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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作品灵感来源于电影《妖猫传》，汉服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民族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汉服更反映了唐朝时
期的繁荣昌盛，以及盛唐时期的衣着、配饰妆容等，体现民族文化的深
厚与国力的强大。
设计主题主要突出盛唐时期女子衣着配饰的精致着装，从色彩上多
采用古典的宫墙红、孔雀蓝、土橘色、墨绿色等配色，凸显出杨贵妃地位
高贵典雅。运用敦煌风图案，凸显唐朝盛世的繁荣景象。同时撞色设计
也较为丰富，突出鲜明的人物性格和唐朝时期服装色彩的多元化。
面料选择上以雪纺为主，因为唐朝时期多用丝来制衣，而雪纺的悬
垂性和柔软轻盈与丝相似，质感体现也能够突出表现。款式造型上采用
了最贴合与还原当时服装质感款式体现，更增加了女性丰盈的曲线美。
配饰上采用金色为主题，用珍珠、玉珠、流苏、发簪、绒花、拧珠来
进行设计，搭配妆容，仿佛回到盛唐时期的景象。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设计类专业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研
究与实践（课题批准号：2017GGXJK067）。
设计：胡叶娟 佘晓雪 王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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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交互挑战与包容性设计
HCI CHALLENGES AND INCLUSIVE DESIGN

七、八 月份本来计 划去欧 洲 和大 洋洲参加两个国 际 会 议，因

“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程度。数字亲和力与智商无关，许多

为全球疫情而取消行程，足不出户参加了2020年国际人机交互大

智商很高的人缺乏数字亲和力，因此在使用数字设备时总会遇到

会，听了几十场报告，在此分享关于“人机交互挑战与包容性设计”

障碍。令人惊异的是，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和深入日常生活，“数

的思考。

字亲和力”正在定义一种新的残疾：许多人会因为缺乏数字亲和力

人机交互与包容性设 计密切相关。人机交互的焦点是“人”和

而在数字世界“残疾”，就像在自然世界因为行 动力缺 乏、视力缺

“如何确保技术以最合适的方式服务用户的需求”；而包容性设计

乏、听力缺乏而经历残疾一样。让不断变化更新的技术去适应具有

是为了“确保主流产品和服务能够让最大多数的人在广泛的情境

不同“数字亲和力”的人难度很大，因此Gregg提出了一个未来普

中容易使用，而无须借助于特殊改进或设计”。人们通常关注技术

适解决方案，称作“info bot（信息机器人）”。信息机器人基于人工

的变化，事实上“人”也在技术的影响下变化。两个研究对 象都在

智能技术，可以识别各种数字界面，并根据对用户的深入了解作出

变化，因此交互日趋复杂，不断产生新的难题和挑战。

交互匹配设置，因此有潜力解决人机交互的所有障碍。

国 际 人机 交 互 大 会 主 席 C o n s t a n t i n e S t e p h a n i d i s 和

“数字亲和力致残”是一个振聋发聩的提法，它说明了技术发

Gavriel Salvendy基于近年人机交互领域讨论议题，领衔发表了

展的缺陷：一方面赋能于人，一方面使人残疾。人类在过去几千年

一篇长文《七大人机交互挑战》，总结了人机交互领域七方面的新

的发展中没有因为缺乏“数字亲和力”而经历残疾，但在今天这个

兴研究和挑战：

世界，这一新的残疾因为数字技术的使用而凸显。

1.人技共生（Human-Technology Symbiosis）

信息机器人是包容性设计吗？可以说是，因为它能提供一种普

2.人-环交互（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适的个性化解决方案；但它很有可能造成用户对技术的过分依赖

3.伦理，私密与安全（Ethics, Privacy and Security）

而丧失自主性，而这正是包容性设计的一个难点：如何在“使能”

4 . 身 心 康 悦 与 自 我 实 现（W e l l - b e i n g , H e a l t h a n d

用户的过程中找到“顺应性”和“激励性”之间的平衡？包容性设

Eudaimonia）
5.可及性与普适（Accessibility and Universal Access）
6.学习与创造性 （Learning and Creativity）
7. 社 会 组 织 与 民 主 （S o c i a l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n d
Democracy）

计的核心是“人”，最终目标是为了让人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
世界形成更好的关系。
人机交互的“机”正在从有形（例如计算机，智能手机）变到无
形（例如智能环境，物联网），交互日趋复杂。作为设计师，我们需
要谨记：技术是连接人与人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通常，人机工

这七 大 挑 战 指 出了目前 和 不久 的 将 来 人机 交 互领 域 的 研 究

程师倾向于思考“让技术适应人”，将“技术”和“人”并重；而包容

热点和难点，其中可及性与普适（Accessibility and Universal

性设计师更多考虑如何让人和人的交互通过技术和设计的媒介畅

Access）直接与包容性设计相关。可以说“可及性与普适”就是人

通无阻，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和互动。实现人与人的良好互动可

机交互领域的包容性设计术语。其他六项间接与包容性设计相关。

以通过技术，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因此设计就不仅仅是“技”，是

大 会 主 题 报 告 提 及 了“ 包 容 性 设 计 ”，报 告 者 G r e g g

“物”，也是“事”，是“思”。有感而发，与各位共学共勉。

Vanderheiden 长期从事人机交互可及性技术研究，他认为技术
的演进将允许我们重新发明人机互动，最终解决数字世界的不公
平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新概念——“digital affinity”，字面上可解
释为“数字亲和力”，意指有些人具有天生的数字亲和与灵巧，很

董华

容易适应数字界面、解决交互问题；这种能力是一种天赋，如同音

拉夫堡大学设计学院教授

乐、绘画的天分和灵性；该能力通过学习也可以获得，但很难达到

2020.07

包容性设计专题引介
INTRODUCTION TO INCLUSIVE DESIGN

英国拉夫堡大学设计学院 董华教授

本期《设计》我们推出一系列围绕“包容性设计”专题的文章。

例如当下“老龄友好城市/老年友好社区”的议题就涉及“包容性设计”

这些文章的作者主要是包容性设计研究中心（创办于同济大学）近

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

几年在读和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们根据各自的研究课题
展开探讨，涉及包容性设计内涵、方法、过程和哲学等多个层面。
包容性设计（Inclusive Design）在国际上已经传播了二十多年。大约
十年前，我作为特约主编编辑了一期《大设计：包容性设计特刊》，用中
英文双语介绍了包容性设计在英国、美国、意大利、西班牙、挪威、丹麦、
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发展。当时“包容性设计”在中国还
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概念，尚无统一的翻译，例如我在同济大学第一次开
设相关课程时采用的是“和合设计”的课名。
“和合设计”的提法很具有
中国韵味，但人们不明白它具体讲什么，总需要费一番口舌去解释，所以
在特刊出版时我就根据英文字面意思和大众耳熟能详的“包容性发展”
提出了“包容性设计”并一直沿用这个名称。
“包容性设计”与“通用设计”有同有异，后者提出了通用设计原
则作为设计指导，而包容性设计更强调设计过程的包容性，把“包容”
作为目标，可以根据情形采用多种方法去逼近或达到这一目标。例如在
《移动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包容性设计》一文中，作者就举出了两个包容
性设计策略：
“一包多”和“多包多”，即用一个设计策略去满足众多不
同的需求以达到包容，或用多个设计策略去提供不同解决方案以达到
包容；这种决策过程固然要考虑成本和收益，其目标都是为了获得更多
用户的满意体验。
过去十年间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设计也随之改变，例如“社
会创新”、
“交互设计”、
“服务设计”、
“体验设计”等越来越多地成为设

十年前谈包容性设计，
“以用户为中心”，
“利益相关者参与”是重要
话题，这些也依然重要，并且对设计师的共情能力、协作能力提出了更高
要求，也出现了更多工具帮助实现设计过程的包容。
当下谈包容性设计，更是一个“大设计”语境；设计已经被认为是
驱动创新的引擎，涉及到产品、系统、服务、体验的方方面面。联合国在
2015年为未来15年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很多都直接或间接与包容性
设计相关。设计的伦理、责任以及其如何促进人类更美好的生活和世界
更可持续的发展，都成为当下重要议题。
包容性设计的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产品、环境、服务最大程度的公
平使用，而且关心文化等不同因素对使用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其外延
已经不再局限于可触摸的物与环境，还关系到组织文化和理念，例如EDI
（Equality平等、Diversity多样、Inclusion包容）已经成为众多世界名校
越来越重要的议程。
在《包容性设计英中比较及研究分类》一文中，我试图用1.0-4.0来
阐释包容性设计研究的不同侧重点：包容性设计1.0特指聚焦用户能力的
研究；包容性设计2.0特指聚焦过程和方法的研究；包容性设计3.0聚焦系
统，注重动态地、系统地看问题；包容性设计4.0聚焦真正的需求，从人
类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审视设计。
专题收录的九篇文章涉及到包容性设计2.0，3.0，4.0（关于1.0的发表
已经较多，在此不做赘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包容性设计：中国档
案》一书）。有一些观点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可能并不为读者所熟悉。期
待这些正在进行的研究能够促进大家对包容性设计更全面的了解。

计话题。包容性设计也在与时俱进，其内涵和外延都在进一步扩展。
二十年前谈包容性设计，
“老龄” 和“残疾”是脱离不开的两大主
题，这些依然重要（很多问题需要很长时间的持续努力才能缓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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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设计英中比较及研究分类
INCLUSIVE DESIGN：CHINA AND UK COMPARED

拉夫堡大学设计学院 董 华

摘要：“包容性设计”在英国首先出现标准，作为概念引入中国内地是2010
年。本文对包容性设计的渊源、含义、分类等做英中两国比较。结合《包容
性设计：中国档案》的出版，对2010-2020年间中国的包容性设计研究成果
从六个维度进行了梳理，即6P：理论（Principles）、过程（Processes）、案例
（Projects）、教育（Pedagogy）、发表（Publication）、人员（People）并总结
了成果。经过分析将包容性设计研究用1.0-4.0进行分类，归纳出研究的四种模
式。中国的包容性设计研究已经从“学习借鉴”英国经验的阶段开始形成自己
的一些特色；但同时，理念的跟进与普及、行业的标准与英国相比还有差距，
跨学科合作还有待形成合力。
关键词：包容性设计 中国档案 中英比较 理论 过程 案例 教育
中图分类号：TU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20）08-0056-03
Abstract：The first Standard of Inclusive Design was created in the UK，and

the concept was introduced to the mainland China in 2010.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on inclusive design. Based on the recent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Inclusive Design：Chinese Archive’，this paper summarised
the state-of-the-art inclusive design research in China in terms of 6Ps，i.e. Principles，
Processes，Projects，Pedagogy，Publication and People. This paper differentiated
four types of inclusive design research：namely Inclusive Design 1.0（Better
Design）；2.0（Thoughtful Design）；3.0（Just Design）and 4.0（Responsible Design）.
It concluded that on the one hand inclusive design research in China has passed
the stage of ‘learning from the UK’ and started to show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n
the other hand，in comparison with the UK，there is a lack of the wider uptake and
advancement of the concept，and a lack of relevant industry standards in China.
Cross-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n inclusive design research is yet to happen.
Keywords：Inclusive design Chinese archiv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K Principles Processes Projects Pedagogy

