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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系统设计思维的老年产品设计方法研究
刘斐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
摘要：目的 尝试建立对设计实践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老年产品设计方法体系。方法
方法 基于中国老年人生
理与心理特征，
运用系统设计思维与方法，
结合中国老年人养老现状，
进行设计实践，
并在实践中归纳设计
理论。结论
结论 产品的存在样态具有系统场景特征、
关联特征，
基于场景思维、
关联思维、
易位思维的共生性
统合设计、
同质补偿设计、
自构性拓展设计等方法是老年人产品设计过程中较为有效的指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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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Method of Product Design for Aging People Based on Systematic
Design Thoughts
LIU Fe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It tries to establish a method system which has certain guid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to product design for
aging people. Based 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lderly，it carries on the design
practice and then inducts the theory of design by using the thinking method of systematic design combing with
consideration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a′ s retirement problem. The existence of the product includes the system
scene features and its association features. The design method，such as a integrated design based on the scenario thinking，
correlative thinking and conversion thought，the symbiotic design，the complementary design，the extensible design，are
more effective design guidelines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 design for aging people.
KEY WORDS：systematic design；product for aging people；scene；correlative；conversion；symbiotic；extensible；com⁃
plementary

1999 年，我国步入了老龄社会，成为世界上第一

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感知、运动及思维系统等生理

个老年人口超过 1 亿的国家。截至 2010 年末，中国 60

机能发生衰退，导致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力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 1.78 亿，占总人口的 13．26％，

量及敏捷性等随之下降，也因此对产品使用提出了更

其 中 65 岁 以 上 的 老 年 人 为 1.19 亿 ，占 总 人 口 的

为细致的要求。同时伴随老人社会角色的转变，心理

8.87％。中国已“跑步”进入了老龄社会，据相关数据

上也相应产生了诸多变化，对于亲情、社交、社会关

预测分析，2014 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 2 亿，2025 年

爱、社会认可等方面有了更多关注。设计师应立足于

达到 3 亿，2042 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 30％。面对日

老年人的人群特征，结合其家庭结构与社会现状特点

益显著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们纷纷开始思考，如何

进行研究，
从而探索老年人产品设计的思维与方法。

立足各自领域，为缓解并适应老龄化人群的现状作出

老年产品系统适应性设计的普遍思维模式包括：

努力。老年人产品设计，即基于老年人群因生理与心

场景思维、关联思维、易位思维、退进思维、端点思维、

理变化而产生的特殊使用需求而展开的产品设计。

附加（减持）思维、先技思维等。产品系统设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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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建立在这些基础思维模式之上的设计解决途
经。产品系统的设计方法很多，其中具有普遍性的设
计方法包括：共生性统合设计、补偿性同质化设计、自
构性拓展设计、共通性公共化设计、开放性包容设计、
生长性动态设计、实践性环境设计等。这里尝试从产
品系统基础思维模式出发，以前 3 种思维与方法为例，

图 2 药品归类收纳盒

结合老年产品设计实践案例，来探讨产品系统基本设

Fig.2 A storage box for drug classification

计方法。

放过程及使用者接受状态进行了综合的描述。设计师

1 产品系统场景思维与共生性统合设计

发现，
使用者对药品分发过程存在排斥，
一方面是由于
产品的区分度低，
很难清晰识别，
发放与拿取过程中的

产品系统具有情境认知的特征，人们对产品系统

行为无序、脱节，很容易造成失误；另一方面是产品不

的认知不是个体产品认知的叠加，而是整体直观后的

加修饰，生硬的“医疗感”让老人产生心理的抵触。基

认知与适应。场景思维是产品系统设计重要的思维方

于以上的归纳，
设计师通过色彩标识容器、
橡胶草坪形

法之一。所谓的场景思维过程是设计师对产品所存在

态底盘设计，
巧妙地将以上的问题予以缓解。

的产品系统在行为时间发生轴上的构想过程。设计
中，
人们通常是在场景描述与构想的过程中，
形成对产

2 产品系统关联思维与同质补偿设计

品系统的整体理解，
了解产品系统物系的类别、
产品系
统的层次、
行为与心理特征，
从而为进一步的产品系统

产品是环境中的产品，是相互关联的。发现并

描述提供基础。共生性统合设计便是基于场景思维模

建立产品系统内物间的关联性，是明晰产品本质的

式而形成的基本设计方法之一。共生性是产品系统的

关键。关联思维也因此成为产品系统设计过程中重

基本属性，产品系统内的物、人、空间等构成要素之间

要的基础思维模式之一。产品系统概念的核心思想

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共同体。通过对产品系

便是普遍联系地看问题，整体地分析问题。产品间

统整体行为场景的描述，能够逐步分析出产品系统主

的联系是立体多面且错综复杂的，如何从中提取针

体人的习惯特征，
某一实践行为的难易落点要求，
物系

对所要解决问题的必要关系，是关联思维所强调的

空间的矛盾、排斥、融洽点等特征，以及产品系统情感

重点。设计中，经常会在分析某行为特征的同时，将

特征等。基于这些场景整体思维，
进行统合设计，
将产

同质特征的其他行为进行参考列举。基于直观，寻

品操作行为进行优化，将产品与产品间的衔接行为进

找这一感觉背后的内隐同质性。同质补偿设计方法

行优化，将产品进退场与空间的关系进行优化，将空

是基于关联性思维而形成的。当运用关联性思维发

间、光、空气、格局等进行优化，等等，从而实现产品系

掘出物间的产品系统同质关联性后，将某一特质加

。符合老人习惯的家具见图 1（图片

以再拓展、再运用，通过这一同质衍生过程，实现对

1-4 均摘自华东师大老年产品课题组作品集），这一设

产品系统存在问题的补偿性设计。同质补偿设计根

计就是基于场景描述思维，对老人的生活行为进行整

据其关联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质本关联与现象关联

体描述后，
通过家具单元体的动态组合设计，
在老人使

两类[3-5]。

统的和谐共生

[1-2]

