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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如今的工业设计在概念上与过往的产品设计存在明

显区别，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具备更深层次的内涵。

在信息时代到来的同时，成功渗透到社会各行业中的信

息技术，以其独特的优势及特征为整个社会带来了颠覆

性的变化，而信息化为工业设计工作造成的影响同样远

超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新媒体作为将全新技术作为基础

支持的媒体形态，将其庞大的数据量、高水准的共享服

务支持、个性与共性深度协调的优势融合到工业设计工

作中，也为工业设计教学创造了全新的理念与启示，使

后者能够充分重视对新技术的应用，并将应用成果实际

作用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1    新媒体与工业设计的概念

1.1    新媒体
新媒体是有别于传统媒体的全新媒体形态，是植根

于传统媒体及信息技术的、在社会演化过程中必然会诞

生的发展成果。相较于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具有更丰

富的表达方式，在情感的抒发上也更加细腻，且明显有

着突破传统媒体桎梏的特征。结合两者之间的区别来看，

新媒体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新媒体具有

更加丰富的内容，以互联网为信息主要来源的新媒体几

乎完全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能为用户提供的信息遍及互

联网每一个角落，因而具有天文数字级别的信息容量；

二是新媒体表现出更强的互动性，其高度自由演化的技

术支持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交互空间，进而使用户在使

用新媒体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并有效参

与到信息传播及反馈的过程中，这种使用体验是传统媒

体单向传播所不具备的 [1] ；三是新媒体在设备上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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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这一优势同样依赖于技术革新出现，各种便携

的智能设备终端都能成为使用、传播新媒体内容的媒介，

广泛覆盖的无线网络更降低了传播新媒体内容的成本，

这是传统媒体完全不具备的应用条件；四是在各种技术

支持上表现出的强大传播能力，成熟的应用终端及覆盖

面极广的网络支持使得新媒体内容的传播十分容易，不

再受到传统媒体在地点、时间及传播条件上的限制。因

此从整体上来说，新媒体相对传统媒体而言，在各方面

都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因而能在出现后的短时间内就

能被大幅推广。

1.2    工业设计教学
对工业设计教学的理解要先从工业设计这一概念入

手。狭义的工业设计指的是应用各种相关学科内容，对

工业产品进行性能、质量、外观、操作性等各方面进行

设计，经过设计的产品往往能得到多个层面的优化，并

在投入市场之后表现出较高的市场竞争力。一般工业设

计会涉及的学科比较多，内容全面且广泛，包括但不限

于美学、工程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工学等，

在方向上则分为三方面内容：一是以独有的方式进行产

品设计；二是以产品的视觉传达效果作为设计考量；三

是产品相关的数字动画设计。

而工业设计教学则是从这些角度上开展的教学工

作，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工业设计的一般知识理论与

技能应用水准，并强化学生从不同角度针对单一产品进

行深层次理解的能力，进而使学生建立起对工业设计的

认知以及进行工业设计的方法 [2]。由于工业设计本身分

成了三个截然不同但互有关联的方向，因此工业设计教

学在不同方向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产品设计以学生

对产品的认知深度为基准，同时要求学生对产品有一定

的理解，进而在学习过程中掌握相应的设计能力与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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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能力；视觉传达设计则侧重于学生对视觉内容（图

形、文字及色彩等）认知程度的提升，并运用一定的艺

术创作策略和方式，来使产品呈现出更强的表现力与说

服力；数字动画设计则具有明显的数字化特征，是将原

本的平面设计内容作为基础，借助全新的技术手段使产

品呈现形式具有立体化与智能化的特征。

2    新媒体对工业设计产生的影响

要探讨新媒体环境下工业设计教学的应用，需要先

明白新媒体对工业设计整个内容产生的影响，进而从不

同角度理解更加客观的设计需求，这对辨析工业设计教

学中新媒体的有效应用而言意义斐然。结合工业设计中

的不同群体而言，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2.1    对设计群体的影响
相比工业设计中的其他群体而言，新媒体对设计群

