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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arried out by the College of Art and Architecture,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recent innovation in design thinking course, focuses on the systematic 

innovation in design thinking to develop new ideas for design education, explore systematic 

innovation methods and improve students' overall ability in design creation, aiming at 

comprehensively cultivating inter-disciplinary creative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effect, this innovation helps students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ir creation process, cultivate their 

creative design thinking, and fundamentally improve their design level by systematizing the 

observation, analysis, induction and judgment, creativity, solution, test and other links of the actual 

design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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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以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的设计思维课程为基础，聚焦设计思维体系

化创新，目的在于开拓设计教育新思路，探索体系化创新方法以及提升学生设计创作的整体

能力，全面培养创意整合型人才。体系化教学通过对实际设计课题的观察、分析、归纳、判

断、创意、解决、测试环节，帮助学生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创作流程，引导和推动了学生创

意设计思维的体系化。 

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设计领域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设计不仅需要提供解决

企业和社会面对的各种问题的方案，设计者必须突破传统设计思维的束缚，建立思维体系。

事实上，设计思维本身的特性，就是要鼓励学生学习不同的技能，引领学生通过体验、探索、

实践，最终建立个性化的创新框架，从而能够让设计思维方法越来越科学、系统、完善和先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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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思维体系化创新方法 

设计思维围绕创新挑战，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用规范化的流程激励创新。设计思维体

系化的基本流程包括观察、分析、归纳与判断、创意、解决、测试等几个关键环节。在体系

化设计中，注重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每个步骤均需要成员陈述、提案，在项目进行中引导

团队成员不断提高沟通技巧。通过流程管理，强化跨界融合，加强跨学科问题的解决能力。

[1]体系化的创新方法思路，一方面从全局的视角推动多学科交叉的教学研究；另一方面也让

教育者重新审视课程与实践的关系，探索培养创新能力和知识结构的新模式。 

 

图1 设计思维体系化创新流程 

3. 以体系化设计课题作为设计思维案例的创新方法探索 

3.1 体系化设计思维项目概述 

设计思维课程是跟具体的项目结合，学生每次上课都解决真实世界中的真实问题，为跨

学科学生团队的创新性开发活动提供支持。提供一种易学易教、兼具标准化和开放性的设计

思维授课方案，保证学生创新思维体系化训练的品质及同一问题不同解决方案。 

为了探索可持续发展理念与设计思维相结合的创新模式，践行可持续创新设计思维教育，

本项目在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艺术设计学，开展了以设计专业背景的本科生、交叉

学科本科生为主体，联合运用校内外技术的快递包装的可持续性设计思维训练实践。 

3.2 体系化设计思维项目过程 

运用设计思维体系化思考的方法组成创新团队进行创造，如图2所示，探讨以体系化创新

流程与可持续理念的设计课题融合。有助于快递包装的设计、制造和回收再利用，为快递可

持续包装设计标准的制定提供支撑，为最大限度降低包装和回收环节中所产生负面环境影响

而采取的措施。 

 

图2 可持续快递包装的体系化创新流程 

（1）观察 

当前快递行业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虽然快递包装导致环境污染的加重，但快递企业却

并不乐意于承担快递垃圾的回收与处理工作。为了弄清原因，创新团队到快递公司、北京环

卫系统进行调查。通过采用观察、体验等方法深入了解用户。设计团队通过对快递包装的使

用、丢弃现象的观察，了解快递包装的现状与问题。 

（2）综合 

综合分析注重分析的积累，由问题转向项目。在具体的项目实践中，有的时候围绕一个

问题，每个团队都需要经过很多不同的分析，来看清更多可能的解决办法。在这一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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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与各个团队共同议论该现象的产生背景、原因、影响等，然后团队再根据分析结果

进行整理、思考、查相关文献资料、引导、记录（文字与图表形式）。最终，通过创新可持

续设计来挖掘快递包装的回收再利用的价值，以降低包装垃圾的排放频率，达到绿色节能的

效果。 

（3）归纳与判断  

归纳与判断是解析用户及社会需求，挖掘用户洞察。在此过程中，团队要结合之前整合

的知识、资源、条件，提出一套解决该问题的方法描述。此步骤强化归纳训练，梳理、沉淀、

抽象出问题本质，归纳出形成该问题的主、次要原因的关系网络，并将此“原因系统”分为“外

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大类。此项目创新团队发现，由于现在快递包装的结构形式，导致了

胶带的过度使用，而胶带的过度使用则导致了快递包装盒回收频度和成本的大幅度提升。因

此，设计一个不需要胶带，具备环保、安全和抗压等优点的快递可持续包装成为最终的诉求。 

（4）创意 

创意设计建立在循环综合溯因推理、演绎推时和归纳推的基础之上。创意应围绕洞察与

需求进行，头脑风暴、点子越多越好。在我们的实际课程中，其中有一组创新团队做出了近

100多个产品原理，最后选定了一个方案。学生创意的过程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团队交流，

讨论概念想法并查找国内外各种相似、相关信息、资料。二是团队设计，在设计过程经历了

任务环境和或者目标模式，需要更清楚化。 

（5）解决  

从上述创意概念中选出一个创意整合为一套解决方案，制作可触可感的创新产品雏形。

由发散到控制，增强发现、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从学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设计并不一定

要解决某一问题，设计也可以仅仅是“设计”本身，设计还可以以一种更加艺术化的方式来表

达对社会现象的思考，不论是一个系统、一件物品或是一个问题。设计的形式是多样的，内

容也是宽泛的。例如可持续的快递包装设计，其解决问题的关键点在于采用底板与侧板相连，

侧板与盖板相连的十字交叉结构，可以不用胶带，并可持续使用。 

（6）测试 

测试是通过观察用户使用，收集用户的反馈信息，进行迭代改进。可持续的快递包装设

计项目，学生到快递公司，为快递派送员演示可持续快递包装的产品原型。通过对快递派送

员及使用者的调研，创新团队发现设计中还存在一起看似不起眼、实则非常重要的问题：例

如，包装的闭合稍显繁琐，在快递派送员进行包裹包装时无法很快闭合，导致其担心快递包

装是否能进行快速。通过反复的沟通与改进，团队最终让快递员了解了快递包装的使用方式，

打消了快递员的顾虑，进一步完善了快递包装的可持续设计。 

在前例中，创新团队成功运用设计思维体系化方法研发了新型快递可持续包装。比起传

统的包装，这种新型快递包装能降低包装垃圾的排放频率，还能反复利用，符合环保理念。

同时可持续快递包装拆包更便捷、结构稳固、无需胶带，只需要几秒钟时间就可以闭合。 

4. 结语 

设计教育就是创意思维培养的过程，其目的就在于锻炼学生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让

他们能发挥自己独特的创造力，为未来的设计工作作出贡献。创意设计思维课程着手探究设

计思维的创新流程，强化观察思维的流畅性、发散性和合理性，以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

学院设计学本科设计思维课程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根据跨学科、跨专业的原则形成创新发展

主题，关注自然环境的保护、资源的循环再利用、社会结构的完善等社会发展问题；并运用

体系化创新方法，努力去探索如何从多个角度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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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设计，用设计思维的视角来解读社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让学生对生态的破坏、资源

耗费等问题有所警觉，增强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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