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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设施体验设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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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城市公共设施体验设计中，设施物解读为“道具”，环境诠释为“布景”，使用者装扮为“演员”，

而好的主题则是整个体验的“剧本和核心”。城市公共设施体验设计提供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唤起产品

使用者的美好回忆与生活体验为设计目标取向，构建的是全局、整体观的设计系统论。体验的主体是使用

者，体验的本质是主体所经历的一系列值得记忆的事件在脑海中留下的印记。它充满了感性的力量。给使用

者留下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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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美国战略地平线LLP公司的两位创始

人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在《哈佛商业评

论》发表了《欢迎进入体验经济》一文，文中首次提

出了体验经济的理论，该理论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

高度关注。1999年，二位学者又在哈佛商学院出版

社出版了《体验经济》一书使体验经济理论第一次

有了系统化的突破。此次体验经济理论的提出在全

世界掀起了空前的“体验”热潮。约瑟夫·派恩和詹

姆斯·吉尔摩指出：体验本身代表一种己经存在但

先前并没有被清楚表述的经济产出类型，是继农业

经济、商品经济和服务经济后的第四种经济提供

物，并认为人们正迈向体验经济时代，体验经济将

取代服务经济。Illl9

基于体验经济这一经济形态的研究，谢佐夫首

次在其《体验设计》一书中提出了体验设计理论，并

对其定义为：它是将消费者的参与融入设计中．是

企业把服务作为“舞台”，产品作为“道具”。环境作

为“布景”，使消费者在商业活动过程中感受到美好

的体验过程。诸如“我去过那里。我做过那个”成为

时尚的流行语。lllxl通过这一阐述，我们可以将体验

设计解读为：它是为使人们感受某种体验而进行的

设计，体验设计的目标就是为人们提供使生活更丰

富的体验过程。

作为现代设计的重要构成内容。城市公共设旌

设计∞是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产生的。它融工业公

共环境设施设计与环境设计于一体的新型的公共

环境设施设计。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是城市整体规划

设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属于城市的细部设计，其

主要目的在于完善城市的使用功能。满足公共环境

中人们的生活需求；方便人们的行为，提高人们的

生活质量与工作效率。以满足城市、人群需求的“产

品”视之，城市公共设施是人们在公共环境中的一

种交流媒介。在给予城市与人需求的基本物质功能

的同时，还应更多地具有承载城市文化、构建城市

内涵、彰显城市形象的精神价值，成为提升城市文

化品位的重要载体。

产品体验设计‘悱为一种适应新型经济形态的
设计方式，基于其理念、模式与思维的城市公共设

施设计较其传统的设计方式必然在内涵、表征上有

所不同，在设计方法及操作方式上也存在一定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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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

一、城市公共设施体验设计的核心

在于“故事主题”的构建

公共设施体验设计是将体验设计思想融人公

共环境设施设计，以公共空间为舞台，以公共环境

设施为道具，吲绕用户创造值得他回忆的体验感

受，为用户创造难忘的、美好的经历。其核心是通过

对公共空间设施情景化、主题化的设计，营造富于

特色体验的空间场所及设施。其目的是吸引公众能

积极地参与其中，与设施产生互动效应，满足其多

样需求。实现公共环境设施价值的回归。121a,

在城市公共设施体验设计的理论体系中。需要

一个明确的“故事主题”。倘若将城市公共设施体验

设计比做讲“故事”．那么体验主题就犹如同“故事”

