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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基于微信平台的H5广告设计策略分析 

作者 谭坤，吕悦宁 

单位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摘要 目的 对基于微信传播的H5广告设计策略进行分析，力图为H5广告设计师和

企业品牌传播提供借鉴。方法 列举了4种常见的H5广告类型，从H5广告的营

销目标与页面形式出发，结合设计案例进行分析，探讨有效的H5广告设计策

略。结论 H5广告中的交互元素可增加用户粘度，故事主线的置入可引发用

户的情感共鸣，助力品牌的传播，激励用户参与广告传播可强化品牌感知，

合理运用技术实现流畅的交互体验，可促进品牌形象的提升。 

关键词 H5广告；用户体验；参与感；用户情感 

作者简介 谭坤（1982—），女，山东人，硕士，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

究方向为互动媒体设计。 

下载量 835                     刊期 2016年10月 第37卷 第20期 

 

 

文章标题 新媒体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中的创新应用 

作者 吕燕茹1，张利2
 

单位 1.北京工商大学；2.普渡大学 

摘要 目的 研究新媒体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中的创新应用。方法 分

析新媒体技术与数字化展示之间的关系，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展示

设计模型要素，分析多元化数字展示中的新媒体技术的应用现状，研究新媒

体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中的创新应用，从传统文化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动画可视化创新应用、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移动交互式应用、

传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虚拟仿真展示、基于移动终端的智慧展览体验

等方面进行阐述。结论 新媒体技术的创新型应用有利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文化，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 

关键词 新媒体技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创新应用 

基金项目 2014年北京市社会哲学基金青年项目（14WYC044）； 

2013年北京市委组织部2013年北京市优秀人才资助（2013D-005003000006） 

作者简介 吕燕茹（1983—），女，山东人，硕士，北京工商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为新媒体动画设计。 

下载量 818                     刊期 2016年5月 第37卷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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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移动互联网视角下老年人智能产品服务设计研究 

作者 李雪亮，巩淼森 

单位 江南大学 

摘要 目的 对老年人在特定信息环境下的需求进行分析，研究面向老年人的智能

产品的趋势及前景。方法 通过探讨移动互联网视角下产品服务设计的内涵

和发展，基于老年人的特征和需求分析智能产品服务的趋势和挑战。结合服

务设计的要素和方法，并针对老年人特定的需求和机会点，对相关案例进行

分析，提出了面向老年人的智能产品服务设计策略。结论 以老年人为切入

点，探讨了最新的技术应用对特定人群的介入手段和适用过程，为应对移动

互联网背景下的社会问题和商业机遇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依据和参考。 

关键词 工业设计；产品服务设计；移动互联网；老年人；智能产品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13ZD0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1YJC760018） 

作者简介 李雪亮（1990—），男，河北人，江南大学硕士生，主攻服务设计和基于移

动互联网的社会创新。 

通讯作者 巩淼森（1978—），男，浙江人，博士，江南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战略设

计、可持续设计和服务设计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下载量 802 刊期 2016年1月 第37卷 第2期 

 

 

文章标题 基于旅游纪念品及相关文创产品的设计策略 

作者 磨炼 

单位 广州美术学院 

摘要 目的 在重视文化创意产业、旅游经济、强调设计驱动的大背景下，探讨如

何有效地开展旅游纪念品及文创产品设计的研发工作。方法 在战略层面上

应有大局意识，从现有文创产品困境与问题出发，确保创意的综合性和立体

性。在设计操作实操层面，通过对于生活形态的理解和认知，以“接地气”的

方式，使得文化能走入寻常百姓的真实生活，并在使用中传播。结论 研究

文化元素，不代表以文化符号标签化的方式强加于产品，合理的元素植入合

理的产品载体才是保证设计不偏离的关键。 

关键词 创意；文化；产品设计；策略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项目（2014WQNCX098）； 

广州美术学院校级科研项目（15XJA013） 

作者简介 磨炼（1980—），男，广西人，硕士，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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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设计策略、生活方式及情感化设计。 

下载量 764 刊期 2016年8月 第37卷 第16期 

 

 

文章标题 复用型绿色快递包装设计理念探究 

作者 杨丽辉，覃京燕 

单位 北京科技大学 

摘要 目的 针对国内普遍存在的快递包装废弃物价值利用不足和过度排放的现

状，通过创新设计来挖掘快递包装的次级价值，以降低包装垃圾的排放频率，

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方法 秉承绿色包装设计的理念，提出复用的设计思

路来赋予快递包装以二次生命，寻找快递包装在被废弃之前得以复用的可能

性，开发出其全新的使用情境和次级功能。设计应本着创新性、实用性、易

用性、高品质、商业化等的原则和方法来进行。结论 复用型绿色快递包装

设计理念具有积极的环保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复用；绿色包装；快递包装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173012）；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00022418） 

作者简介 杨丽辉（1979—），女，河北人，硕士，北京科技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平面

设计、品牌的跨媒介传播方面的研究。 

通讯作者 覃京燕（1976—），女，四川人，博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交互设计、信息设计、大数据的信息可视化、可持续设计、

数字文化遗产及数字娱乐等。 

下载量 758                         刊期 2016年5月 第37卷 第10期 

 

 

文章标题 “互联网+”背景下的品牌设计与推广特点研究 

作者 马云，虎雅东 

单位 西安工程大学 

摘要 目的 研究在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的品牌设计和推广的新趋势,研究基于互联

网技术的品牌设计和推广的新趋势。方法 结合当前互联网品牌设计和推广

的成功案例，归纳品牌设计和推广在消费者情感、用户体验、品牌视觉和新

媒体方面所具有的特征。结论 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建立品牌形象，是“互联网

+”背景下制定品牌营销策略应关注的首要问题。企业只有深刻认识和遵循以

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才能为企业在品牌设计和推广上带来更大的突破，给消

费者留下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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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互联网+；品牌设计；推广 

作者简介 马云（1971—），女，陕西人，硕士，西安工程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为品牌设计、图形设计和产品设计。 

下载量 754                         刊期 2016年5月 第37卷 第10期 

 

 

 

 

