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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原型理论的图标特征识别与应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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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本文从原型理论的角度探讨自然形态与人工形态图标特征识别的认知心理规律与应用设计。
方法 采用认知心理实验的方法，分别将自然形态图标与人工形态图标特征识别的实验结果进行比对分
析，并依据实验结果阐述图标特征识别的认知理据，并结合具体的图标案例探讨其应用设计的方法。
结论 在设计活动中，表现事物认知范畴中共同特征的自然形态图标和表现造物之初事物特征的人工形
态图标特征识别强度最高，这两种类型的图标能够与隐蔽在长时记忆中的原型达到匹配，进而准确有效
地完成图标特征识别的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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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n Feature Recognition and Application Design Based on Prototype Theory
WANG Xue-ji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iscuss the rule and application design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recognized by icon features in natural form and artificial 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rototype. By using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 metho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natural and artificial icon feature recognition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cognitive motivation of icon feature recognition was elaborated, and its application design method was discussed with specific icon cases. In the design activities, the natural form icon representing
the common features in the cognitive category of things and the artificial form icon representing the features of things at
the beginning of creation have the highest recognition intensity. These two types of icon can match the prototype hidden
in long-term memory, and then decode icon features accurately and effectively
KEY WORDS: prototype theory icon feature recognition; natural form icon; artificial form icon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时知觉着各种图标传达的
信息，即使同一图标大小、位置等刺激信息在变，但
是知觉所认识到的图标是相对恒定、不变的，这种知
觉的恒常性揭示了人类具有特征识别的能力 [1]。图标
的特征识别过程包含了人的感觉、知觉、记忆等过程
以及在辨识图标刺激物的认知搜索之间复杂的相互作
用 [2]。尽管图标识别过程是如此的复杂，我们仍然能
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准确地识别图标的形状，并产
生正确的认知判断与行为反应。那么，什么样的图标

形状特征才能实现信息的准确、有效地传达？在设计
活动中，设计师如何判断与选取最具有特征识别的图
标形状进行设计？这些正是本文所努力探讨的问题。

1

原型理论的提出

原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是由的美国伯克利
加州大学埃莉诺·罗施（Eleanor Rosch）为代表的学
者所提出的，对于图标特征识别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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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用 [3]。原型理论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有一个认知
范畴，原型是事物认知范畴的中心成员，认知范畴的
成员特征识别强度逐渐递减，范畴边缘成员的特征识
别是模糊不清的 [4]。当事物的形状在模式识别的过程
中与长时记忆中存储着的原型对照检验时，如果能够
互相匹配，则该事物的形状就能得到识别。这种理论
阐述立足于对客观世界的观察，提出了认知范畴与原
型的全新研究视角。原型理论的假设包含了同一个事
物认知范畴中许多相似的形状，原型则是事物认知范
畴中最具特征识别的形状。原型理论最大贡献在于将
研究的注意力放在模式识别的“内部”结构上，能够有
效地解释了模式识别的多样性、准确性，更适合于神
经学上的经济性和记忆搜索过程 [5]。为了便于探讨图
标特征识别规律与应用设计实践，这里将图标形态划
分为自然形态图标与人工形态图标，并分别通过这两
个类别的图标认知心理实验与应用设计案例展开进
一步的深入讨论。

