进行

了采访。   记_宋颂/赵欣

图1

图2

移动设备界面设计

为手机、电子书、车载系统、GPS、

MP3、MID、Netbook等各类设备以及

Android、Windows Mobile、iPhone、

Widnows CE、Linux等多种系统平台

设计专属的品牌化用户界面体验。

软件界面设计

基于Windows、Mac OS、Linux等桌面

操作系统的软件界面设计。提供整合

品牌个性界面设计方案以及可供延展

开发的设计资源包。

产品前期概念设计

基于客户已有的目标市场远景与中长

期产品规划，结合我们在各个领域丰

富的经验以及趋势性分析探讨未来各

领域界面设计发展可能性，为未来产

品作充足的技术资源储备。

网络平台界面设计

提供包括公司网站、产品页面以及各

类SNS社交平台、博客系统的界面设

计服务。

其他终端界面设计

为电视、机顶盒、车载系统、Kiosk以

及各类OSD产品界面定制专业品牌化

的界面设计。

设计顾问与咨询

为客户提供中长期的针对产品或内部

团队的设计方向指导与顾问，参与团

队项目和团队建设。

Q：您能介绍下Eico design公司以及你们的设计团队么（都是来自那些

领域以及哪些设计院校）？

A：谢谢。简单的说eico design是一家真正以设计为中心的公司，为客

户的产品提供高产品设计附加值。 创新性、平等公开、高品质,应该是

目前我们所坚持的几个理念，另外我们的每个员工都积极推进了公司的

整体发展，每个人不同的个性与特色也在不断完善公司的文化理念与核

心价值。

我们设计团队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工业设计学院，也有部分来自于其他种

类的艺术设计相关专业，比如服装设计学院。

Q：我在Eico design的官方网站上看到这个很有意思的图，能否解释下

其各自含义？（图1）

A：这个图是我们从接收客户需求开始直至执行阶段整个过程的一个体

现。

理解：初期收到客户需求时，我们需要具体的了解其产品详细情况，

如：产品的定位、产品所要传达的理念、产品的目标用户群、产品基于

的平台以及技术限制等。

分析：了解了产品的特性以及用户对其的期望值后，需要进行产品前期

的设计分析，其中包括趋势，竞品等分析环节。

探索：其实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在分析完产品的特性后，针对产品本

身的理念进行创新性思维创作。

迭代：将确认的设计方向不断优化与完善调整的阶段，这个阶段非常关

键，决定了产品绝大部分设计的品质。

定位：确认产品在品牌表现中的地位以及与周围生态环境的关系。

执行：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确认产品的设计风格，从而执行并应用到最

终产品的过程。

设计流程的一般形态用线条表现出来就是如图所示的不断收缩提炼最后

达到统一的过程。

Q：能否谈谈Eico design在招聘新设计师的时候注重什么?或者在您眼

中一名优秀的设计师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A:对于业内应聘者的基本要求:设计经验与沟通能力;对于实习生应聘者