的中心思想，是公共设施体验设计活动的指导纲领

与行动指南，由此而进行的一切过程、铺垫、效应必

须围绕该主题展开并娓娓道来。公共设施体验设计

就是一个“故事主题”的构建活动。

对于公共设施体验设计，主题一旦确定，设施

所在空间中的所有因素(物质、非物质)的基本特质

必须与主题相契合、共鸣。设计者可调用包括公共

设施自身在内的诸如文化、信仰、地理、美学、心理、

生理等多种手段来营造与强化主题。同时，为了给

“人”提供难忘的“铭心体验”。相关设施的服务人

员、服务方式、服务内容和服务流程甚至是语言、表

情的运用也需要纳入其中，做到与主题的相得益

彰，以烘托和深化主题。

体验主题的选择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结果，

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认为，一个好的主题

应该具备以下要素：第一，具有诱惑力的主题必须

调整人们的现实感受。也就是说。顾客之所以消费

体验性产品，就是因为体验能够改变人们的现实感

受，给消费者提供新奇的、不同于现实的体验。这也

就要求主题的选择必须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竞争

对手相异。第二，好的主题，能通过空间、时间、事物

的相互协调，来改变消费者对现实的感受，好的主

题应该有丰富的内涵，饱满且栩栩如生。第三，好的

主题必须耍通过多景点布局来强化。第四，主题要

符合企业性质。l旧。

就公共设施的主题构建而言．在兼顾上述要素

的前提下，设施的自身属性、空间构成、所处城市定

位及受益人群等应成为主题确立的关键要素。在城

市公共设施体验设计中，设计活动不再是孤立、静

止的，一个富于“体验”的主题是建立在适人、适地、

适时的基础上，符合“天人合一”的中囝哲学思想。

例如．2004杭州环境设施设计大赛中以“水漾”为主

题的作品，设计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杭州与水之间某

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水对于杭州来说就是生命

的血脉．静静地流淌并纠缠在杭州人的衣食住行之

间．杭州也以水征服并惊艳了世人的目光。设计者

最终提取了“漾漾水波”为形式语言，利用黑白水墨

色的对比，用来诠释杭J小I的水韵与轻盈，用它来表

达自己对杭州悠然温婉的理解．不仅使设施本身性

格化。更吻合了杭州的城市性格，使身临其中的游

人深刻地体味杭州的性格。

二、城市公共设施体验设计是以唤起产品使用者的

美好回忆与生活体验为设计目标取向

体验这个概念来自心理学，“体验事实上是当

一个人达到情绪、体力、智力甚至是精神的某一特

定水平时，他意识中产生的美好感觉。”，它是主体

对客体的刺激产生的内在反映。按照吸收与参与的

程度。这种体验可分为四大类：娱乐体验、教育体

验、遁世体验和美学体验。通常，让人感觉最丰富的

体验是同时涵盖这四个方面的．即处于四个方面交

叉点的“甜蜜地带”的体验，也就是说。“最佳组合”

是这四个基本类型的有机组合。是一种综合性体

验。I’衄到迪斯尼乐园、拉斯韦加斯赌城，都属于最

丰富的体验。再如美国时代华纳的子公司，著名的

因特网服务提供商美国在线，他的成功也是源于各

种体验的组合。

在公共设施体验设计中。公共设施是作为“道

具”出现的。能否让使用者在使用设施的活动过程

中拥有美好的回忆．产生值得记忆的体验成为衡量

公共设施设计“优劣”的标准与价值取向。体验是对

某些刺激产生的内在反映，它关系到整个人体。体

验大都来自于直接观看或参与某些事件，既可以是

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幻的。从体验的角度来理解，世

界是人类思想和理解的产物，并不是万物规律的产

物。111430因此当公共设施作为“道具”所营造的氛围、

环境。及其对人产生的刺激引起人的体验时，人与

物之间的共鸣、共振便产生了，亦即满足了人的某

种需求，以达“睹物恩人、见景生情”之效。

同时，在公共设施体验设计中，使用者产生的

体验是不确定的．往往会出现偏差甚至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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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使用者自身息息相关。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主体并不是凭空的产生某种体验，而是需要

