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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浴产品适人性设计因素研究
李 珂
（河南工业大学，郑州 450007）
摘要：以卫浴产品在现实生活中的操作、运用为载体，研究、分析卫浴产品适人性设计的主要因素，结合卫浴产品在
与人接触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产品的操作流程以及工作方法，论述了卫浴产品适人性设计的研究价值，进而分析
设计的可行性。以此为基础，提出卫浴产品适人性设计应从形状因素、操作因素、合理尺度、色彩因素和材质因素等
方面进行，并通过以上因素探究卫浴产品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和卫浴产品设计的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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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hroom Products Suitable for Human Factors Design
LI Ke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engzhou 450007，China）
Abstract：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 and use of sanitary products in the real life, it analyzed the main factors of sanitary
products suitable for human design. Combined with the problems, product operating procedures and working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sanitary products in contact with people, it discussed the research value of sanitary products suitable for
human design, and then analyze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design. Based on this, it proposed that sanitary products design
should be applicable to human shape factors, operational factors, a reasonable size, color and material factors factors and
other aspects. And through above factors, it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nitary products and user, sa well as the
reasonable range of sanitary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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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人性设计，是指器物设计中主动对器物表面与

人性化设计是对产品设计提出更广阔、更理想化

人的感官直接发生接触的部位的适应性设计。它的

的观念，是产品设计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人性化设计

具体目的，是要尽可能的使器物对人的感官提供舒

是产品的科技、功能、艺术美感和人性相结合，使产品

适、愉悦的心理、生理服务效果，无论是视觉、触觉、肤

和人之间达到高度的契合。适人性设计对于产品设

觉、听觉、嗅觉。

计的要求更为具体和实际，要求与人发生接触的产品

在当今这个时代不但要求设计师具备设计意识，

的部分能适应人的习惯和满足某方面的需求。人性

消费者同样也要具备设计意识，这样设计出的产品才

化设计则包括更加全面的对人的认知，人性化包括生

能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人们要观察并且关注生

理层面和心理层面以及更为抽象灵魂层面的属性，因

活中的不方便，而适人性设计需要关注的地方往往就

此人性化设计只是理想的状态，一个产品只能满足人

藏匿在这些“不方便”之中。设计师则应当换位思考，

的生理或心理的某些层面的需求。因此，适人性设计

以消费者的角度为出发点，关注设计和产品在使用上

是在当前科技水平等条件下比较现实的设计方向和

给消费者带来的不便。设身处地的站在消费者的角

观念。

度重新审视产品和设计，这是多样化时代设计者应具
备的设计意识。

卫浴产品适人性设计是指卫浴产品的器形和功
能与人的感官直接发生接触的部位的适应性设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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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卫浴产品在使用时对人的感官提供愉悦的心理和

制键的位置、大小、图示尤为重要。如智能马桶控制

舒适的生理服务，从视觉、触觉、嗅觉、肤觉、听觉等方

键设计，主次分明图形、文字 2 个部分说明，见图 2。龙

面满足人们的需求 。
[1]

1 形状因素
卫浴产品的形状因素是卫浴产品适人性设计的
第一因素，产品的形状必须安全并符合国家标准，由
于人在使用卫浴产品时是处于没有身体保护和与皮
肤直接接触的状态，因此形状要素必须满足以下几个
方面的条件：卫浴产品整体的形状不能有尖利锋锐的
角、边、棱，整个产品的接触面要圆润或做过修边处
理；具体的卫生洁具如：马桶、妇洗器等产品边缘要圆
润，控制键的形状不能有尖锐的突起；浴缸的外形避
免过多的转折，防止撞伤。内形要圆滑，防止皮肤接

图 2 智能马桶控制键
Fig.2 Intelligent control key toilet

头和淋浴花洒由于二者都要控制热水，所以对于水温
的控制很重要，防烫伤、水恒温。例如科勒 DTV 智能
恒温数字淋浴系统，在操作方面的设计非常独到，利
用一个独立的温控芯片来控制水温，在出现误操作温
度超出人体需求范围时水流自动停止。这是利用科
技手段来实现操作的简便，见图 3。面盆的防溅功能

触时被割伤，底部的防滑设施形状合理；面盆的边缘
要做处理，面盆台的边角避免尖锐；龙头和淋浴花洒
以流线形态为主，手柄和龙头开关的形态符合人的生
理构造，要做必要的防滑处理；浴室收纳产品设计要
避免螺丝钉、挂钩、挂杆、收纳板等部件的不安全因
素，避免尖利形状的出现。例如水龙头的开关设计，
在尺度符合手掌尺度范围内的条件下，开关边缘必须
做圆滑处理，见图 1。

图 3 科勒 DTV 智能恒温数字淋浴系统
Fig.3 KOHLER DTV intelligent temperature digital shower system

和防阻塞功能很重要，面盆在接受水流冲击时应该有
防溅的设备和措施。
增加卫浴空间的娱乐功能，防止卫浴时的孤独感
和紧张感。卫浴产品设计时增加可爱的元素来分散
图 1 水龙头的形态
Fig.1 Chart of the tap