2
2.1

图标特征识别与应用设计研究
自然形态图标特征识别与应用设计

自然形态是客观事物在生存之中生成的与自然
环境相适应的形态，具有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特
征，形态比较稳定。自然形态图标是以自然界中各种
客观存在的事物形态为表现对象的图标，比如人物图
标、动物图标、植物图标等 [6]。为了验证自然形态的
图标特征识别强弱，笔者从北京科技大学招募了 70
名实验参与者（19 岁至 26 岁，男性 35 名，女性 35
名），均具有正常的认知识别和理解能力。狗图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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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特征识别强弱实验见图 1，实验的主要任务是让
实验参与者分别选出狗和西瓜最理想的图标。从实验
结果看，狗的认知范畴种类繁多，有杜宾犬、腊肠犬、
沙皮犬、贵妇犬等。方案 A 选择人数最多，形态特
征识别最高，是狗图标的原型，属于这个范畴的中心
成员。方案 B 杜宾犬、方案 C 腊肠犬、方案 D 沙皮
犬、方案 E 贵妇犬选择人数逐步递减。贵妇犬处于范
畴的边缘位置，特征识别比较模糊。另一组西瓜图标
的形态特征识别强弱实验的结果也是如此，西瓜图标
的形态特征识别强弱实验见图 2。在西瓜所组成的范
畴中，将不同角度和切法的西瓜进行了测试，方案 A
选择人数最多，是识别强度最高的原型；方案 E 处在
范畴的最边缘，西瓜特征识别最弱。
上述两组自然形态图标特征识别实验表明, 自
然形态图标特征识别强度最高的是表现事物认知范
畴中共同特征的图标，即这一事物认知范畴中所有成
员共同具有的普遍性特征。这一认知心理现象的产生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自然形态图标特征识别强度与认知心理过
程相关。人的认知识别过程存在着按照事物类别属性
划分的心理机制，根据图标的相似性归类在一起，这
是人们认知客观世界过程中心理机制的反映 [7]。图标
认知识别的过程包含了识别、归类、概括三个阶段：
首先，图标识别阶段。主要是指人在认知图标的过程
中将属于不同属性、不同类别的图标刺激进行区分。
其次，图标归类阶段。将由共同特征的图标形状归纳
为一个类别，同一类别认知范畴内的各个图标都有一
些相似性和共同特征，但又各有不同的特征，可以组
成一个有层次的连续体。最后，图标概括阶段。主要

图 1 狗图标形态特征识别实验
Fig.1 Experiment on dog icon morphological feature recognition

图 2 西瓜图标形态特征识别实验
Fig.2 Experiment of watermelon icon morpholog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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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进一步从归类的认知范畴中提取所有图标的共
同特征概括形成图标原型 [8]。原型是自然形态图标认
知范畴中的参照点，也集合了这一认知范畴中所有个
体的普遍特征。人们通常会用原型来衡量一个图标所
表现的事物是否属于某类认知范畴。这个道理和色彩
识别是相同的，在色环中最具有显著特征识别的色彩
是原型或者叫中心色彩，如红色、黄色、蓝色、白色
和黑色，这也是最容易识别的颜色。其它越临近边缘
的颜色变化越微妙越难以识别，黄绿色既是黄色的边
缘，也是绿色的边缘，蓝紫色既是蓝色的边缘，也是
紫色的边缘，不同的人容易给出不同的色彩特征识别
判断。
其二，自然形态图标特征识别强度与视觉经验相
关。自然形态的图标特征识别的强度是由人们接触该
事物特征的视觉经验所决定的，原型之所以特征识别
的强度最高，是因为每个个体从童年以来对这一类事
物的认知范畴中所有成员的共同形态特征不断地感
知，并且作为视觉经验在长时记忆中形成原型。它可
以长久地留在记忆中，最容易被记忆存储和提取，并
且作为视觉经验不断地积累，也最接近公众的期待和
预料，能够表征这一事物的理想形状。

在自然形态图标的应用设计实践中，设计师应当
选取认知范畴中的典型表象作为元素加以设计。比如
男女卫生间的自然形态图标设计见图 3，该认知范畴
中有许多可以表达男女的图标元素。与其它图标符号
相比较，简洁的男女人形图标最具有典型性和特征识
别性，也是从男女这一类人物的共同形态特征提取与
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典型表象，综合了人们先前日常
生活中知觉到的这一类事物的共同特征，是男女图标
设计中最具有识别强度的图标，依据这个最有特征识
别度最高的原型可以展开不同风格的图标设计。
2.2

人工形态图标特征识别与应用设计

人工形态是指人类有意识、有目的造物活动中经
过加工改造成为人类意识产物的再生形态。人工形态
图标主要是指以人类造物活动中所创造的人工形态
产品为表现对象的图标。与自然形态图标不同，人工
形态的图标很难找到认识范畴中与其原型匹配的具
有普遍特征的图标，为此，通过手机和洗衣店人工形
态图标的认知心理实验，进一步探讨人工形态图标特
征识别规律。手机图标形态特征识别实验见图 4，从
实验结果看，手机的认知范畴包括了各个年代不同样