文章标题 探析宜家家居产品设计成功的核心要素 

作者 陈红娟，王戈锐 

单位 陕西科技大学 

摘要 目的 分析宜家家居产品的设计语言，并对宜家家居用户体验的设计进行研

究，为家居产品的人性化设计提供建议，实现更能体现家庭温暖和情感需求

的家居产品设计。方法 对宜家家居的市场定位、设计理念、用户体验进行

分析，并结合相关实例进行深入研究，剖析宜家家居产品设计成功的核心要

素。结论 家居设计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设计，在关注用户需求的同时

也不能忽视对其家庭成员的关爱，在设计过程中应采取让消费者参与的设计

方式，做到从设计到生产上的以人为本。 

关键词 品牌理念；设计风格；用户体验；生活方式 

作者简介 陈红娟（1978—），女，山西人，陕西科技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

品品牌化和产品交互设计。 

下载量 700                         刊期 2016年1月 第37卷 第2期 

文章标题 神经心理学下的潜意识交互设计方法 

作者 刘柏松，辛向阳，刘源 

单位 江南大学 

摘要 目的 探析在神经心理学为指导理论下的潜意识与交互设计结合所能产出的

设计方法。方法 通过对原有的潜意识理论指导下的设计方法的研究，得出

潜意识理论与设计学科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通过对交互设计和神经心理

学下的潜意识理论研究，得出该理论与交互设计结合的可能性及应用方向，

通过对神经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对现有案例的分析，得出应用新潜意识理论

的设计方法。结论 在理论研究和案例解读的基础上，提出了神经心理学下

的潜意识交互设计的两个方法，即习惯导向式设计和预期对话式设计。 

关键词 交互设计；神经心理学；潜意识；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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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12BG055）； 

江南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重点项目基金（JUSRP51326A） 

作者简介 刘柏松（1989—），男，满族，黑龙江人，江南大学硕士生，主攻交互设计。 

通讯作者 辛向阳（1971—），男，安徽人，江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

向为交互设计、文化产品创新和设计理论。 

下载量 575                        刊期 2016年5月 第37卷 第10期 

文章标题 基于TRIZ理论的快递包装设计研究 

作者 柳丽娟，孟永刚，方拓 

单位 南昌大学 

摘要 目的 分析快递包装的弊端，研究创新的设计方式。方法 分别对快递产业链

的各用户进行调研，归纳总结问题，并充分结合TRIZ理论，提出快递包装的

理想解，针对快递包装设计过程中产生的冲突问题，利用40条发明创造原理

进行改进。结论 快递包装设计决定了快递运输行业的发展高度，生态环保、

便捷、人性化的包装设计有利于快递行业构建系统化的优质服务模式。 

关键词 快递包装；设计；TRIZ理论 

作者简介 柳丽娟（1991—），女，山东人，南昌大学硕士生，主攻工业设计及交互设

计。 

通讯作者 孟永刚（1980—），男，河北人，博士生，南昌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设计理

论与方法、区域经济及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 

下载量 561 刊期 2016年4月 第37卷 第8期 

文章标题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产品的迭代创新设计方法研究 

作者 席涛，郑贤强 

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 

摘要 目的 构建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产品迭代创新设计的方法。方法 通过对现有互

联网产品迭代设计的分析，论述了大数据思维在互联网产品设计中对其设计

范围、设计理念与设计方法3 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并提出定向广告投递，

定制用户潜在需求，动态优化市场推广营销策略的互联网产品迭代创新设计

的方法。结论 论述了运用大数据思维进行互联网产品迭代设计的优势与注

意点，为互联网产品设计的发展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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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数据思维；互联网产品；迭代创新设计 

作者简介 席涛（1971—），男，江苏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可

视化设计与传播 

下载量 543                       刊期 2016年4月 第37卷 第8期 

文章标题 智慧旅游背景下的景区公共产品与服务系统设计 

作者 丁熊，刘毅，刘珊，刘再行 

单位 广州美术学院 

摘要 目的 在我国大力推进智慧城市、智慧旅游建设的背景下，研究公共产品及

公共服务系统创新的新思路。方法 以广东南海西樵山景区为例，通过顾客

旅程优化、服务界面创新、服务接触点设计等方法，开发出一系列智慧旅游

服务产品，包括景区各类特色设施和智能设施，个性化导览产品及服务，景

区特色服务，南海非遗文化体验装置等。在此基础上研究和探索一种软硬件

紧密结合、线上线下良好互动的智慧旅游服务系统设计方法。结论 综合利

用技术优势、地域文化特色的景区公共产品和服务系统创新，才能做到在内

容上更立体，在服务上更完善，在个性上更突出，在体验上更完美。 

关键词 智慧旅游；公共产品与服务系统；服务设计；用户体验 

基金项目 广州美术学院校级科研项目（13XJA0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2015FG00804）； 

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2015WTSCX052） 

作者简介 丁熊（1977—），男，江苏人，硕士，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公共

产品设计及服务设计方面的研究。 

下载量 543 刊期 2016年6月 第37卷 第12期 

文章标题 手机APP交互设计中动态色彩的视知觉研究 

作者 高玉娇，覃京燕，陶晋 

单位 北京科技大学 

摘要 目的 针对色彩心理学在交互设计中的应用规律，从时空维度中的生理、认

知和情绪3个方面，对手机APP动态色彩交互设计进行研究并探讨设计方法。

方法 首先从色彩的物理及生理感知，剖析流动色彩的设计因素，然后从心

理学研究色彩对情绪和认知的影响因素，最后从用户的交互操作情境、人对

动态色彩心理认知及手机平台的特质等多角度出发，通过案例分析，对比研



《包装工程》设计艺术类 2016 年高下载学术论文（TOP50）                7 

 

 

 

 

究动态色彩与静态色彩的设计方法差异。结论 提出交互设计中动态色彩的4

种设计方法，以及符合物理运动规律及匹配使用者心理认知模型的动态色彩

的交互设计细则。 

关键词 动态色彩；交互设计；心理认知；色彩设计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173012）； 

北京科技大学本科教改重点项目（JG2013Z05） 

作者简介 高玉娇（1991—），女，河北人，北京科技大学硕士生，主攻界面设计、视

觉传达设计。 

通讯作者 覃京燕（1976—），女，四川人，博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交互设计、信息设计、大数据的信息可视化、可持续设计、

