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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tilizing the tools of design semiotic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ymbol system of sanitary products and aims to provid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rn sanitary products. Specifically, with the notions of signified and signifier from modern design 

semiotics, we obtain an all-around analysis of the design schematics of modern sanitary products. The design semiotic tools enable us to 

combine the practical, aesthetic and symbolic values of the sanitary products together, and unifies their forms and functionality in a 

systematic way. Using the proposed approach of design semiotics, we can design more efficient sanitary products, so as to provide more 

humanistic services for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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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符号学在卫浴产品设计中的应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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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设计符号学的角度出发，针对卫浴产品的设计进行了更深刻的理解。从设计符号学的所指和能指两方面着手，解

析现代卫浴产品的设计过程, 集卫浴产品的实用价值、审美价值、象征价值为一体，使得卫浴产品的形式与功能更好的和谐统一。使

用设计符号学的系统工具，可以创造出更加完善的卫浴产品，从而为人类生活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 

关键词  卫浴产品, 设计符号学，所指和能指 

卫浴产品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见证，是一种文化形

态的体现。现代的卫浴产品不仅仅是简单的生活用品，它

承载着更丰富的内容和意义。符号作为人类文化的产物，

是人类进行沟通与情感表达的一种重要载体，其中包含着

着大量的信息与文化意义[1]。将符号学理论引入卫浴设计

中，正是希望将符号的价值挖掘出来，为卫浴设计创作带

来更多新理念，创作出满足现代人情感需求的个性化、人

性化产品，丰富现代卫浴产品的文化内涵。 

1.设计符号学解析 

符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人类信息传播的代码，如

字母、号码、名字、语言、动作等,是一种文化的沉淀和积

累,它必须以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人的交往为载体。符号学

是研究人类一切文化现象中系统化符号的理论，其研究核

心是一个由符号实现意指（传达）作用的系统[2]。对产品

而言，它不仅仅是一个凝结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设计造物，

更是一个由众多符号组合的、以传达信息为目的的符号系

统。产品是以其特有的符号排列编码向消费者传达设计师

想要呈现给世人的信息载体。 

设计符号是一种综合的交叉文化表现形式，设计与符

号学的关系非常紧密。符号是负载和传递信息的中介，是

认识事物的一种手段。将符号学的理论引入以重新认识设

计，就是把符号看作设计的元素和基本手段，它是沟通和

联系人与自身，人与产品，产品与产品的中介，直接影响

人的生活方式。 

    设计是一个由“设计表现”和“设计意义”的组成的双面

体，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设计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

与交流。产品设计有一套完整的符号传达系统；产品设计

者，也就是产品符号的编辑者，在设计过程肩负着信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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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的重要任务。在产品设计实践活动中，符号的编辑者（设

