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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具设计中的设计符号学解析
傅 凯，俞 莲
（南京工业大学，南京 210009）
摘要：旨在从设计符号学的角度来研究坐具设计，在坐具设计的符号系统下，论述设计符号学的能指与所指关系、
编码与传达以及其在坐具设计中的应用。把坐具产品作为符号，把符号学原理运用到坐具设计中，分析坐具符号的
所指与能指内涵，
更好地体现出坐具设计的实用价值、审美价值、象征价值等，
为人类生活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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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esign Semiotics in Seat Design
FU Kai，YU Lian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Nanjing 210009，China）
Abstract：The aim is to analyze seat design from the design semiotics point of view. In the symbol system of seat
desig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n and signified, coding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seat design is discussed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Taking seat products as symbols, and applying semiotics principles to it, it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n and signified of seat symbol. The practical value, aesthetic value, symbolic value and so on of seat design
will be reflected better, and provide more humanization services for human life.
Key words：symbol；design semiotics；seat design

设计符号学是在符号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门新兴学科，它用符号学的原理和方法解释产品设

指（符号形式）与所指（符号内容）构成的双面体，由符
号的能指意指符号的所指[2]。

计的实质，把产品造型提升到符号及其传达的层面上

对产品而言，它不仅仅是一个凝结了使用价值和

讨论。产品设计的符号学体系是以产品的实用功能

价值的商品或者设计造物，更是一个由众多符号构成

为核心的，同时包括其审美功能。坐具产品与人类生

的、以传达为目的的符号系统。产品是以其特有的符

活息息相关，研究坐具产品中的符号学原理，不仅是

号排列编码向世人传达设计师想要展现给世人的信

符号学理论具体应用分支之一，亦能进一步指导坐具

息载体。

设计，优化坐具产品设计，更好的服务于人类生活。

产品设计是人类为了提高自身生存能力与生产
能力对必要的用具与工具实施的改良与创新行为，设

1 产品设计中的设计符号学

计者通过线条、符号、色彩等依托一定的载体把产品
表现出来。产品设计有一套完整的符号传达系统：产

符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人类信息传播的代码

品设计者，也就是产品符号的缔造者，在设计实践活

，如字母、号码、名字、语言、动作等。符号渗透在每

动中肩负着信息传递这一重任；产品设计过程中，符

一个人的生活之中，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无一不属于

号的编辑者（设计者）对特定的造型、特定的材质以及

符号的范畴。符号学是研究人类一切文化现象中系

特定的色彩元素进行编码组合，这些元素皆是被社会

统化符号的理论，其研究核心是一个由符号实现意指

群体广泛认知的、约定俗成的符号元素，是用来向消

（传达）作用的系统。符号学所指的符号必须是由能

费者传达信息的产品载体的构成要件；产品的消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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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就是产品所要传达信息的受众，相应地，他们对

计系统，通过挖掘坐具形状、色彩、质感等方面的符号

于产品的接纳与使用，即为符号或者这个符号系统的

价值，为坐具设计带来更多的创作理念，设计更符合

解码。

当代人情感需求的人性化产品，既不失坐具产品的个

产品设计符号的传达编码可分为规则依存型、语

性化要求，
又能丰富现代坐具的文化内涵[5]。

境依存型和共存行 3 种[2]。规则依存型是一种理想状
态，编码过程中不会产生新的赋义、赋值，这种编码成

3 设计符号学在坐具设计中的应用

为科学性编码。语境依存型是一种极致状态，它完全
设计符号学在坐具设计中的应用可以通过符号

无规则依存，对所有编码重新赋义和赋值，这种编码
将成为艺术性编码。共存型是一种现实状态，是现实

系统的核心——所指与能指的表现来论述。

生活中的人性化传达，既不会达到科学性，也不会成

3.1 符号所指（表现部分）

为语境依存型，所以是一种现实性编码。产品设计是

符号的选取与整合是构成设计与信息传递的关

艺术设计与工程设计的综合过程，是艺术编码与科学

键。一般说来，符号往往是通过视觉刺激产生的视觉

编码共存的过程，因此产品符号的传达过程是共存型

经验和视觉联想来传达其包含的诸如思想观念、文化

的现实性编码过程。它既不是纯科学系统，也不是纯

传统、象征所指等内涵 [6]。不同形式、色彩、材料及结

艺术系统；它一方面遵循规则的现实传达，另一方面，

构等的符号经设计者排列和组合，便可产生变化万千

也不排除语境的理想传达。

的视觉效果，从而传达出多种形式的意义。想要原创
一种符号是很困难的，但是可以吸收、借鉴丰富的历
史文化资源，观察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规律，归纳抽

2 坐具设计符号系统

象的几何元素等，从而来提取所需要的符号，这也就
坐具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之一，它不仅

是对符号编码进行赋值。选取某种符号作为母体，在

是给人体提供支撑功能以及审美功能的用具，还承载

理解其符号内涵及符号之间构成关系的基础上，组织

着更丰富的文化意义和内涵 。自远古的席地而坐，

或重构新的符号表达形式。远古时候，人们把席当作

到有足坐具的产生，到垂足而坐，再逐渐加入人性化

主要的坐具，因为根据当时的礼仪制度人们席地而

设计，坐具设计中承载了诸多要素。从历史的角度来

坐。凭借当时的生产技术，人们磨制骨针并且具备了

看，就像中国不同朝代的传承一样，坐具承载了中国

一定的缝纫技术，于是便结草成席。在黄河流域出土

积淀千年的历史文化。

的西周陶器上附有席文，足以证明当时的坐具——席

[3]

符号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的产物，是人类进行沟通
和情感表达的一种载体，蕴含着大量的信息与文化含