体产生的影响具有最关键的特质，这种影响主要作用于

设计师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思维两个层面。在新媒体提供

的技术支持下，设计师能够在产品上市后的销售数据、

用户反馈中及时取得市场对产品的评价，这种评价在能

够帮助设计师准确把握用户需求的同时，又能够在第一

时间帮助设计师调整产品的定位及主要面向群体，进而

帮助设计师精准定位产品设计方向，省略了原本针对产

品开展市场调查所需的时间，也就能够进一步缩短产品

的设计周期，具有帮助设计师调整产品设计思维的作用
[3] ；而在设计理念上，新媒体能够加速全球同一行业设

计师之间的交流，并使这种交流具备更强的时效性，方

便设计师理解其他设计师的设计理念，也就为设计师最

速进行设计理念的整合与优化创造了条件，对产品在设

计理念上的融合与贯通无疑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2.2    对销售群体产生的影响
工业设计中新媒体对销售群体产生的影响往往是最

直观的，同时为销售群体带来的收益也是最显著的，新

媒体在数据层面的透明化及庞大数据量两方面特征无疑

非常适合对产品进行宣发、营销及推广工作，不管是网

购 App、朋友圈、短视频平台还是其他社交应用 App，
都能够成为销售群体投放广告的平台，且用户在使用这

些平台时了解到的内容，会对用户的消费心理产生从众

影响，而大数据又能够精准捕捉用户的需求，平台上提

供的其他反馈也能为用户提供参考依据 [4]。在这种情

况下，销售群体需要做的是精准掌握平台的主流运营策

略，按照平台的特征打造营销内容并加以运营，尽管这

意味着销售群体需要提升自身的业务能力，但由此带来

的收益是传统电视广告及其他广告所无可比拟的。

2.3    对消费群体产生的影响
新媒体为消费群体带来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影响范围

及影响力两个层面，影响范围来源于各类新媒体在当今

社会的广泛传播，除纯粹为办公服务的设备之外，每一

位消费者随身携带的智能化设备上一般都会保留 2 ～ 3
个新媒体应用或程序，因而保证了新媒体覆盖面极广的

影响范围；而在影响力上又集中表现在透明化的信息投

放及维权便捷程度两个层面，新媒体能够将产品从设计

到购置的整个流程完全呈现出来，而关于产品各个方面

的参数及相关信息也能够事无巨细地准确呈现，在对其

他消费群体的反馈进行分析、并从流程中不同环节了解

产品详细内容之后，消费者即可在消耗更少时间和精力

的条件下，准确购置到自己心仪的商品 [5]。而至于后续

的售后维权工作，新媒体也为消费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

渠道支持，以确保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能够有效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的同时，又获得了更加方便快捷的消费 
体验。

3    新媒体环境下的工业设计教学应用途径

新媒体环境下，工业设计教学对新媒体元素的应用

主要是通过不同的展示途径实现的，其中常见的是在空

间布局层面的展示及技术应用层面的展示，而相应的展

示途径中又有不同的应用策略，因此本文仅从以上两种

展示角度进行探讨。

3.1    在空间布局上的展示
新媒体最显著的能力就是对海量资源的收集、加

工、整理及应用，在资源类型上也囊括了很多种类，

且能够有效实现多种不同类型教学资源的保存及传播，

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工业设计教学工作的开展。其

在空间布局展示上的具体应用分为四种情况：一是为该

学科本身的教学工作进行的展示，这种展示需求通常

对环境没有太详细的要求，但需要拥有陈列工业产品

和讲解所需的条件；二是进行专业理论知识讲解工作的

教室，这方面需求与其他学科在进行理论教学时所需

的教室一般无二；三是带领学生进行实践活动的实验教

室，这种教室以画室形式居多，但少数情况下也会出

现其他具有特殊性功能的实验教室，用以直观呈现产

品的性能、外形及其他参数，且支持对产品进行一定

的操作及调整；四是微机室及展示大厅，微机室的作用

是帮助学生从信息技术层面了解产品，而展示大厅则

往往能够呈现多种不同风格的优秀产品，同时还附带

有对产品的详细介绍说明，以便学生能从不同角度理

解产品，对拓展学生的设计思维与设计理念有很重要

的启发意义 [6]。综合以上几种空间布局不同的展示策

略来看，显然不同的展示空间需要配备不同的新媒体

技术，其技术应用应当以发挥空间的功能与特征为基

准，为工业设计教学工作提供更多的便利。

3.2    在技术选择上的展示
新媒体背后强大的信息技术力，为其在技术选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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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进行展示创造了数量众多的可能，而不同的技术展