一、包容性设计的渊源与含义
包容性设计（inclusive design）的概念起源于西方，该名词第一次
出现是1994年。
（一）包容性设计作为方法和过程：英国制定了国际上第一份关于
包容性设计的标准BS7000-6[1] ，按该标准的定义，包容性设计是“一种
不需适应或特别设计，而使主流产品和服务能为尽可能多的用户所使
用的设计方法和过程”。该定义强调包容性设计是一种方法和过程。
（二）包容性设计作为一种哲学观点：包容性设计也体现了一种哲
学观点，可以从“设计致残”（design disables）的角度去理解，把人-技
术-世界间的障碍看作是设计失败，从而设计师的任务就是减少“设计
致残”的频率，或者反向思维，让“设计赋能”。不包容的设计处处设
障；而包容的设计人人受益。图1卡通图中的大伞就意味着“包容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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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是笔者在英国的博士生2008年对“包容性设计”作出的诠释。
（三）包容性设计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在价值观方面，包容性设计
强调平等，尊重多样性。在方法论层面，通过多种方法工具以及利益相
关者参与等手段，包容性设计在最大程度上扩大设计受益人群。图2是
笔者在中国的学生于2014年对包容性设计做出的漫画诠释，体现了对
多样化的尊重。
（四）包容性设计作为理想化的理念和批判式的观点：包容性设
计存在的前提是产品或服务的设计可能排除或区别对待了社会中的
某一群体。这意味着包容性设计不仅是一种理想化的理念（为尽可能
多的人设计），还是一种批评式的观点（反对设计的排斥性）。设计排
除（Design exclusion）是包容性设计的一个重要概念，由剑桥大学工
程设计中心提出[2] ，其意义在于可以通过量化的方法衡量“包容度”
（或者“排斥度”）。
二、包容性设计的宏观、中观、微观层面
在中国内地第一篇介绍包容性设计的期刊论文 [3] 中，用Policy
（政策），Practice（实践），Prototype（原型）对英国包容性设计研
究十多年的成果进行了总结概括，基本上可以反映宏观、中观、微观
三个层面。
（一）宏观层面：在宏观“政策”层面，英国除了出台相关标准（例
如BS7000-6），还针对城市规划、交通、大型活动（例如奥运会）制定
了详细的包容性设计策略和实施细则。2019年五月更新的包容性设计
标准[4] 中提出，
“关于建成环境，
‘可及’和‘包容’之间有所差别。前者
在许多情况下都比较容易做到，但真正的包容需要更多思考，更多参
与，更多创新和更多为所有目标用户提供最好设计的意愿”。包容性设
计考虑人们都有所不同，在各自生命过程中有不同的需求，不仅与能
力、年龄和背景相关，还与信仰以及“隐形”残疾（例如病痛）相关。包
容性设计的这些考量“帮助创造更好的设计，更直观的设计，更好用
的设计，以服务于所有人和我们不同生命阶段的需求”。
（二）中观层面：在中观“实践”方面，英国政府2012年1月正式发
布了GOV.UK网站，把25个政府机构和405个公共组织各自的网站归于
一处，使用同一模版提供信息，方便公众查询所有相关服务，例如工
作、教育、福利、税收、住房、驾照、签证等。其首页清晰表达了该网站

图1 包容的设计人人受益（ © A S Cifter）

图2 包容性设计尊重多样性（ © FRitz）

图3 GOV.UK 成为英国政府及公共机构信息门户网站

包容性设计的目的，
“查询政府服务和信息的最佳去处，更简单、更清
晰、更迅速”。GOV.UK由于包容性设计出色曾获多项设计大奖。
（三）微观层面：在微观“原型”层面则有无数案例，例如英国设
计委员会（Design Council）和国家基金委员会EPSRC都资助过许多包
容性设计项目，产出了产品、软件、服务的原型。EPSRC 2019年资助的
一个项目就以产出一套包容性沉浸设计工具包原型为目标，将包容性
设计从产品、建筑设计领域延伸到数字游戏领域。
三、包容性设计引入中国
（一）研究中心与相关课程：在中国，第一个包容性设计研究中
心于2010年在同济大学成立。其创办人剑桥大学博士董华同年开始
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开设“包容性设计”课程（当时的课名为
“和合设计”）。
（二）期刊与专刊论文：2011年《工程研究》发表了《包容性设计：
英国跨学科工程研究的新实践》一文[3] ，对英国包容性设计研究进展
作了较系统的介绍。同年董华作为《大设计》特邀主编编写“包容性
设计特刊”[5] ，对包容性设计在多个国家（英国、美国、挪威、丹麦、印
度、西班牙、意大利、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的发展作了介绍，以中
英文双语出版，是国内早期介绍包容性设计的专门读物，如图4。
（三）相关会议与报告：2012年董华应邀到挪威、日本“通用设
计大会”做中国包容性设计发展的主旨报告，并在2014年4月组织了
中国第一届包容性设计国际研讨会，此后每年都在同济大学组织包
容性设计研讨会。2015-2018年间，又先后在上海的北欧设计周、上
海市现代设计法研究会、复旦大学（健康传播大会）、河海大学（百
年校庆）、重庆大学（管理工效学年会）、江南大学（设计教育再设计
国际会议）、东北大学（管理工效学年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
工效学年会）以及中国工程院主办的2018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国际
会议上做“包容性设计”相关报告。自2016年起，董华每年带领数十
名研究生到英国，在剑桥大学组织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研讨包容性
设计相关议题。
（四）书籍：2019年5月，
《包容性设计：中国档案》正式出版（同济
大学出版社）[6] 。该书对中国近十年包容性设计发展从理论、过程、项
目、教育等方面作了总结，并罗列了包容性设计中文主要文献和相关
研究人员，成为了解中国包容性设计发展的一本重要参考书，如图5。
四、包容性设计研究的六维度
下文结合《包容性设计：中国档案》提出的六维度（概括为6P）简
要总结中国包容性设计近十年的发展和成果。
（一）理论（Principles）：谈到“包容性设计”理论，人们通常会联
想到“通用设计”七原则（后来被进一步改进为“八原则”），事实上现
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版本的包容性设计原则，如微软版本、英国设计
委员会版本，后者列出了五条原则，即：
•包容性设计的过程以人为中心

图4 《大设计》包容性设计特刊封面

图5 《包容性设计：中国档案》

•包容性设计承认多样性和差别
•包容性设计可以在一件产品无法满足众多用户时提供选择
•包容性设计提供使用的灵活性
•包容性设计让每个人都能方便愉悦地使用建筑和环境。
但原则仅构成理论的一部分。在《包容性设计：中国档案》一书
“包容性设计九问九答”[6] 中，董华将包容性设计的现有核心理论概
括为：
1.关于“反设计排除”的理论（包容性设计的批判性理论）
2.关于“老”与“残障”的理论（“老”与“残疾”的相对性）
3.关于“用户金字塔”的理论（用户金字塔模型可以解释包容性设
计是“逐步包容更多”用户的过程）
4.关于“人本设计”的理论（以人为本，包容用户、利益相关者、多
学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过程（Processes）：过程通常涉及两个方面：设计过程和评估
过程。包容性设计过程强调用户的参与，设计师和用户在各阶段分别
扮演什么角色，如何配合？同济大学包容性设计研究中心袁姝的博士
论文就此展开了探讨，并提出了设计师-用户的配合模型[7] ：从前期的
倾听用户，到中间的合作设计，到后期设计师获得共情后的决策执行。
李婉莹将该模型应用于儿童用户，提出了儿童参与的服务设计流
程模型[8] 。姜冬其则结合移动互联产品的开发流程，提出了有针对性
的包容性设计的评估框架[9] 。
（三）项目（Projects）：在中国内地，无论是产品、环境还是服务
设计，观念总体还停留在“无障碍设计”阶段。北京奥运会、上海世
博会以及上海政府网站均采用无障碍设计的思路。图6为点开上海市
人民政府网站“无障碍”图标（右上角）出现的页面（顶端灰色条提
供了“无障碍选项”：例如对页面大小的调整，对字体与背景色彩对
比的选择和辅助线的关启选项）。中国残联的“网站无障碍”声明也
指出其遵循国际标准WCAG2.0及国内标准《网站设计无障碍技术要
求》，
“为视力残疾人，认知能力有障碍人士和老年人提供获取网上
信息的渠道”。
中国目前移动互联的一些产品由于用户广泛，已开始重视包容性
设计，出现了良好势头。例如蚂蚁金融服务集团与同济大学包容性设
计研究中心合作于2019年发布了中国第一份企业“包容性设计手册”
（http：//love.alipaydesign.com/InclusiveDesign.html），并在“蚂蚁设
计”网站上创建了包容性设计专栏。
（四）教育（Pedagogy）：根据笔者多年在英国、中国的教学实践
效果及反思总结，包容性设计教育在本科层面可以强调用户研究方
法，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例如引入课程项目、组织短期工作坊、与毕
业设计相结合等），在硕士层面可以强调多学科、多利益相关者的参
与，而在博士层面可以探讨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对设计师、建筑师还
可以进行包容性设计的专题学习。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用户研究伦理，在中国这方面还未受到重视，
但在英国等国家，任何邀请用户参与的研究均需要经过相关研究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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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首页的无障碍功能

审查以确保流程合理、风险最小、用户利益不受损失。李佳对中国设
计师用户伦理研究作了初步探索[10] 。
（五）发表（Publication）：和国际趋势相仿，中国近十年来“包容
性设计”发表呈上升趋势。在《包容性设计：中国档案》一书中，按照
“老龄化应对”、
“视觉设计”、
“产品设计”、
“环境设计”、
“方法论”
及“其他”各推荐了10篇文献，并推荐了15篇硕士、博士论文。最近两
年，一些宣传无障碍设计、包容性设计的文章开始在微信公众号上发
表，尤其是在交互设计领域。
（六）人员（People）：中国从事包容性设计研究的人员主要来自
于设计相关领域（包括建筑），还有少量来自传媒、哲学领域。工程、计
算机、社会学、教育学、公共政策的相关研究者目前还非常缺乏，而英
国这些领域都有研究者从事包容性设计研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英
国的包容性设计理念已经得到了较广泛普及，而中国的包容性设计还
主要局限在“设计圈”内讨论。
五、包容性设计研究分类
十年来，中国的包容性设计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以同济大学包
容性设计研究中心的工作为例，可以分为1.0，2.0，3.0，4.0四种模式，
1.0至4.0并不代表层级的递进，只是区分研究对象和焦点的不同。
（一）包容性设计1.0（Better Design）：包容性设计1.0聚焦用户能
力，主要目标在于使产品更好地匹配用户的能力（包括运动能力、感知
能力、认知能力），可以用英国早期包容性设计常用的Better Design来
描述。
笔者用包容性设计1.0特指聚焦用户能力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
的研究包括宁维宁等对中国老龄人群的能力收集、分析[11] 。
（二）包容性设计2.0（Thoughtful Design）：包容性设计2.0的提
法在2009年皇家艺术学院 “Include”会议上第一次出现[12] ，该文章作
者用Thoughtful Design来描述，并提出以下转变建议：从 user-centred
（单个用户为中心）转变为people-centred（多样化人群为中心）；从
single designer（单个设计师）转变为a community（社区参与），从
niche practice（小众实践）转变为part of thoughtful design（深思熟虑
的设计），并强调了设计的社会作用和对全球变化的作用。
笔者用包容性设计2.0特指聚焦过程和方法的研究，例如[7][8][9] 。
（三）包容性设计3.0（Just Design）：包容性设计3.0聚焦系统，不
再孤立地、静态地看问题，而是把包容性问题放在复杂的真实情境中
分析，看需求的动态变化和包容性设计的可持续边界。
代表性案例有[13] 。国际上相关的提法是Just Design[14] 。
（四）包容性设计4.0（Responsible Design）：包容性设计4.0聚焦
真正的需求，从人类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我们的设计行
为及其后果和长远影响，将人本设计和可持续设计结合起来思考，以
作出有责任的回应。可以用Responsible Design来概括。具有代表性的
研究包括[15] 。这种将包容性设计与可持续设计更紧密结合在一起考虑
的设计研究也代表了一种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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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介绍包容性设计的渊源和其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实践
入手，简述了近十年包容性设计引入中国后的发展，从六个方面总结
了成果，并归纳出包容性设计研究的四种模式。以下从六个方面对英
中进行简要比较：
理论（Principles）：理论方面英国原创的有“反设计排除”的理
论[2] ；该理论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例如对排除原因的更深入分
析），中国正在发展的相关理论还涉及到动态需求、技术伦理、设计
赋能等。
过程（Processes）：英国、中国都发展了包容性设计的设计过程和
评估过程。在应用领域各有侧重。
案例（Projects）：英国的案例比较多，也有很多相关奖项；中国的
案例目前还比较少。在移动互联领域有望产生好的案例。其他领域还
需要突破“无障碍设计”的思路。例如上海市政府网页（图6）提供给残
疾人（主要是视力残障者）以特殊浏览功能，而GOV.UK（图3）从页面
上看不出任何区别对待的痕迹，但却考虑了视觉障碍、运动障碍（例如
需要特殊鼠标操作）和智力障碍等不同人群的需求，使他们能够平等
地使用同一网站的信息。
教育（Pedagogy）：包容性设计的教育在英国从中小学到大学、职
业继续教育（例如建筑师的继续教育）都有覆盖，中国目前只有极少数
大学开设相关课程。
发表（Publication）：英国有25年的积累，发表了上百篇期刊论文
与书籍章节，包容性设计期刊专刊有三册；中国有10年积累，发表了几
十篇期刊、会议论文和书籍章节；专刊已出版一册[5] 。
人员（People）：英国的包容性设计研究人员散布在多个机构和领
域，中国的相对集中在设计领域。
按照包容性设计的种类来看，文章提出了四种模式，但3.0和4.0的
研究目前还比较少，大量发表的文章为1.0和2.0的研究。前五年中国的
包容性设计研究很大程度上还在“学习借鉴”英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经
验，近五年已经开始形成一些自己的特色：新的理论已具雏形（例如
包容性设计3.0，4.0的新研究），新的实践正在开展（例如大学与企业
合作在包容性设计领域的新举措），新生力量已经出现（几十位硕士、
博士研究生毕业）。但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无障碍设计”阶
段，缺乏行业包容性设计标准，尚未形成跨学科包容性设计研究的氛
围，包容性设计多学科合作尚待形成气候。
本文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牛顿基金支持（Newton Fund Research Environment
Links ID 52774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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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语境下的设计“包容”与“排斥”
DESIGN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IN A COMPETITIVE CONTEXT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黎 昉
拉夫堡大学设计学院 董 华*
摘要：在“竞争”语境下需要重新审视设计“包容”与“排斥”。本文引入经济