的基本要求：学习能力与团队合作。

Q：据我了解Eico design的服务项目很广，能否举其

中一个你们曾经的项目并阐述一下设计的思路？

A：与Google音乐搜索服务的合作案例(图2）。为了

给Google音乐提供独具创意的用户体验设计，eico 

design的设计师直接参与了谷歌中国此项目前期的调

研、头脑风暴、草图设计等全流程后，决定放弃惯常

的“关键词”显示方式，在他们看来，既然是一群年

轻人上来“玩儿”音乐，那么，Google音乐搜索提供

的就应该是一种“区间化与情感性的”表达方式。这

一构想，就是Google音乐泡泡挑歌功能的背后的逻

辑。与其他音乐搜索引擎不同的是，“泡泡挑歌”采

用的是一种可视化搜索模式。搜索过程变为有趣的泡

泡不断变化过程，还可以通过调节节奏、声调、音色

等选项进行搜索。最终的用户对此创新性设计反响也

是非常好的！

Q：请问Eico design在项目中是如何进行设计风格定位的？

A：有很多的切入点可以对风格进行解析和重建，比如从客户的品牌

中，工业造型的设计理念，细分的受众群以及调研反馈的结果中逐渐剥

离提取所需的设计要素，这个过程也需要借助丰富的用户体验构架经验

以及随项目递进的不断迭代。

Q：您能说说我国目前UI设计的前景么？很多学生对自己的前途不是很

有信心我们希望多了解一些未来就业的情况。

A：目前用户体验设计行业还有巨大的人才缺口，尤其是高素质跨领域

的设计人才。由于目前国内专业用户体验设计的课程在很多大学都还没

有开展，所以短时期内也会吸引很多其他设计领域的人才加入。

Q：Eico design对UI的理解是什么？很多同学都认为   UI和平面设计很

类似，就是画画ICON之类的东西，我们应该如何明确UI的概念呢？

A：如果觉得UI设计就是画画ICON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

的误区。首先要明白什么是UI设计，还有产品设计的流程、软件开发流

程，包括产品的包装市场推广，明白自己在这个流程中是哪个螺母，知

道自己的位置，才能知道这个东西你是否喜欢，在喜欢的前提上，想尽

你的办法学更多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另外一个素质，就是如何变

成专业的设计师，而不是一个美术工人。



案例精选—Eico
2010年7月28日，壹人壹本公司在京正式发布了新一代原笔迹平板电脑产品——E人E本T2，新品面向

中国高端商政用户，使用谷歌Android平台，基于原笔迹手写的移动办公应用为最大亮点。eico design

参与了e人e本T2具有创新性的交互及视觉设计工作，此用户界面与T2硬件独有的3D电磁笔配合，为

用户带来全新的使用体验。T2触控技术的应用，让我们的设计团队想象力得以最大化的发挥。 商

务而又不失奢华的整体视觉效果很好的贴合了T2为专业商政人士而打造的这一产品核心。为了使

整套设计的风格更加场景化和情感化。我们采用了动感十足的主界面与子界面的交互方式，层级

清晰且操作快捷，就连一贯古板的文件夹和对话窗也以灵动的图标表现出来。T2独有的智慧记事

（MindNote）系统能够让电子邮件在邮箱中活灵活现，用户可以用自己的手写原笔迹发送邮件或是编

辑记事。我们专门为这一亮点功能设计了独具匠心的整体界面，不管是编辑插入文档的图片，还是

在文档编辑好后调整书写效果，我们的努力让这一切变得妙趣横生。 在商务会议中，手写应用同样

也突显出了自己的特殊优势 和重要性，轻松的操作和清晰明确的视觉表现完美结合，让用户体会到

平板触控电脑带来的独特感受。

Creative 在产品上的不断创新，为其赢得了多项国际奖项和广泛的赞誉。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奖项

