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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部分机械设备普遍存在能耗高、故障率高和寿命

周期短等突出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很多机械产品设计

都以模仿居多，没有自己的创新型品牌，低能源与轻量

化的绿色产品设计技术基础不足。自机械设备工业朝着

绿色发展战略方向推进，机械产品的设计状况发生了变

化。机械产品的设计需采用专业技术对其所外在要素进

行设计与美化，增加机械产品的附加值和美观性，使其

良好适应机械产品的多样化、人性化、和环保性等特点。

机械产品设计中应贯穿可持续发展战略，解决消耗高、

故障率高和使用周期短等问题。

色彩搭配、形状外观等方面都提升功能设计的附加

值，但不是对用户心灵的直接探知。例如，大部分机械

产品使用界面晦涩难懂，在外形上没有充分的亲与力，

色彩配置单调枯燥，易导致用户在操作时疲劳感增强，

进而产生抵触心理，严重情况下甚至出现机械事故。将

应用心理运用于机械设计，能和谐人机关系。

1    机械产品工业设计概述

1.1    工业设计的概念

全球工业产品设计协会联合会提出，产品设计作为

一项创新行为，其目的在于对产品及其整个生产系统建

立起多方面的价值。因此，创新既是机械产品设计的关

键因素，又是企业文化交流的关键因素。由于市场经济

快速发展，科技水平在不断提升，民众的物质文化精神

需求更加丰富，对机械产品的性能、外观及应用提出了

更严格的要求。而机械产品的个性化开发，也成为工业

设计的主要趋势。个性化开发是依据人们行为特点及习

惯、人的思考方式及生理构造等具体情况，对机械产品

的运转原理与操纵方法进行研究。开发的主要目标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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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人的生活需要，增加社会生产力。在机械产品的基

础功能上，对其组织形态和运行方法进行了优化设计，

使机械操作者得到良好体验感。

所谓应用心理设计是指设计要人性化，并在此基础

上，在应用趣味上进行创新，达到人和机械的和谐共存，

这是当下技术发展要求的最终目标。图 1 所示为虚拟现

实系统设计图例。

1.2    工业设计中应考虑的因素

1.2.1    产品功能

产品的功能是进行产品设计的基本立足点。产品必

须具有一定的功能才有使用价值，在进行概念设计时首

先要充分考虑到产品的功能，产品才能顺利进入生产与

销售环节。消费者购买产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产品

功能，所以在进行产品的设计和制造时，要把功能放到

最主要的位置上，充分优化产品的功能，发挥产品的最

大效用。

1.2.2    构成因素

机械产品的元素布局对于实现产品的价值也有一定

影响。不能够正确布局这些元素，不仅会使整个产品的

图 1    虚拟现实系统设计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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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受到影响，而且会在生产过程中会消耗掉更多的能