斥[4] 。剑桥的研究还认为如果把中等和轻度的困难和障碍计算在内，那么

学理论进行交叉分析，通过改进竞争环境下用户和产品的关系模型，扩展需

在群体中存在困难和障碍者的普遍程度，要远高于通常仅仅考虑严重失

求因素在设计包容性评价中的影响，明确了竞争环境下“排斥”的定义和原

能（残疾）者的状况[5] ，这导致了实际的排斥程度往往被低估。此外失能

因，以及“包容”概念的内涵和提升设计包容性的途径。排斥产生于竞争力不

者还存在共生的能力缺失问题，对于失能障碍的研究表明：83%存在某

足的用户所放弃的需求，包容性设计的核心价值在于承认多样性并包容地分

种严重能力缺失的人同时存在另一种能力缺失[6] ，这种情况在老年群体

配可用性和用户体验。

中尤为常见。遵循这些研究的观点，排斥就是相对于产品的要求用户能力

关键词：包容性设计 竞争 设计排斥 多样性 可用性 用户体验

不足而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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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sign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need to be re-examined in the context

of "competition". This paper applies economic theory to cross-analysis. By improving
the relationship model between users and products i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s and
extending the inﬂuence of demand factors in the evaluation of design inclusiveness，
we clarify the deﬁnition and causes of exclusion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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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能力论的观点几乎是目前理解设计包容和排斥的主流，在设计
研究和人因工程领域都有很大影响。许多研究围绕用户能力展开[7-10] ，着
重于了解用户的能力缺失状况[11，12] ，通过降低对用户的能力要求[13] ，从而
提升设计的可用性和包容性。然而仅仅从能力角度定义和判别设计的排
斥存在明显局限，导致不能充分、全面地把握排斥产生的原因和机制，由
此而提出的设计解决方案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可能大打折扣。
二、需求不满足引起的排斥
在关注能力不足问题时，包容性设计研究者常常容易忽略能力与需
求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个体间的需求差异[14] 。用户行为是设计研
究无法回避的研究重点之一，正如用户能力——产品要求框架所描述的，
用户总是通过在某一情境下的某种行为与产品发生互动，进而达成某些
目的或满足某些需求。福格（BJ Fogg）提出的行为模型（图3）指出：行为
是动机、能力和触发因素的产物，行为人必须有足够的动机和执行能力，
并被触发执行该行为，行为才会发生[15] 。因此，仅仅具备执行能力而缺乏
足够的动机（需求），并不是设计所期望的目标行为的充分条件。
例如许多汽车经销商都会提供所售车型的试驾体验，消费者在通过

引言
包容性设计相关的研究数量在近十多年来有显著增长（图1），表明
该领域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关注。英国国家标准机构
BSI将包容性设计定义为：不需要特别的适配或专门的设计就能为尽可能
多的人提供使用的主流产品和/或服务设计[1] ，相应的，我们可以将“设计
排斥”理解为：有一部分人被现有的主流产品/服务设计排除在外，而无法
得到需求满足。然而，仅仅这样的定义难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把握排斥产
生的原因，以及包容性设计的意义及其价值所在，因而有必要对包容和
排斥的概念进行更为深入的辨析和研究。

图 1 以“inclusive design”为关键词在Scopus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历年文献发表数（2020年6月5日）

一、能力不足导致的排斥
在设计学领域，传统上我们讨论包容和排斥是不可避免带有（主观）
价值判断的。排斥往往隐含着“不该被排斥”的意味，比如失能人士或老
年人对某种产品或环境的可用性“不该”被忽视等等 [2] ，但“该”与“不
该”的判定是一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当然自有其重要的人文和社会意
义，但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独立于研究者自身的价值立场，本文对设计包
容性的描述性研究将价值中立作为一种必要原则，主要探讨包容和排斥
在设计实践中的一般性规律及影响包容和排斥的机制。
剑桥大学工程设计中心的研究者提出过一个用户能力——产品要求
框架（图2）[3] ，以此来评估用户和产品的匹配程度。该中心的克拉克森
（P. John Clarkson）教授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一个简明的排斥认定标准：当
在给定环境中使用特定产品的要求超过用户的能力时，就会产生设计排

图 2 用户能力—产品要求框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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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福格行为模型[15]

试驾比较多种具有潜在意向的品牌和车型时，通常对这些车型的驾驭能力

图4 需求代价—效用价值框架

是相对充分的，否则就无法完成试驾体验。然而当消费者体验过后最终做
出购买选择时，在中选车型之外的其他产品就被消费者排除在了选择之

的代价，而代价的产生源于用户为满足自身需求所面临的选择和具有类似

外。和能力论中用户被动地因为能力不足而遭到产品的排斥不同，在这个

需求的用户往往都不具有唯一性，也就是说一位用户是否选择购买或使

例子中，排斥是由用户因产品不足以满足需求而主动发起，需求是这类排

用某一产品既面临不同的选择，也面临其他用户的竞争。加上用户自身的

斥的决定因素，而这类排他性选择在消费行为中显然非常普遍。

能力状况也并不总是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也会随不同情境发生变化，

能力（尤其是生理能力）因素和需求因素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一项

比如随着疲劳度增加诸多生理能力会暂时性衰减，随着特定知识的获取，

具体的能力评价往往都是单一维度的，不论是感觉方面的视力、听力，运

完成某些任务的能力会大幅提高等。这些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变化都

动方面的速度、灵活性、反应敏捷度，还是认知方面的记忆力、计算能力

会影响用户的需求，马路上的拥堵程度和出行的目的会对不同出行方式

等都是如此。这意味着在个体间对某项能力有着共同的评价标准，相互

的选择产生影响，队伍的长短会对食堂不同排队窗口的需求产生影响，欲

间只有程度的差别。而用户的需求往往呈现出异质性并互相遏制，成为

望的消长，满足程度的递减，疲劳度的累积，更是时时刻刻左右着需求变

需求实现的障碍，且难以用一个公认的标准区分它们的优先级[16] 。以出

化。因此，用户的需求实际上是用户自身特质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函数，任

行为例，快捷高效（省时），舒适轻松（省力），经济合算（省钱）往往就是

意时刻的需求总是随着外部环境和用户自身状态的不稳定而处于动态变

互斥的差异化需求，对满足单一用户需求的设计而言，这种差异的影响尚

化之中。

不十分明显，可以根据用户个人偏好提供选择，而如果设计需要同时面向

亚当·斯密指出物品的价值可分为使用价值（Use Value）和交换价值

多样化的用户群，群体成员间的需求差异就会产生冲突和矛盾，需要设计

（Exchange Value）[17] 。使用价值是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交换价

某种机制加以协调。

值通常就是市场价格。而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由客观的物质有用性和主

三、用户需求—产品价值的竞合选择关系

观的意识有用性组成[18] 。按照预期效用理论[19] 的观点，消费者的选择是
对产品效用价值的预期和代价比较的结果，预期效用价值较代价为高就

那么是否由此可以得出包容抑或排斥就是由需求和能力共同决定的

会选择，反之则会放弃。消费者实际上难以准确预知最终的效用价值，由

结论呢？这恐怕需要回过头来审视设计活动本身。如果设计仅仅是提出

于心理作用，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的价值判断也不尽相同[20] 。甚至

一个纸上谈兵的方案，能力和需求满足的充分程度就是设计包容性的保

连真实的市场价格也无从知晓，最终的实际选择是基于预期价值和认知

障，只要产品的设计对用户的能力要求足够低，对需求的吸引力和满足程

上的公允价格相比较的结果[21] 。

度足够高，就可以避免产生“不包容”的问题。然而现实中的设计活动本

如图5所示，我们可以用需求曲线D反映用户某一时刻在不同需求

质上是针对特定需求对供给进行安排的契约行为，在利益交换机制的框

量下的边际使用价值的心理预期，按照一般的经济学假设，边际使用价

架下，满足一定的互利合作条件，是需求通过被设计的产品得到供给回

值随需求量递减。用户获得需求曲线上最大需求量Qmax的供给可以视

应的前提，这意味着需求和供给都是有条件和代价的。假设用户对某一

为需求达到了完全满足状态。由于存在竞争代价，在竞争的分配方式

需求的追逐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或者设计方案的最终实施也可以不惜一

下，价格是衡量供求双方竞争力的主要标准。当有无数的需求竞相争取

切代价满足用户需求，在无视或剥离了代价约束之后，尽管满足甚至超

供给，单个需求不足以影响市场价格，只能作为市场价格P的被动接受者

越所有既定需求的困难性大大降低，却必然与现实状况严重脱节。所以，

时，对单个需求而言供给曲线S近似为一条水平的直线，与需求曲线的交

设计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代价的约束下使供给满足需求。在此我们

点E即为该需求的供需均衡点。在供给曲线的上方，效用价值大于市场价

需要明确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的概念，在现实的场景中，脱离代价的需

格，因而用户有意愿获取更多供给，直至在供需均衡点上，需求的边际

求与真实的购买和使用行为没有直接关联，只有愿意支付相应代价的需

效用价值与市场价格相等，而效用价值继续降低，用户获取供给不仅没

求才是有效需求，同样，只有满足有效需求的供给才是有效供给。正因为

有收益，反而因代价过大而增添损失，因而不再有动力获取供给。由此，

只有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才具有内生的存在性，下文将不再赘述需求和

如果以更宽泛的代价概念取代交易价格，把反映量价关系的需求曲线

供给的有效性，需求和供给的表述默认即指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
用户和产品之间的交互关系不仅仅是用户能力和产品对用户要求的