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才有所体现。就这个意义上来

说．公共设施在让使用者产生体验的过程中更具主

动性．公共设施是施动者．人则是受动者。由此可

见。公共设施体验设计的作用就是如何贴切、恰当

地构架其设施与人之间的这种“刺激”与“体验”的

互动作用．产生设计预期的某种体验。成为公共设

施的主要“功能”．也是公共设施体验设计的方向所

在。

体验能否给顾客带来难以忘却的记忆取决于

如何设计、提供体验。一般来说，体验的内容越丰

富，越能创造难以忘怀的体验，体验者投入的越多，

越能达成“共鸣”就越可以留下历久弥新的印象。12)67

因此。要想让使用者感受到一种难以忘怀的体验，

需要一个设计、创造体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

首先需要了解人群体验的需求．分析提供这种体验

的可能性，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并在过程之后不

断地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为顾客提供

体验。这个过程就是体验设计的过程。设计者应充

分认识到公共设施体验设计是一场“体验的设计”。

个体的体验是最重要的。而体验的价值将远远大于

公共设施本身。公共设施的形式是整体的、全方位

的．要能够充分调动使用者视觉、听觉、嗅觉、触觉

等各种生理机能。例如，对于中国宋代历史有所研

究的人士来到“横店影视城之清明上河图主题公

园”．迎面袭来的由宋代风格公共设施等构成的缕

缕“宋风”。昔日汴梁京师的种种历史影像定会浮现

在眼前．兴奋、自豪、愤恨、伤感等体验定会伴随着

游历活动油然而生。

三、城市公共设施体验设计提供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和形式．也是现代设计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和核

心概念。{，172出身艺术家的意大利设计大师艾托尔·

索扎斯(EttoreSottsass)就曾经说：对我来说，设计是

讨论生活的方式。是讨论社会、政治、美食⋯⋯设计

不应被限制于赋予蠢笨的工业产品以形式，而应加

以引导，首先得教导设计者去研究生活，只有生活

才能最终决定设计，也就是说人们的生活方式决定

着设计。

所谓生活方式．是指人生活着方式和存在的形

式。它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作为生命肉体活着；

二是人所从事的各种生产、工作、生活的内容、过

程、方式和形式。设计是对物或环境的设计．也是一

种物或环境使用方式的设计。使用方式的改变必然

会对生活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生

活方式毕竟是历史的。受各种物质条件的限制．一

定的生活方式产生与之相契的设计。设计既是生活

方式的产物，也是改变生活方式的供给者。I帅

城市公共设施体验设计是城市生活方式的产

物，同样也丰富、改变着城市生活方式。它是为使用

者产生体验与美好的回忆提供“道具”、“生情点”，

它必须为产生体验的整个“剧情”、“主题”服务，必

须满足“演出”的需要。而“剧情”所以能够与“观众”

取得共鸣，是因为它再现或印证、憧憬了使用者的

某种过去或将来的生活体验。从这层意义上讲，公

共设施体验设计提供的是一种使用者向往或能激

发他积极参与的生活体验方式。

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在《文化肌

肤》中认为：“在不远的将来；设计的灵感来源将不

会被局限于传统的美和功能这样一些概念，而将会

来源于我们最古老的对智慧的渴求。”[5112人们渴望

决定自己的生活。并热切地希望投入这个创造生活

的全过程中去．在过程中得到智慧，获得提高。过程

体验本身就给了人满足感，对未来未知领域的探

索，回味过去他人或自身的经历往往会超越最终结

果——产品意义本身的意义。这种过程给予人类的

满足感甚至可以让人忽略最终产品的某些不足。12166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东部城市中，自助提款

机、泊车咪表、自动售票机、网络查询机等各种城市

自助设施随处可见。这些城市公共设施在给予人们

生活、工作便利的同时，也令生活在其间的人们体

验着“信媳、科技与高效、竞争”的城市生活方式。

由此可见。城市公共设施体验设计提供的产品

是一种全方位、系统化的生活方式，它具有广阔的

扩展空间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它在赋予了使用者更

多自主性的同时，由于使用者可根据体验需要选择

“剧情”，也就更多地兼顾了人的自身，即“人性化”。

作为体验的各个要素。设施与人、城市间具有很强

的互动效应，三者互为条件、互为依托、互为基础，共

同构成了具有特定主题体验的城市人群生活方式。

四、城市公共设施体验设计构建的

是全局、整体观的设计系统论

城市公共设施体验设计强调的是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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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环境的整体性，是将三者纳入一个整体的系统

