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7 卷 第 14 期
2016 年 7 月

包 装 工 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113

基于情感交互理论的家具设计研究
孙辛欣 1，2，许柏鸣 1
（1.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 210037；2. 南京理工大学，南京 210094）
摘要：目的 研究家具设计中的情感交互形式及设计方法，丰富家具设计理论，并指导设计实践。方法
将情感交互理论导入家具设计中，结合案例分析并形成基于用户情感交互形式的家具设计方法。结论
指出了情感交互具有提升家具品质的价值。人与家具的情感交互分为审美导向、效用导向及互动导向 3
种形式。在此基础上，探索了以审美为导向的家具形象情感交互设计、以互动为导向的家具操作行为
设计以及以互动为导向的情感体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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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niture Design Based on Affective Interaction Desig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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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emotional interaction form and design methods in furniture design, enrich the theory of furniture design and guide the design practice. The emotional interaction theory is introduced into furniture design, combined with
the cases analysis and forming furniture design method based on user emotional interaction. It points out the value of the emotional interaction with raising the quality of the furniture. The emo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furni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aesthetic, utility and interactive guidance three forms. On this basis, it explores the aesthetic oriented furniture image emotional interaction design, interactive oriented actions of furniture design and function oriented emotional experien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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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家居空间质量要求提
高，家具不再被看成是孤立的产品，也不仅仅局限

1 家具设计中情感交互理论的导入

于是生活中的一件使用工具，更是具有生命的物体。
同时，随着交互设计、情感设计理论的兴起，家具
设计不再是一门孤立发展的学科。家具与纯粹的客
观事物相比，是一种人造物[1]，人作为家具的使用者，

1.1 解析情感交互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会从一切周边事物中感知

对家具设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更应该重视它

到情感的表达，包括产品、物体等[1]。当人与物之间

与使用者之间的情感交流。如何促进人与家具的交

发生互动时，人对物的感性评价便是情感。情感交

互，让人这个主体在家居环境中拥有更加高效、愉

互是一种设计师、产品与用户之间进行情感对话的

悦的情感体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设计方式，它以满足用户情感需求为基础，在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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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品的交互过程中得到情感满足。情感交互设计

理解家具设计中人与产品的情感关系。

并不只是创造一个讨好视觉的产品，它的最终目的

1）激情：以审美导向为基础的情感反应。激情

是结合设计的不同方面及用户需求，传达产品个性

是以审美为基础的，人们之所以会被身边的人所吸

及品质，以期符合目标受众或用户群体的情感需求。

引，是因为他们流露出的外貌、声音等对人们产生

家具是在人类生活场所中使用的器具，家具设

了吸引力。与此同时，主体对这些特征属性迅速无

计中的情感交互是在满足功能及使用需求的基础

意识地评估。一般情况下，如果一种产品的审美元

上，从用户的内在情感和精神出发，融入更多的“情

素在用户眼中是正面的，会传达积极的产品个性。

感因素”，并将其转化为设计语言，创造出令人愉悦、

而如果又能激发出较高的情感唤醒度，形成的个性

感动的家具产品，成为用户可认知的家具载体，使

会更加鲜明独特，因此，当用户被家具产品优雅的

人在其中找到情感归宿，最终与家具在互动过程中

外观、舒适的触感、迷人的气味等正面的审美特性

产生情感共鸣。

所吸引时，会产生购买或使用的激情。

1.2 情感交互理论在家具设计中的价值

2）亲密：以效用导向为基础的情感关系。人与
人之间要形成亲密的关系，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目前的家具产品多是注重产品的物理属性，而