数字文化遗产、数字娱乐等。 

下载量 520                        刊期 2016年4月 第37卷 第8期 

文章标题 从物理银行到互联网金融的服务设计思考 

作者 曹建中1,2，辛向阳1
 

单位 1.江南大学；2.合肥工业大学 

摘要 目的 探讨从物理银行到互联网金融的服务设计思维及我国银行开展服务设

计的策略。方法 通过对物理银行、互联网金融的比较研究，阐述了两种服

务模式的关联以及各自开展服务设计的机会点，借助案例研究，分析了服务

设计驱动下的国内外银行创新实践及启示。结论 阐明了银行服务可以更好

地被设计，提出了我国银行开展服务设计的三点建议，即以客户为中心重新

定义其与银行的关系、精心设计服务接触中的用户体验、跨专业协作为银行

赋予有意义的形式。 

关键词 银行；物理银行；互联网金融；服务设计；体验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12BG055）； 

江南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重点项目（JUSRP51326A） 

作者简介 曹建中（1980—），男，安徽人，江南大学博士生，合肥工业大学讲师，主

要研究方向为产品整合创新设计、体验与服务设计。 

下载量 503 刊期 2016年4月 第37卷 第8期 

文章标题 基于H5技术的微信交互式广告在交互设计方面的“优势整合”创新思考 

作者 胡晓林，马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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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天津理工大学 

摘要 目的 通过对当今多媒体交互式广告发展现状的介绍，重点对H5技术的特性、

实现方式、创新案例等进行分析与探究，从而对移动社交平台的交互式广告

的交互设计进行更为深层的创新思考。方法 从H5技术的核心功能、微信H5

广告现有互动形式分析来总结目前微信交互广告基于H5技术发展的优势和

不足，从而对H5交互广告在交互形式和交互手段方面提出“优势整合”的创新

设计思路。结论 交互设计的创新关键在于基于H5技术所带来的交互手段对

现有各种交互形式进行“优势整合”，从而更好地突出品牌化设计理念和人性

化用户体验。 

关键词 H5技术；微信；交互广告；创新设计 

作者简介 胡晓林（1991—），女，河南人，天津理工大学硕士生，主攻视觉传达设计。 

通讯作者 马振龙（1964—），男，河北人，天津理工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

事视觉传达设计及理论方面的研究。 

下载量 497                      刊期 2016年12月 第37卷 第24期 

文章标题 移动互联网软件产品中的UI设计研究 

作者 薛文峰 

单位 内蒙古农业大学 

摘要 目的 探究移动互联网软件产品的UI设计手法。方法 以近年来国内外主流的

移动互联网软件设计案例为基础，以艺术学、工业设计学、设计心理学、色

彩学等为理论依据，从图形、色彩、文字、版式4个方面，分析移动互联网

软件产品UI 设计中各要素的处理方式，并对设计步骤及其要点进行阐述。

结论 优秀的移动互联网软件产品UI设计打破了传统互联网时间和空间上的

局限性，提高了移动互联网服务的信息交互传输效率以及客户的视觉传达效

能。 

关键词 移动互联网；软件产品；UI 设计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15EF178）；内蒙古农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2010yb10） 

作者简介 薛文峰（1971—），男，内蒙古人，硕士，内蒙古农业大学副教授，主要研

究方向为美术教育与艺术设计。 

下载量  494 刊期 2016年3月 第37卷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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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基于认知阅读的儿童绘本设计 

作者 戴雪红 

单位 江苏大学 

摘要 目的 研究阅读认知语境下儿童绘本的创作。方法 分析当前儿童绘本的发

展，根据儿童文字认知发展水平和儿童图画认知及色彩认知能力的特点，探

讨儿童绘本创作要着眼于帮助学龄前儿童养成自主阅读的习惯，以此开发儿

童潜在智力。结论 提出绘本设计要符合儿童阅读心理及认知能力，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策略。 

关键词 认知阅读；儿童绘本；设计 

作者简介 戴雪红（1973—），女，江苏人，硕士，江苏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视

觉传达设计。 

下载量  485 刊期 2016年1月 第37卷 第2期 

文章标题 面向用户体验的老年人智能药盒优化设计 

作者 夏进军，杨柳，吴志远 

单位 重庆大学 

摘要 目的 关注老龄化人群用户，重视老年人这一特定人群在特殊的身体机能下

的需求，为老年人设计出使用体验更好的智能药盒产品。方法 通过对现有

智能药盒用户的调查研究，分析总结了其问题及缺点，以满足老年用户本能

层、行为层、反思层3 个层次需求为用户体验设计原则，对现有智能药盒进

行外观造型、功能、结构及界面等方面的优化设计。结论 以案例实证分析

方式，验证设计方法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为我国老年人智能医疗辅具设计提

供新思路。 

关键词 工业设计；用户体验设计；智能药盒；优化设计 

基金项目 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NO:YJG14302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NO:CDJZR14050050） 

作者简介 夏进军（1978—），男，湖北人，重庆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工业设计与产品信息设计方面的研究。 

下载量 475 刊期 2016年9月 第37卷 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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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基于意象的交互界面动效设计方法研究 

作者 谭浩1,2，刘进2，谭征宇1,2
 

单位 1.湖南大学汽车车身先进设计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 

2.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摘要 目的 提出基于意象的动效设计方法，强化品牌调性，丰富并优化用户体验。

方法 分析交互动效表现的5个元素，及构成意象的3个特征，根据格式塔主

张的“同形同构”说，提出了实现动效意象化的设计方法。结果 通过智能电视

设计案例，初步验证了基于意象的交互动效设计流程的可行性。结论 基于

意象的交互设计是在产品与用户之间建立想象空间，使得体验更加感性，交

互行为更易于理解和学习，交互过程更富趣味，在用户与产品之间建立更深

刻的互动。 

关键词 交互动效；意象；格式塔；鲁道夫·拉班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5BAH22F01，2012BAH85F0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0903090）；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0YBA054） 

作者简介 谭浩（1977—），男，四川人，博士，湖南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

从事人机交互、设计方法、交通工具设计等方面的研究。 

下载量 467                刊期 2016年3月 第37卷 第6期 

 