包括连续四年获得“Best of CES大奖”，获奖产品分别为 2003 年的“Prodikeys”、2004 年的

“ZEN Portable Media Centre”、2005 年的“ZEN MicroPhoto MP3 播放机”和 2006 年的“ZEN 

Vision:M MP3 播放机”。Creative ZEN Micro 同时获得 Ziff Davis Media 的“Best of DigitalLife 

2004”大奖。

Creative 已经被公认为是业界的全球领导者之一，在音频和 PDE 产品方面屡有创新，以其出色硬

件、软件和服务，视听感觉等多方位出击，为 PC 和 Internet 用户提供全面的时尚化高品质数字

娱乐体验。 凭借友好的用户界面，强大的功能以及出色的工业设计，Creative 这个品牌已经成为

了时尚数码娱乐的代名词。

eico design 为荣威350提供了的全新车载系统界面解决方案。 

该系统是基于Android系统与3G网络的结合。使荣威350在前装车载系统上领跑于业内同级汽车

产品。该搭载该系统的荣威350车型将在2010北京车展隆重亮相。荣威350可实现如下诸多功

能—数字音乐服务、个性娱乐节目、新闻信息服务、实时财经信息、个人移动秘书、客户车辆

管理、车辆定位服务、交通信息服务、天 气信息服务、旅行贴士、同城交友、车友博客、社

区功能以及网页浏览。科技的迅速发展已经为汽车多媒体车载系统的提供丰富多彩的可能性。

我们从美国科幻大片看见的神奇汽车，可以智能的为主人提供各种想象力发挥的功能和绚丽效

果。那么科技与想象如何能够很好的结合。为我们的现实生活提供切实可行的便利呢？这是我

们在本次设计中的思考和探索。我们力图通过完美的设计，使得高科技能够在合适的地方。合

适的地点、以合适的方式为人们带来便利和愉悦。

智能网络行车系统 荣威350

Q：可否可以给我们这些正在学习UI设计专业的学生一些建议？如果想进

入UI行业，需要哪些准备？ 

A：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注重培养敏锐的观察力，并且对事物以普通人不同

角度进行观察和理解。对于业界最新设计动向的了解与分析也可以逐步培

养发现趋势性设计的能力。

  专业技能上，初期的临摹能力很重要，可以多模仿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

作品，但是目的不是要把它临摹得很像，而在于这个过程，你思考了作

者所思考的流程，你了解了他完成这个作品所需要的一些思路，不断地积

累。 

Q：我们学校是在工业设计学院下设立的UI专业，您能谈谈产品与UI之

间的关系么？ 

A：产品跟UI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成功的产品离不开好的UI设计；而

好的UI设计会赋予产品新的生命力，让产品获得最大化的成功。但是有

一点是：设计不是万能药，尤其是在商业设计领域，设计并不能拯救一

个产品，而是可以协助定位准确，综合表现优秀的产品更上一层楼。

e人e本

Creative ZEN



教师采访 王文聪
记_褚树茂/周蒙蒙

记：最近几年UI（我们学院称信息交流设计）

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在设计领域诞生，各大高

校也相应出现了和UI相关的专业，对于刚迈入

大学的新生来说应如何理解这个专业，教育和

实践又怎样才能更好的结合呢？

王文聪老师（以下简称王）：我觉得现在很多

同学对UI本身这个概念还不太准确，应该从信

息设计或者是交互设计的角度来看，UI只是其

中一个很小的范畴，只是牵扯到一个界面，从

大的方面和长远来看，以及我们学院今后的

发展，不会只是局限于UI一个方面。UI只是我

们看到的一个表面现象，不止是做界面啊什么

的，更多的是应该从大的信息设计、交互设计

方面看。对于教育和实践这方面，目前从国内

来讲，上到中央院校，下到地方院校，都在进

行探究，我觉得教育更应该和用户进行结合，

不管是信息设计也好，交互设计也好，都是以

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第一个方面应该考虑用户

的需求，这个前提肯定能结合起来，再一个应

该是和实际用户需求的具体项目结合。如果将

来在这两方面结合的比较好，就说明这个专业

在教育和实践上结合的比较好。比如说现在我

们和三星合作的一些项目，项目当中有很多就

牵扯到了信息设计、交互设计、里面的小点UI

设计，都可能会在里面体现。这种很多同学都

参与到这里边来，也是我们的教育和具体项目

结合实践的一种较明显体现。

记：好的信息交流设计不仅让软件变得有个性

有品位，还能让软件的操作变得舒适、简单、

自由充分体现出定位特点，对这个专业感兴趣

的同学怎样利用业余时间增加这方面的知识

呢？

王：谈到大家如何利用业余时间补充这方面的

知识，我觉得常规来讲大家可以从网上、书本

上啊等等获取一些相关知识。就目前来说，如

果是还没进入到这个专业学习中，没必要去买

专业的书，到某些专业的网站看看，更主要的

是平时要学会去积累这样的认识和想法。比如

说问题中提到的要让软件舒适、简单、自由等

等特点，像同学们经常去的类似于人人网这样

的网站，会发现经常在进行不断的改版，添加

一些功能、模块等。其实这都是根据用户的需

求进行的改进，对系统不断提高和完善，使功

能更加强大。我们要关注网站的变化，还要知

道为什么要这样变。包括大家每天都玩的QQ,

国内来讲腾讯公司在用户体验方面做的就非常

好，大家在上QQ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它功能

的变化，界面布局上的变化。所以大家从每天

接触的东西来关注、体会，比去专门买一本书

看那些烦躁的东西体会的更深刻，有了这些体

会，将来在学习这个专业，那么感悟和思维比

纯粹为了去用而学的好一点。

王文聪

1979年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

2003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装潢设计专业，获学士学位。

2006年毕业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昆士兰艺术学院数码艺术设计专业，获硕士学位。

2005-2006年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州Mirror Nows传媒集团设计师。

主要从事信息艺术设计、数字界面与交互、数码多媒体设计方向的教学和研究。

主要作品有：海枫航运公司财务系统软件界面设计，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造型设计国际交流会官方网站设计南京艺术

学院工业设计学院网站策划与设计，韩国三星电子（中国）研发中心全触摸屏手机娱乐功能新概念设计（合作），KMG

娱乐点播系统交互界面设计（合作Potato Hut美食连锁视觉系统设计与产品包装设计。在《装饰画设计》等专业书刊发

表作品多幅。

中国图像图形学会会员，国际交互设计协会（LXDA）会员。

记：信息交流与产品设计的关系如何，是不是更偏向多媒体、平面专业

呢？

王：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有点不太准确，并不存在和产品设计的关系如

何，它和产品设计等是非常紧密的，不仅仅是偏向于多媒体、平面专

业，很多人也提到说它是多媒体和平面专业的结合，我说它是但也不完

全是，因为它是基于一个交叉学科的综合专业，现代设计专业发展是基

于多种专业交叉融合。交叉背景学科融合，使界限更加模糊。就像去年

我去北京开会，美国一个大学教授也去开的这个交互设计会，但他做的

是环艺和建筑里面的交互设计。这在我们的观念里可能觉得不可思议，

做环艺建筑的怎么会牵扯到交互设计，这就是交叉学科的融合体系，

不再是大家认为的只是多媒体和平面的结合，我觉得这个专业是基于多

种专业的融合，当然也有平面设计基础，多媒体软件应用，还包括对产

品、用户体验以及心理学、人机工程学的认识，单纯的理解为多媒体和

平面，就把这个专业给边缘化了。

记：您觉得在信息交流设计中如何赢得客户？

王：我觉得赢得客户最主要的并不是界面是否美观，更重要的是用户体

验和交互方式。比如以前做网站，功能性要远远大于美观性，如果它的

连接不能很好的进行操作，那么它做的再好看，也是一个失败的网站。

所以我觉得从用户需求方面进行用户体验，以及交互方式，这也是很多

客户、大公司想要的。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苹果，它就是以用户体验及交

互方式上做出的创新和发展，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对界面做出的改变。

记：学生在当前学习信息交流专业时存在那些问题？

王：首先是同学对这个专业的认识还很狭义，往往认为是平面和多媒

体的专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认为这个专业整天用软件来做，不需要

动手，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个专业软件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手段，

包括工作中重要部分，但绝对不是单纯的学习英语软件，它是需要系统

的、逻辑的进行学习，这是我觉得同学们在学习中存在的两个误区。

记：信息交流作为一门交互式专业，对于用户的体验方面，您对此有何

理解？

王：我觉得从用户体验来讲，是和大家以前的认识不一样，它是基于以

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是将用户的需求从传统的被动方式转换为主动体

验，是让用户主动体验进来，而不是用户“被”怎么样，增加用户主动

性体验，主动将其置入到你的设计点上去。

记：您认为学校中该如何将教学和企业进行合作?

