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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is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the experience of humanized design. By 
summarizing the concepts of green design and humanized desig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humanized design into green design, and summarizes the strategies of green design based on 
humanized design thinking. Through cas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ntegrated 
and combinational humanization measures, and finally validate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design thinking by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design case of the small irrigation device. The integration of green design and 
humanized design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which is helpful to broaden designers' design ideas, promote 
designers to face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design process from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and create more 
empathic service products while reducing th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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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保护生态与环境并提升设计带给用户的人性化体验，归纳绿色设计与人性化设计的概念，论述绿

色设计中融入人性化设计的重要意义，总结出基于人性化设计思维的绿色设计策略。方法 通过案例分

析等方法进行关键点提取，提出整体性和组合性的人性化措施，最后结合小型浇灌装置的实际设计案

例验证设计思路的合理性。结论 绿色设计与人性化设计思维的整合可以齐头并进，开阔设计师的设计

思路，促使其以整体化的角度面对产品开发设计流程，在减少对环境影响的同时创造出更加具有共情

性的服务型产品。 

关键词：绿色设计，人性化设计，需求结合  

1.前言 

人性化设计是人类自我关怀为基础的产品设计，既

然作为生活本质的活动之一，那就不仅能满足普通人的

审美，它可以引导大众文化，形成秩序感、韵律感和韵

律感，唤起人们对品质生活或理想境界的向往。鉴于人

类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对自然资源进行索取，人和自

然之间的关系被更首要地去考虑，世界对环保越发重视，

绿色设计随之出现。绿色设计创造了使用较少的能源和

自然资源的产品、可容易回收或重复使用的产品以及在

消费者生活中促进能源迭代和提升材料使用效率的产

品。如何通过设计赋予产品更多的人性化因素，如何将

绿色设计产品融入到更多用户的生活中去，是设计师现

在关注的要点。绿色设计与人性化设计相得益彰，创造

出更加具有共情性的服务型产品。 

2. 绿色设计 

绿色设计是一种全新的设计发展理念，针对以往设

计的缺漏进行补充，其着重考虑产品周期全程与环境资

源的关系，要求在产品开发设计时须考虑产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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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使用周期等细节对环境的影响，以实现设计流程