 

文章标题 商品包装的情感化设计研究 

作者 郭晓燕，高锐涛，汪隽，杨慧珠 

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 

摘要 目的 研究商品包装的情感化设计应用。方法 通过介绍情感化设计的概念及

情感体验的3个层次，阐述商品包装情感化设计的作用和特征，并从本能层、

行为层和反思层对商品包装的情感化设计应用进行研究。结论 随着社会物

质财富的增加，消费者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者在

关注商品功能性的同时，更加关注商品消费的心理体验。由于消费者心理诉

求的复杂性，因此商品包装的情感化设计应该具有目的性、交互性和多样性

的特征。不断加深商品包装的情感化设计，在包装设计中加强绿色设计理念，

能更好地满足可持续消费理念的需要。 

关键词 商品包装；情感化设计；体验层次 

作者简介 郭晓燕（1980—），女，河南人，华南农业大学讲师，主要从事产品设计、

农业机械装备设计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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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量 455 刊期 2016年1月 第37卷 第2期 

 

 

文章标题 新中式家具的创新设计研究 

作者 王智睿1，贺庆文2
 

单位 1.内蒙古大学；2.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 目的 探究新中式家具的创新设计思路。方法 在总结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应用产品语义学原理，从理念、功能、材料、结构、装饰5个角度，

对新中式家具的创新设计思路进行详细分析。结论 新中式家具的创新设计

既继承了传统中式家具的文化内涵，又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和意识形态，

具有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双重特征，为我国现代家具的创新设计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新中式家具；传统；现代 

作者简介 王智睿（1981—），女，内蒙古人，内蒙古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

艺术设计。 

下载量 425 刊期 2016年2月 第37卷 第4期 

 

 

文章标题 基于用户体验的数据可视化模型研究 

作者 陆菁，刘渊，张晓婷，章洁，黄秋儒，孟磊 

单位 江南大学 

摘要 目的 证明基于人类认知特点的数据可视化符合人类认知的特性和习惯，能

有效揭示数据特征。方法 分析了人类认知的特点与原理，诠释了感知设计

在认知过程中的优势，提出了基于用户体验的可视化模型，该模型主要包含

4个层次，即战略层、范围层、结构层与表现层。结论 通过案例验证表明，

该用户体验模型方法可以应用于相关数据的可视化，并实现思维认知与数据

可视化之间的映射。 

关键词 用户体验；数据可视化；模型 

基金项目 江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008WQN00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2YJCZH30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4YJCZH058）；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JUSRP41504) 

作者简介 陆菁（1983—），女，浙江人，江南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据可视化、

色彩理论学和二维动画设计。 

下载量 414 刊期 2016年1月 第37卷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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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大数据时代基于叙事性理论的农产品品牌包装设计研究 

作者 罗滔1，张鹏2
 

单位 1.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2.华南农业大学 

摘要 目的 通过大数据分析和品牌设计的手段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方法 通过对

网络营销趋势和营销大数据的分析，在叙事性理论的支撑下，阐述特色农产

品的品牌创新案例，提出对农产品品牌名称、包装设计的叙事性构建方法。

结论 在探讨构成品牌要素的基础上，提出叙事性理论在农产品品牌构建中

的作用与价值。通过探讨大数据对农产品品牌的作用，提出基于叙事的农产

品品牌体系与模型，以期对农产品的形象树立及品牌营销有所裨益。 

关键词 大数据；叙事性理论；农产品；品牌构建；文脉；包装设计；讲故事 

基金项目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10CA070）；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校级基金 

作者简介 罗滔（1979—），女，湖南人，硕士，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

事信息图形与包装设计的研究。 

下载量 406 刊期 2016年1月 第37卷 第2期 

 

 

文章标题 基于用户体验的互联网产品界面设计分析 

作者 熊英，张明利 

单位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摘要 目的 探求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互联网产品界面设计策略。方法 以用户体验

为基础，以艺术学、设计心理学、人机工程学、认知科学等领域知识为指导

理论，从用户的感官体验、情感体验两个层次出发对互联网产品界面的设计

方法和原则进行分析研究。结论 个性化、人性化的互联网产品界面设计能

大幅度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实现了用户体验角度下的互联网产品生命周期

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 用户体验；互联网产品；界面设计 

作者简介 熊英（1968—），女，河北人，硕士，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

方向为美术学。 

下载量 404 刊期 2016年2月 第37卷 第4期 

 

 

文章标题 字体设计扁平化趋势研究 

作者 林媛 

单位 四川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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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扁平化设计与字体设计的内在联系，从功能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

出发，通过探索文字的字体、文字的色彩、文字的形态和扁平化设计的人性

化特点，寻求最大限度地实现简约、务实、功能等现代字体设计功能化诉求

的客观引导。方法 采用理论与例证相结合的方法，以大量实例阐述在视觉

设计领域贯穿字体设计扁平化理念的具体作法。结论 提出了字体设计扁平

化趋势的创新设计理念，将有助于保持字体设计功能性、艺术性的生命力。 

能 

关键词 扁平化；字体设计；形态；色彩；功 

基金项目 四川理工学院教材改革立项项目（JC-1333） 

作者简介 林媛（1981—），女，四川人，硕士，四川理工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视觉传达设计。 

下载量 401 刊期 2016年5月 第37卷 10期 

 

 

文章标题 大数据分析下网络消费体验设计要素及其度量方法研究 

作者 陈星海，何人可 

单位 湖南大学 

摘要 目的 针对大数据分析下网络消费体验设计的内容要素与度量方法展开研

究，归纳并构建大数据分析下网络消费体验设计的理论模型。方法 通过文

献分析，得出大数据分析的特点与优势及对用户体验的促进作用。以客户体

验旅程和比较分析方法为基础，对大数据分析下网络消费体验设计要素与度

量方法进行探索，并结合对亚马逊网站购物体验的典型个案分析，推导出其

理论模型结构。结论 阐明了大数据分析对产品与服务的整体用户体验优化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归纳出了客户网络消费体验旅程的7 个要素内容和5