之中，予以通盘地“统筹”。由设施、人、街道、大环境

等共同构筑公共设施体验设计的全剧，目的是通过

设施的体验设计，公众的体验参与，创造公众美好

的体验感受，从而构建由小人大的全局、整体观的

设计思想，即设计系统论。

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一般系

统论的创始人，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

(L．Von．Bertalanffy)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

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

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

质。他用亚里斯多德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名言

来说明系统的整体性，反对那种认为要素性能好，

整体性能一定好，以局部说明整体的机械论的观

点。同时认为，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

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

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

整体。要素是整体中的要素，如果将要素从系统整

体中割离出来，它将失去要素的作用。131m正如在城

市公共设施体验设计中，设施、人、环境互相之间是

不可割裂的，只有将三者系统化、有机地构成于一

体，才能有效地形成“体验”。

城市公共设施体验设计中的环境是一个广义

的系统概念，它是指围绕着人类的外部世界，是人类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环境为人类

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广泛的空间、丰富的资源

和必要的条件。而环境习惯上又可分为自然环境和

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是指环绕于人类周围的自然

界，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社会环境是指人类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为不断提

高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通过长期有计划、有目的

的发展，逐步创造和建立起来的人工环境，如城市、

农村、工矿区等。社会环境的发展和演替，受自然规

律、经济规律以及社会规律的支配和制约．其质量

是人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志之一。

街道是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一个

舞台，每天都上演着有关市民生活的活话剧。如果

说街道是舞台．那么周围的建筑、环境则是巨大的

舞台背景，而公共设施就成了举重若轻的道具。道

具应该符合剧情和布景的需要，公共设施设计也应

该符合大众公共生活的需要。并与自然和社会环境

保持整体上的协调。这种协调既不应只停留在表层

上的“附和”．更应追求一种精神上的升华、深远意

义上的引领及主题上的深层次统一。

拿法国设计师菲利普-帕特里克·斯塔克

(Philippe Patrick Starck)设计的一款路灯为例，其

设计理念采用欧洲中世纪骑士手中的长矛造型，材

料采用钢质材料，被业内专业人士认为是新颖独特

的创意。但将其置于中国北京这样一座占色古香的

城市氛围中，似乎有不妥之嫌。1617"／8‘‘城市的特色危

机”是全球性阳J题．城市公共设施的体验设计无疑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剂良药。现代城市设施的设计

往往不顾城市的历史与文脉，到处照搬照抄，不是

盲目的复古。就是追求所谓的时尚，难以体现公共

设施的本土性、特色性。我国城市现有的公共设施

大多缺乏与人文、环境、建筑的协调性。公共设施没

有采用统一规划、设计、生产和保养的经营模式。风

格不统一．城市独特的整体形象难以架构，更谈不

上系统化地产生独特“体验”，不仅没有成为城市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反而是自我诋毁，自惭形秽，俨然