的正向输出，从而最大化程度地减少产品在制造和使用

过程中对环境的负面作用。在人类源远流长的历史中，

设计提供了现代的生存模式和环境,同时也加速了能源

耗损地球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因此，设计须是以绿色设

计和低碳环保开始的。 

 绿色设计着重于强调产品在它生命周期的外在衍

生属性（持久性，循环性、保养性、重复利用性）。同

时，在符合环境指标要求的前提下，保障了功能、生命

和品质。美国设计理论家 Victor Babanak 在《为真实

世界而设计》中讲到有限资源理论，并引入到现实的设

计中，指出在设计时要最大限度地考虑有限的资源和对

环境造成的影响，首次介绍了绿色设计。一些国家加快

绿色设计和使用行政手段进行环境保护。绿色设计意味

着设计时须考虑重复使用或使用周期结束后的垃圾填

埋，从而抑制环境污染。环境区块是设计目标和出发点，

以尽量缩小产品对环境的影响。这个概念实质上是指产

品起于自然、回归自然、接近自然的本质。绿色环保设

计主要是减少资源浪费和爱护环境，重点是充分把握资

源，爱护生态自然，以人类活动为基础及对环境友好。

绿色设计注重低碳环保，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例如

澳大利亚采用新的水资源管理方法，使整个水体循环更

加一体化，这是城市用水创新的一个重要范例。这种创

新包括了供应和需求的双向导向，许多措施还提供了排

水、公共设施、环境和健康改善方面的辅助效益
[1]
。其

中一个例子就是生物过滤器的使用，这种技术通过一种

生物膜介质层（如沙子）通过被污染的水，被动地捕捉

并处理雨水，用于城市灌溉。这项技术也为环境带来了

好处，它阻止了城市水道的污染和多余的水流动，并提

供多余的水来灌溉街道树木。除了它们固有的吸引力之

外，街边的树木还能降低城市温度，并提供更高的空气

质量。在这一广义意义上的创新不仅仅是一项绿色设计，

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上变得更有效率。 

 在绿色设计的过程中，设计者可以研究原材料的来

源、组成和属性，制造产品所需的能源和资源，以及如

何使产品在其使用周期完结后回收或再利用。同时需要

平衡与其他产品的对比，如质量、价格、制备和功能。

聪明的绿色设计创造了使用较少的能源和自然资源的

产品、可容易回收或重复使用的产品以及在消费者生活

中促进能源迭代和提升材料使用效率的产品。绿色产品

不仅是一个产品，绿色产品实际上是在水、土地、节约

能源、节约材料、保护环境等方面，从设计到运行有更

严格的能源效率目标的实现，以获得高效率、低消耗、

无垃圾、无污染生态环境的平衡，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舒

适健康。绿色产品必须注重“低碳”效益，应将清洁无

污染的可再生能源更多地用于产品材质、性能等方面，

以达到节能减排目的。 

3. 绿色设计中融入人性化设计思维的意义 

人性化设计的核心是“以用户为中心”，在产品的

基础功能被实现后，将用户在生理、心理方面的产生的

基本及额外需求转化为设计要素，使产品有更好的体验

方式，使人的生活更加便捷。人性化设计是为了解决人

们的需求，使人们在使用或操作中得到谐和、舒服和称

心的感觉而进行设计。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把人的因素

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

设计过程中着重探究人这一主体的生理要素与心理要

素，从而分析并设计出美好的产品以满足使用者身心需

要，在人、产品、环境这个逻辑中，使产品适宜于人使

用，人与产品所处的特定环境应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且

有助于发挥两者之间最大的效率，强调整个系统的和谐

统一，注重人性化设计是产品设计的至高层面。人性化

设计可以是自我（用户）关怀为基础的产品设计，作为

生活本质的活动，那就不仅能使普通人满足所需，它可

以引导大众文化，强化，形成秩序感、韵律感和韵律感，

唤起人们对品质生活或理想境界的向往。从绿色设计和

低碳环保的现状分析来看，发展空间和必要性是可以看

到的。特别是绿色设计和低碳环保要融入人性化，这是

新工业设计时代的要求
[2]
。在绿色设计的过程中，不仅

要将其理念融入产品中，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而且要

从用户角度出发，建立绿色设计中用户体验的必须性，

这是根据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产生的。在社

会未来的发展中，绿色设计应用会越来越广泛，基于人

性化设计思维来开发设计出满足用户心理、情感等多种

需求产品是必然趋势。 

 基于人性化设计思维的绿色设计要求在符合基本

的设计原则同时，即在材料的选择及生产的流程中选择

环保低碳方式，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尽可能提升组合

配置及附加功能，最大化地节省资源，亲和环境。此外，

还需要关注人性化中对用户的出发点，如使用方式需求、

精神和情感需求等。这要求设计师在对消费者需求进行

特定性研究，对原有的设计优劣势进行分析，对用户在

使用过程中的情景和状态进行模拟分析。本文探讨绿色

设计中的人性化设计以安全性原则为基本，在此基础上

综合协调考虑人性化设计思维中的设计原则，使得设计

产品尽可能具有实用功能同时又具有人性化特征，以协

调使用者生理与心理的双重需求。 

4.人性化设计思维在绿色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用户的审美需求和使用体验要求

正在逐步提升。绿色设计是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其已

成为设计发展的必要路径。结合绿色设计及人性化设计

思维对其重要影响，以下主要结合整体性和组合性，探

究基于人性化设计思维的绿色设计策略。 

4.1. 基于人性化设计思维的绿色设计策略 

 整体性。在产品设计开发期间，结合前期调研（竞

品分析、材料选择、制作工艺），整体（包括嗅觉、视

觉、听觉、触觉等维度的多感官体验及情景环境体验）

分析用户在与产品交互时的方式与逻辑，通过调整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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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控方式避免用户可能会出现的错误交互方式，设置

简洁高效的流程
[3]
。做出实验产品并将其与用户的反馈

进行结合，优化迭代，保证上市产品的最优。例如星巴

克经典的纸杯，见图 1。厂商选择可回收的纸材进行设

计生产，在设计中利用素雅绵密的白色和契合手型的握

感，并将杯盖设计为可重复利用的杯垫。用户在使用时

能翻开杯盖垫到杯底，使得杯子平稳放置不易打翻。这

样一个整体性的设计，使得产品不但给用户以愉悦轻松

的感觉，同时达到无意识地拿取，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同时符合绿色设计的要求，在成本降低的基础上达到了

人性化的需求。绿色设计关键的一点就是必须将环境作

为依托，特指“人—环境—产品”这一整体区间，进而

从企业生产和人体工程学等方面分析进行产品设计，满

足不同用户对产品操作的各类需求，方便用户的生活。

产品整体性更突出，更多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才能被满

足，得以体现产品的价值。 

 

