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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工业设计作为一门实用学科，将现代科学技术与人

类文化艺术相整合，现代化工业生产是其基础，在其

实际运用过程中，关系到人们生活、工作、生产和劳

动等多个方面。随着动车组设计制造技术的飞速发展

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旅客界面的使用舒适度有

了很大提升，工业设计在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

进一步优化旅客界面使用体验，研究工业设计在此项

设计工作中的作用是必要的。

1    工业设计及旅客界面设计需求相关概述

1.1    工业设计

工业设计，主要是指以工学、美学、经济学为基

础设计工业产品，从当前发展现状来看，工业设计分

为四类，分别为产品设计、环境设计、传播设计、设

计管理，具体内容涵盖造型设计、平面设计、广告设

计、UI 设计等。同时，工业设计涉及人机工程学、心

理学、色彩学等，也被称为工业产品设计学，相较于艺

术等其他设计，工业设计产生于工业发展和劳动分工，

所以工业设计是各学科、审美观念、技术的交叉产物。

工业设计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发挥着丰富的社会作用，

由于工业设计侧重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所以设计出

的产品易于使用，满足使用需求的同时也提供文化审

美体验。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供文化审美营养的同时，满足产品使用需

求。设计古而有之，在其发展长河中延伸出许多分支，

包括电子电路、化工设计、机械设计等，这些被规划

在工程设计领域，主要目的是解决机械、器具性能问题，

虽然内容以“物”为本，强调“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但其性能是为人服务的，但是比工业设计中“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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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关系较远。工业设计中的产品设计与生产，侧

重于对人们需求的直接满足，在使用方面更能够满足

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它能使产品造型、功能、结构和

材料协调统一，成为完善的整体，它不仅满足使用需求，

也能提供文化审美营养。

第二，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整体美和社会文化

功能。相较于其他设计，工业设计也涵盖产品造型设计、

功能设计、材料选用和结构设计，但在其设计过程中，

合理配置资源的同时也省去了不必要的产品功能、材

料，而且不影响产品整体美功能的实现，甚至在某种程

度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尤其在当前社会技术竞

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新工艺直接关系到竞争优势的

高低，但是技术开发不仅需要较多的时间成本，还需

要投入大量资金资源成本，但是相较于技术研发，通

过运用工业技术能够更加理想地对产品功能、质量进

行改善，使其更加便于使用，以更为便利和高效的方

式提高产品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第三，艺术性理想。美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

素，工业设计主要服务对象就是人，在其实际设计中，

产品外形质量的设计、部件的布局设计等，均能够满

足人们对产品形体美、环境协调美的需求，在某种程

度上还能够营造出理想的、适合人们生活的空间环境。

第四，产品具有系列化特征，便于生产与管理。大

生产是工业设计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

础，设计对象为批量生产的产品，所以工业设计的社

会功能为标准化、系列化的为人们提供产品。与此同时，

相较于其他设计，工业设计产品还具有便于包装、回

收等功能性作用，满足人们产品使用需求的同时降低

环境污染。

1.2    旅客界面设计需求

旅客界面的主要功能是为乘客提供更为灵活、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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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便捷的乘坐环境，所以，界面设计需求主要体现