的交谈和接触，在这个过程中，会无意识地评估相

忽略了用户对家具的情感需求，存在千篇一律、过

互之间的风格是冲突的、互补的还是相似的。家具

于单调乏味的问题[2]。一方面家具产品是以适应人的

是一种伴随生活长期使用的产品，在产品使用过程

精神需求而存在的；另一方面家具设计包含着人们

中，若发现家具功能具有可靠性，能够满足使用目

对未来生活的理想和观念，并以家具的形式表现出

的，操作便利，会感觉他们与家具产品之间出现更

来。由此可见，家具对于人们精神需求和观念文化

为强烈的连接或亲密，进而拉近人与产品的距离，

的创造具有重要的意义，家具在精神文化中的地位
及表现形式值得去探究[3]。

产生“亲密”的情感状态[5]。
3）承诺：以互动导向为目标的情感体验。承诺

情感交互无形地存在于产品中，并作为改善用

是在激情与亲密的基础上而展开的，是双方在长期

户体验的一种方法，贯穿于交互设计的细节中。将

信任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的关系，这多是一种有意识

情感交互理论引入家具设计中，超越了原有单纯的

行为。同样，人们在与家具的长期交互过程中，
“日

功能主义或玩弄外观的式样主义，把家具、空间、

久生情”便会产生信任与承诺。这时，产品与用户

活动、情感看作一个整体，人通过行为活动与空间

建立了一种较好的且长久的情感关系。

中的家具进行互动，家具承载并反映着人的情感。
一方面，设计师将情感及理想融入家具设计中并传

3 家具设计中的情感交互设计方法

达给用户；另一方面，用户在使用家具过程中获得
情感体验，产生有意义的活动及影响。基于情感交

根据上文分析的家具设计中的情感形式与设计

互理论的家具设计，将用户使用过程中人与家具之

目标，将家具设计中的情感交互方法总结为：以审

间形成的交互行为纳入考量范围，注重在人与家具

美为导向的家具形象设计、以效用为导向的家具功

的情感互动中沟通情感，着力于培养人与产品的感

能设计和以互动为导向的家具操作行为设计。

情，丰富生活体验，并产生美好的回忆，从而达到
感性与理性的共鸣，提升家具品质。

1）以审美为导向的家具形象设计。用户对家具
印象的捕捉首先从其外观形象开始，通常根据“好
看”、“丑陋”、“可爱”或“坚固”等来直观表达对

2

家具设计中的情感形式与设计导向

产品的外观印象。视觉愉悦的家具产品不仅可以吸
引用户的注意力，而且还能激发用户使用家具的积

斯顿伯格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描述成 3 种形式

极性，调动愉悦的情感因子。在家具设计中，运用

的爱：激情、亲密和承诺，研究统称为“爱”的不

形式美及造型法则设计家具的造型元素，从而实现

[4]

同情感 。将产品作为一种具有情感的物体，这 3 种

形态、比例及色彩的和谐。在这个过程中，要达到

形式的“爱”同样也可以描述用户对于产品不同的

视觉的情感化，还可以使用趣味化的或能够唤醒用

情感反应，将此理论引入家具设计中，可以更好地

户情感记忆的形态元素来打动用户，使用户对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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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一见钟情”。蝴蝶椅见图 1，作为一位艺术气