计者）对这些被社会群体广泛认知的、约定俗成的特定的

造型、材质以及色彩元素进行编码组合，这些元素是用来

向消费者传达信息的产品载体的构成要件；产品的消费者

是符号的解译者，是信息的接收者，他们对于产品的接纳

与体验，是符号或者这个符号系统的解码。只有设计者所

“编码”的信息和使用者所“解码”的信息达成一致时，就形

成了他们之间共同的语言，设计的意义才会得到充分的表

达。一个不能为使用者所理解、认知的设计作品是没有存

在的价值。用符号学的原理来研究卫浴产品设计，其最主

要目的就是探讨设计师与消费者之间如何实现更好的沟通

与传达。 

2.卫浴产品设计的符号系统 

卫浴产品的发展是文化积累过程。符号作为一种人类

文化的产物，蕴含着大量的信息与文化含义，是人类进行

沟通和情感表达的一种载体，卫浴产品设计也是一个承载

了丰富的文化意义和内涵过程。对卫浴产品符号的研究就

不再是针对卫浴产品设计某个单一的的象征代码，而是对

卫浴产品设计的一个整体的符号系统进行研究。 

按照符号学的观点，产品的出现就是为了传达信息。

设计师将文化价值赋予产品；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更好地

接收产品的文化价值。任何一种文化系统都是以传达文化

价值为目的的符号系统，因此卫浴设计潜意识下形成了一

个符号传达系统。这个符号系统的发信方是以卫浴设计师

为代表的群体，以及对建筑的空间和组合搭配有独到见解

的实施人，他们根据现代建筑的特点以及人们的心理需求，

对卫浴产品的功能，形式，材料，色彩等进行整合，传达。

收信人则是广大的使用者群体。符号系统的信道是卫浴产

品工业化小批量或大批量生产、销售的渠道。卫浴设计符

号系统的信文则是卫浴产品的造型、色彩和材质三个基本

要素的符号遵循一定编码规使其在内容上构成的一个完整

的，以功能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的意指作用。将符号学论引

入卫浴设计系统，通过挖掘卫浴造型、色彩、质感等方面

的符号价值，为卫浴产品设计带来更多的创作理念，设计

出更符合当代人情感需求的人性化卫浴产品，既不失卫浴

产品的个性化要求，又能丰富现代卫浴产品的文化内涵。 

3.设计符号学在卫浴产品设计中应用 

索绪尔提出符号的存在取决于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结

合，能指是指符号的存在形式，构成表达面——“设计表

现”；所指是符号所承载的意义，即象征意义、文化内涵等，

构成内涵面[3]。产品通过各种表现方式（包括形态、结构、

表面工艺等）加以展现，同时，产品本身也具有一些抽象

和不可感知的意义（如产品的功能指示、文化价值、象征

意义）——“设计意义”。符号具有任意性，因此符号所表

达的意义必须根据所处环境的社会观念、习俗规定形成，

脱离这些环境，符号意义无法为接受者所解译。德国哲学

家卡西尔也认为：符号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它

是可感知的形式，以形、色、质、味、等想象及进行表达；

另一方面它是一种精神的外观，是意指或者意义[3]。设计

符号也是如此，其系统里包含一个表达层面和一个内容层

面。 

3.1 卫浴产品设计中的能指（设计表现） 

设计构成、信息传递的关键在于符号的选择与组合。

设计者将不同形式、色彩、材料及结构等的符号重先排列

和组合，即可产生变化万千的视觉效果，从而传达出多种

形式的意义。现实生活中，想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符号是很

困难的，但是我们从历史文化资源中吸收、借鉴，对民俗

生活和自然现象的观察，对抽象几何词汇的归纳等途径来

提炼所需的符号，只要保持构造上的逻辑和整体风格上的

一致性，都可以成为符号的母体，这也就是对符号编码进

行赋值。构成产品视觉效果的符号除了我们通常包括造型，

材料、工艺、结构、色彩等符号因素。 

卫浴产品的构造上相对与电子产品比较简单。时代的

不同，以及人们的审美的多样化，卫浴产品形状几乎可以

随意变化。现代卫浴产品设计中常常将曲线，曲面；规则

几何形态；有机形态等设计元素逐渐引入，衍生出多样化

的产品形态，满足不同人群的审美需求。白色是一种洁净

的色彩, 不容易隐藏污垢。但是人们长期与白色调的的环

境物接触,容易引起人的情绪紧张，视力贫乏,造成人们的精

神上不愉快[4]。现代卫浴产品中已经开始了对颜色的尝试，

国外某些卫浴公司已经出现了紫色，红色卫浴的设计。这

种颜色的应用冲击了人们的视野，打开了人们新的设计思

路。紫色的优美、安静、神秘、情欲、鼓舞等等的感受特

征，成为了卫浴产品除形态语言外的另一种表情特征[5]。

随科技的发展，卫浴产品材料应用也呈现出多样化，卫浴

间不再是单调的陶瓷制品。石材、玻璃、木材等各种材料

都成为陶瓷的替代产品，各种材质都有它自带的特性。人

造大理石浴缸与人造玛瑙浴缸是采用高分子聚酯树脂、天

然大理石粉或氢氧化铝粉等模压而成，表面喷涂仿瓷涂层，

表面光洁，质地耐磨，有优于陶瓷的抗冲击性能和良好的

保温性能，可生产洗面器、坐便器、浴缸、淋浴房成套产

品以满足整体个性化设计的需要。大规格的一体化台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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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材料和技术的独特优势，已成为引人瞩目的一支独秀。