用过程中，
逐步记录老人的习惯特征，
最终形成与老人
行为习惯相一致的产品架构。

2.1 质本关联设计
质本关联设计是将同质物进行本质归纳，并将这
一性质加以创造性拓展应用的过程。记忆标签和记
忆调味瓶见图 3-4，从老年人记忆力衰退的问题出发，
关注老人在操作行为过程中容易出现因忘记之前行

图 1 符合老人习惯的家具

为动作而产生操作失误的现象。设计过程中，设计师

Fig.1 The furniture accord with the habits of aging people

围绕着动作的系列过程，分析易忘动作的节点特征，

药品归类收纳盒见图 2，
该产品同样是基于产品系
统整体场景构想思维模式，对医疗护理过程中药品发

将与该行为相关联的事物进行仔细列举，并尝试从中
寻找本质的连接点。分析的结果是：A 动作的结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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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记忆标签

图 4 记忆调味瓶

Fig.3 Memory tag

Fig.4 Memory c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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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雨窗加湿器
Fig.5 The rain window humidifier

图 6 提醒衣架
Fig.6 Hanger with alert
function

B 动作的开始无完成后的反馈，或是对已完成动作无
标记，从而导致因忘记而重复操作或失误。设计师对

筒、带有光源节点的衣架结合在同一产品中，形成了

解决这一问题的途经进行了归纳：通过变与不变的痕

1+1>2 的整合效果。衣架端头部分的可移动手电筒、

迹来实现标记；通过标记物来记忆动作的完成；通过

能够形成节点光亮提示，在夜间老人起床过程中标

放慢结束动作过程来延迟记忆动作的完成等。而后

识衣物所在的位置，从而实现找寻、照明、移动的整

通过质本衍生，尝试从同质关联性事物中找到解决的

体行为要求。

方法。记忆标签的设计，运用途径一的思路，将晃动
的油态液面作为动作的记忆标签。将小标签贴于操

3 产品系统的易位思维与自构性拓展设计

作物之上，即可延时记忆动作的发生情况。人们会在
行为结束后，持续获取动作完成的延时反馈，从而达

产品系统形态或功能的需求与现有物系相结

到提醒辅助记忆的功能。记忆调味瓶的设计，设计师

合，在给定了产品的更新系统后，逐步完成新的产品

发现老年人在烹饪过程中经常忘记调料的使用情况，

样态设计，这便是易位思维 [6]。易位思维是产品系统

而出现重复投放的操作失误。设计者运用途径三，针

实现自构性拓展的重要思维引导模式。易位思维下

对“放慢结束动作”这一共性特质，进行类比关联，其

的自构拓展设计，一般是在设计目标相对比较明确

中滴水计时、流沙计时通过阻隔流态物的回流，延缓

的情况下，进行的思路拓展设计 [7]。趣味拐杖见图 7，

动作结束的特征，给了设计师以解决问题的启发。通

设计师运用易位思维，将符合老年人兴趣爱好的动

过类似沙漏一样的瓶内阻隔板设计，将调料回流过程

作、行为、游戏等进行列举，并尝试易位于拐杖之上，

加以适当的阻隔延缓，从而在一定的时间内实现对动

实现拐杖功能与形式的拓展，最终设计师选择了“滑

作结束过程的延迟提醒。

块”拍打作为运动互动的方式。该产品在老人到达

2.2 现象关联设计
现象关联设计是将关联物的某一特征直接再现

目的地落座或站稳后，双手持握拐杖，手臂晃动将滑
块左右滑动，实现简单的娱乐互动，同时达到活动上
肢的目的。该设计在不更改拐杖基础功能的前提

于其他产品设计使用之中，达到全新的通感效果。

下，植入了趣味性的组成，实现了产品自身的自构性

雨窗加湿器见图 5，设计师捕捉到了加湿器工作状态

拓展。座椅购物车见图 8，设计师关注到了老人超市

与多雾阴雨天气的共通关联性，并且加以提取雨天

购物过程中，因长时间、长距离走动容易产生疲劳，

的生活记忆中有趣的美好现象，应用到加湿器产品

而 超 市 内 部 ，尤 其 是 购 物 架 周 边 并 未 设 有 休 息 区

的设计中。在积满雾珠的玻璃窗上写字，在积满雾

域。设计师以购物框、购物车为基本圆形，进行了椅

珠的加湿器上涂鸦，这种现象的关联设计，为产品增

子、购物框、轮椅的嫁接，得到了如图的设计。定时

添了十足的趣味性。提醒衣架见图 6（图片 6-9 均摘

药瓶见图 9，设计师选择了老人用药行为作为设计的

自华东师大老年产品课题组作品集），该设计是针对

切入点。忘记按时吃药是老人经常发生的行为之

老年人夜间起夜穿衣寻物、照明寻路过程中出现的

一，设计师将药瓶与计时器进行易位嫁接设计，实现

困难而设计的。设计师在发现了老人这一生活中存

了药瓶定时提醒功能。通过以上案例的分析，不难

在的困难问题之后，利用关联思维的方法，寻找这一

发现，易位思维下的自构性拓展设计是相对较为直

行为过程中的本质节点特征，最后归纳出灯光、位

接的设计方法，是设计定位与功能要求都比较明确

置、移动这 3 方面的问题特质。该设计将移动的手电

后所选择的设计方法[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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