延伸到更一般化的范畴，我们可以对包容性设计的核心问题——排斥作
出更精确的定义和假设：排斥就是用户因某种原因所放弃的选择，在图

兼容匹配关系，更是用户的需求与产品所提供的价值间的竞合选择关系

5中表现为由E、Q和Qmax围合而成的区域。重要的是：如果我们通过观

（图4）。能力论的另一个局限是孤立、静态地看待用户和产品的关系导致

察、测量用户的均衡条件推导出用户的需求曲线，这样的排斥就可以被

对竞争性情境变化的忽视。之前我们已经提及了现实中需求供给所涉及

精确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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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包容的内涵
在明确了排斥的定义之后，包容的概念也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在一定
的约束条件下，设计造成的排斥越少，包容性自然就越高。但就包容性的
内涵而言，却远不止减少排斥那么简单。
尽管客观上用户的需求和能力的多样性普遍存在，但传统上在我们
的道德观念里都倾向于认同和接受人的“相同性”。比如一人一票的选举
制度、童叟无欺的统一定价，这些都被普遍应用并被认为是最公平的方
式，价格歧视则往往需要包装成各种优惠活动或会员计划进行实施。而设
计是一种由少数人甚至往往是单一个体行使的计划性的分配手段，这种
单一个体或少数人主导的设计与用户群体需求的差异化和多样性很容易
产生矛盾。
如前所述，若是不计代价地调动所有可支配资源，分别满足个别用户
图5 需求竞争下的排斥

的差异化需求并非难事，难的是在互利性的合作模式下，即用户具有充分
的选择自由且对相应需求的代价给付意愿和能力有限时，能为尽可能多
的需求提供比其他方案更良好的可用性和用户体验或更低的代价要求，
这就需要以尽可能有效率的方式提供包容性设计。
无论是由于能力欠缺还是竞争力不足，在需求代价——效用价值框架
下导致用户放弃选择的原因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代价过高，高昂的代价通
过减少用户的选择制造排斥。我们当然可以通过扩大有效供给的方式降
低用户获取和使用产品的代价，从而提升包容性，最直接的手段就是通过
规模化的生产方式向大量用户提供统一的设计，然而每个用户的需求的
能力都各不相同，规模化供给强调统一和平等往往意味着漠视差异的存
在和剥夺选择的自由，于是在顾及效率的前提下，设计的统一性和用户的
差异性/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就成了包容性设计的根本矛盾。从这个意义上
说，包容性设计并不仅仅是设计目标，而是针对多样性的设计方法论。
五、设计包容性的达成途径
包容性的实质在于尽可能满足更多需求。比安奇（Matteo Bianchin）
和海丽金（Ann Heylighen）将包容性问题框架总结为两个主要因素：资
源一定程度短缺；及客观存在的多样性[22] 。在增加资源供给存在可持续
性限制的情况下，优化资源分配就成为亟待考虑的问题，因而他们引入公
平正义作为资源分配的准则[23] 。如果将可用性作为资源进行分配，提升
可用性的水平当然能获得更好的设计结果，但是完整的用户体验并不仅
限于可用性问题和使用过程中的效能。不同用户相互冲突的审美品味、价
值观念和身份认同常常很难统一在同一个产品之中，对产品的工具性品
质的感受和非工具性品质的感受都会对用户的情感反应造成影响，这些
因素共同构成用户体验的整体评价[24] 。而用户体验是整体性的[25] 、不可
简化的[26] 。可见冲突不仅仅产生于资源不足引发的分配竞争，也存在于多
元化的观念引发的利益之争。
对包容性设计而言，如果以功利主义的系统效率和整体收益最大化
的目标，就是要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尽可能为多样化的需求创造最大化
的设计价值。由于竞争的存在，使得天底下没有了绝对的自由，从人的行
为角度来看，任何需求都是相对于其他需求的取舍和选择[27] 。竞争使得
获取自由选择的权利需要能力和付出代价，而每个人支付代价的能力不同
程度地有限，于是自由也就有限了。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每个人为各不
相同的需求履行实践和支付代价的能力差别迥异，使得每个人获得的自
由选择、需求被满足或排斥的程度也大相径庭。在通过竞争模式配置资
源的系统中，每个参与者倾向于针对其他参与者的策略作出仅对自身最
优的支配性策略选择[28] 。正如著名的囚徒困境问题所展现的那样，非合
作博弈下的选择会造成博弈双方的无效率选择，整体利益无法实现最大
化。但差异也是比较优势与合作的基础，如果我们通过设计建立促成系
统的博弈竞争者进行合作的机制，能有更多可能性使得用户选择或接受
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减少他人利益的策略，那么也就提升了系统的
整体利益和包容性。

结论
设计排斥不仅仅发生于用户能力不足以应付产品的要求，在资源匮
乏的客观条件下，由此产生的竞争代价在不同情境下导致竞争力不足的
用户不得不放弃部分甚至全部需求，从而产生排斥。包容性设计的核心
价值在于承认多样性并包容地分配可用性和用户体验。用户的多样性既
表现在个体差异的分布上，也反映在不同情境下的需求和能力变化中，设
计师需要挖掘不同用户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能力资源，提供尽可能多维
度的竞争选择以减少单一竞争标准造成的资源分配两极分化，从而使设
计能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更有效地包容需求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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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赋能、参与及社区包容性设计
DESIGN EMPOWERMENT，PARTICIPATION，AND INCLUSIVE DESIGN FOR COMMUNITY IN THE
AGEING SOCIETY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董玉妹
拉夫堡大学设计学院 董 华*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文章旨在探索促进老年人社区参与的设计理
论。通过文献研究辨析了设计赋能和包容性设计的不同视角，阐述了设计参与
作为设计的过程以及社会参与作为设计的结果如何影响用户赋能和社区包容
的机制。建构了赋能、参与和包容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型，并基于社区睦邻
中心项目的课程实践给出了具体的设计案例。从赋能和包容的双重视角为设
计介入社区老龄服务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老龄化 设计赋能 包容性设计 参与式设计 社区参与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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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ageing society，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design theory to promote activ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mong older people. The
study elabo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sign empowerment and inclusive
design，and discussed how participation as the design process and outcome
can empower individuals and enhance inclusion in the community context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 theoretical model to illustr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mpowerment，participation and inclusion was constructed，and illustrated by
a design project. This paper has provide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design intervention in ageing communities.
Keywords：Ageing Design empowerment Inclusive design Participatory desig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的趋势。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老
龄化的程度在逐年加剧。据预测，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在
2024年左右突破20%，2030年左右突破25%，2039年左右突破30%，
2051年左右突破35%[1] 。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框架为国际社会应对老龄
化提供了政策指南。该框架指出，参与、健康和保障是实现积极老龄
化的三大支柱。其中社会参与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内容，是全球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客观要求，是将“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压力转化为促进
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的重要途径[2] 。《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The 2030 Agenda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也明确
提出只有全年龄段的人都参与进来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
“在地老化”[3] 的倡导下，社区是老年人社会参与最为重要的场所，社
区养老也已成为综合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支撑[4] ，因此设计如何促进
老年人的社区参与引发了设计学者们的关注。
老化的过程面临不同程度的机能衰退，设计如何尽可能从心理和
生理方面充分考虑老年人的需求成为设计关注的重点，包容性设计
理念成为老龄化设计的理论应对[5，6] 。从设计的外部支持入手为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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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一个包容性的硬环境和软环境是包容性设计在社区层面的着
力点。与此同时设计还需要关注如何从老年用户自身着手，提升老年
人的社区参与的能动性，赋能（empowerment）的理论为此提供了参
考。本论文将从赋能和包容（内在和外在）的双重视角探讨设计如何
在社区层面促进老年人的参与。
一、包容性设计与赋能
包容性设计是一种设计方法和理念，倡导设计者应确保他们所设
计的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尽可能多的大众需求，要求设计尽量摆脱年
龄或能力的限制。确保产品易于使用和让大众易于接近是包容性设计
的核心考量[7] 。随着年龄的增长，用户在感觉、认知和行动方面面临
着不同程度的衰退，包容的立场要求设计要包容各种变化和多样性。
包容性设计的“能力-需求模型”认为当产品对用户的能力要求超出用
户的实际能力时，用户就被该产品排除在外[8，9] 。该基本价值观把用户
能力与产品和环境需求的不匹配归因于外在的因素，并提出了“设计
致残（design disables）”的说法[10] ，认为人的障碍并非由自身造成，而
是外界条件使然。为了避免设计对人设置障碍，包容性设计的主要手
段是降低产品和环境对用户的能力需求。
而赋能的理论则倡导从用户自身出发解决问题。赋能的概念最早
出自于社区心理学，并在管理学、社会工作、教育及护理领域得到了
广泛的研究和成熟的应用[11] 。护理学的学者将赋能定义为一个识别、
促进及提高人们应对需要及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并且动员所需要的
资源，使人自觉控制生活的社会性过程[12] 。从这个定义上看，赋能强
调个人用自身资源能动地解决自身问题和与自身相关的事务，强调个
体在解决问题、达成目标时的能动性。心理学的研究把赋能理解为一
种动机结构（Motivational Construct），认为意义感、胜任力、自主性
和影响力这四个激励因素可以强化用户的工作动机，从而对用户赋能
[13]
，基于此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强化老年人的参与动机。赋能起源于维
多利亚中期的自助和互助传统[14] ，在赋能的理论发展过程中，越来越
多的学者关注到人际间的关系建立对赋能的影响。Christens结合社会
资产、社会网路、社会支持和公民参与等理论提出了关系赋能的概念，
认为人际间的协作、跨代际的合作等是关系赋能的重要组成部分[15] 。
此外，能力发展和技能提升也是赋能的核心关注。一些社会工作和护
理学的赋能实践都提出了能力培育、知识和技能发展的策略，以促进
用户潜能的实现[16] 。基于赋能的文献，笔者总结出动机强化、关系构
建、能力提升作为三种赋能的方式，这三个方面也体现了赋能的三种
结果。设计赋能用户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着手。
包容和赋能分别从产品、环境、服务等人造事物外部和用户自身
入手共同支持和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前者关注降低设计的能力需
求，后者关注提升用户的行动力。包容和赋能构成了的一组互补的面
向老龄社会的设计理论视角。
二、参与作为用户赋能和社区包容的途径
参与是赋能最核心的策略[17] ，赋能的诸多定义和赋能理论在病患