王：我觉得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我们院与三星的合作，在

和它的合作过程中，它的流程、方式，和我们传统接触的还是有差别

的，不仅仅是语言方式上的转换以及说明，更主要的是理念以及设计点

的认识，包括它的一些计划书、方案等，他们是以报表的方式呈现的，

而不是简单用PPT讲讲就行了，前后的逻辑性很强，它看重的是从前到

后的推理，为什么这样做，依据在哪里，这是企业看重的，学校与企业

进行合作也是未来的一种趋势。

记：您认为信息交流专业中，学生的职场定位该是怎样的，公司对这个

专业人才的要求是什么 ？

王：我觉得职场定位还是非常明确的，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做

视觉效果（也有人称之为美工），还有一类需求要大于做视觉的，是那

些做用户体验的团队，比如大家熟知的淘宝、QQ等，它们都是有专门

做用户体验的部门的，以前这些部门招聘的人才不是做设计的，而是人

文社会类。但现在这样的人才已被越来越多专业设计的用户体验人才所

取代，同时也要求这样的人才具备一定的分析表达能力。

书籍推荐：

本书是田中一光先生在大陆首次发

行的文集，他以亲笔文字将读者带

入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去体验与众

不同的设计人生，进而认识一个真

实、全面的田中一光。年龄最小的

歌舞伎观众、戏剧舞台上的活跃份

子、爵士乐的鉴赏家、厨房里的美

食创意鬼才……他生活中的情趣又

让人心生向往。身为设计师的田中

一光先生，以清丽优美的笔触，充

满画面感的描写与记录，将设计之

道与生活之道自然融合，在启迪设

计智慧的同时，也为读者打开了更

广阔的生活视野。

产品的生产制造对很多设计师来说

是个望而生畏，难以涉猎的领域，

大多设计师对制造工艺和技巧只是

略知皮毛。《产品设计工艺经典案

例解析》通过当代经典的设计案例

阐释分析了90多种产品制造工艺。

这些案例中的设计有的已经投产，

有的还处在实验阶段。本书能帮助

设计师了解产品制造的工艺，揭开

产品制造领域的神秘面纱。



陈燕个人简介： 

于2006年6月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工业设计

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何晓佑。在学习期间曾经获

得东莞名家具设计竞赛鼓励奖，全国家具设计比赛入

围奖。陈之佛名人奖学金一等奖，优秀毕业生等称

号。读研期间多次参与三星合作项目，并在南京三星

电子研发中心实习九个月时间。

毕业以后加入了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研发中心

ui设计部。主要负责GU产品的平台手机的ui设计。工

作一年时间被评为s级优秀员工，现已是科室的骨干

员工。参与设计的产品已销往欧洲，美国，东南亚各

国。

1.很多同学担心UI并不热门，我们应当怎样认识将来的发展机遇

呢？目前国内这样的设计公司多么？UI专业将来工作的发展方向

将会是什么？

UI设计目前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行业，尤其是在电子产品与通讯行业。如果

说一个产品的ID造型是吸引用户眼球的第一步，那么，UI界面则是牢牢抓

住用户的法宝。好的界面设计，可以引导用户流畅的操作体验，提供良好

的用户体验。目前国内这样的UI设计公司很多，大部分是由个人创业的设

计公司，workshop；还有一部分是正规大公司的UI设计部门。一般的UI

设计部门由两部分组成，UI交互设计与UI视觉设计。前者犹如一个人的骨

骼，只有将骨骼搭好了，才能长成美人。后者则如同一个人的皮肤，同样

的骨骼，可以是欧美风格的长相，也可以是日韩风格，当然更可以是中国

风。

2.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到了工作上实际运用的多吗？怎么样把这

些所学的很好地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中？掌握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

的同时，我们还应该额外学些什么对以后工作更为有用？我们还

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拓宽自己的专业知识？

将UI设计专业设到工业设计学院，我认为有一定的好处。一般的UI设计部

门大部分做UI视觉的设计师都来自于平面专业或者是动画专业。这类设计

师比较专注于平面方面的设计思想，设计思路与工业设计出身的设计师不

太一样。学过产品设计的设计师看问题的角度会考虑到三维立体，产品设

计，用户心理等多角度去思考，设计思路比较新颖。从这个意义上说，学

校里学习的那些知识与日后的工作是有紧密的联系的。UI界面设计不单纯

是平面二维空间里的设计，其间还需要多学科的知识，才能把设计做好。

想想乔布斯推出的Iphone一炮走红，背后是一个团队的合作十年的修炼才

能将一款产品做到极致。Iphone的界面成为触摸屏手机的经典，多个手机

商家至今无法超越。它的UI界面设计绝不简单，一定是经过了多方的用户

测试与论证。因此，希望今后你们的学习，一定不要局限自己在单纯的界

面设计上，多去关注用户体验，用户研究，设计心理学，市场，设计原理

等，为以后走向工作做好准备。此外，在学校期间最好能关注电子通讯行

业最新的行业动态，对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有一个较深的认识，这些都是有

好处的。

3.和其他设计专业相比，UI专业的同学更应具备哪些能力？UI专

业和平面类的专业比如说多媒体、平面设计专业等有什么不同之

处？体现在哪些方面？

与其他专业相比较，UI设计专业的学生应有最起码的色彩表现能力，图标

绘制，界面把控能力等。UI界面设计不等同于平面设计的排版，也不是单

纯的绘制图标。UI设计的学生需要掌握基础的平面设计能力，在此基础上

希望还能具备UI设计的专业知识。例如，图标与按钮的区别，设计的太平

面化了就降低了给用户的提示性，设计之前就应该先给每个点定好属性。

什么样的设计会给用户带来什么样的操作信息。

4.能否介绍一下，您所在的公司UI设计的情况么？（主要的一个

工作流程） 

UI设计工作流程是这样的：首先从需求出发，即一个产品需要具备的功能

点。具体的对每个模块进行定义，制定一套UI交互规则。确立公用模块的

UI交互原则，每个模块都会遵循这套规则，这样才能保证用户操作流程的

一致性。确定模块UI交互图的过程中都会结合软件评审与用户测试，因为

产品的设计都不可以是天马行空，要结合实际的软件实现能力。此外，用

户测试在这个环节也非常重要，可以在UI视觉设计开始之前就纠正一些错

误的设计，避免不必要的无用功。在最终确认UI交互图之后，就可以开始

UI视觉设计了。在视觉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也需要经常与交互设计师进

行讨论，好的设计可以将重要的信息突出，将交互设计师的设计突出，深

入用户的内心。最终，由UI视觉设计师将模块设计资源提供给软件工程师

实现。

5.在工作中，您遇到过哪些专业方面的困难？是怎么解决的呢？

在实际工作中，你会发现设计师在电脑上设计出来的效果与实际产品上的

效果还是有一些差距的，而且这些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实际的产品上的显

示并不如电脑显示可以做到24位色。实际的产品中能显示的颜色数量是

有一定的限制的。因此很多在电脑显示器上绚丽的效果在实际的产品中

都会大打折扣。除此之外，产品的硬件与软件的能力也将会影响产品的UI

设计。这些都会给UI视觉设计师带来阻碍。换句话说，好的UI视觉设计师

要懂得量体裁衣，什么样的产品就给设计什么样的UI来展现产品最好的状

态。

6.您有什么好的UI方面的书籍和网页资料可以推荐给我们么？

关于UI设计方面的书籍，我想唐纳德。诺曼的几本书算是很好的启蒙类的

书籍吧。《设计心理学》，《情感化设计》，《未来产品的设计》。另外

还有一些就是比较专业的UI设计书籍了。例如，《GUI设计禁忌》，《一

目了然》，《Don't make me think》，《移动设备交互设计》，《用户体

验草图设计》等。

毕业生采访：陈燕
记_周娜/朱莉娅

（以上图片均有陈燕提供）

  作品欣赏



对话 The Communications With Foreign Designers
Journalist_袁艺/何芳

Brief Introduction

The column is specific to interviewing foreign designers and relevant people in foreign companies. 

