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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设计努力去创造和建立的是人与产品及服务之间有意义的关系,以“在充满社会复杂性的
物质世界中嵌入信息技术”为中心,工业设计已进入关注工业人性化内涵的成熟阶段,所有的设计理念变
化和设计焦点转移的最终目标都是以人为本,互动设计正是围绕该目标产生的一种新的设计理念。本文
从系统论观点定义了用户在不同场景下通过日用陶瓷工业互动设计新语言与陶瓷工业之间的行为互动
及信息交换过程。通过日用陶瓷工业互动设计系统化方法的分析及其在显性、隐性层面的应用,帮助陶
瓷设计专业的学生寻找互动设计与日用陶瓷工业设计的结合创新点。
[关键词] 日用陶瓷；工业；互动设计；教学；情感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interactive design teaching of daily ceramic industry
Jing Zhou
Foshan Open University
[Abstract] industrial design strives to create and establish a meaningfu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products
and services. Centered on "embedd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material world full of social complexity",
industrial design has entered a mature stage of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nnotation of industrial humanization. The
ultimate goal of all design concept changes and design focus transfer is people-oriented, Interactive design is a new
design concept around this goal. From the viewpoint of 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defines the behavior interaction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process between users and ceramic industry through the interactive design new language
of daily ceramic industry in different scenario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ystematic method of interactive design
in daily ceramic industry and its application at the explicit and implicit levels, help students majoring in ceramic
design find the combination and innovation of interactive design and daily ceramic industr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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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设计与体验互动设计相结合,得出

的互动设计则诞生于1984年由著名设

当设计师将这些语言注入后,使用者将

新的日用陶瓷工业设计理念与方法,为

计公司IDEO的创始人比尔・莫格里奇

很容易的理解它要传递的是什么样的动

陶瓷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带来了更多的

(Bill Moggridge)举办的首场互动设计

作指令并得到正确的功能反馈。4D是指

启迪。

研 习 发 表 会 , 互 动 设 计 (Interaction

人与工业在交互时得到的隐性层面的信

1 日用陶瓷工业与互动设计

Design)一词随之正式定名。互动设计亦

息反馈。日用陶瓷工业在表达其的功能

当代,我们的设计原则早已发生了

由狭义的研究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交

性目的外,还要透过其语义特征来传达

巨大改变,取而代之的是“形式与功能必

换延伸到所有需要与人进行信息交互的

工业仅凭感观层面所难以阐述的深层次

须共同以实现人们的梦想为目标”。正如

工业层面。这里的“机”不再是计算机,

内涵,体现特定社会的时代感和价值取

从工业革命到信息时代的转变是一个由

而是需要通过人机交互来实现其预定功

向。正如绘画作品可以让消费者联想到

高工作强度、低梦想的世界到一个把工

能的更广义的工业产品。

作品背后包含的故事,成功的陶瓷工业

作当作一种手段来不断创造各种梦想和
期望的世界。在满足了物质方面需求后,

2 日用陶瓷工业互动设计系统
化分析

往往有着感观层面所难以阐述的意涵。
法国著名符号学家皮埃尔・杰罗认为,

人们需要用设计来满足梦想。互动设计

日用陶瓷工业的互动设计实质上也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并不是购买具体的

作为新兴的设计理念与日用陶瓷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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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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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思想的日用陶瓷工业设计所思考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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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多元化的、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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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工业所包含的自然、文化和情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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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方便调味配比。触觉层面是陶瓷的

对应的视觉画面以及与画面相关的情绪

材质及质感给人的触觉体验。人与陶瓷

性信息。
4.2日用陶瓷工业互动设计的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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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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