图 3 男女卫生间的图标原型及其应用设计
Fig.3 Male and female bathroom icon prototype and application design

图 4 手机图标形态特征识别实验
Fig.4 Experiment on morphological features recognition of mobile phone i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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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手机造型，方案 A 是手机造物之初的形态，即
带天线的老式手机的图标选择的人数最多，特征识别
强度最高，也是手机图标的原型。方案 B 至方案 F
选择人数逐步递减，方案 F 处在范畴边缘，特征识别
比较模糊。另一组洗衣店图标形态特征识别实验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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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它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方案Ａ衣服下面放着洗
衣盆的图标选择人数最多，是被测者普遍认为特征识
别强度最高的图标。方案 B 挂衣服、方案 C 衣架、
方案 D 电熨斗、方案 E 洗衣筐、方案 F 洗衣机，选
择人数逐步递减。

图 5 洗衣店图标形态特征识别实验
Fig.5 Experiment on icon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recognition of laundry

上述两组人工形态图标实验的结果都表明了一
个共同点：人工形态的图标识别强度最高的是事物造
物之初的形态，也是人们回忆一种事物形态时最先想
起的表象，即指能对该事物作出最佳表征的造物之初
的形象，能够最快地得到辨认。它是认知范畴中形态
特征识别强度最高、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图标，也是
认知识别的参照点，并且能够与长时记忆中的原型匹
配。而认知范畴中其他各种图标特征识别强度逐步递
减，越到范畴边缘位置的图标特征识别越弱。这一认
知心理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后工业社会人工形态图标所表现的产品功
能语义变得越来越隐蔽。相比较而言，工业社会的产
品功能相对比较单一，产品的外观形态能够表现产品
的使用功能，作为图标也能够轻易地从产品外观结构
特征中识别其使用功能是什么 [9]。随着数字技术的飞
速发展，进入到后工业社会以来，不管是产品的功能
还是形式，都历经了从物质性到非物质性的转变过
程，后工业社会产品出现了多种功能的叠加，而功能
的叠加不等于外观形式的叠加 [10]。多种功能产品相对
应的外观形式被虚化，变成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非
物质的东西，再也不像作为实体产品的物质形式一样
可以表现其对应的使用功能。例如，早期手机外观的
天线、按键等能够表达通话的使用功能，而今日智能
手机的使用功能除了通话以外几乎拥有和平板电脑
一样的使用功能，这些叠加的功能都变成一种非物质
形式，难以反映手机产品的功能语义。
其二，在用户需求的驱动下，人工形态图标所表
现的产品外观形式的变得越来越个性化和多样化，已
经难以从产品外观形式判断与之相对应的使用功能
了。在物质生活极大丰裕的时代，产品的使用功能已
经不是用户的唯一需求，尤其是青年用户更希望购买
到外观更加新颖、独特、有趣的产品，以彰显自我标
新立异的身份。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年轻一代的消费
需求与审美需求，产品外观设计的更新迭代速度也变

得越来越快，即使是同一类型、同一种功能的产品在
其结构设计和外观设计上都呈现出个性化和多样化
的发展趋势，琳琅满目的外观设计使人难以辨别其使
用功能。例如洗衣店的图标，衣服与洗衣盆的图标识
别强度高，而洗衣机的图标由于今日产品外观形式的
个性化和多样化不再表达其洗衣服的使用功能，难以
被人快速识别。人工形态的图标所表现的产品外观形
式难以识别其使用功能，只有该产品造物之初的形态
能够反映事物的使用功能，特征识别的强度也最高。
在人工形态图标的应用设计实践中，设计师应
当选取认知范畴中产品造物之初的表象作为元素加
以设计，图标所表现的人工产品的形态应该避免过
度个性化，充分考虑到图标的通用特征识别的因素。
例如灯具图标原型及其应用设计见图 6，该认知范畴
中有许多不同年代的灯具产品形态，随着技术革新
与用户需求的改变，如今灯具的产品形态变得越来
越个性化和多样化，只有灯具造物之初的原始形态
才是这一类事物的原型，能够与人的长时记忆中的
原型相互匹配。

图 6 灯具图标原型及其应用设计
Fig.6 Lamp icon prototype and its applic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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