First of all, we find their works on the website (www.yankodesign.com) by which impressed 

us. After that we tried to have a furthe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designers. Then we wrote an 

interview questionnaire which has been translated to English. The column is made to create a 

chance for our student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designing concepts and developing trends in the 

modern society of the world. 

本栏目是专门由我们学生自己以采访形式与外国设计师和外国设计公司的有关人士进行交流的项目。首先，我们

在网站( www.yankodesign.com)上分别搜寻到我们感兴趣的设计师的作品，然后再尝试与他们进行进一步的交

流。接下来我们根据每个设计师的不同之处设计了不同的用英文翻译好的问题列表并用邮件形式发给他们进行采

访。本栏目的开设是为了给同学们创造一个能更好的了解世界上设计的概念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的机会。

Eric Fescenmeyer ——Kassen Lifestyle(United States)
Eric Fescenmeyer has 10 years experience in various aspects of design for many Fortune 500 companies 

in the USA. Eric is highly interested in human experience and how materials play into emotions and 

connectivity. Amongst other endeavors, he is the Lead Designer for Kassen Lifestyle and has designed 

several works for them, both released and up-coming. He currently resides in Milwaukee, WI, USA.

Kassen Lifestyle is a design company located in the Midwest, specializing in well-made and forward-

thinking true Modernist pieces,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Brutalism precept of finding the beauty in everyday 

materials.  The pieces created by Kassen Lifestyle are designed in-house, then handmade with solid, 

time-tested methods of construction and a constant vigilance to its core principles.  More information on 

Kassen Lifestyle, its design objects and its principal designer, Eric Fescenmeyer, can be found at www.

kassenlifestyle.com.

Stalb Lighted_Kassen Lifestyle

1. Have you ever been to China? Do you have any impression of China or the industrial design in 

China?

Unfortunately, I have never been to China, although I have a lot of colleagues who've been there. 

I hope to make it there soon and I am excited at the prospect of going!  As for my impression of 

industrial design in China, I think it to be a giant bear awakening. I would postulate that within the 

next 5 years, Chinese design will be quite a force! I am excited to see how a Chinese perspective 

will reflect on the design world.

2. From your works I find out that you propose recyclable designs, as a designer, what can we do 

to put into practice for protecting our environment?

The number one thing we can do as designers is understand that nothing lasts forever  - not even 

the most luxurious or expensive items. We must think about what will happen to whatever we make 

at the end of its life-cycle and make sure the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we choose will ensure as 

complete of a re-use as possible without harm to our world. 

3. I think your work skiitch is very interesting, is it designed for cats? Can you talk about the idea of 

it? It must be fun to design for animals.

Yes, Skiitch is designed for cats. The idea came rather selfishly, as I have cats and I have what I 

like to think of as nice furniture. When cats have claws and they have no place to exercise them, 

they turn to your furniture!

Stalb_Lighted_Kassen Lifestyle 

skiitch_Lighted_Kassen Lifestyle

After finding that the items available were either not very pretty or really 

not designed for what cats need, it became evident that something 

better could be done. Cats perform two functions when they scratch 

(unless they are misbehaving cats): stretching and maintaining their 

claws. A cat scratch post has to be tall, stable and able to provide just 

enough resistance for the claws. That is what we designed, as well as 

something that doesn't hav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 something 

with synthetic carpeting attached. We also wanted something that you 

didn't have to hide when someone comes over!

This was our first project for animals. It was interesting because they 

cannot talk to you, instead you have to observe them and understand 

what they want from their actions. Maybe it's easier because you cannot 

be lead astray by words, as when you work with focus groups? 

4. Do you have some favorite materials or styles?

I like to think that utility determines the sorts of materials and for what 

projects. When they're used well, they become very beautiful. Wood, 

I think, is a very nice material. Its warmth draws people to it, as most 

natural materials do. 

I do have a material that I really prefer not to use, and that's plastic. I 

find it to be a rather underwhelming material and I believe most use 

it because it is easy to do so or it’s cheaper. In most applications, it 

performs adequately, at the very best. There usually are far better 

materials available, unfortunately they cost more to use and require a 

bit more thinking to do so but the results are always better. 

Skiitch

—furniture designed for cats

Funnel Vase_Roger Arquer

Self production, 2010

ceramic flower vessel with a side opening in a funnel shape. The funnel helps to 

change the water without having to remove the flowers. The old water can be easily 

poured out through the funnel and replaced with fresh water, without a mess.

While being a very functional piece of design, Funnel Vase presents an original 

shape. The vessel has a gloss white glazing finish.

Funnel Vase is a challenging piece of ceramics since it’s made in one piece. The 

joint between the vase and the funnel holds the right angle making possible its 

production.



Roger Arquer(United Kingdom)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about Roger Arquer.