图 1  星巴克经典纸杯造型 

 组合性。商品种类的增多一定会导致大量自然资源

的消耗，使得自然环境遭到各种各样的破坏。在产品开

发设计过程中采用标准或组合化的设计，制造统一标准，

保证生产成本的降低及回收利用率最大化，并在产品生

命期结束后，将其快速拆卸分解，回收或再生。考虑到

人性化设计中人与产品所处特定环境产生的互动关系，

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要对产品中同一位置的零

部件进行统一协调设计，对同一模板内的材料按照其材

料加工难度和材料污染程度单独归类，将易更换和耗损

率高的材料归于同一组，缩减整个产品生产的时间并提

升产品的使用效率，提升用户使用前准备工作及使用收

尾工作的整体流程体验
[4]
。同时，模块化设计还包括装

配设计和减量设计。在过程中最大化减小产品的体量、

材料用量及生产时的资源浪费，并加强可回收再利用率，

节省成本，减少污染排放，以达到用户使用过程中便捷、

舒适、高效体验的目的。 

4.2. 基于人性化设计思维的绿色设计的实践 

绿色设计以浇灌装置为例进行阐述。目前市面上的

小型浇灌装置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不能满足浇灌效率化

及节水的需求，浇灌装置不仅在功能上有较大的开发空

间，在方便、外观等多方面都有较大的开发空间。同时

在使用层面上需要更加人性化，以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

特定人群对浇灌装置的要求特别是水资源利用率及节

水率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使用时的最佳体验也产生要求。

通过对市场上现有的浇灌产品进行调查研究，为新型浇

灌装置的研究设计提供了支撑。笔者基于人性化设计思

维设计出一款用户易操作、人工参与少的小型浇灌装置，

实现用水及节水一体化，见图 2。一方面采取分段可拆

卸的设计为用户提供自行设置浇灌长度，并解决管子长

度过长、搬运不便这一问题，另一方面选用可旋转的内

外层结构使得用户自行管控出水位置，减少水浪费，见

图 3。着重在满足人们在心理上及体验上对产品的需求。 

 

图 2  分段式小型浇灌装置 

 第一，满足用户的使用需求。通过直观简洁的特性

体现浇灌装置操作方式。浇灌的目地是次要，主要是在

利用率和节水率上体现产品的优势。根据用户对浇灌装

置的要求，好的浇灌装置应满足基本且直接的使用需求。

针对当前浇灌方式中存在一些问题进行设计，例如浇灌

区域中一些自然或人为因素，电缆等公共设施的埋设导

致无法浇灌，植物无法呼吸导致无法长时间浇灌，浇灌

区域分布着路径导致无法连续浇灌。 

 第二，强调操作之间的主次关系。浇灌装置的设计

需强调主次之分，让所处的操作层次更加分明。产品在

操作方式上采用旋钮的方式，使其在视觉与触觉上更易

体现，潜移默化地感受人性化设计的优势，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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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浇灌方式及剖面图 

 第三，营造适当的环境气氛。环境有差异，所处环

境的气氛也不相同的。设计师设计出营造合理的氛围浇

灌装置会使用户身心得到满足。因此，浇灌装置的设计

也应充分考虑环境同一性。另外，根据设计师对浇灌装

置的设计思路，浇灌装置和环境的搭配影响着人的视觉

乃至心情。设计采用符合环保的 PE 为主材料，接口采

用 ABS 塑料和橡胶材质，可行性较高。主色采用绿色，

与周围环境和谐共存。材料成本较低，材料环保，符合

绿色设计理念。好的设计应该考虑浇灌装置和环境的和

谐，这也是艺术设计的附加体现
[5]
。 

 第四，应考虑用户的使用体验使用者的形态、产品

功能以及环境都对用户有着不同程度的正负影响。小型

浇灌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装置设计不合理造成的水

浪费；土壤含氧量极少、难以种植的土壤被强制浇灌；

装置跨越马路，给过往人群等造成不便等，现有小型浇

灌装置缺陷见图 4。对于装置与环境而言，设计师需要

考虑喷灌设备的安装不能影响草坪的维护作业，植被需

要定期修剪、植保、施肥等，这些工作通常由机械完成。

因此，应避免产品与其他维护作业的矛盾；庭院通常灌

木和草坪均混合种植，需要选择不同的灌溉方式，并且

采用不同的灌溉间隔时间分别处理；由于景观分布大都

呈不规则形状，难以集中管理；对于长时间的季节性或

季度性浇灌，水质也会随着时间发生不同的变化，但水

质中杂质较少；而不浇灌的地方对阻挡水流出也有较高

要求。因此，需要通过情景模拟将“人—产品—环境”

的状态合理调度分配，在人使用产品前（产品运输、组

装、调试）、产品中（区域调配、监管）及产品后（收

纳、维护、清洁、运输）能够与人活动相适应，方便使

用者操作。同时适应环境并满足用户差异化需求的产品

价值才会更大，生命周期更长。 

 

图 4  现有小型浇灌装置缺陷形成的影响 

5. 结论 

绿色设计的应用巩固了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

相依存的关系，而人性化设计的加强也促进了人类对美

好生活品质的追求。在这个工业设计发达的时代，仅仅

设计出一项能用的产品早已不是社会所追求的，需是在

环境友好的基础上实现更佳的产品体验。基于人性化设

计思维的绿色设计不但在用户心理与行为活动上提供

解决方案，同时也使自然环境在不被破坏的同时能更和

谐地为人类提供服务，为产品设计创新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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