个度量指标体系，结合情境分析得其理论模型的内容、方法和技术的3个层

面。 

关键词 大数据分析；用户体验；网络消费体验 

作者简介 陈星海（1982—），男，浙江人，湖南大学博士生，浙江工业大学讲师，主

要从事服务设计、商业模式创新及用户体验设计方面的研究。 

下载量 394 刊期 2016年4月 第37卷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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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互联网+”时代下陕西民俗艺术的保护传承与开发 

作者 张浩 

单位 西安美术学院 

摘要 目的 用当代互联网思维以及生活、文化新理念的植入对陕西民俗艺术进行

保护传承与开发，实现民俗艺术与现代文化创意设计产业的对接，为具有特

色的地方民俗文化提供新的生存与发展新思路。方法 以陕西民俗艺术进入

国家非遗保护名录的艺术种类为例，进行调研与分析，通过策划包装与视觉

设计等手段建立陕西民俗艺术大数据系统，打造陕西民俗艺术数字化推广平

台，最终提出构建陕西民俗艺术在互联网+时代的新生存方式。结论 通过运

用互联网思维对陕西民俗艺术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与开发，以民俗文化创意产

品设计开发与民俗品牌形象设计为突破口，将民俗艺术与当代社会生活方式

融合，借助移动互联数字技术，开展民俗艺术的推广与创新，对地方民俗艺

术文化品牌进行塑造，促进地方民俗艺术的发展，让人们了解民俗艺术，看

到乡愁之美。 

关键词 陕西；民俗艺术；互联网+；保护传承；开发 

基金项目 2016 年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6JK1590） 

作者简介 张浩（1971—），男，陕西人，硕士，西安美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品牌视觉形象设计与推广、现代商业广告设计。 

下载量 390 刊期 2016年9月 第37卷 第18期 

 

 

文章标题 基于心流理论的互联网产品设计研究 

作者 欧细凡，谭浩 

单位 湖南大学 

摘要 目的 通过大数据分析和品牌设计的手段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方法 通过对

网络营销趋势和营销大数据的分析，在叙事性理论的支撑下，阐述特色农产

品的品牌创新案例，提出对农产品品牌名称、包装设计的叙事性构建方法。

结论 在探讨构成品牌要素的基础上，提出叙事性理论在农产品品牌构建中

的作用与价值。通过探讨大数据对农产品品牌的作用，提出基于叙事的农产

品品牌体系与模型，以期对农产品的形象树立及品牌营销有所裨益。 

关键词 心流理论；互联网产品设计；用户体验设计；设计方法；交互设计 

作者简介 欧细凡（1985—），女，湖南人，湖南大学硕士生，主攻工业设计、交互设

计。 

下载量 389 刊期 2016年2月 第37卷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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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基于HTML5的宣纸文化网站设计研究 

作者 汪梅，汤书昆，陈敬宇 

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摘要 目的 充分借助信息技术的力量延续宣纸文化的活力，实现对其的保护与传

承。方法 从界面设计、多媒体展示系统、网页游戏、线上博物馆、地图应

用等方面，介绍宣纸文化网站的设计方法和思路。结论 HTML5是当前web

开发领域的主流趋势，其卓越的多媒体呈现和跨平台兼容能力，可以完美支

撑以手工技艺为核心的宣纸文化的传播。 

关键词 HTML5；网站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13BAH52F02）；2013年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基地一般项目（SK2013B406） 

作者简介 汪梅（1994-），女，安徽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生，主攻网站开发。 

通讯作者 汤书昆（1960-），男，江苏人，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

产业、知识管理。 

下载量 372 刊期 2016年4月 第37卷 第8期 

 

 

文章标题 基于UCD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界面交互设计 

作者 宁芳，金旦亮 

单位 中国矿业大学 

摘要 目的 提出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解决方案，并设计出其界面。方法 针对现有

智能家居及其控制系统存在的问题，以UCD的设计原则、程序与方法为指导，

依据Zigbee无线模块技术对家居智能化的可行性理论，结合GPRS无线传输技

术以及家庭配电国家标准进行设计。结果用户只需要通过此设备，就可以控

制所有智能家居产品。结论 融合了UCD理念的设计，不仅可以使用户方便

快捷地通过移动设备应用程序与触控开关面板进行信息交互，实现对智能家

居的远程监控，而且增加了整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交互界面的人性化表达。 

关键词 智能家居；UCD；Zigbee技术 

基金项目 中国矿业大学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资助（2014205） 

作者简介 宁芳（1981—），女，江苏人，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智能化家居

产品设计方面的研究。 

通讯作者 金旦亮（1992—），男，浙江人，中国矿业大学硕士生，主攻工业设计。 

下载量 371 刊期 2016年1月 第37卷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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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基于品牌形象塑造的交互广告设计策略分析 

作者 李淳，陶晋，李亚萍 

单位 北京科技大学 

摘要 目的 从品牌形象塑造的角度分析交互广告设计的策略，力图为企业和设计

师利用交互广告这一形式塑造品牌形象与提升品牌知名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方法 以交互广告的基本特性为依据，从用户体验、交互方式、品牌形象等

理论出发，结合设计案例进行分析，探讨有效的交互广告设计策略。结论 交

互广告因其独特的优势，可从实现交互方式自然高效、互动趣味性、用户体

验性、信息传达准确及时、品牌传播差异化5 个方面，使品牌信息更有效地

传播，使消费者在获得更好的品牌体验的同时，促进品牌形象的提升。 

关键词 品牌形象；交互广告；设计策略 

基金项目 北京市青年英才计划资助（YETP0372）；北京科技大学第五批研究型教学

示范课程建设项目（KC2015YJX06） 

作者简介 李淳（1979—），女，四川人，博士，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为视觉传达设计。 

下载量 367 刊期 2016年3月 第37卷 第6期 

 