Roger Arquer was born in Barcelona, Spain in 1975. Graduated in Industrial Design at 

ESDI in Sabadell, Barcelona (1998).A year after of his graduation, he moved to New 

York City to work as industrial designer where he worked two year at Karim Rashid 

Inc. In 2003, after New York, Roger Arquer moved in London to attend a MA in Design 

Products at the Royal College of Art (2003-2005). During the summer break in RCA 

he worked as designer for Alfredo Haberli in Zurich, Switzerland. Roger Arquer set up 

his own design practice in London in 2005, just after finishing RCA.

Since Roger was student he has received design awards, such as Opus Design 

Award (Japan), Coram Design (Netherlands), Adi-Fad (Barcelona), RCA Society/

Thames & Hudson Book Prize (London), among others. He also has been exhibiting 

his work: Design Museum (London 2005-6), British Council Design Exhibition (Milan 

2005), aRChAeology at Royal College of Art (London 2005), or Park and Products at 

Serpentine Gallery (London 2004), On/Off Design Experience (Seoul 2005),among 

others.

FishBowls_Roger Arquer

This project presents fifteen different pieces that explore variations of the 

iconic image of a fishbowl. Each piece examines a topic or suggests a 

solution to a different issue, as human qualities are being attributed to a 

fish.

1. Have you ever been to China? Is there anything impressed you? 

Unfortunately, I have never been in China.

2. What's your general feeling of Chinese industrial design nowadays?

It seems that quality i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3. I'm very interested in your work, Funnel Vase. What's its design 

concept? 

The humble funnel. 

4. The Funnel Vase is really an interesting and useful design. What 

inspire you? Is there any sto  ry behind i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unnel is absolutely impressive, yet the object 

remains neglected when not in use. I wanted to make a tribute to the 

funnel having it always displayed.

5. Is there any design concept that you always adhering to? 

I keep working on family of objects. I call this process 3D brain storming, 

because I physically make them. This allows me to explore in real life, 

many variations of the same object, in which among them some could be 

feasible for production and yet never done before.

6. I find that your works have high practicability and make life colorful. I 

just wondering where did these ideas come from? 

Inspiration has to catch you working, as the genius of Picasso said. I love 

the pressure, otherwise I keep postponing decisions, but I need time to 

develop it properly. It is always a challenge, but this is what I love about 

this profession.

7. Do you think that style is very important in modern industrial design? 

Do you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product appearance? 

The appearance is secondarily. Every project is approached different 

because the client, the material or the target are different. The final look 

will depend in so many parameters that a designer can forced in an early 

stage.

Of course, we all have some preferences in shapes but it doesn’t make 

sense to forced just for the sake of own style.

 8.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trend of the contemporary industrial design? 

Or, is there a specific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s? 

Unfortunately, the trend is that Media is playing a too big role. They are 

responsible to make design media stars, and a designer should be just a 

job like another. 

 9. As a college student, we always fret about having no good ideas when 

we design. Do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on that? 

Yes, do not put too much pressure on you. Relax and enjoy, but work 

hard, and ideas will come to you. Do not try to follow anyone or any style,  

just take out what it is in you. We are all very unique as individuals.

10. How did you train your ability of creativity when you were in college? 

Listening, sharing, talking, being curious. Looking at life in detail and 

observing how people life and behave. Trying, failing, trying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7. where do your ideas usually come from how can we train ourselves as 

college students

We are all fellow users of the world, but as designers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things a little better for everyone else. That is what I 

hope to do with my work - make the world a little better. My ideas come 

from looking at things I use and others use to see if there is a better way 

it can be done, a way that will help people. There are a lot of ways the 

world could be better. A lot of times, it just takes a little tweak, but the 

vision to see it. As college students,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think of how 

you could make things better rather than how to make things prettier. 

8. What ability is most important you think of industrial design?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designer step back and look at things from how the 

user will use them and not how you'd like them to be used.  I think that a 

designer solves problems in an elegant manner. There are also stylists 

who make things attractive and there are engineers who make things 

more efficient. A designer is the person who stands in between those two 

groups and connects them by understanding how people interact with the 

world and makes that interaction easier. A designer's beauty comes from 

usability. 

9.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that you have learnt from in industrial 

design during your college life? Do you have some good works at that 

time which can be shared with us?

Perhaps the biggest thing I have learned is that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r audience understand immediately what your project is about. If you 

have to take more than a few sentences to explain, then it is not very 

good. The other important point that I learned is that it is up to you to 

sell your work to your audience, whether clients or consumers and if you 

don't have passion about your project, no-one else will either.

5. You seem agree with less is more, how can the details reflected in 

designs?

I think "less is more" is a good bit of advice. When designing items, we 

follow that a little differently. Our first goal is to create something with 

a utility and hopefully advancement, not just different looks. We ask 

ourselves "Does this item show an improvement over what's available?” 

It has to start with functionality, that is the least of what you can do to 

make things well and when that item does it's task well beauty kind of 

stems from that. So perhaps we are more 'form follows function'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I think that most things in design and styling are on 

pendulums. They swing from one extreme to the next and I believe that 

we are on our way to swing back to more embellished and intricate looks.

6.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how to make a difference between your 

works and others? In another word, how to find the only characteristic of 

ourselves’ designs?

I think the best way to stand above others' designs is to focus on its 

function. When you work on things from the focus of how people's 

experiences will be with it and how you can make that experience better 

you will bring out your own individuality. It will be your real individuality 

rather than a copied or a beloved style. Through the earnest thought you 

put into it, you will see yourself shine from it. Most people set out to love 

and support a style, whether International Style, Victorian or something 

and their work might look good, but most people will see through it for 

what it is. When you put your ow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rom 

understanding how someone will experience your item, which will show 

far brighter. It doesn't matter if its pencils or Porsches, people can spot 

the one with the care and heart in the work!