问题探讨已久，但在家居环境中被人经常使用的情

质极为浓厚的女大师，Nanna 坚持在家具中融入情

境下，家具的效用具有重要位置。人与产品交互中

感化元素。如她所言：“我尝试所有方面的可能性，

的情感来自人们在对产品的使用过程中所感知和体

即技术、材料、形式和功能，但我心中最关心的仍

验到的功能效果，即产品的效用带给人们的情感体

是人的情感因素。”她非常注重产品的形式美好和情

验[8]。家具的使用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人们在使

感因素，在家具设计方面她对具有节奏与韵律美感

用家具提供的各种便利时，可以体验到各种各样的

的圆弧、环形等几何造型有着特别的爱好，因此，

情感，包括快乐或忧伤、愤怒或满意、放松或焦虑、

她从蝴蝶这种具有大自然造化的美丽昆虫中汲取灵

积极或消极，都会将自己与家具互动时体会到的情

感，并用于她的家具设计中，创造了一系列蝴蝶椅，

感与其本身联系起来，因此，在家具设计中，较好

家具造型富有韵律，成功激发了用户的视觉情感因

的家具产品功能能够引导用户从“使用产品”到“体

素，成为现在家具设计中非常独特的珍品。人们对

验产品”，带来深远的情感意义。家具产品的功能不

家具的本能反应并非仅仅涉及视觉外观，也会判断

仅要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具有可靠性，而且从情

由听觉、触觉、嗅觉或味觉所产生的吸引力。其中，

感需求出发的创新性功能更能唤醒情感共鸣。例如，

触觉在家具设计中尤为重要。家具设计的触觉交互

Happily Ever 见图 3，产品在满足基本的坐具功能的

性是让人在与家具的接触中，充分体验触感的美妙，

同时，加入狗屋的设计概念，一物多用。设计师在

不仅让使用者的手和身体触摸到家具，而且还要让

家具的功能设计时将人与物的交互纳入其中，用户

使用者的情感得到一个反馈，让使用者在使用家具

在“坐”的同时与宠物互动、玩耍。此时，产品不

[6]

的过程中有一个完美的触觉体验 。一件家具的使用

单单具有使用功能，同时成为人与宠物互动交流的

是一个长久性的伴随过程，这其中触觉体验是最敏

工具，是激发情感的载体。

感的，家具的材质摸上去亲切，椅面坐上去贴合舒
服，这种舒适的愉悦体验同时带来的是美好的情感
交互过程。同时，触觉的情感交互不仅仅体现在良
好的家具材质及合理的人机工程学运用上，同时还
表现在用户通过“触”的动作与家具发生的互动过
程，在触摸家具的同时触动情感。2009 年红点设计
的获奖作品会呼吸的椅子见图 2，椅子整体像一块海
绵，表面为弹性物质，内里有一个提供主要支撑的
核心，在“触”的过程中，当身体坐下去时，与椅
子本身相互适应，提供舒适柔软的包裹感，产生出
人意料的触觉交互体验，带动情感互动。这一设计
改变了传统家具与用户的交互方式，由静态被动交

图 3 Happily Ever
Fig.3 Happily Ever

互转化为动态主动交互，同时在人与家具的使用过
程中，使平淡无奇的使用与被使用者之间产生一种
极为依恋的微妙情愫[7]。

3）以互动为导向的家具操作行为设计。生活中
大多数家具产品从造型上很容易认知其功能，产品
的使用方式一目了然，对此类家具产品的情感交互
进行研究，主要侧重行为的情感交互，具体是家具
使用方式的研究。家具的使用方式是在满足最基本
的使用功能基础上，思考如何形成更加生动、便利、
趣味化的操作方式，在人操作家具的过程中融入情
感。例如，在家具的拆装组合、搬动、操作过程中

图 1 蝴蝶椅
Fig.1 Butterfly chair

图 2 会呼吸的椅子
Fig.2 Breathing chair

2）以效用为导向的家具功能设计。功能与形式

融入互动，带给用户难忘的情感体验过程。交互性
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双向互动的性质[9]，其中用户行为
是交互设计关注的焦点。在行为的情感交互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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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用户使用家具的行为过程中获得乐趣、体验舒
适，从而产生愉悦的心情，带来情感满足。在家具
的功能设计及操作流程设计中注重互动性及情感性
的融入。例如，涂鸦椅见图 4，该产品打破了传统家
具与用户的交流关系，为儿童提供了一个玩乐及学
习的互动载体。设计师通过将儿童涂鸦活动与游戏
化行为相结合，桌子外表面为画纸，孩子不再局限
于画纸的大小。同时，家具被赋予多样化的使用方
式，父母可以参与到孩子的涂鸦活动中，进而带动
人与人、人与物的交流。当家具从单纯的功能性物
品转化为以情感互动为基础的综合性产品时，用户
体验随之增强。

图 4 涂鸦椅
Fig.4 Graffiti chair

4

结语
家具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功能性物质产品，而且能

使人在接触和使用的过程中，产生某种审美快感和引
发丰富联想[10

—11]

。家具设计也不仅仅是对功能及外观

的设计，而且更需要关注对用户情感的满足。现代家
具设计中，将科技、艺术与人文情感相融合，赋予家
具情趣及活力，带给用户丰富的情感体验，因此设计
师需要探索用户情感需求，通过设计方法及技术，使
家具具有不同的情感属性及表达形式，同时突出家具
给予的体验，达到人与家具的情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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