人们的注意力等。设计功能集中的换气、除湿产品增
加健康的因素。
创新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它是以心理学和认知
学思维模式的理论为依托，从认知学的角度来说人的

2 操作因素

思维可分为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知觉思维和灵感思
维[2]。对一个专业设计师来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是

卫浴产品的操作因素是卫浴产品适人性设计的

必须具备的思维方式，还有准确的认知思维和必须的

第二因素，产品的功能和操作必须准确、恰当，不能一

灵感思维。灵感思维是顿悟和激发性的，是设计者最

味的累加功能，功能的设定必须使消费着在使用时感

重要的需求。

到安全、方便、易用。因此功能因素必须满足以下几
个方面的条件：浴缸的功能设定不能太过繁琐，功能

3 合理尺度

设置区域尽量集中。马桶的智能化是现在主要的发
展趋势之一，由于附加了很多功能，所以特别容易造
成操作的不便，因此，在人机界面设定这些功能时，控

合理的尺度是卫浴产品适人性设计的第三因素，
合理的尺度就意味着产品设计必须符合人机工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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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原则。产品尺度设定时必须准确着眼使用者的

品中与人的活动联系起来后，它便成为人类情感的载

不同人群，合理的尺度主要是指合理的空间尺度和产

体，承载人们对情感的诉求 [4]。色彩在卫浴产品设计

品尺度，因此合理的尺度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产

中的作用除了刺激消费者生理现象，还有表现生活情

品合理的空间尺度。面盆的尺度必须符合人手臂的

趣和体现生活品位的作用。因此，恰当的色彩必须满

尺度和工作范围，面盆的深度设定合适，防止溅水的

足以下几个条件：由于卫浴产品的产品性质决定了卫

问题大多和面盆的深度有直接关系。浴缸和淋浴间

浴产品的色彩以单一、洁净的色彩为主，白色依然是

的尺度符合人体测量的尺度和人的活动习惯，浴缸的

卫浴产品的主要颜色，由“白”这种色彩加以材质，通

深度设定合适，避免不同个体洗浴时发生溺水的危

过触觉方面的刺激，
使人和物质发生关系[5]。

险。如正常浴缸的深度应该在 580~600 mm 之间，宽

不同的消费群体对卫浴产品色彩的需求不同，年

度在 700~750 mm 之间，如果尺寸有太大的偏差就会

龄、性别、职业和受教育程度是决定色彩喜好的因

出现问题 。水龙头和淋浴花洒的尺度设计符合人手

素。不同色彩对不同人群的心理影响也是不同的。

的操作需求，手柄的长度要适中。控制按钮尺寸大小

卫生洁具、浴缸以白色为主，但是可以考虑性别的差

合适，并且考虑到人紧急时候的保护尺度。马桶的尺

异在色彩上的不同需求。卫浴产品的色彩要能够融

度要考虑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尺寸跨度，符合人机

入卫浴空间的整体色彩之中，在具体设计中可以对同

工学中适用人群的范围，见图 4。

一形态的产品尝试赋予不同色彩搭配，如此可以满足

[3]

更多不同品味和空间风格的需求，还可以针对产品专
门设计与产品相配合的彩色贴纸，让消费者自己进行
色彩选择，
增加产品的销售点，见图 5。

图 5 彩色的马桶
Fig.5 Colored toilet

5 材质因素
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属性，对人的感官和心理带
图 4 浴缸和水龙头的尺度

来不同影响，例如光滑、洁白的陶瓷会使人舒适、心态

Fig.4 Bath and faucet scale

平和。透明的玻璃会增加视觉的层次感，给人带来更
多的乐趣和欣赏。磨砂的玻璃会有一种朦胧的美感，

4 色彩因素

可以诱发人们寻幽探胜的心理。金属的不同表面质
感会给金属赋予不同的属性。石材和木材是天然材

恰当的色彩是卫浴产品适人性设计的第四因素，
关注色彩对人心理的影响，充分考虑不同人群、不同

质，通过不同的加工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或自然
或细腻，
见图 6。

环境中消费者的心理需求以及色彩对心理的影响进

材料的生态与否对于整个人类的长远发展至关

行设计，色彩是最容易被视神经感知的因素，感知的

重要，可以延伸一下关于密斯的“少即是多”论断，关

速率也是最快的，色彩是产品和用户之间相互沟通的

于人性化设计理论可以这样解释，减少消耗就是多产

触点之一。

出，减少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就意味着可以更多、更长

色彩本身并没有情感在其中，但是当色彩处于产

的利用能源。这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福祉。高分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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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困难，而且产品设计的划分越来越细致，只有
真正抓住人和人群的特点的设计才会有特点，才能做
到设计服务于人，
设计以人为本。

图 6 各种材质的卫浴产品
Fig.6 Sanitary products of various kinds of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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