图1 用户赋能、参与、社区包容的互动关系（来源：笔者自绘）

护理和社会工作中的应用都强调用户（客户）参与健康管理和自身问
题解决的重要性[12，14] 。此外，研究表明居民的社区参与和社会参与有
助于提升社区生活品质和包容度[18，19] 。因此通过参与可以在用户赋能
和社区包容之间建立联系。那么设计如何促进用户的参与呢？
在设计的情境下，参与有两层含义。一是采用参与式设计的方
法，鼓励设计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即参与作为设计的过程。
Marc Steen 从伦理学的视角对参与式设计进行了解读，认为赋能是参
与式设计中设计师和研究者的美德之一，要求设计师和研究者以及其
他人共享设计决策权[20] 。Ladner在参与式设计的基础上发展出用户赋
能设计框架[21] ，该框架要求在设计的全流程把用户引入进来。在社区
服务的设计过程中，用户通过参与表达自己的主观意愿，积极影响设
计决策，有助于提升社区的包容性。二是参与作为一种设计结果和目
标，关注通过设计鼓励居民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居民在社会参与过程
中可以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获得更广泛的资源通路，从而可以借助群
体的力量提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有意义的社会参与如志愿服务
中获得胜任感和意义感等赋能的心理体验，这种体验又反过来鼓励
更积极的社会参与。包容的社区环境——无论是硬性的物理环境，还
是软性的社区氛围，又可以为社会参与提供支持，比如跨年龄段共融
的社区活动中心可以丰富社区的文体性活动参与，而居民自治的软环
境可以鼓励居民的志愿性社区服务参与。
因此，为了促进社区包容和老年用户赋能，可以在社区老龄服务
和活动的设计和实施中促进老年人参与。在设计过程中，通过参与式
设计的方法增强用户的决策权，使设计的社区服务和活动更加符合用
户的需求和能力，这样就可以强化用户在服务和活动中的参与动机，
用户在活动参与中可以得到能力的提升，在人际互动中建立新的社会
关系。图1呈现了设计参与、社会参与和用户赋能及社区包容的互动关
系。下文将展示一个设计参与和社区参与促进用户赋能和社区包容的
设计实践案例。
三、针对社区睦邻中心的设计课程实践案例
（一）项目背景
面向社区睦邻中心的设计项目是以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用户
研究与设计创新》课程为契机展开的，本文作者分别担任课程负责人
和课程助教。项目聚焦老龄化设计创新，以上海市杨浦区社区睦邻中
心面临的问题和老年参与者的需求为关注点展开。杨浦区社区睦邻中
心被称为百姓“家门口的会所”，是由社会组织运营、百姓自下而上参
与自治的新兴社区治理平台。从2012年第一家社区睦邻中心成立至今
已建成近60家，目前已经成为社区跨年龄共融的活跃场所，而老年人
因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而成为社区睦邻中心的积极分子。
（二）设计方法与过程
以社区包容和用户赋能为目标，课程中16组学生（每组2-3人）分

图2 “社区英雄”招募报名卡（设计：陈依、袁雅婵）

别进入选定的16个社区睦邻中心，以Fixperts[22] 的工作方式与工作人
员及社区居民一起共同发现问题并提出设计解决方案。Fixperts是由
英国设计师发起的一套通过参与和共创解决问题的流程与方法。该方
法要求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把真实世界的用户纳入到设计的全过程，
作为合作伙伴（Fix-partner）参与解决问题。在课程中，学生分为16个
小组，分别进去16个社区睦邻中心，和管理人员、老年志愿者和其他参
与者一起进行协作设计，共同参与设计问题定义和设计决策的过程。
老年志愿者和参与者的积极性被激发，他们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设计的
过程。有的老年志愿者参与了设计方案的讨论，退休前曾是结构设计
师的老年志愿者参与了建模的过程，更多的老年人参与了设计方案的
评估和反馈。
（三）设计结果
课程最终根据16个睦邻中心的具体情况产出了16组设计方案，并
在社区内实施落地。这些问题和解决方案连同设计过程中产生的其他
设计洞察被整理成赋能创新工具卡，提供给睦邻中心的工作人员作为
支持其日常管理创新的工具。所有方案从过程上看都是在设计更有效
的社区参与，如通过趣味性的盖章游戏激发社区居民表达对社区活动
的喜好，有的方案则是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让社区居民用彩色线条描绘
自己的兴趣图谱，还有的小组通过可展示、分享老故事的照片架引导
居民分享自己的故事，在故事中建立彼此的联结。这种参与互动是个
体向群体凝结、共同增强社区自我管理和居民自治能力的第一步。下文
将通过三个方案阐述赋能的三种方式（同时也是结果）及包容性设计
理念在其中的体现。
1.动机强化——社区英雄库
五角场街道文化花园社区睦邻中心位于大学附近，周边居民中很
多是退休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但同时，调研发现睦邻中心缺乏专业
人员管理和指导设备或场所使用。为此，设计团队设计了一个包含12
种能力分类的社区人力资源系统，以动员更多的社区人才来解决睦邻
中心的问题。以“招募社区英雄”为名发布“英雄帖”，招募具备不同
技能的居民以建立“英雄库”（人才资源库）。工作人员在需要的时候
可以从库中调用具备所需技能的人参与社区服务，以弥补中心人力资
源不足的问题。这一方案冠以用户“英雄”之名，强化了居民的社会参
与动机，同时有利于激发居民“意义感”和“胜任感”等赋能的心理体
验。考虑到通过线上报名对某些老年人存在一定难度，设计提供了多
样化的报名途径，老年人居民可以通过线下填写纸质报名表、致电睦
邻中心以及关注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这三种方法报名参加（如图2），
多样化的方式包容了不同能力的用户的参与。
2.关系构建——Co-Knitting
密云路社区睦邻中心编织队的老人擅长编织，但有限的资金难以
支持足量编织材料的购买。针对此问题，设计团队把社区附近的大学
生邀请来和老人共同编织。通过活动，学生可以给老人带去一些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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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贡献自己的创造力提供了通道，同时包容性的设计考虑降低了用户
参与的难度。
结语
从包容性设计视角来看，通常提升包容性的方式是通过降低产
品和服务所需的能力，使之与更广泛的用户能力相匹配，即降低参
与的能力门槛。而从赋能的视角来看，设计活动主要是通过提高个
体和群体的能力来匹配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要求。包容性设计和设计
赋能的双重视角给出了降低参与的能力要求和提升参与的能力及
动机两种策略，以实现设计与用户能力的匹配。文章提出的赋能、参
与、包容的互动模型和总结出的三种赋能方式（动机强化、关系建
构、能力提升）及其在设计中的体现为设计介入社区服务提供了理
论和实践的有益参考。

图3 赋能社区的创新工具卡（设计：董玉妹，董华）

环利用的编织材料，老人则可以向学生展示编织作品。从包容性设计
的视角出发，设计团队设计了方便易用的编织模版和手册，在活动过程
中，老人和学生利用编织模版，无论编织经验如何，均可在有限的时间
内协作完成编织作品。编织活动构建了大学生和老人之间有价值的互
动。编织中，学生可以体验老人的经历，并学习编织的技巧，老人也从
学生身上获得创意和物资上的支持，通过编织活动建立两者的关系，
促进“青银互动”。
3.能力提升——创新工具卡
社区睦邻中心各有特色，但也会面临一些共性的问题。16组学生
针对不同社区睦邻中心提出了不同的设计解决方案。为了分享这些宝
贵经验，也为了创造良性的有利于自我生长和提升的社区管理平台，项
目团队设计了一套社区管理赋能的创新工具卡（如图3）。该卡片是在
梳理问题和解决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涵盖了“空间”、
“设施”、
“活
动”、
“人员”和“其他”五类卡片，每一类别下的卡片会明确描述该类
别下社区睦邻中心面临的具体问题、对应的解决方案以及方案的提
供者。这套工具卡片是集体智慧的体现，社区工作者和老年志愿者的
参与帮助设计师定义问题并产生了丰富的洞察。虽然每一张工具卡片
上描述的问题来自于某一特定的社区睦邻中心，但是很多问题具备共
性，因此这套工具卡片可以帮助睦邻中心的工作人员解决日常运营中
遇到的问题。在视觉设计上，创新工具卡采用鲜艳和差异度较大的颜
色，对不同类别的卡片进行区分，方便用户查询；在信息的呈现上，每
张卡片采用“问题-解决”的简易逻辑，易于理解，体现了包容性设计降
低用户能力需求的要求。
以赋能为目标，创新工具卡旨在激活社区居民自身的创造力和行
动力。在设计中，每一类卡片后面都附上几张空白卡，以供社区工作者
日后补充发现的新问题和产生的创新解决方案。这套工具卡片在设计
师撤离现场的时候能提供给社区工作者创新管理的工具和动力，不同
社区可以将此作为管理创新的交流媒介，通过卡片共享经验，普通居民
作为非专业的管理人员可以积极参与到社区管理中，通过这种方式创
造性地提升了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
社区睦邻中心项目最终的目标是通过设计参与的方式促进老年人
的社区参与，增强社区活力，赋能社区居民，提升社区的包容性。本项
目通过识别社区居民多样化的能力和资源，为社区提供了一系列的解
决方案，使其能够通过自身的能力和资源解决自身的问题。创新工具
卡提供了一个聚合群体智慧的方式，为不同社区的居民参与社区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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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提升“关怀”能力之探究
AN INQUIRY INTO ENHANCING DESIGNERS’ ABILITY OF CARE

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姜 颖
英国拉夫堡大学设计学院 董 华*

摘要：设计往往存在“创造与破坏”的矛盾，在创造的同时可能对环境产生破
坏。本研究以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从室内设计教育背景出发，致力于探讨
如何提升设计师关怀能力，从而克服设计的破坏性影响。以杜威的探究模式
作为研究方法论基础。首先，提出化解“创造与破坏”的假设概念“关怀”，即
设计师提升自身关怀能力，同时促使客户转变为关怀给予者，共同考虑环境需
求。其次，具体发展三组“对话式”子研究，检验和修正假设概念。总结设计
师协同客户共同提升关怀能力的三种模式：引导、参照和共学。指出设计应该
从“造物”和“谋事”转向“化人”。在设计理论方面，提出提升设计师关怀能力
“转换”的理论框架；在设计教育方面，
“引导、参照和共学”三种模式，为提
升设计师关怀能力提供切实的指导方法。
关键词：关怀 转换 设计教育 室内设计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TP3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20）08-0065-03
Abstract：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interior designers can improve their ability of
care so as to avoid un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Based on Dewey’s
inquiry theory，the idea of resolving problems is to enable designers to transfer
clients and things into “care givers”，extending the care to the environment. Three
studies based on ‘conversations’ were conducted.Three modes of enhancing the
designer’s ability of care were identiﬁed：guiding，referencing，and co-learning. This
study has taken a new perspective to overcoming design challenges，and proposed
a practical solution to tackling unsustainable issues，helping extend design from
‘making products’ to ‘planning things’ to ‘cultivating people’.
Keywords：Care Transformation Design education Interior desig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以在理论和实践中被化解”，采用探究模式指导研究的最终目的是
为了产生新的知识 [6] 。具体来说，探究模式是由四个阶段组成的有
机结构：问题阶段、假设阶段、发展阶段和意义阶段 [7] 。这四个阶段
分别对应着四种知识类型：Whether、What、How和Why。研究是寻
求这四类知识的过程，Buchanan具体解释它们的意思为：
“问题阶
段（Whether）”是弄清调查的问题是什么，它是否是一个真正存在
的问题；
“假设阶段（What）”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想法是什么；
“发展阶段（How）”是探索假设概念如何解决问题，用各种不同的
方法和工具去判断假设想法是否有意义，不断发展和修正假设概念；
“意义阶段（Why）”是确认假设概念是否成立，评价总体研究为什
么有意义[7] 。
本研究的问题阶段是：提出设计存在“创造与破坏”的矛盾，揭
示设计造成破坏的潜在原因，指出设计不关怀的方面，从而建议“关
怀”作为化解矛盾的一个可能概念（a possible solution）。假设阶
段：综合整理“关怀”的复杂含义，解释其能够得以化解设计矛盾的
关键。发展阶段：把“关怀”投放到设计的现实情境中去检验和修
正。在室内设计专业的背景下去判断“关怀”是否具有化解矛盾的能
力。同时，探索设计师和客户习得关怀的方法。意义阶段：总结研究
“关怀”的重要意义。四个阶段对应着四个具体的子研究问题，它们
共同推动着整个研究的进程（图2）。
一、问题阶段
设计通常存在一个矛盾现象，即创造的同时可能产生破坏。创
造与破坏不可分割地牵连在一起—— 一个总是与另一个共存 [8] 。具