木质卫浴产品一般由耐腐蚀性佳的木材所致，这些木材本

身一般能散发香味，具有独有的纹理、颜色，让人有置身

于大自然的感受。给人感觉淳朴、耳目一新的感觉。木质

浴缸对身体也有保健作用，适合追求健康，注重生活品质

的人选用。玻璃在其起源时代已经是一种艺术性的物质,人

们利用它晶莹透亮,冷峻而坚固,同时具有折光反射的特点

在艺术创作上达到变幻莫测、难以预想的艺术效果[6]。如

格拉仕伦卫浴产品以玻璃材质为主努力为客户打造一个水

晶风格的“水晶宫”。其颠覆传统浴室风格，引入玻璃材质，

以全新“水晶宫”风格带给人们不一样的卫浴空间感观。然

而设计师是不能生搬套、任意堆砌拼凑这些卫浴产品符号

元素，必须要在理解母体符号内涵以及符号之间的构成关

系的基础上组织新符号的表达形式。就如文学创作一样，

堆砌华丽辞藻对提升作品的意境和生命力毫无帮助，好的

作品表现的是真诚的情感交流，即使是用最质朴的符号语

言[1]
 。此款名为《海的隐喻》卫浴产品设计将海的元素运

用到卫浴产品中，将大海的浪花，蓝色等元素的提炼出来，

面盆在形态上体现大海涌动的感觉，材料和颜色的选取上

的用的蓝色透明的亚克力与白色陶瓷相结合，凸显出白的

纯净，蓝的深邃，经过设计师将几个元素的归纳整合，使

整个卫浴产品空间尽显出海的广阔，蔚蓝。消费者在这样

的卫浴产品的空间中，心情会变得开阔,疲劳的身心状态在

自然的愉悦中得到了缓解和释放。如图 (1)，如图 (2)。 

 

如图 (1) 如图 (2) 海的隐喻 

3.2 卫浴产品设计中的所指(设计意义) 

符号本身是一种抽象的媒介，两个事物之间的“代表”，

符号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他代表指示物的某种意义。事物背

后所蕴含的意义与价值是通过符号来传递，符号的存在必

定有其意义和寓意。符号的寓意包含明示意和暗示  

意两方面。 

    1) 符号的明示意。符号的明示意顾名思义是人们在感

觉器官上从视觉上直接获取形态、尺寸、结构、色彩、状

态等特征，触觉上感知产品的温度、硬度、肌理等符号信 

息。通过对产品的结构、造型，尤其是操作部分、特征部

分和显示部分的设计来清晰无误地向人们解释它们所要传

达的信息。例如，水龙头开关装置上面的红色和蓝色标记，

这标记是暗示人们一边是凉水开关，另一边是冷水开关。

使用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水温需求进行调节开关，如图（3）。

残疾人由于身体上的不便而造成生活中的困难，进浴缸洗

澡时常常需要别人帮助，此款浴缸是侧面开门浴缸，残疾

人可以在不需要他人的帮助下将浴缸门打开，进入浴缸之

内，避免了一些因自己身体不适造成的尴尬局面，如图（4）。

这些明确的符号语言都向使用者传达使用的信息，使用者

能更加合理，舒适，科学的使用此类产品。  

2) 符号的暗示意。卫浴产品表达其内容除了用直接的

外在形象外，通常还包含很多隐晦的含义。一些不能直接

表现的“潜在”的较高层次的信息包括：文化内涵、心理感

受、意境、特定社会的价值取向等等。例如特定的社会政

治环境、宗教信仰、文化背景、心理状态等潜在意义，接

受者对符号的这些特征信息的解译方式往往因人而异，只

有在某个领域有共同的领悟或理解的人们，方能认知这些

特殊的信息。如图（5）是意大利卫浴品牌 BMood，以极

简线条构成卫浴配件，呈现出犹如天使展翅般的浴房，让

整体空间确保和谐宽敞。体现出追求形式上的异化及娱乐

化的表现主义倾向的波普风格。如图（6）是“浪漫之夜”卫

浴产品，其采用明亮的色彩可以让人心情愉悦。鲜亮的黄

色，为卫生间带来一份浪漫，圆润的弧线，为都市个性一

族带来经典、浪漫、时尚的卫浴情怀。这款设计体现了将

轻松愉快带入日常生活，使每天的行动不再像举行宗教仪

式般严肃、刻板、通俗化等特征。将人们从简单、机械的

枯燥生活中解救出来，重新回到真实的生活中后现代主义

设计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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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 有标识的水龙头 

 

如图 (4) 开门浴缸如图 

 

如图 (5) BMood 卫浴品牌 

 

如图 (6) 浪漫之夜”卫浴产品 

4. 结语 

符号所能传达的意义来源于人们对传统文化及观念的

提炼，反之，亦能将传统符号学概念运用到现代文化中进

行改造，从而推陈出新创造出新的符号。把符号学原理引

入卫浴产品设计中，在整个卫浴设计符号系统中，符号的

表现与内容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相互依赖，集卫浴

的实用价值、审美价值、象征价值为一体，使卫浴产品的

形式与功能更好的和谐统一，才能创造出相对完美的卫浴

产品。通过挖掘更深刻的符号价值，给卫浴设计带来更多

的想法，设计出形态更美观、功能更优异、更符合现代人

情感需求的人性化卫浴，同时也丰富了卫浴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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