梵高？梵高！

Birdland_s_Roger Arquer
Royal College of Art, 2005

A compilation of conceptual birdhouses which starting point is the classic icon of the birdhouse. Each piece 

reflects on a different factor, such as weather, hierarchy or geometry. Each piece has its own identity, while 

together they create a family. 

The initial aim of this project was to come up with a three-dimensional brainstorming.

Cendr_Roger Arquer
Prototype, 2010

Cendrillo’s glass seat proposes a provocative 

look at  how mater ia ls  can carry  pre-

conceptions, and how common technology 

can achieve surprising results. The glass is 

permanent and firmly attached to the wood 

with UV bonding, a technology that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attach glass with metal.

The structure of the stool is made with cherry 

timber. Joints are held together with just 

brass. 

Photography by George Ramsay and Martin 

Price.

Skeleton_Roger Arquer
Prototype, 2010

Coathanger inspired by 

the need to save space in 

our wardrobes.

It proposes a friendly and 

practical solution to hang 

different shirts or blouses 

using the same hanger. Skeleton addresses a common issue with no compromises: shirts or dresses 

are still properly hanged while it’s easy to go through the different items –adding and removing them. 

This project was born as a reaction of how population has immigrated to cities in the last decade, 

and how accommodation has become more compact.Skeleton adds a charming and pleasant note 

to an often neglected object that we use on a daily bases. 

Float_Roger Arquer
Produced by Mathmos, 2006

Float is candlelight.

The candle floats on water and is kept 

centered by a metal piece. As it burns, 

the water keeps the candle always 

floating so the flame stays on. At the 

end, when the candle is very short, the 

water automatically kills the flame. This 

is a very safe way to enjoy candle light 

at home without worries of fire.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finishes: clear body 

with top frosted rim, clear body with top 

chromed rim and pale blue etched.

书籍推荐

Marc Haldemann—Dear Bird Design Products“(Switzerland)
Introduction of me and my design studio

I studied industrial Design in Aarau at the Fachhochschule Nordwestschweiz, Institut für Gestaltung und Kunst. In Summer 2008 I did my graduation 

and founded in 2009 after a practical work in Munich at Designaffairs my own label, called  Dear Bird Design Products (www.dearbird.ch).

My Design studio is situated in Aarau which is in the middle between Zürich and Bern.

I work on myself creating new products in interiordesign.

Dear Bird commits itself to a reduced, modern design and creates new and innovative ideas. The products of my label are simple in their use und 

focused on the effect of aesthetics and form.

The different furnitures are affected by expressive forms which makes them originally. 

1. Have you ever been to China? Do you have any impression of China 

or the industrial design in China?

Unfortunately I have never been to China. It’s a country and a culture 

which appears very interesting to me. My impression of the Industrial 

Design in China is very diverse. In my opinion china has a very strong 

culture in the background which is influencing the Chinese design very 

much. Not only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es in form and function but also 

social graces are affected by the history. This is a very fascinating field of 

activity for design.

2.  I think your work puu is very interesting, can you talk about the ideas?

The project "

puu" was a work of different formal inspirations. I got inspired by formal 

structures which appear in a tree or a crane. Two very different objects 

which I wanted to get in a connection. Its a fusion of technical and natural 

forms to get them together. A few other requirements have also been of 

prime importance for me: With the Lampe "puu" I wanted to generate an 

object of high simplicity, harmonious design and originality. "Puu" should 

not only be just a functional Lampe but more an object which brings 

cosines to the living room.

3. I’ve seen your works Dear Birds, they’re unique and interesting, and 

why is it from? Does it have the connection with birds? 

In the name of ‘Dear Bird“ there is actually not really a connection to a 

bird as an animal, but rather an associations to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a bird (especially the one of a raven). This bird is majestetic and perfect 

in form. He is reduced to the max in his appearance but still intelligent 

in his mind. These are all definitions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for me 

designing a product. Dear Bird should be a romantically and philosophical 

name which shows that every product is telling a story.

4. I found that you use different elements in your works, such as 

Ceramics, wood and classical ones, how can you use them arbitrarily?

For my products I use material intentionally. All materials I used have a 

reasonable connection to the product itself. But I also have a preference 

for specific material. I like materials with a handcrafted background like 

wood or ceramic. The experiment with materials is another way to begin 

a project. Watching how a material is behaving in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designing a product. 

5. where do your ideas usually come from? how can we train as a 

student in college?

My inspirations for new ideas come from everywhere. The important thing 

is first of all even see the inspiration. As a designer you have to watch 

and get a connection to the design.

Traveling, reading books, listening to music or going out for a walk. All 

these things can be an inspiration. Although you have to be interested in 

many ways then you get the best inspiration.

6.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you think during doing industrial 

design?

The whole process that is forming a product is most important for me. If a 

process is not good enough the result will be bad.

7.  How to concern about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products while meeting 

the needs of commercial sales?

(Hope I have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right)

Both parts are very important. It depends on the utility of a product.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today a product who simply fulfils a function referred to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product is by far not enough.

A product has to create emotions and has to show how the end-user 

should handle it.

8. Do you have some good habits that you think is very important and 

useful?

I always noting and sketching my ideas wherever I go to keep them in 

mind.