引言：设计的矛盾
包容性设计以“人本设计”为核心方法（图1），其中“关怀”是
一个核心的概念。一方面，帮助设计师深入了解人的多样性需求，为
人们尽可能提供有用（useful）、好用（usable）和想用（desirable）
的 产 品 与 服 务 ；另 一 方 面 ，包 容 性 设 计 也 在 关 怀 可 持 续 发 展
（sustainable）的复杂性需求。可持续设计涉及“造物”（比如绿色
设计与生态设计）与“谋事”（比如服务设计与社会创新）[1] ，而且推
动可持续发展与人才培养模式之间也存在着紧密联系[2] ，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理想目标需要公众的共同参与协作[3] 。
本 研 究 的 方 法 论 采 用 杜 威 的“ 探 究 理 论”（t h e t h e o r y o f
inquiry）[4] 。Richard Buchanan教授将这一策略引入设计研究中，他
认为研究过程就是一种探究模式 [5] 。探究模式是“从发现矛盾和冲
突开始，进而寻求一个整合的概念和更大的系统，在其中差异性可

图1 人本设计的要素（张婷、董华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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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设计师促使客户和人造事物关怀微环境[9]

图4 关怀含义与事实之间的交互作用[9]

图2 主研究问题和四个子研究问题

体体现在设计过程、设计目的和设计方式三个方面。第一、设计过程
的中断：设计师长期孤立地理解与遵循“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把
满足用户需求作为设计过程的终点。强调设计活动，而容易忽视设
计影响，即设计活动对环境中人事物造成的各种可能性的改变。第
二、设计目的的模糊：以消费为导向的设计活动，
“为需求而设计”
的口号往往成为满足人们欲望驱使的“想要”（want）的借口，而轻
视人们真正的“需要”（need）。第三、设计方式的偏移：设计师重视
设计结果“人造事物”的产出，惯于通过它来满足客户的“想要”，这
并不能充分体现人关心人的真正实质。如果设计结果“人造事物”对
环境造成破坏，这种负面影响会反过来作用到人自身。
经过深入分析设计造成破坏的原因之后，设计存在“不关怀”的
问题被解释，其暗示了一种可能的解答建议，探寻“关怀”的完整含
义。被发现的问题引导我们探究的方向，设定问题条件的“案情事实
（the facts of the case）”是解决办法中必须考虑的条件[4] 。设计师、
客户、人造事物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将被重新思考和建构。
二、假设阶段
“关怀”作为假设概念，可以把设计从造成破坏的不可持续现
状引向克服破坏的可持续发展理想。关怀的最初含义是：在设计过
程中所有需求关系的一组集合，即设计师照顾到整个设计过程（包
括设计活动与设计影响）中所有元素（客户、人造事物和环境中的人
事物系统）的需求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类别。从理论上看，关怀可以化
解和克服设计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危机，因为在整个设计过程中的所
有元素需求都会被照顾到。
但是，研究者发现实现“关怀”的一个困境：设计师个体有限的
能力无法真正照顾到“设计的世界”这个终极范围，关怀环境、实现
可持续看似只是一个努力的理想目标。这引发研究者重新思考关怀
的含义和实现途径。室内设计师只有借助客户，把他们从关怀接受者
（满足自身需求）转换为关怀给予者（关注他者需求），共同考虑微
环境（客户周围的人事物）的利益，进而把关怀逐渐扩展到世界范围
的大环境中去。关怀从“集合”的意思具体到了“转换”的意思。设计
师不仅要提升自己的关怀能力，还要促使客户变为关怀（图3）。这
样，设计师和客户个体提升关怀能力就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远大理
想目标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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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阶段
为了检验并继续探索“关怀”这个假设概念，研究者把“关怀”
的含义投放到不同的可观察情境中，透过观察其发挥的机能作用来
进行验证和确定。可观察的事实和假设想法都具有可操作的基础特
征，可操作的运作是指在可观察到的事实情境和概念想法之间的一
种互动作用（图4）。这是一系列的交互干涉，想法会唤起事实，而事
实会暗示一种会改动的想法，新想法又会再次获取新的事实，往复
过程直到获得统一完满的秩序为止[4] 。
在室内设计的背景中，寻找可观察的事实要基于从那些体验过
关怀，并对关怀有理论和实践积累的对象中进行选择，最终三组可
观察的现实情景被确定，它们分别是：
（1）可观察的事实1：围绕“如何用关怀”，与室内设计师和客户进
行对话。
（2）可观察的事实2：围绕“如何学关怀”，与设计学生进行对话。
（3）可观察的事实3：围绕“如何教关怀”，与设计教育专家进行
对话。
（一）研究内容1：如何用关怀
研究者首先把关怀的概念投放到室内设计实践活动中去进行检
验。通过调查当下室内设计师和客户对关怀的理解和应用，检验关
怀的“转换”含义，在实际室内设计活动中调查是否存在设计师把客
户转换为关怀给予者传递关怀到环境中去的可行案例，这个关怀被
称为“完整关怀”（complete care）。研究者与16位室内设计师和17
位客户进行深入对话，了解他们如何理解关怀、在设计过程中给予关
怀和感知关怀。研究发现：
发现1：证明了“完整关怀”的存在。少数设计师和客户介绍了自
己亲身参与“完整关怀”的经历。
发现2：通过整理分析室内设计师和客户分享的“完整关怀”
案例，总 结 了设 计师 和 客户在协 作传 递“完 整 关 怀”过程中的 积
极作用。
发现3：根据“完整关怀”案例的分析和总结，针对那些尚未意识
到“完整关怀”意义的设计师和客户，研究者提出设计师和客户共同
实现“完整关怀”的“引导”模式（图5）。首先，设计师需要从不知道
关怀转换到知道关怀的价值，进而在设计中实践关怀；其次，在设计

图5 设计师和客户实现“完整关怀”的“引导”模式[9]

图6设计师和客户“变为关怀”的“参照”模式[9]

过程中，设计师要促使客户从不知道关怀转变为知道关怀，从而在生
活中给予关怀。
发 现 4：总 结 了 设 计 师 愿 意 并 能 够 实 现“ 完 整 关 怀 ”的 原
因。既 有来自于 设 计师 和 客户的 个人因素，也有来自社 会 和 公司
的 集体因素。
（二）研究内容2：如何学关怀
实现“完整关怀”的“引导”模式路径是：不知道关怀—知道关
怀—实践关怀，本阶段提出“变为关怀”的概念，探索如何让设计学
生从“不知道关怀”转为“知道关怀”的学习办法。研究者开发了一套
帮助室内设计学生提升关怀能力的交流游戏“我的家”。六位学生被
招募参与了游戏，两人一组，共分为三组。每组中，一位同学扮演设计
师，另一位同学扮演客户，通过游戏道具的辅助，
“设计师”询问“客
户”家庭成员的喜好和需求，从而完成一幅“我的家”的需求地图。研
究者通过观察游戏互动的全过程，并在游戏前后分别组织焦点小组
访谈，去发现在游戏过程中学生“变为关怀”的原因。研究发现：
发现1：证实“变为关怀”的可能性。从学生参与游戏后的体验
获知，他们对“关怀”的理解程度已经扩大和加深了。
发现2：总结游戏参与者在交流互动中的角色作用。作为提问者
和回答者，学生们“变为关怀”主要体现在扩大关怀对象的范围和
对关怀行为的影响。
发现3：以游戏中设计学生之间互助扩大理解关怀的过程作为
借鉴依据，提议设计师和客户共同变为关怀的“参照”模式（图6）。
在设计师与客户交流过程中，双方都可以从对方给予关怀的例子中
反思自己的不关怀，进而受到启发加深对“关怀”的理解。
发现4：学生“变为关怀”的原因与对“家”的认知有关。对家的
范围理解越广，关怀的对象范围就越大。
（三）研究内容3：如何教关怀
如果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和客户都可以“变为关怀”，那么设
计教育是否应该关注提升设计师关怀能力，同时鼓励设计师促使客
户提升关怀能力？本阶段围绕“进入关怀”的概念，研究设计师如何
进入“知道关怀”的状态。研究者邀请了国内八位设计教育专家参与
访谈，专家们分享了对未来设计教育的建议，同时给出设计师是否应
该促使客户提升关怀能力的不同观点。研究发现：
发现1：证实设计教育应该教育设计学生和设计师提升关怀能
力。设计教育者对于通过设计师促使客户提升关怀能力的问题持有
积极和消极的不同看法。
发现2：总结设计师是一个群体性的存在系统。为了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与设计有关的个人和机构都应该共同提升自身关怀能
力，投入可持续设计的行列中来。
发现3：发现设计师的社会责任心与设计师对自我认知的程度
有关。研究者从专家的观点中总结了在设计教育中设计师和客户共
同提升关怀能力的方法：
“共学”模式（图7）。如果设计师能够扩大
自我认知，把“我的”范围扩大，把自身利益与他者利益联系起来，

图7 设计师和客户“进入关怀”的“共学”模式[9]

那么他们就会关注更多对象的需求，进而扩大关怀范围。部分设计
专家建议关怀教育尽早开始，这是所有学生应该接受的通识教育。
如果设计师和客户分化角色之前在学校教育期间能共同学习关怀，
那么在设计专业活动中讨论设计师和客户提升关怀能力的两个独立
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发现4：专家们指出了设计群体学习关怀的重要意义，即去实现
作为人类可持续存在的理想目标。
四、意义阶段
“关怀”的概念对现有设计教育和设计实践进行了有益补充，
帮助设计专业和设计教育在历经“造物”和“谋事”之后考虑如何
“化人”。
在设计教育方面，提出设计教育应该重视培养设计师的关怀能
力。
“关怀”把解决环境危机的方法回归到人本身的改变上面。如果
设计师和客户变为关怀，那么其从事的设计活动和展开的行为影响
就会具有关怀的效应。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和客户都是关怀给予
者，作为让关怀延伸到环境中去的动力元素。
在设计实践方面，本研究提醒设计师在实际设计项目中承担起
社会责任，注意自己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激发积极的行为（什么可
以做），尽量克服负面的行为（什么不可以做要格外小心）。
结语
本研究给予“关怀”，为包容性设计研究拓展了新的空间，让设
计为人的真正需要服务，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服务。透过“关怀”这
个滤镜，本研究不仅揭示了设计矛盾“创造与破坏”的潜在原因，而
且还提出了化解设计造成破坏的应对办法。这并不是与以往不同的
可持续设计研究题目，而是从“关怀”新视角去洞见旧有问题的症
结，并用“关怀”去处理它。
“关怀”既为我们打开了理解设计的新方
式，又提供解决环境危机的新办法。为关怀而设计，因设计而关怀，
关怀既是设计的因，也是设计的果，设计即是关怀。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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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包容性设计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CLUSIVE DESIGN IN MOBILE FINANCIAL PRODUCTS
剑桥大学工程系 宁维宁
蚂蚁金融服务集团 邹 烨
蚂蚁金融服务集团 常 鑫
摘要：探索包容性设计在移动互联网产品领域的知识普及和应用实践。从感知

的无障碍设计、通用设计等理念相比，包容性设计更加注重商业上的可实

和技术两个层面进行了探索。提出了面向设计师的知识普及框架；根据移动互

现性。西方的包容性设计实践始于建筑环境和工业设计，在互联网方面的

联网产品的特点开发了适用于移动互联网产品的包容性设计原则、流程以及方

应用则长于传统网页设计领域，并产生了大批成功案例。我国互联网应用

法；并通过实际案例进行验证。结合了知识普及以及设计指导的移动互联网产

的普及不同于欧美国家，借势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基于智能手机的移

品包容性设计实践体系。该包容性设计实践体系在实际的设计项目中具有良好

动互联网产品成为了我国大部分网民接触并融入互联网的主要途径。设

的应用价值，能够有效帮助设计师提升产品的包容性。

计对象的改变，加之在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差异，将现有的包容

关键词：包容性设计 体验设计 移动互联网 数字金融产品 案例研究

性设计实践应用于移动互联网产品时必然会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推进包

中图分类号：TP391

容性设计的商业实践是当前移动互联网产品的重要课题。

文献标识码：A

推进包容性设计的商业实践主要存在三个层面的障碍[5] 。首先是感

文章编号：1003-0069（2020）08-0068-03

知层，即设计师以及可能的利益相关者是否在意识层面对用户群体的多

Abstract：To explore the principles of implementing inclusive design in mobile
Internet products.At the perceptual level，the focus was applied to delivering inclusive
design knowledge in a designer-friendly way. At the technical level，it explored
inclusive design process and methods. A set of inclusive design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was proposed. This framework was then applied in design practice.A
framework was proposed which ingrates basic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of inclusive design.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ramework in practical design projects
showed that these initiatives effectively enhanced design inclusion.
Keywords：Inclusive design UX design Mobile internet Mobile ﬁnancial products
Case study