源、原材料、资金，却不能提升产品的价值。科学布局

产品构成元素，将其分解组合使产品得到定量优化。产

品概念设计人员在设计中要不断突出产品的功能，对生

产元素进行简化，提升产品结构的合理性。节约资源的

同时又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

1.2.3    形态因素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越来越简单、快速，工业设

计应充分考虑到这方面的变化，将现代知识体系融入其

中，使形态设计更加符合现代人的意识形态。设计者理

念要与时俱进，考虑到形态因素和现代社会的联系，利

用设计知识和专业技能，综合运用不同的形态因素，使

产品的形态得以优化。产品的最终使用功能需要通过形

态使用，产品的形态也会影响购买者的心理，所以要增

加机械产品中蕴含的经济价值。

1.2.4    色彩因素

合理的色彩设计能提升产品的美感，给人带来美好

的视觉盛宴，提升其自身价值。色彩也是设计者和使用

者之间的情感桥梁，设计者需要通过色彩表达自己的创

意和情感，使用者需要根据产品的色彩接收产品的内涵。

人们在进行消费时也会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颜色，有时

候也会通过产品的颜色设计来判断产品的价值。所以，

良好的色彩设计能够提高购买者的购买欲望，进而提升

产品的销量。在进行色彩的设计时也要对色彩方面的心

理学知识进行了解，以提高人们对于产品的认可度。

2    基于应用心理的机械产品工业设计需遵循的原则

2.1    可视化原则

可视化原则是指真实的动作部分应该明显，能够获

取周围环境信息并进行充分对照，把重要信息突显出来，

并将正确的信息传达给用户。可视化原则是企业和消费

者最直观的交流，消费者如果在产品面前手足无措，那

就是设计的失败。失败的结果主要归结为以下几点。

（1）信息量太小。设计师有时为了达到更好的总体

视觉效果，将关键零部件隐匿或设置在不明显的位置，

部件之间的安装关系没有处理好，在使用时用户易产生

使用迷惑，甚至产生烦躁情绪。

（2）信息量过多。如果操作键面上同时存在太多按

钮，其效果却不突出，就会造成操作功能不明确。因此，

机械产品设置过程需遵循可视化原则。

2.2    预设用途原则

预设用途，是指机械产品中被人们认为存在的特

性。主要是说那些决定物体能够使用的基本特性。比方

说，旋钮是用来旋转的，用户即使从没有使用过也懂得

怎样操纵。机械生产中使用的材料，一般包括钢材（保

证机构性能和稳定性）、橡胶（摩擦或者密封等）、皮质

（外观的质感）、玻璃（可视化程度）和塑料（容易成型、

易损件、快换件）等。如汽车的方向盘、操控器、座椅

等和人体皮肤有直接接触的部位，使用了橡胶、皮质等

材料，给使用者提供舒适柔软的触感；驾驶室各向玻璃

拓宽了用户的视野范围，向用户表达清澈、鲜明的视觉

体验，将所有景象尽收目底。所以说，设计师利用了各

种材料向使用者表达了特定的预设用途。预设原则正确

运用，能向用户提供正确的操作信息，起到良好的引导

作用。

2.3    安全性原则

安全性元素的分类包括不同领域的安全因素。安全

性因素是用户通过设计只能有一种可能的操作方法。安

全问题是机械设计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目前，许多机

械产品在安全与急救机制上存在不足，可能会造成安全

事故，例如，遇到交通事故后无法及时停止运转，组织

伤亡情况进一步蔓延，包括齿轮机构、传送带、传动链

部件未设置封闭的防护装置造成卷入、飞出或脱落等事

故。这就体现出了设计过程的不合理性，其没有将安全

性因素考虑在内。

2.4    信息反馈原则

信息反馈是指向机器向用户提供信息，人机互动，

获取是否完成操作，及其相应的结果。例如，拨打电话

的过程电话内传递出的提示音，这就是一种信息反馈。

信息反馈在机械产品设计领域，越来越被设计者重视。

然而产品出现故障时机器反馈出来发出的报警声也给用

户造成心理影响，急切想停止动作却又因为紧张而出错，

导致出现安全事故。这是信息反馈方式不合理的表现。

设计过程未能充分考虑人的心理因素，反而提高了事故

的概率。在信息反馈的系统中，可以通过电子屏幕颜色

的改变或者数字的变化，还有声音的变化等效果，根据

风险系数设置了不同的提示方法。正确、合理地反馈信

息，能够确保生产安全，提高生产效率。

3    机械产品工业设计中的误区

工业产品设计包括造型协调、矛盾协调和人机协调

等。如果设计人员具有深厚的设计学知识，也具有高度

的艺术修养和美学能力，那么这就是最理想的产品设计

人员。不过，在现实企业中这种复合型人才少之又少，

大部分设计人员容易进入设计误区。因为使用人员与设

计人员具有完全不同的思维形式。人们以为机械产品的

造型设计是机械依附设计地位，也就把机械设计作为一

种从属地位，产品设计人员凭经验和习惯来完成设计工

作。设计者仅仅修饰工程师们已设置的布置，只是在大

小对比、颜色、图案等装饰上做文章，往往造成资源浪费，

又无可奈何。功能设计和艺术性彻底分开，这就是对机

械产品设计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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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应用心理的机械产品工业设计策略

4.1    形态处理

机械产品的形态设计要求设计者重点关注。优秀的

机械产品外观设计，可以凸显出机械产品的主要特征，

进而提高机械产品的艺术性，具有良好的立体形象，让

用户对机械产品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在机械设计过

程中，必须综合考量产品设计的造型特征，对其进行个

性化设计，注重将造型特征与神态有机融合。然而，在

过去设计中，因为设计软件的局限，导致机械设计工作

更多的考虑如何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导致设计出的机械

型体笨重、形状简单、线条生硬，难以获得用户的认可。

当下机械设计者必须以应用心理为基础，利用预先拟定

的形态设计方案，根据机械产品设计整体造型的艺术原

则，挖掘机械产品设计的原色，使机械设计在整体风格

上始终保持一致。图 2 所示为个性化设计图例。

4.2    技术设计

机械产品技术设计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形成整体及

部分安装方案，通过方案制定出各部分及零件的形状和

尺寸，最后完成零部件的设计平面图，部分装配图和总

装平面图。为确定零部件的基本规格，需要完成下列步

骤。

（1）机器运动学研究。按照既定的设计方法，先设

定基本技术参数，如输出功率、转矩和线速度等。

（2）完成运动学计算，以便决定各活动结构的运动

参数，如转矩、频率、加速度等。机械产品的动态运算，

要根据各组成部分的构造和运动参数，估计出各零部件

所受负荷的程度和特征。此时，可以作零部件结构的初

始工程设计。设计时依据的标准，要根据零部件的失效

状况、工作特点和环境要求等科学确定。通常有抗拉强

度、刚性、振动稳定性和寿命等规定。经过测算或对比，

就可以确定零部件基本规格。在此过程中，要协调各个

零部件的结构和长度，全面考察选择的全部零部件加工

技术，让选用的零部件都符合使用规定。

5    结语

综上所述，机械产品的工业设计理念对产品质量造

成的影响都是多角度、深层次和整体性的。因而，在应

用心理的背景下，在应用上述设计原则进程设计的过程，

应当尽量避免对机械产品单一地运用设计方法。设计人

员既要适应产品的使用状况，也要解放自己的思维模式，

审时度势坚定而有策略地推动设计事业。工业设计无法

完全替代产品的技术、市场营销和其他职能，但工业设

计能为公司转型带来完备且可行的观念、概念和有效途

径。机械产品的工业设计能帮助我国机械生产行业找到

转型机会，进而拓宽自己的发展平台，获得可观的经济

及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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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个性化设计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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