沦落为都市篇章中的败笔，甚至是“毒瘤”，种种景

象不胜枚举。

五、城市公共设施体验设计实施的基础是人的参与

一个故事有了道具。有了舞台，有了布景还不

足以展开，必须有演员去表演、去参与才够生动、具

体，才能产生剧情的需要——体验的产生。在城市

公共设施体验设计中。使用者的参与是体验设计的

重要内容，是设计的实施基础。也是检验设计成功

与否的标尺。同时。由于使用者个体对象的差异(思

想、经历、阅历、文化、民族、背景等)，针对同一个

“道具”与“舞台”．会产生不同的体验与回忆，有着

迥异的诠释与理解．这也正是设计的多样性、个性

化的体现。
：

就公共设施而言。可根据使用者是被动参与还

是主动参与。以及使用者是融入“剧情”还是吸收信

息两个角度进行划分。被动参与是指使用者完全不

参与体验的演出．就像影剧院里的观众。主动参与

是指使用者就是创造体验的主体，就像自助漂流，

游客本身成为风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嬉闹和

划桨、撑篙，创造出可供他人体验的视觉与听觉效

果，自己本身也构成了场景要素。

第一种方式．主要是使用者从公共设施中体会

设计者所要传达的意境．从而唤起使用者的某种联

想，这种联想与使用者自身的某种生活体验密不可

分。虽然唤起联想的导线是相同的——同一个设

万方数据



第2期 左铁峰．等：城市公共设施体验设计探析 ．119．

施。但不同的人由于生活经历、文化素质、民族习

惯、兴趣取向的不同。产生的体验也会不尽相同。例

如，悉尼歌剧院，有人说它像贝壳，有人说它像修女

的帽子，也有人说它像汹涌的海浪，虽然难以共鸣，

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它让人产生了建筑以外的

体验。不管设计者的初衷是什么，设计的附加功能

经过使用者的参与得以实现。成功的公共设施体验

设计应该能够抓住使用者的情感需求。找到一个可

以引发、拨动使用者情感世界的“动情点”，才能设

计与使用者的“碰撞”间产生“火花”。

第二种方式，使用者的主动参与，这种方式更

像是现在流行的DIY，如手机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换

彩壳，或者是使用者自己动手安装产品等。在自己

动手的过程中。创造体验。不再是由产品唤起相关

的体验。在主动参与的过程中，不仅可以通过感觉

器官感受外部世界，而且能够产生心理上的满足感

与成就感。

对公共设施进行体验设计实施的基础是人的

参与，能够建立人与设施的互动、共鸣，增加环境设

施的亲和力、吸引力。从而达到入与环境、设施的和

谐。人们参与教育体验是想学习。参与逃避体验是

想去做，参与娱乐体验是想感觉，而参与审美体验

则是想到达现场。公共环境设施体验设计服务的最

终对象还是人，人是产生体验的主体。公共环境设

施体验设计为人提供了生活体验方式，从而创造了

“人与物、入与环境”的协调关系。

六、结 语

设计是一种体验，设计是一种感受，设计是一

种发现，设计是一种动机，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设

计带给人类的无疑是～种领悟，是对人生体验的表

达。17脚体验经济的浪潮席卷着现代人生活的各个

层面，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

为习惯，更在逐渐颠覆我们曾经固守不变的设计准

则、方法。体验经济呼唤体验设计．体验经济背景下

的城市公共设施不再是简单功能的载体。它包含着

设计者与使用者的主体体验。

注释：

①城市公共设施，通常是指候车亭、座椅、垃圾桶、路灯、备武

商亭，公共厕所、公共布告牌、地图指引牌、城市信息牌、饮

水处．标识牌、电话亭等为人们提供生活方便的固定设施。

②产品体验设计。是指根据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和所构思的
一种思想观念状态．从一个诱人的故事开始．重复出现该

题目或在该题目上构建各种变化．使之成为一种独特的风

格，而根据用户的兴趣、态度、嗜好、情趣．知识和教育，通

过市场营销工作．把产品作为“道具”．服务作为“舞台”。环

境作为“布景”，特别地使用户在商业或使用活动过程中感

觉美好的体验．产品所体现的体验价值仍长期逗留在脑海

中．即创造一项顾客拥有美好的回忆、值得纪念的产品娱

乐活动过程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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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Experience Design for Municipal Public Facilities

Zuo Tiefeng，Gao Wei

(Department of Arts，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Library，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 1，China)

Abstract：In the experience design for municipal public facilities，facilities are interpreted as”prop—

erties”，the environment becomes the”setting”，users play as”actors”，and the good subject is the”scripts

and the core”of the whole experience．What the experience design for municipal public facilities aims to

provide is a life style which can arouse the users’beautiful memories and life experience and what the

experience design of municipal public facilities aims to construct is an overall and integral system theory

in design．The main SHbjects of the experience are the users and the essence of the experience is the

memory of a series of unforgettable events with emotionaJ appeal in the minds of the users．

Key words：Experience economy；Experience design；Municipal public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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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周仕参 体验经济下工业设计新理念——体验设计的研究 2006
    随着体验经济这一全新的经济形态的出现，人们的生活意识逐渐从物质走向精神，从硬体走向软体，从理性走向感性。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设计理念

，以适应新经济时代的要求和体验经济下人们的消费需求特点。本文作者结合体验经济和设计的相关理论提出并阐述了这种新的设计理念——体验设计

。在体验设计理念要求下的工业产品除了要满足一般的美观性、使用性、功能性的要求外，还需要能满足多样化、个性化以及消费者心理层面的需求。

因此可以说，体验设计就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追求多样化、舒适化、情感化以及个性化的真正以人为本的设计。      文章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体验经