样性以及产品可能产生的设计排除有充足的了解；其次是技术层，即设
计师是否掌握了有效的设计方法或资源能够帮助其实践包容性设计；最
后是组织层面，即该商业组织是否有足够的动机来推行包容性设计，其
动因有可能来自社会立法，抑或是企业的整体价值取向和设计战略。由
于篇幅限制，本文将着重介绍蚂蚁金服基于感知层的和技术层的探索。
二、感知层-设计师包容性设计意识的提升
设计师的意识培养是在企业落实包容性设计理念和方法的基础性工
作。缺乏包容性设计意识，设计师会更多地依赖个人经验和知觉来推测用
户的能力和处境[6] ，而这样的设计方法无疑会产生很多对用户无意识的排
除。已有研究显示，设计师对于包容性设计的感知能够通过多种方式进行
提升，包括推行包容性设计流程[7] 、使用包容性设计方法和工具[8] 亦或是
了解真实用户、认识用户群体的多样性[9] 。可以看出，设计师包容性设计

引言

意识的提升不仅需要基础性的知识普及，也有赖于有效的设计资源输入，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截至2018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即感知层和技术层实质上相互促进。
在普及基础性包容性设计知识方面，我们以“是什么”和“为什么”

8.17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6% 。虽然我国网民仍

为主要框架，对包容性设计的定义和价值观、相似概念的辨析以及实践

以城市中青年群体为主，但是得益于4G技术以及智能手机的逐步普及，

包容性设计的必要性展开阐述。考虑到设计师的阅读习惯和偏好，框架

我国的网民群体正逐步向农村、中老年群体等渗透。

和内容对文字进行了最大化的精简，同时增加了图片以及实例的比重，

[1]

人口的红利为我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但
是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互联网产品对年轻用户群体的渗透
已接近饱和，新用户的增长已经逐步转向了农村、中老年以及受教育程
度较低的用户群体 [2-3] 。这些趋势要求移动互联网产品采用更具包容性
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在最大程度生满足更为多样化的用户需求[1] 。

增强可读性。该部分内容以设计手册的形式首先在企业内部进行宣讲和
推广，如表1。
三、技术层-包容性设计流程和方法的探索
（一）适用于移动互联网产品的包容性设计流程

移动互联网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数字金融产品的

有效的设计流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设计决策的合理制定和设

普及。电商在线支付以及基于智能设备的线下支付方式已经深入到了普

计结果的包容性。但将现有的包容性设计流程应用到移动互联网产品中

通用户的生活之中。然而，出于安全性考虑以及金融类产品本身的复杂

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剑桥大学提出的包容性设计流程包含了“探索-

性，数字金融产品通常需要较高的认知和操作成本（如强制性的实名认
证过程），这就意味着对于互联网技能和经验较为缺乏的用户群体来说，
数字金融产品在使用上的门槛较高。研究显示，使用技能缺乏和文化程

表1 蚂蚁金服包容性设计知识普及的内容框架

主题

度限制是我国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 ，相较其他移动互联网应用，数
字金融产品对包容性设计提出了更高需求。

是什么

包容性设计价值观
包容性设计与可达性设计、无障碍设计、通用设计以及以人为中心的设计之间的区别
用户和使用情境的多样性

一、包容性设计及其商业实践

为什么

根据英国标准化协会的定义，包容性设计是“一种大众产品和服务的
[4]

设计方法，能让最大多数的人群使用，而无需特殊设计或改动” 。与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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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内容
包容性设计概念

[1]

人口结构的变化
对“残疾”的反思
为未来的自己设计

图1 包容性设计流程

图2 改进前的页面（左）及改进后的页面（右）

创造-评估+管理”四大版块以及11个细分流程 [10] ，但该流程更接近对于

效地向设计师传递包容性设计的理念，我们着重关注于具有包容性设计

包容性设计流程的抽象概括，虽然与互联网产品设计师熟悉的“需求挖

“特色”的方法和工具。例如，针对包容性设计强调的人群多样性以及情

掘-设计创意-体验评估”这一流程大致匹配，但其中涉及的诸如“激发创

境多样性可能导致的设计排除，我们开发了用户/情境多样性启发表，设

意”、
“用户模型”等具体设计活动未能够帮助设计师直观地理解如何在

计师可以通过对照表的形式，对产品在各个维度可能产生的设计排除进

具体操作层面实现“包容性”。设计师更希望知道与自己熟悉的以用户为

行评估；在常用的用户测试中，我们强调了从极限用户、边缘用户、健全

中心的设计过程相比，包容性设计在思考方式和设计实施上如何运用在

用户三个层次（而不仅仅关注健全用户）进行全面评估，发现可能的设计

交互设计、视觉设计等具体环节。

机会和潜在的设计排除。这些方法和工具涵盖了设计的不同阶段的实际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在现有设计流程的基础上，提出了“识别多样性制定包容性设计策略-方案产出-包容性设计评估”的包容性设计流程。该

需求，例如设计初期的多样性识别以及中后期的产品评估。具体的方法/
工具及其简介如表2。

流程并不要求设计师学习并适应一个全新的工作方式；相反，它追求以更
表2 包容性设计工具（方法）集

为相容方式融入现有的设计过程，如图1。
“识别多样性”鼓励设计师通过对大盘数据、用户研究报告以及体
感观察结果的综合分析，充分认识用户在需求、能力、场景等多方面存在

方法/工具
用户多样性期启发表

的多样性。
“制订包容性设计策略”旨在引导设计师针对实际的需求选
择合适的设计策略。传统的包容性设计策略强调从能力的角度出发，在
提供多种选择方案的基础上降低每一种方案对用户能力要求，但是这种
照顾某类极端用户的思路往往也会带来用户综合体验上的妥协

[11]

。与传

统的工业产品相比，互联网产品试错成本低，更新迭代速度快，基于大数
据的分析也使得诸如“千人千面”这样的解决方案提供方式成为可能

[12]

。

方案方面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和更低的成本（即“多包多”）。对可选的设计
策略有了预判之后，设计流程便进入到了常规的“方案产出”环节。在最
后的包容性设计评估阶段，设计师则可以综合运用用户测评、数据反馈等

适用环节
识别多样性

个方面启发设计师对用户的多样性进行全面分析

设计评估

通过任务因素、技术因素、物理环境因素、组织环境因素
情境多样性启发表

以及社会人文因素五个方面对产品交互情境的多样性进

识别多样性
设计评估

行分析
模拟共情

参与式游戏

因此，除了通过降低门槛，扩大受众范畴这样的传统设计策略（即“一包
多”），在设计移动互联网产品时，设计师在提供更为多样化的设计解决

内容简述
通过基础人口属性、社会属性、行为属性以及能力属性四

视力走查
设计排除计算
多样化用户测试

通过使用软件、外部穿戴设备对用户进行更为真实的感受
和理解

识别多样性

设计师与用户共创，提出更加符合用户需求和期待的解决
方案产出

方案
从视敏度、对比度以及对色盲用户友好性等方面对方案的

设计评估

视觉设计进行检查
综合评估设计对用户各项能力的需求

设计评估

从极限用户、边缘用户以及健全用户三个层次对方案进行

设计评估

测评

方式对设计进行评估，排查可能产生的设计排斥。
（二）符合设计流程和设计师偏好的包容性设计方法
适用于移动互联网产品的包容性设计流程为设计师认识和实践包
容性设计流程提供了框架性指引，在实际设计活动，设计师还需要具体
的方法和工具来展开设计活动。设计师对于设计方法和工具的需求具有
鲜明特征。首先，相较于纯文本，设计师更加偏好图形化、视觉化的信
息展示形式[13] 。其次，工具和方法应以设计师较为熟悉的形式呈现[14] 。
设计工具应该能较好地同现有的设计平台兼容，新的方法论应该能和谐
地与现行工作流程融合。例如，以Sketch插件或设计组件的形式呈现的
设计提效工具在互联网产品的设计中得到了广泛利用。最后，设计工具
和方法应该能够简单快捷地使用。由于工作流程中的时间压力，设计师
更加偏好学习成本低、能够快速理解和掌握的工具和方法[15] 。由于移动
互联网产品开发节奏快、迭代周期短的特点，对设计工具的便捷性和易
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上述设计流程及设计师对于设计方法和工具的实际需求，我们
对现有的包容性设计方法和工具进行了增删和改造，开发了包容性设计工
具集，其包含的方法和工具涵盖了识别多样性、方案产出以及设计评估等
不同环节。
需要指出的是，包容性设计从其本质来讲，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
设计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实现途径。因此，田野观察、用户访谈等典型
的人性化设计方法也可在广义上被归入包容性设计的范畴。为了更为高

（三）适用于移动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包容性设计原则探索
包容性设计手册和工具集在公司各设计团队推广后，设计师从内容
结构的合理性、可读性以及实用性等不同维度进行了反馈。其中，反馈意
见较多地集中在工具集的拓展方面。除了可以自行发起使用的“主动性”
方法和工具之外，设计师对“被动性”的规则类工具提出了需求，即在设
计活动中通过遵循某些设计准则、使用标准控件等来保证设计的包容
性。为了保证用户体验的持续性和鲜明的品牌特色，像支付宝这样的产品
已经形成了高度标准化和系统化的设计规则，沉淀了体系化的组件库，因
此，规则类工具不仅更加符合当前设计师的工作习惯，亦是重要的设计提
效途径。
设计原则通常是针对某个具体的设计问题、以精简的文字对设计中的
注意事项进行有条理、分层次的描述。由于其篇幅精简、易于理解，且在实
际操作层面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设计原则是设计师常用的用以指导设计
活动的工具之一[14] ；尤其是当设计师面对特殊的设计需求、缺乏足够经验
时，设计原则能够有效地帮助设计师进行决策和评估。
然而，现有的包容性设计原则大都集中于建筑、工业产品以及网页
设计领域，其涉及的流程、具体方法等都与移动端应用存在或多或少的差
异，尚不能有效地指导设计师进行包容性设计的实践。综合以上问题，我
们认为有必要根据设计师的习惯和偏好，针对移动端应用产品，结合数字
金融产品的特性，开发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的包容性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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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始输入：围绕包容性设计以及相关的老龄化设计、无障碍设计、
通用设计等主题，我们收集了大量已有设计原则，作为生成适用于移动互
联网金融产品的包容性设计原则的原始性资料。这些原则主要来自于（1）
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2）职业设计师的经验分享平台，诸如Medium；
（3）行业内广泛认可的设计规则体系，比如苹果的Human Inter face
Guidelines以及谷歌的Material Design准则。这些准则在内容上涵盖了建
筑环境、工业产品、网页设计、移动应用设计等细分领域，同时在内容展
开的具体程度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我们首先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
了初步筛选，剔除了与移动互联网产品联系薄弱的设计原则、对重复的内
容进行了合并。