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符号，在那个时候人们已经向文
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义，随着符号概念在学术范畴里的推广，对符号的研

构成坐具产品视觉效果的符号主要包括造型符

究就不再是针对日常生活中琐碎的单个的象征代码，

号、色彩、材料、结构、工艺等因素。纵观人类坐具设

而是对某事物的一个整体的符号系统进行研究 。

计历史，展现造型与材料完美统一的非中国明式靠椅

[4]

从广义符号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文化系统都是

[7]

莫属，见图 1，明代靠椅的靠背为一整体造型的木板，

以传达文化价值为目的的符号系统，坐具设计潜意识
下便构成了一个符号传达系统。这个符号系统的发
信方是以坐具设计师为代表的群体，包括一定历史背
景下对坐具形式、材料、色彩等进行过创新改造的工
匠、兴趣爱好者等，这背后还包含对既定坐具方案提
供生产服务的生产提供方。收信人则是广大的使用
者群体。信道是坐具产品的小规模定制或者大批量
生产、销售。坐具设计的符号则是坐具产品的造型、

图 1 明代靠椅

色彩和材质 3 个基本要素。把符号学理论引入坐具设

Fig.1 Ming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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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其曲线与人体脊柱曲线充分吻合，不仅外观上简
洁明快，在使用上也能达到比较高的舒适度。在材料
方面，它充分利用木材的本色和纹理且不加遮饰、坚
而细的质感，达到了稳定和调和的艺术要求，传达着
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和木质座椅特有的风韵。随着新
材料的开发，金属、塑料、胶合板、玻璃等材料加工工
艺技术的进步，出现了钢管椅（见图 2）、塑料椅等，并

图 3 折叠椅

图 4 巴塞罗那椅

Fig.3 Folding chair

Fig.4 Barcelona chair

不仅造型简约，细部工艺都是经过精心的推敲而设
计，体现了设计者“少就是多”的设计理念，同时他们
也是现代建筑和设计的里程碑，这对于设计教育的价
值贡献丝毫不亚于其使用价值。蚁椅、天鹅椅和蛋椅
[7]

见图 5，这 3 种椅子均是采用热压胶合板成型的，不

图 2 钢管椅
Fig.2 Steel chair

且设计师还应不同使用场合的使用需求和装饰需求，
通过改变座椅的颜色来调节情绪、传达情感。
3.2 符号能指（内容部分）
作为抽象的概念，符号的存在价值在于其是一种
有意义的媒介物，事物通过符号来传递其背后所蕴含

图 5 蚁椅、天鹅椅和蛋椅

的意义与价值，
没有无意义的符号，
也没有不寓于符号

Fig.5 Ant chair, Wwan chair and Egg chair

的意义。符号的寓意既包含明示意又包括暗示意。
1）符号的明示意。符号的明示意顾名思义是通

仅形象生动活泼、充满趣味性，更是象征了那个时代
新的生活方式和斯堪迪纳维亚风格。

过对产品的造型、结构，尤其是特征部分、操作部分和
显示部分的设计来清晰无误地向人们诠释它是什么、

4 结语

有什么功能、如何才能进行正确的操作、安全性又如
何等问题。它是人们从感觉器官上能够直接获取的

符号所能传达的意义来源于人们对传统文化及

符号信息，从视觉上直接获取形态、尺寸、结构、色彩、

观念的提炼，反之，亦能将传统符号学概念运用到现

状态等特征，触觉上直接感知产品的肌理、温度、硬度

代文化中进行改造，从而推陈出新创造出新的符号。

等信息 。例如常用办公座椅的圆柱型转轴喻示人们

乔治·尼尔森说过，
“ 每一个真实而原始的创意，每一

可以坐于其上随意旋转，具有折叠功能的椅子通常通

项设计的发明，每一种新材料的使用，每一次科学技

过其“X”造型以及可徒手紧固的螺丝暗示人们其折叠

术在生产过程中的运用，大多都体现在椅子的设计

功能，见图 3。座椅上的各种零部件造型及结构也能

上。”把符号学原理引入坐具设计中，在整个坐具设计

用明确的符号语言向使用者传达正确的装配信息，令

符号系统中，符号的表现与内容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统

使用者能科学合理地理解和使用此类产品。

一体，相互依赖，集坐具的实用价值、审美价值、象征

[8]

2）符号的暗示意。坐具产品除了用直接外在形象

价值为一体，使产品的形式与功能更好的和谐统一，

表达其内容外，通常还具有很多隐晦的含义。例如特

才能创造出相对完美的坐具产品。通过挖掘更深刻

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宗教信仰、文化背景、心理状态等

的符号价值，给坐具设计带来更多的想法，设计出形

潜在意义，受众对符号的这些特征信息的解码方式往

态更美观、功能更优异、更符合现代人情感需求的人

往因人而异，人们对这些特殊信息的认知往往需要对

性化坐具，
同时也丰富了坐具的文化内涵。

某个领域有共同的领悟或理解。巴塞罗那椅[7]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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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强度；连接件采用耐磨性和润滑性好的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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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合金材料。助力装置的材料选用塑料和金属材料

Journal of Urban and Rural Enterprise Hygiene，2010，10（5）：

配合使用，能有效减轻座椅重量，
达到轻量化的目的。

58—5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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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2008.

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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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Acquisi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EMG[D].Hang-

针对老年代步车座椅存在的问题，应用工业设计
的相关知识，从辅助站立和轻便、舒适的角度提出一

吴剑锋.基于肌电信号的人体下肢运动信息获取技术研究

zhou：Zhejiang University，2008.
[5]

种老年代步车助立座椅的设计方案，为老年人代步车

苏 胜. 辅 助 站 立 椅 人 机 评 价 研 究 [J]. 包 装 工 程 ，2010，31
（20）：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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