博西公司Workshop

Workshop是针对高年级（研究生）开设的课程，这次的workshop是有张明老师以及其他老师一同带领

研究生做的一个课题，这次workshop是与博西公司一同合作的，就博西公司开发适合中国居民用的厨房

用具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工作坊。

课程分为前期调研，初期方案筛选，最终敲定方案，制作模型，最终展示这几个阶段，在课程的开始阶

段，德国雷曼教授指导调研，筛选方案。在和博西不断的交流中，我们不断完成博西所提出的要求，并

得到一致的肯定和认同。

Siemens Workshop

学生记者（以下简称记）：雷曼教授您好，去年你来南艺，带过研究生的workshop，今年您又来到

这里，感觉今年和去年相比，我们的研究生有什么变化吗？

雷曼教授（以下简称雷）：今年的workshop和去年相比性质不同，去年我们做的是基础设计，学生

们参与这个课程都很开心。今年我们的workshop非常不同，因为这次是跟著名家电公司博世西门子

合作的实践设计课程。所以，性质不同，我现在还不能说研究生有什么变化。

记：现在很多中国学生选择去德国读研，包括我们工业设计专业，您认为我们在去德国之前要具备

什么样的能力或者素质？

雷：我认为最重要的方面在于……你们一定要参加比赛，你要了解德国你想去的学校。在互联网

上，你要尽可能多的了解德国的工业设计，多接受一些你适合去什么样的学校的建议。如果你已经

比较了解德国的学校和你想去的学校，去查查学校负责学生工作的是哪位，以e-mail的形式写信给

学校教授或其他人：我是一个中国学生，我有良好的专业成绩，我想去德国读书，我该怎么办？教

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安排适合的课程。所以，我重申一遍，你要搜集一些信息，参加一些比赛，

确定学校，写信给学校，找一个对你有帮助的教授。

记：作为一个德国老师，您认为在德国什么样的学生才能被称为好学生？

雷：（笑）在德国，我觉得和中国应该差不多。一个好学生应该有自己的想法，你必须以逻辑性系

统性的方式思考，你还应该对你做的事情感兴趣，并且有将你的想法转变为现实设计的能力，当然

还有力量，动力。

记：中国很多的学生不擅长自我评价，而是等待老师去给他们评价，能认为这种现象好吗？

雷：不，不。（笑）

记：我们应该怎样去改变呢？

雷：你们应该自我评价。我发现很多中国学生在同学和朋友无时无刻不在谈论谈论，但他们从来不

谈论工作，他们谈论足球，美食，女朋友之类的所有事情。作为学生应该相互学习，和老师谈话学

习，如果你们在一起谈论，应该认真地谈论一些严肃的问题。

记：我觉得和老师谈论也很重要啊

雷：是的，但是作为学生你从你的同学那学到的更多。

记：我们现在知道基础课对本科生很重要，那对研究生呢？

雷：（雷曼教授画了张图）

Klaus Lenhman（克劳斯.雷曼）

1934年出生于德国，毕业于斯图加特艺术设计学院。

1958-1966任伦敦肯尼斯格朗兹五角星联盟设计公司

专业设计师、伦敦北爱瑟克斯技术学院艺术学院自由讲

师；1989-1991任斯图加特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1994

年至今任斯图加特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教授，是斯图加

特专业设计室“Designer societat”创始人。同时，还

受聘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荣誉教授、俄亥俄州立大学教

授。是欧洲设计奖评委会主席、德国国家设计奖评委、

ULM国际设计论坛成员、华盛顿ICSID会议发言人、

Aspen德国设计会议发言人、1985年在斯图加特召开的

国际设计大会任执行委员。发表多篇有关设计实践、理

论与教育的论文，先后在USSR、英格兰、法国、澳大

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韩国、台湾、菲律宾

等地讲学，获得多项学术荣誉。

    1992年获得中国轻工业部颁发的国际合作奖、2004

年被授予“中国工业设计特殊贡献奖”。

记：我们学校办workshop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张：我们学校办这个workshop呢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是国外引进的一种形式，是厂家和校方合作做

一些双方都感兴趣的东西，比如公司在研发方面需要有前瞻性的课题，而校方刚好在教学上有这样

的课程，然后共同来做一个课题。我们觉得在研究生的课程中开设workshop，在教学上也很有必

要，可以让学生们接触到世界500强之中一流企业的开发程序，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让雪上充分

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想象力，来帮助他们企业共同研发有创新性的东西，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记：对于这次与博西的合作，您觉得什么样的设计才是您所期待的？

张：因为是与厂家合作，也就是与博西合作，他是有一个预期的。开始时雷曼教授也在，他还是用

通常院校的方法，让大家想的比较远，想一些20年30年后才能达到的技术，就是一个预期性的东

西，但是博西的总监来了以后就说你们这样做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只要5年内的，这对我们来说

就变得很容易 ，就是要让德国的产品变得更加中国化；更有亲和力；有更好的用户体验；有很好的

用户界面，还有就是怡人性、包括东西方认知的差异，而我们做到了，因为我们找到了东西方的差

异，所以博西特别满意，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记：您觉得这种workshop课程和我们其他的产品设计的专业课程最大的差别在哪？

张：我们其他的专业课程都有很强的目的性，而workshop是综合能力的考验，比如说你的平面的能

力，市场调研的能力，形态确认的能力，这些全部要融合在一起，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平时我们的

课程所不能涉及的，那就是市场，因为workshop所做的东西无论是好是坏都要到市场上接受“考

验”。

记：我们学生怎么样才能做一个既有想法又有市场的好设计呢？

张：这其实是我饿美女最想培养出来的学生类型，受过严格的学院训练，对市场，时尚，动向，潮

流有敏锐的把握，其实我们好多同学有很好的想法，很好的草图能力，很好的建模，可是东西出去

叫好不叫做，这样会导致他的职业生涯，有很好的问题。设计公司活公司设计部门终极的想法都是

希望产品有很好的销量。一个学生具有很高的设计品质然后又被市场所接受，这样发展才能成为设

计界的精英。

以下是我们对西门子WORKSHOP的指导老师-张明

老师的采访。

张明老师

（由于与西博公司签订了保密协议，WORKSHOP内容暂不公开）

记_吕姝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