文章标题 四川旅游商品设计开发的文化体验构建策略研究 

作者 周睿 

单位 西华大学 

摘要 目的 四川旅游商品在全国旅游业推进旅游商品转型和升级发展的大背景下

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其设计开发必须重视与体验经验商业浪潮的契合和承

接。方法 以旅游业国家官方组织的中国旅游商品大赛的获奖作品和参展商

品为研究素材，梳理了旅游商品的概念与定位；通过案例分析、信息对比等

方法，分析旅游商品设计研发的发展趋势。结果针对四川旅游商品开发现状，

提出能促进彰显四川文化体验的“点—线—面—平台”的研发策略。结论 推进

四川旅游商品实现鲜明的特色性与提升产业化发展，对全国的旅游商品产业

化开发具有示范意义。 

关键词 旅游商品；文化体验；体验经济；文化创意产业；设计策略 

基金项目 四川省旅游局四川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计划2014 年度研究课题

（SCTYETP2014L03） 

作者简介 周睿（1981—），男，四川人，硕士，西华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

化创意设计、交互设计与用户体验。 

下载量 363 刊期 2016年1月 第37卷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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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儿童家具的可持续设计研究 

作者 盘湘龙，罗英皇 

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 

摘要 目的 针对儿童家具的可持续设计进行研究与实践。方法 以可持续发展的内

涵为基础，分析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结合儿童家具的市场调查与分析，探

讨未来儿童家具设计的发展趋势，最后总结儿童家具可持续设计的原则与方

法。结论 通过对儿童家具的可持续设计进行研究与实践，试图提出未来儿

童家具可持续设计的一般方法，为未来产品设计创新发展提供一种思路和借

鉴。 

关键词 儿童家具；可持续设计；人性化设计 

基金项目 2015 年华南农业大学校级质量工程项目（bkjx2015039） 

作者简介 盘湘龙（1976—），女，湖南人，硕士，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产

品设计及理论方面的研究。 

下载量 352 刊期 2016年4月 第37卷 第8期 

 

 

文章标题 服务设计应用于创新型高校图书馆的设计实践 

作者 高搏，殷正声，张良君 

单位 同济大学 

摘要 目的 在高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以服务设计的理念与方法创建创新型高校

图书馆。方法 以同济大学图书馆、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的服务设计实践为

切入点，分析了概念的形成和设计的过程，介绍了所运用的服务设计的工具，

并展现了最终的设计成果。结论 指出了服务设计应用于创新型高校图书馆

需要和高校教育改革方向与图书馆的发展目标紧密结合，从使用者的需求出

发，将使用者、互动、空间整合成服务系统，并针对不同的服务内容和设计

阶段，灵活应用服务设计的工具和方法。服务设计的应用将对高校图书馆的

转型与发展拓展更多的可能。 

关键词 服务设计；创新型图书馆；创新方法；高校教育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14YJC760011）；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

务费 

作者简介 高搏（1975—），女，上海人，博士，同济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服务设计

和信息设计方面的研究。 

下载量 349 刊期 2016年1月 第37卷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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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者行为和餐饮空间规划研究 

作者 吴恽 

单位 江南大学 

摘要 目的 研究在大数据背景下，餐饮空间规划和消费者行为之间的关系，为优

化空间规划提供依据。方法 研究消费者的行为流程模式，找到影响空间规

划的行为数据，分析这些行为数据和餐厅空间规划之间的关系。结论 寻座

和离座行为产生的交通数据是影响餐饮空间规划的直接因素，等位和就餐行

为产生的时间、消费数据是间接影响因素。关于行为—体验—空间的数据关

联分析，可作为优化空间规划的依据，能增加消费者的满意度和餐厅的翻台

率。 

关键词 大数据；消费者行为；餐饮空间规划 

作者简介 吴恽（1972—），男，江苏人，博士，江南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建筑设计和

理论方面的研究。 

下载量 343 刊期 2016年4月 第37卷 第8期 

 

 

 

 

文章标题 以用户为中心的老年人可穿戴产品设计研究 

作者 孙斐 

单位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摘要 目的 研究高龄人群的可穿戴产品设计。方法 以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老年人

可穿戴产品为例，以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为基础，以可用性工程学、设

计心理学、医学等为理论依据，从核心功能设计、特殊体验设计以及情感化

设计3 个方面探讨高龄用户可穿戴产品的实际需求和设计特点。结论 以用

户为中心的老年人可穿戴产品设计，考虑了老年群体的特殊性，满足了老年

人对健康产品的需求，促进了高科技产品的发展。 

关键词 老年人；可穿戴产品；产品设计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5JK2191） 

作者简介 孙斐（1982—），女，山东人，硕士，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讲师，主要研

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下载量 344 刊期 2016年4月 第37卷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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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学龄前儿童教育类APP交互设计研究 

作者 方浩1,2，张言林2，周婷婷2，向梦飘2
 

单位 1.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2.中国地质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 

摘要 目的 探讨学龄前儿童教育类APP 设计原则及实践，为基于移动应用的学龄

前儿童教育软件交互设计提出方法论指导。方法 从国内外学龄前儿童教育

类APP 交互设计研究现状分析入手，根据学龄前儿童生理与心理特征表现，

提出学龄前儿童教育类APP 交互设计原则，并将所提出的原则在实践中进行

运用检验。结论 定义了学龄前儿童教育类APP 交互设计原则，并通过具体

案例设计，初步验证了所做研究的适用性，使学龄前儿童与APP 之间的交互

体验契合学龄前儿童成长发育的特征。 

关键词 交互设计；教育软件；学龄前儿童 

基金项目 中国科协移动端科普融合创作项目（2015184010）；江苏省社科基金艺术学

一般项目（15YSB001） 

作者简介 方浩（1975—），男，河南人，中国地质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教

媒体设计、信息交互设计、数字艺术传播等。 

下载量 334 刊期 2016年10月 第37卷 第20期 

 

 

文章标题 基于情感交互理论的家具设计研究 

作者 孙辛欣1，2，许柏鸣1
 

单位 1. 南京林业大学；2. 南京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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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情感；交互设计；家具设计；用户体验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No.30920140132024） 

作者简介 孙辛欣（1987—），女，山东人，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生，南京理工大学助教，

主要研究方向为交互设计和家具设计。 

下载量 333 刊期 2016年7月 第37卷 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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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基于TRIZ与Kano模型的智能手表创新设计 

作者 陈国强，史慧君，张芳兰 

单位 燕山大学 

摘要 目的 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对产品进行需求创新。方法 将TRIZ 理论的8个技