在三方面，具体如下。

第一方面是基本需求。旅客界面设计需要满足旅客

乘坐时间的长短需求，为旅客提供快速、卫生、安全、

可供餐饮的快捷乘车服务。

第二方面是环境需求。动车组界面需求代表了来往

城市的形象，在乘坐环境的营造过程中，需要满足人

们对界面操作的视觉需求，做好色彩、装饰、标识等

设计工作，同时注重人的生理感知度，包括气味、温度、

平稳性、湿度、噪声等，以此反映文化背景，满足使

用需求的同时传达现代精神文明。

第三方面是高级需求。随着现代化技术水平的提高

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动车组旅客界面功能愈发丰

富、高级，旅客界面要满足乘客乘坐基本需求、环境

需求以及不断发展的个性化需求，为其提供更加舒适

的乘坐环境和更加优质的审美体验，进而使乘客在乘

坐与界面操控过程中获得相应的精神享受。

2    基于动车组旅客界面设计研究工业设计的应用作用

工业设计是动车组旅客界面设计的重要组成，直接

关系到界面色彩搭配、人工工程、文化展现等多方面，

为把握设计运用要点，本文从这三方面研究工业设计

的具体作用。具体如下。

2.1    色彩设计

在动车组旅客界面设计的色彩感觉上，工业设计内

涵主要表现在设计心理、视觉心理方面，依托色彩搭

配美化产品界面，同时将其作为设计构成要素，对产

品界面功能某些信息进行准确传达。在对动车组旅客

界面进行设计时，要注重形、色、质和人、机、环境

的本质内容的有机整合，依托于各要素的协调设计营造

理想的界面效果。由于色彩具有较强的心理效应，所以，

色彩的合理搭配还能够给使用者带来舒畅的心理体验。

比如，红色在中国意味着幸福、喜气、婚嫁、幸运等，

在氛围营造方面具有强烈、庄严的寓意。一般情况下，

对于车组车厢而言，若设计对象为普通车厢，则应主

要采用冷色调，以营造宁静、不易疲劳、较为温馨抒

情的环境氛围；若是设计对象为高档车包间或 VIP 车，

设计时应使用暖色调，以打造高档、豪华的环境氛围。

对于乘客而言，在使用动车组旅客界面时，受到影

响的第一感知就是视觉，而色彩对人的第一视觉感知影

响作用最大，色彩设计直接关系到乘坐舒适性，所以，

在运用工业设计对动车组旅客界面进行设计时，设计人

员不仅要注重界面给人带来的审美感受，也要注重色彩

带来的心理效应，以此改善车厢内的环境氛围，减轻乘

客长途旅行过程中出现的疲劳反应，在某种程度上，还

可提高安全性、减少事故发生、增强标识系统的识别性。

与此同时，色彩设计还要注重与车厢内装工艺的适配性，

把握色彩与车内各结构造型的联系，比如列车内部的大

构件，包括侧墙、顶板、桌椅、行李架等，通过适当选

择分色部位，做好色彩搭配工作，确保整个环境色彩协

调统一。一般情况下，在构件间的连接处进行分色设计

即可。另外，色彩设计前要明确设计定位，根据具体风

格灵活选用多种色彩搭配，充分调动设计经验。

在实际设计过程中，仍要把握一些设计要点，具体

如下：第一，色彩明度对比。合理控制车内色彩明度对

比，避免乘客在乘坐与界面操作过程中出现沉闷、无趣

的负面心理；第二，控制亮色使用面积。由于旅途时间

可长可短，在较长的旅途时间下乘客疲惫感加重，所以

要避免使用大面积刺眼颜色，比如橙色、黄色、红色等，

做好颜色的纯度设计，避免在界面颜色上使人感觉到疲

累；第三，尽量选择中性色彩。色彩设计中多运用明度、

纯度适中的色彩，比如灰色调，给乘客带来宁静之感，

但为了避免色彩氛围的沉闷，建议搭配面积的纯度明

度对比较大的色彩，发挥其点缀作用，活跃空间环境

氛围的同时，使人产生愉悦、放松感。

从色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来看，影响室内色彩环境

的主要因素有侧墙、顶板、底板、座椅、桌子、床帘等，

大多车厢内部颜色均较为统一，且富有变化，设备色彩

搭配简洁明快，所以旅客界面设计也要统筹考虑整洁

车厢内部设施的材质、外形和色彩，注重把握不同服务

设施之间视觉协调关系，从而依托于工业设计形成整体

宜人的环境。列车内室色彩设计应以人为本，乘客需求

是设计工作的出发点，根据长途车和短途车的不同，还

应落实差异化的旅客界面色彩设计。对于长途车而言，

为避免色彩过于无聊、乏味，给人们带来良好精神暗示，

应多采用低彩度、暖色调的中明色作为整体颜色基调，

打造宁静且不易使人感到疲劳的环境氛围；对于短途车

而言，车厢内的人员数量较多，针对这一特点，旅客

界面色彩设计要尽量缓解乘客因人群拥挤出现的不安、

焦急、无聊等心理感觉，尽量多使用低彩度、冷色调

且较为明亮的中明度环境色，通过使用沉稳、宁静且

富于秩序的颜色缓解乘客出现的负面心理状态。最后，

色彩设计还要注重后续使用与效果呈现，比如顶板最

好采用白色或接近白色的明亮色，明度要比侧墙高，

而侧墙则采用明亮中间色，最好亮度较高、颜色较淡。

对于窗下墙板，在呈现颜色搭配设计的同时也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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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的耐污性，尽量使用低彩度颜色进行设计，并根