示策略又具有不同的价值及作用。就新媒体技术发展现

状来看，可充分应用在工业设计教学中的技术包括以下

几种。

3.2.1    全息投影

全息投影技术又称为 3D 成像技术，近年来在各种

科幻题材的影视作品中较为常见，但其实现实中也已经

有所呈现。其特征是应用特殊的投影设备，按照一定的

光学原理投放出透明但纤毫毕现的立体图像，投放出的

立体图像具有全方位、透明化且悬浮呈现的特征，能够

以 360°无死角的方式展示工业产品的每一处细节。这

一技术可用于呈现产品的所有设计理念，包括功能、性

能、不同位置材质的应用，且在融入算法后还能表现出

产品的理论使用寿命及各项参数，并且能对产品中的每

处细节予以独立放大呈现。全系投影的缺陷在于尚且无

法呈现出产品的色泽（一方面是技术力上还达不到这种

程度，另一方面给产品投影上色会影响到产品的投射效

果），因此难以从美学设计上对产品进行全盘优化（只

能设计造型但不能设计配色），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

产品的视觉传达效果。

3.2.2    触控媒体

触控媒体是另一种新媒体的前沿技术，该技术的价

值在于触控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的联合应用，能够代替

原本实体化的呈现方式（比如黑板），而是以触控屏或

其他触控设备来呈现出工业设计教学中的资料及内容。

这种技术最现实的意义在于使学生节约了教材的购置、

使用等步骤，但这并不是其最核心的价值，在应用了这

种技术之后学生同样能够借助设备呈现自己的设计作

品，并由教师针对作品进行各方面的点评、讲解及教学

工作。从教学的便捷程度来说，这种技术的应用在很大

程度上方便了教师和其他学生对产品设计理念的认知与

了解，而在几种前沿多媒体技术中，这种技术的应用及

操作难度是最低的，因此也极容易得到有效的推广与更

加广泛的应用。

3.2.3    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就是当前广为人知的 VR 技术，是以

虚拟现实的形式呈现出教学资料及产品相关内容。全息

投影及触控媒体这两种技术是将虚拟内容以现实设备投

射，而虚拟现实技术则是将参与教学活动的教师及学生

全数带入到虚拟世界中，以虚拟世界高度仿真且可控的

呈现策略表现产品、理论知识等各方面工业设计相关内

容。原本全息投影面临的上色及其他方面的局限，在虚

拟现实技术里都将不复存在，而触控技术的操作及内容

上传所需的载体，也在虚拟现实技术中被进一步优化。

但虚拟现实技术同样有其局限，学生在虚拟现实中所了

解到的内容不能以实质化的方式带回到现实生活中，只

能以数据方式呈现，这就又需要进行数据与现实之间的

转化；其次则是由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水平尚且有限，

导致其设备成本相对高昂，且对于教师而言具有较高的

操作难度，因此尚未能在教学工作中广泛应用。纵然如

此，虚拟现实技术存在的优势依然远非现有技术能够企

及，且当前这一技术在元宇宙的愿景下处于高速发展状

态，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就能得到广泛应用。

3.2.4    现行网络技术

此处所出现的现行网络技术是指那些已经拥有了成

熟应用体系的、在新媒体中较为常见的网络信息技术。

这些技术中以网络授课及社交平台最具有代表意义，网

络授课在近年来已经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主要是在

不方便进行现实授课工作的情况下，应用智能化设备及

互联网作为载体来开展教学工作，同时还兼具线上考核

等功能；社交平台则可应用在主要教学工作之余的交流

活动上，能方便教师及学生及时进行信息共享及教学讨

论工作，还能查找到优秀设计师的杰出工业设计作品，

对学生的成长也有莫大助益。

4    结语

新媒体技术在当今社会中产生的影响是深刻且广泛

的，应用这些技术进行工业设计教学工作，也能使教学

内容变得更加直观而形象，同时其技术优势也能有效推

动工业设计教学工作的发展，进而为行业日后的发展创

造更多有见地、有素养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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