术进化模式和Kano模型需求划分相结合，针对现有产品的需求创新概念产生

流程。结果 以智能手表设计为例，分析智能手表的需求进化方向，得出智

能手表的潜在用户需求，形成一款具有以社交属性为主的智能手表概念。结

论 产品需求创新概念产生流程可以满足在现有产品基础上进行需求创新的

目的，为公司或企业提供一定的方法依据。 

关键词 TRIZ；技术进化模式；Kano 模型；智能手表；创新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HB15YS009）；燕山大学青年教师自主研究

计划课题（14SKB012）；燕山大学博士基金项目（B904）；燕山大学博士

基金项目（B958） 

作者简介 陈国强（1975—），男，河北人，博士，燕山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工业设计

程序与方法设计方面的研究。 

下载量 330 刊期 2016年8月 第37卷 第16期 

 

 

文章标题 生活形态下的智能家居产品设计研究 

作者 谭嫄嫄，耿道双 

单位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摘要 目的 构建生活形态的家居智能产品设计与研究的方法。方法 根据社会学、

用户行为学、心理学的特点，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分析家庭的生活形态

与家居智能产品发展及设计趋势之间的关系，搭建产品设计与生活形态和智

能化之间的桥梁，理清互联网时代智能化的要求，构想未来生活形态向着“数

位生活”、“物联生活”以及“智慧生活”改变的理论，从而引出智能家居产品设

计与用户生活形态发展的方向。结论 通过对家居产品的智能化来探讨家庭

成员生活形态对产品设计的影响，以及小米智能家居产品的案例分析，并分

析生活形态对家居产品的空间布局的影响，总结出家居产品—智能化—生活

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家居产品的智能化设计提供参考，提升设计效能。 

关键词 生活形态；智能产品；互联网；数位生活 

基金项目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2016YJCX97）；广西高

校重点人文社科基地开发项目（ZFZX201508036）；政府数字传播与文化软

实力研究中心科研项目（ZFZD150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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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嫄嫄（1980—），女，广西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产品设计方法学与产品设 

计方面的研究。 

通讯作者 耿道双（1986—），男，安徽人，博士生，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助理工程师，

主要从事产品设计方法学与产品设计方面的研究。 

下载量 329 刊期 2016年11月 第37卷 第22期 

 

 

文章标题 中国传统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融合性研究 

作者 邵恒 

单位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摘要 目的 把中国传统吉祥元素与现代包装设计相融合，获得现代包装设计的新

思路。方法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元素进行分类，并分析其特征，在研

究了中国传统元素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以传统图案、符号、纹样、色彩为重

点，分析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包装设计相融合的可能性。结论 在中国传统

元素与现代包装设计的融合过程中，应保持时代感，以形式美为设计原则，

切勿滥用传统吉祥元素，以免产生歧义。 

关键词 吉祥元素；中国传统；包装设计；融合性 

作者简介 邵恒（1973—），男，天津人，硕士，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

研究方向为动画传媒、数字艺术设计。 

下载量 327 刊期 2016年3月 第37卷 第6期 

 

 

文章标题 荣昌夏布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创新策略研究 

作者 李昱靓 

单位 重庆工商大学 

摘要 目的 从重庆荣昌夏布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创新角度，对重庆非遗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的方法、途径等提供借鉴和案例支撑。方法 从建立长效机制、产品

发展策略、产业创新策略3 个方面，对夏布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品牌建设和

产品创新设计方法提供参考。结论 “共融型”多种非遗工艺“嫁接”的夏布文创

产品开发模式及设计创新方法，不仅可以改变现有的传统传承方式同时对今

后荣昌夏布发展的理论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及设计创新起试金石的作用。 

关键词 荣昌夏布；文化创意；设计创新 

基金项目 重庆市教委2015年重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5SKG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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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昱靓（1971—），女，重庆人，重庆工商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视觉传达

设计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下载量 320 刊期 2016年7月 第37卷 第14期 

 

 

文章标题 小型高空电动采果器设计 

作者 杨涛清，邓学雄 

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 目的 设计出一款安全便捷的小型采果器。方法 通过对现有小型采果器的结

构原理和操作方法的分析研究，结合新型电动伸缩技术，采用旋刀切割，结

合人体机能特征和人体结构特征参数，对采果器的造型和结构进行合理设

计，从而设计出一款小型高空电动采果器，并完成了样机的制作。结论 经

过现场采摘高果树上的水果，证明了该小型高空电动采果器具有安全、实用、

便捷等使用效果，达到了设计的要求。 

关键词 农业工程；收获机具；产品设计；采果器；水果采摘 

作者简介 杨涛清（1990—），男，广东人，华南理工大学硕士生，主攻工业设计和交

互设计。 

通讯作者 邓学雄（1957—），男，广东人，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

设计和计算机图形学等。 

下载量 318 刊期 2016年1月 第37卷 第2期 

 

 

文章标题 新媒体展示设计中的交互设计方法探索 

作者 郭晓燕，高锐涛，汪隽 

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 

摘要 目的 研究新媒体展示设计中的交互设计的原则与方法。方法 通过文献资料

法归纳新媒体展示设计中观展方式的变化和特征，确立新媒体展示设计中的

交互设计的基本原则，探索在新媒体展示设计中的交互设计的方法。结论 交

互设计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它可以增加展品与观众的互动，起到促销的作

用，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新媒体；展示设计；交互设计 

作者简介 郭晓燕（1980—），女，河南人，硕士，华南农业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为家具设计、绿色设计。 

下载量 317 刊期 2016年4月 第37卷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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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探析可口可乐标志设计的发展与流变 

作者 吴卫，郭柳 

单位 湖南工业大学 

摘要 目的 研究可口可乐标志设计的发展历程。方法 结合不同时期的可口可乐标

志对其展开分析，明确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结论 可口可乐标志经过4个历史

时期的发展，依然保留了最受消费者认可的3 大特点，即斯宾塞字体、标准

可乐红和曲线飘带。其中，与地域文化相融合的标志设计流变，更使得这个

有着129 年历史的企业标志，成功地扎根于各地区消费者的心中。 

关键词 可口可乐；标志；斯宾塞字体；飘带 

作者简介 吴卫（1967—），男，湖南人，博士，湖南工业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传统艺术符号和高校艺术教育理论。 

下载量 314 刊期 2016年3月 第37卷 第6期 

 

 