济时代已经来临的观点，阐释了体验经济的概念以及特点，同时论证了体验经济发展的依据和介绍了体验经济在国内外的发展概况。本章所有这些论述

最终都是为了给本文的核心“体验设计”的理论提供背景参考和理论依据。      文章第三章首先研究了经济形态演变与设计理念发展的关系，提出新

经济需要新设计理念的观点。然后主要阐述了体验经济下消费需求形态的一些基本特征，同时分析了体验经济下人、科学技术、市场等因素对工业设计

的影响。并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体验经济下工业设计的发展趋势和提出了适合体验经济形态的工业设计新理念，即以体验为导向的“体验设计

”。      文章第四章是全文的重点所在，主要阐述了基于体验经济下工业设计新理念——体验设计的概念、理论基础、类型、表现手法、评价系统等

，并重点分析了体验设计的六大模块：感官体验设计、情感体验设计、思考体验设计、行为体验设计、关联体验设计和混合式体验设计，同时这六大体

验模块构成了新设计理念的基础和核心。      第五章主要是针对体验设计的六大模块结合案例进行分析验证。      最后，总结全文，得出结论，并

指出论文不足之处。      总之，本文是从体验经济下消费形态的演变来考察设计理念的发展，旨在提出一种能满足新经济下人们消费需求的造物文化

方式，体验设计是对传统工业设计理念的继承，同时也是对现代工业设计理念的探索。

2.会议论文 郑林欣.汪颖 体验经济下的体验设计——从飞利浦设计带来的新概念谈起 2004
    本文从飞利浦关于未来家庭设计的新概念入手,探讨体验经济和体验设计.未来的产品将会越来越智能化和具有互动性,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结合的

智能环境.体验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的一个新的经济时代,是企业以服务为平台,以产品为工具,围绕着消费者创造出值得消费者

回忆、体验的活动,强调体验也是一种经济物品.在体验经济下,产品是体验的载体,是传递体验的工具.此外还论述了体验设计的概念.

3.期刊论文 覃京燕.陶晋.房巍.QIN Jing-yan.TAO Jin.FANG Wei 体验经济下的交互式体验设计 -包装工程

2007,28(10)
    随着体验经济的来临,人们对物质生活追求提升到更高精神体验的要求.体验设计作为一种新的设计方法,将会加强传统设计中的情感化和体验关注

,给传统设计带来新的活力.尤其是虚拟现实中的交互式体验设计研究将会人为创造并改变虚拟环境,为体验需要创造更多的精神享受,为经济发展创造更

多社会资本.

4.会议论文 汤志坚 体验经济与体验设计 2004
    体验经济是从服务经济中逐渐演变形成的一种新的生产、消费模式,它是现代社会发展及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必然产物。通过体验性设计,企业能为

顾客提供比传统的服务方式或产品更丰富也更有价值的感受和体验,从而满足现代人对精神价值的更高需求。而人类心理需求的特点导致了体验经济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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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因此,对体验设计进行深入的探讨,了解其特点和发展规律是有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5.期刊论文 曾莉.ZENG Li 体验经济与展示设计——以科技馆体验设计与创意为例 -艺术探索2007,21(4)
    以经济学和心理学视角为铺垫,结合展示设计学科特点, 并以科技馆体验设计与创意为例,致力于研究体验经济语境下,展示设计语言和方式的新变化

.总结展示设计活动经验.探索未来展示设计的发展变化.

6.学位论文 余静贵 基于体验经济条件下的产品设计研究 2007
    20世纪90年代，人类已迈入了“新经济”时代。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所言，体验经济已成为继产品经济、商品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的一种新型的经济

形态。它是一种开放式互动经济形式，主要强调商业活动给消费者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其灵魂和核心是主题体验设计。      不同的经济时代对应要

求不同时期的不同设计形态和设计思想.产品经济强调设计的物质功能，商品经济强调设计的市场引导，服务经济强调设计内涵和外延的扩展，而体验经

济强调设计中的主题思想，强调消费者的互动参与，强调消费“设计”过程中的美好感觉和愉快体验．体验设计就是根据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和所构思

的一种思想观念状态，重复出现该题目或在该题目上构建各种变化，使之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      体验经济时代，产品扮演着一个重要的“道具

”的角色，它是体验设计的一个子系统，体验环境中的产品所体现的体验价值会长期留在脑海中，即创造使顾客拥有美好回忆、值得纪念的产品设计

，被称为产品体验设计。角色如何增加自身的魅力，来造就体验成为产品设计的焦点，作为产品设计者，该如何把握它，设计出人们愿意体验的产品呢?