据具体墙板材料选择合适的颜色设计方案。

2.2    人机工程学

动车人机工程学建立在三大要素关系的基础上，三

大要素主要是“人－机－环境”，即系统乘员、设备和

列车，为对系统中人的效能进行有效解决，设计人员

应统筹分析动车组内的部件，站在人机工程学的角度、

运用相关知识对旅客座椅进行设计。乘车时间的长短直

接关系到乘客对座椅的乘坐功能的需求，当乘车时间在

2h 以内时，头部支撑和脚部支撑对乘客来说更为重要；

当乘车时间在 2 ～ 4h 范围内时，乘客可能会选择浅眠

或是做一些活动，比如看视频、办公等，在该情况下，

腰部支撑更为重要，若是背部线条曲线较差，会给乘

客带来不良的乘坐体验；当乘坐时间在 4 ～ 6h 区间时，

乘客往往会频繁改变坐姿，在该情况下，乘客认为座

椅整体感觉都不舒适，心理疲劳感加重；当乘坐时间超

过 6h 后，由于长时间较小的空间，且摆出的乘坐姿势

均较为类似，乘客会处于僵硬、疲劳状态，认为哪里

都不舒服。

由此可见，当乘坐时间超过 4h 之后，乘客对座椅

的需求主要体现在舒适性方面，尤其是头枕调节范围、

腰部支撑、中扶手、前置折叠等，设计人员应围绕这几

方面进行参数优化设置，以此满足旅客多元化的乘车需

求。具体而言，建议合理增加头枕调节范围，调节座椅

背部的软硬程度，针对乘车时间较长的乘客，及时提供

腰部支撑，提升中扶手的平缓度，加大前置折叠桌与

乘客腿部之间的距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调整小

桌板深度，将其设置在 350mm 左右，同时为避免前排

椅桌影响到小桌板的使用，应增强小桌板结构设计的

独立性，独立于椅背，更好地满足乘客的操作使用需求。

除此之外，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动车车组智能化水平、

信息化建设深度逐渐提升，乘客对旅客界面的需求内

容愈发丰富，具有多元化、个性化的特点，这些大多

体现在座椅的附加功能和附属设施上，建议设计者根

据具体需求进行设计，围绕不同等级的座椅配置相应

的设计内容，从而满足旅客复杂的、多元化需求。

2.3    文化元素

对于动车组旅客界面设计而言，除了落实以人为本

的设计理念，还要在设计内容中彰显文化元素，工业设

计在动车组旅客界面设计中，要注重产品界面文化内涵

的丰富性，给使用者带来精神享受和愉快地乘坐体验，

所以，在实际设计过程中，列车内室设计要注重解决

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能够提升

产品整体生命力和活力，尤其我国具有丰富的文化底

蕴和历史内涵，设计人员可以将中国古典美学、哲学

等作为动车组旅客界面的灵感源泉，充分发挥中华文

化要素对现代设计的启示作用。但由于动车车组具有

极强的现代风格，所以在实际设计过程中不可盲目使

用大量的传统文化元素，而要注重现代时间元素与传

统文化元素的有机结合，在设计理念创新的同时革新

设计内容，增强动车组旅客界面设计的民主性、文化性，

提升其现代化水平。

总而言之，在开展动车组旅客界面设计工作时，工

业设计的运用不仅体现在图形、色彩选用方面，还要

围绕人本理念进行提炼本国的传统图形文化韵味，结

合现当代人们的审美理念与需求，找出合适的设计语

言增强艺术设计的感染力与表现力，以此给乘客带来

良好的乘坐体验，时刻感受到文化内涵，感受到细节

处的设计深度。

3    结语

综上所述，动车组旅客界面设计应以人为本，以为

乘客创作安全、舒适、愉快地乘坐环境为主要目的，使

其乘坐体验更加舒适。为满足当前时代下人们对动车

组旅客界面的需求，使其更为方便操作相关设施，应

从产品功能、色彩搭配、材料运用等方面，充分发挥

工业设计在动车组旅客界面中的作用，同时结合文化

要素增强产品带来的文化认同感，最终满足乘客多元

化的需求，推动相关行业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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