文章标题 包装设计中交互式体验的构建 

作者 陈柏寒 

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楚天学院 

摘要 目的 以包装设计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包装中交互体验的构建形式进行研究，

为现代包装设计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通过对“交互式体验”这一概念的

相关资料文献的提取、整理、分析、归纳，结合现代包装设计中的优秀案例，

分析多感官、行为及情感3个层面交互体验的营造方式。结论 包装设计可以

利用视觉元素、结构、材料等营造消费过程中的多感官体验、行为体验及情

感体验，通过引导消费者与产品的交互行为起到沟通情感、促进销售的作用，

同时提升人们的思想文化意识和生活价值理念。 

关键词 包装设计；交互式；多感官体验；行为体验；情感体验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B2015203） 

作者简介 陈柏寒（1980—），女，湖北人，硕士，华中农业大学楚天学院讲师，主要

从事视觉传达设计方面的研究。 

下载量 312 刊期 2016年1月 第37卷 第2期 

 

 

文章标题 可穿戴设备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的设计策略 

作者 徐娟芳 

单位 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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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利用可穿戴设备为居家养老提供服务。方法 梳理可穿戴设备的发展状

况，并分析其对居家养老的作用，通过对可穿戴设备功能与居家养老需求之

间的分析，寻找接触点，从而找到可穿戴设备为居家养老服务的方式。结果 

得出服务于居家养老的可穿戴设备的设计策略与方法。结论 通过对可穿戴

设备和居家养老老年人的状况分析，可以得出可穿戴设备服务于老年人的方

式。通过产品功能与服务需求之间接触点的分析，从而得到设计策略与设计

方法，为老龄化社会作出贡献。 

关键词 可穿戴设备；居家养老；接触点；设计策略 

基金项目 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15YJC760107）；2012国家社科基金

（12BG055）；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社项目（2014SJD353） 

作者简介 徐娟芳（1982—），女，浙江人，博士，江南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工业设

计与服务设计方面的研究。 

下载量 311 刊期 2016年6月 第37卷 第12期 

 

 

文章标题 基于QFD的老年人智能手机APP用户界面设计研究 

作者 李永锋，徐育文 

单位 江苏师范大学 

摘要 目的 将老年人需求作为设计的唯一依据，使设计出的智能手机应用软件

（APP）用户界面充分体现老年人需求。方法 基于质量功能展开（QFD）原

理，对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APP 用户界面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并收集老年人

对智能手机APP 用户界面的需求信息，将这些需求信息转化为APP 设计要

求，确定用户需求与设计要求之间的关系，计算设计要求重要度以突出关键

设计要求。结论 依据QFD 进行老年人智能手机APP 用户界面设计，一方面

可以提高老年人对智能手机APP 用户界面的满意度，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智能

手机APP 用户界面设计的效率。 

关键词 QFD；老年人；APP；界面设计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YJCZH084）；江苏省高校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2014SJB390） 

作者简介 李永锋（1979—），男，陕西人，博士生，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主要从事产品设计、人机交互、感性工学等方面的研究。 

下载量 306 刊期 2016年7月 第37卷 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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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模块化瓦楞纸家具的研究与设计实践 

作者 宁旭，耿晓杰，张璐霞 

单位 北京林业大学 

摘要 目的 模块化瓦楞纸家具系列产品设计。方法 从纸质家具的发展史出发，研

究了瓦楞纸的分类、瓦楞纸家具的定义以及瓦楞纸家具的特点，并引入模块

化设计等相关概念，分析了模块化设计的优势及模块划分的原则和注意事

项，设计出几种专用模块和通用模块，模块的不同组合形式可得到不同的家

具造型。结论 瓦楞纸家具模块的设计要遵循功能独立和结构独立的原则。

将模块化设计方法应用于瓦楞纸家具的设计提高了纸板家具的可拆装和重

复利用等方面的性能，降低了生产成本，便于家具的批量化生产，可实现家

具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关键词 瓦楞纸家具；模块化；模块；设计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RW2013-29） 

作者简介：宁旭（1990—），女，河北人，北京林业大学硕士生，主攻纸板

家具。 

通讯作者：耿晓杰（1974—），女，黑龙江人，博士，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

主要从事新中式家具方面的研究。 

作者简介 宁旭（1990—），女，河北人，北京林业大学硕士生，主攻纸板家具。 

通讯作者 耿晓杰（1974—），女，黑龙江人，博士，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

新中式家具方面的研究。 

下载量 304 刊期 2016年1月 第37卷 第2期 

 

 

文章标题 从交互视角探讨绘本APP 的设计 

作者 王静，王峰 

单位 江南大学 

摘要 目的 运用交互设计的理论指导绘本APP设计，为营造更好的互动体验寻找交

互设计的解决方案。方法 首先提出交互设计是“行为”的设计，分析行为的组

成要素，创建行为序列，概念模型整合行为序列，行为逻辑布局交互控件，

视觉设计响应用户行为，结合案例分析与对比研究，从6 个方面层层递进式

提出优化绘本APP的设计策略。结论 交互设计的思维方式整合了对人行为的

认知，系统地对人的行为进行设计，能很好地帮助设计师创造更好的阅读体

验。 

关键词 交互设计；绘本APP；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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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11CH116） 

作者简介 王静（1991—），女，江苏人，江南大学硕士生，主攻交互设计和产品创新

设计。 

通讯作者 王峰（1975—），男，江苏人，江南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艺术、

数字艺术交互。 

下载量 298 刊期 2016年4月 第37卷 第8期 

 

 

文章标题 插画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作者 周渝果 

单位 南京晓庄学院 

摘要 目的 探究插画艺术在现代商品包装中的应用方式。方法 以插画应用于包装

设计的意义、现状及原则为依据，采用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方法，对插画在

包装设计中树立品牌形象、增强包装趣味性、宣传环保理念等三方面的应用

展开了深入分析与论述。结论 插画色彩鲜明、直观生动的画面效果，能够

与包装中的图形、文字等元素完美融合，增强包装的信息性、情感性、民族

性，提高包装设计的水平。 

关键词 插画；包装；现状 

作者简介 周渝果（1972—），男，重庆人，硕士，南京晓庄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为数字媒体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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