     本文就从产品体验设计诞生的经济背景出发，阐述特定经济条件下产品体验设计的特性，再逐步探讨产品体验设计的若干途径和方法。从广度和深

度上进一步挖掘产品设计的新思想和方法。

7.学位论文 段金娟 公共环境设施体验设计研究 2007
    本文首先论述了体验经济的概念、背景、特征以及体验经济时代的来临。在体验经济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公共环境设施，分析国内外公共环境设施

设计研究的历史背景、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指出公共环境设施的设计存在缺乏亲和力和吸引力、与环境不和谐、千篇一律等较多问题。基于

解决问题的角度，阐述了对公共设施进行体验设计的必要性和指导意义，提出将体验设计思想引入公共环境设施设计、对其进行体验设计的观点。

依据体验经济的理论，本文归纳分析了公共环境设施体验设计的种类和影响公共环境设施体验设计的几项要素，提出公共环境设施体验设计以公共空间

为舞台，以公共环境设施为场景和道具，围绕用户创造值得用户回忆的体验感受，其目的是使用者的参与及用后的美好回忆与生活体验；使用者的参与

及体验是整体设计的重要内容，也是检验设计成功与否的标尺；论述了公共环境设施体验设计的特征，重点探讨了公共环境设施体验设计常用的方法和

流程；最后本文结合实例对公共环境设施体验设计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公共环境设施体验设计的要点及趋势。      体验经济作为全新的经济形式

，它的来临使体验设计成为设计界新的焦点，但迄今为止，体验设计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框架，且公共环境设施设计在我国也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课题

，因此体验设计在公共环境设施设计中的应用，多是出于自发的下意识，而缺乏系统的理论依据与指导。本文中，笔者尝试对公共环境设施进行体验设

计研究，仅只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初浅的尝试，旨在通过本文的资料整理和分析能够为公共环境设施的体验设计提供部分理论的依据和一定的参考。

8.学位论文 陈改花 儿童产品包装中的体验设计 2008
    本论文以体验经济理论模式为基点，通过研究体验经济时代下，体验设计这一新型设计理念，着重论述产品包装体验设计的必要性、儿童产品包装

体验设计的特征及如何实现儿童产品包装的体验设计等。本论文的意义在于指出以体验设计理念为导向的儿童产品包装设计，有利于儿童健康发育、心

智成长，有利于儿童感知能力、创造能力、审美能力、动手能力等方面的促进和提高。指出21世纪儿童产品包装的体验设计是娱乐性与教育性的完美结

合，让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健康成长，要实现对儿童这个特殊群体的无微不至的人性关怀。

9.学位论文 桑瑞娟 工业产品体验设计方法研究 2006
    当今社会的经济形态已经从“产品经济时代”、“服务经济时代”过渡到“体验经济时代”，作为经济提供物的基石──产品的属性也随着经济形

态的变化而变化。产品设计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它是时代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内在反映，体验经济的发展驱动了体验设计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产品中

的体验形式，提出了体验设计方法研究。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体验经济的发展及其给设计界带来的发展趋势，说明了体验设计的

研究价值；第二部分，分析具有体验性价值的产品，总结能够产生体验的形式；第三部分，在产生体验的形式基础上，提出相关的体验设计方法；第四

部分，设计实践，运用体验设计方法指导实际设计项目。

10.会议论文 史澎涛 体验设计在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2006
    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我们正在进入经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体验经济,同时以其为背景的体验设计在众多的设计领域也显现出其

重要作用。本文首先简要分析了体验经济重要影响及其背景下的体验设计的概念,继而探讨了当今家具设计的趋势及发展方向,着重从家具的材质、色彩

等几个方面结合具体的实例讨论了体验设计在家具设计中的应用。由此总结了体验设计对家具设计的重要意义。最后,对设计师在具体家具设计中如何运

用体验设计方法提出了一些具体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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