图3 多样化的解决方案匹配差异化的用户心智

2. 分析综合：结合业务特点和设计师需求，我们首先确立了制定包容
性设计原则的指导方针，具体包括：
（1）充分体现包容性设计学科的鲜明特

针对以上问题，设计团队同时使用了“一包多”和“多包多”策略。

点，具有启发性和实践指导性；
（2）与设计师现有的设计理念与认知打通，

在实际设计中，设计师灵活地使用了用户测试、模拟、包容性设计原则等

基于设计师常识理解重组和提炼；
（3）面向行业现状与发展要求，优先满足

方式从文案表述、操作提示、界面可达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一方面，在

移动应用设计的需要，再兼顾服务设计以及工业设计等领域的需要。

流程的第一步摒弃“注册”、
“登录”的任务概念，将其简化为易于理解的

原则的提炼与生成主要以共创工作坊的形式进行，通过使用卡片分

“输入手机号”单一选项（即“一包多”，见图2）；另一方面，利用企业在

类和亲和图，除了对现有材料进行梳理外，设计师也结合数字金融产品的

大数据智能分析方面的技术优势，对不同的用户画像进行了多样性的设

特点对已有原则进行充实。例如，增加了安全感的营造、移动终端体验特

计方案推送，例如区分了权益敏感型、安全敏感型以及利益敏感型用户心

征等主题。

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设计方案（即“多包多”，如图3）。此外，通过自动
[16]

在实际操作中，一方面，基于包容性设计立方体模型

，首先有侧重

地将原则相关的原始性资料中与用户感知、认知、行动能力紧密相关的

填写手机号，减少视觉干扰等一些列手段减少用户的能力负担，提升登入
体验。

内容提炼出来，以强化包容性设计的特有要求及设计思考方式；另一方

该方案上线后，数据显示来自3-5线城市用户的登录成功率较原流程

面，借助了设计师熟谙的用户体验五要素框架[17] ，从战略、范围、结构、

明显提升，登录首页退出率也有所下降。同时，该方案在后续的切流测试

框架以及表现的不同层次，定义设计师的设计行为规范，以保证原则在

中也表现出了对现有成熟用户效率的提升效应。这也从商业实际应用的

实际设计活动的实用性。

角度证明了包容性设计的价值：包容性设计不仅仅能让特定人群受益，还

3.原则产出：经过2轮共创工作坊，我们制定了首版面向移动互联网
产品的包容性设计原则。该版原则共包含了尊重差异、顺应直觉、充分沟
通、安全容错、情感妥帖、合作共享6大原则以及21条指导细则，细则包含
详细的设计操作指南，表3列举了其中一条原则以及指导细则和对应的操

有机会辐射更大的用户范围。
结论
本文介绍了移动互联网数字金融产品的包容性设计实践，通过分析
在企业中推行包容性设计的障碍，分别从意识层面和技术层面探索了包

作指南。

容性知识的普及、适用于移动互联网的包容性设计流程、包容性设计工具
表3 包容性设计原则举例

设计原则

（方法）集以及包容性设计原则。同时通过实际项目，对以上成果进行了

指导细则

操作指南
• 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操作偏好及使用情境，提供个性化的功

使用自适应设计

能、内容和布局

• 为应用中的非文本内容、交互控件和UI元素提供纯文本的辅助
名称，保证读屏辅助技术的有效性
支持辅助技术

• 简化界面元素、使用简短的线性任务流程，为辅助技术提效
• 应提供措施以简化用户体验，例如帮助辅助技术忽略非必要元
素和动画

四、案例应用
为了对当前阶段的产出进行验证和优化，企业内多个设计小组在实
际项目中根据该体系展开了包容性设计实践，此处以用户登录注册的提
效为例进行说明。
在识别用户的多样性阶段，数据分析发现新进入客户端的用户中，
3-5线城市以及乡村用户占比有明显的提升；同时，该部分群体的年龄结构
分布较整个大盘用户偏高；但是，这部分用户群体的注册并登录的成功率
较低。针对这个问题，设计和用户研究团队深入多个3-5线城市以及城乡
结合地区进行田野观察，并选取典型用户，通过深入访谈和用户测试的方
式来发现问题和改进机会。
例如，部分用户由于不能清晰地理解“注册”和“登录”的区别，在目
标流程的第一步就选择放弃。调研结果显示该认知表现在诸如老年人、农
村用户等互联网经验较弱的人群中存在着一定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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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应用价值，能够有效帮助设计师提升产品的包容性。

• 字体、字号、字重以及字间距、行间距可以自动变化以适应屏幕
• 布局排版可以适应不同平台和终端的差异

尊重差异

初步验证，结果证明该包容性设计实践体系在实际的设计项目中具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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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设计视角下“人- 技术 - 世界”间障碍的动态研究
DYNAMIC RESEARCH ON THE OBSTACLES OF "HUMAN-TECHNOLOGY-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 DESIGN

同济大学 设计创意学院 李佳蓉
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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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有包容性设计的理想，人工世界依然充满了多种障碍。本文旨在以
包容性设计的视角，探讨身体与技术的关系，透析人-技术-世界间的障碍问题。
基于“人与技术”的文献分析结果，将“人-技-世界”的分析框架与产品包容度评
估分析框架进行比较。比较得出：障碍的产生不仅存在于人与技术之间，也存在
于技术与世界之间，即障碍的产生是动态的，是与环境密切相关的。由此构建
出“能力-目标（期望）”模型，并进一步提出了设计师可操作的“障碍要素梳理
法”。本研究借助包容性设计理论勾勒出身体与技术在设计维度上的新内涵，基
于“一次障碍”和“二次障碍”构建出的障碍要素梳理法，可帮助设计师厘清设
计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障碍，提供了包容性设计的一种新型分析方法。
关键词：身体 技术 障碍 包容性设计 人-技术-世界
中图分类号：TU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20）08-0071-03
Abstract：Despite the ideal of inclusive design，the artificial world is still full of

obstacle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 design，and to analyze the barriers
between people，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results
of "Human and Technology"，the "Human-Technology-World" analysis framework is
compared with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product inclusion evaluation. Obstacles
not only exist between people and technology，but also between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that is，the generation of obstacles is dynamic an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 Based on this，a "capability-goal（expecta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and a "systematic barrier analysis method” was proposed. This study
uses inclusive design theory to outline the new connotation of body and technology in
the design dimension. Based on the "primary obstacles" and "secondary obstacles"，
the systematic barrier analysis method can help designers identify potential barriers
in the early stage of design process. This contributes to inclusive design as a new
analysis method.
Keywords：Body Technology Obstacles Inclusive design Human-TechnologyWorld

引言
设计与技术紧密相连，技术是设计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设
计是一种综合性的技术活动”[1] ，一定程度上，技术水平决定了设计的
可能性。蒸汽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导致生产加工方式发生变革，
随之出现了设计与生产的相分离[2] ，设计活动才迎来蓬勃发展期。而
正是由于设计从生产加工中分离出来，设计师才能将关注点更多地集
中到使用者的身上，通过设计实践活动将使用者的身体与世界建立联

系，以“技术的使用”为前提，强调身体与技术之间的交互过程，开始
对身体与技术间关系的进行研究和思考。
对于身体与技术的研究贯穿于人类文明史，相较于设计领域的刚
刚起步，多个其他领域已取得丰硕成果。其中技术哲学对于二者关系的
讨论始于卡普的“器官投影”理论，而后主要发展为两方面：其一是以
盖伦为代表的技术人类学研究，讨论人类本能的匮乏对于技术起源的
需求和争辩技术工具论；其二是以伊德为代表的，讨论“人-技术-世界”
之关系、带有后现象主义色彩的技术哲学。
然而无论是生物人类学视野、技术哲学视角还是后现象学视野的
立足点都是一种“后思”[3] ，即对现存事物的客观性反思活动；而设计
实践活动则是一种“前思”的[3] 预设性思考行为，其结果直接与人的
身体打交道，并直接诉诸于人类的身体感知[4] ，旨在通过设计实践活
动和反思寻找人工物的功能与使用者需求的匹配途径。本研究试图
打通设计、身体和技术三者的通道，将“后思”的研究成果迁移至“前
思”的设计行为中，尽可能对设计过程与结果中的障碍问题做出预
判，帮助设计师制订更全面的设计策略。
一、从“能做什么”到“想做什么”的转变
（一）包容性设计视角下身体与技术的中介点
身体与技术间的关系大体有正反两个走向：从身体出发的技术和
从技术出发的身体，然而在设计实践活动中，身体与技术不是割裂开
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关系。
1. 从身体出发的技术，是对人类不充分本能的有效补充，从“器
官代替”（如替代下肢发挥生理功能的义肢）到“器官强化”（如补充
使用者下肢功能的轮椅），再到“省力技术”（如移动过程中的各种代
步工具）的发展，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节省劳动”[5] 。
“义肢”作为最为
典型也最易被理解的身体延伸的案例，在使用过程中连接着使用者
和使用场景，弥补了使用者身体所缺乏的能力，而一旦脱离了使用场
景——“打交道之际”[6] ，义肢只能作为身体形态上的延伸，作为符号
性的存在，而不再具备使用意义上的存在。只有置于使用的场景中，
才能拥有使用意义，实现真正的“趋于省力的技术”。这种“趋于省力
化”的技术路径在包容性设计的视角下，恰恰是从典型性到普适性的
应用，是拓展设计服务人群范围的路径。
2. 从技术出发的身体，以技术创新为基础和出发点的设计实践活
动最终主导了大众生活，实现了技术对身体的重构，从这个意义来说
设计是一种技术的本质[1] 。对于生于智能时代的孩子，触摸手势交互
已经与他们的身体融为一体，虽然他们偶尔也会遇到障碍（如当面对
无法触摸交互的报纸和桌面时也会误当作是屏幕来操作），但的确改
变了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7] ；而年长者则不同，他们需要不断学习来
掌握这些新鲜的交互方式[8] ，这些技术非但没有成为他们身体，反而
如同器官移植时的排异反应一样，造成了与世界的交互障碍。这一路
径虽然能够带来“颠覆式创新”，但它更考验使用者的学习能力，势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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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能力-目标（期望）模型（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1 宏观与微观类比示意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将无法习得的人群排除在外。然而，当智能手机没电时，无论是熟练用
户还是不会使用的用户，共同面对无法交互的障碍，它也无法对身体
进行建构。所以从技术出发的身体，对于身体的重塑过程依然发生于
使用之际。
3. 故而，无论是立足于身体研究技术的含义，还是立足于技术讨
论身体的意义，对于设计实践活动而言，其意义都在于寻找到二者间
的中介点。这个中介点是设计实践活动发生的真实场所；是需求与目
标间的桥梁；是实现包容性设计的理想，即“使得设计者确保他们所
设计出的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尽可能多的大众的需求，而尽量摆脱用
户年龄或能力的限制”[9] 的保障；是实现从“使用者能做什么”到“使
用者想做什么”转变的有效途径。
（二）基于“人-技-世界”互动的“能力-目标（期望）”模型
面对上文所述中介点之问题，技术和设计研究均从各自领域做出
了宏观与微观的阐述。宏观框架即由伊德所提出的“人-技术-世界”之
间存在的四种建构关系[10] ：具身关系（使用者和人工制品作为整体与
世界发生关系）；诠释关系（人工物将世界翻译为阅读文本）；他者关
系（人工物作为独立个体存在）；背景关系（人工物退为背景变成一种
“切近的技术环境”）[11] 。而产品包容度评估法则聚焦微观，通过对比
用户所具备的能力与产品所要求的能力之间的匹配度，来考察产品的
包容度[12] ：当用户能力大于等于产品的能力要求时，则包容；反之，用
户能力小于产品的能力要求时，则排除。将二者类比，即用户所具备的
能力与“人-技术-世界”分析结构中的“人”相关，产品所需要的能力与
其中的“技术”相关。
产品包容度评估法所阐释的包容与排除情况处于“人-技”阶段，
仅关注于用户的能力与产品所需能力间的匹配关系，而忽略了交互环
境的影响，默认了该产品本身对于需求目标的匹配和能够与“世界”
（环境）成功交互。然而真实的交互环境并不总是保持着实验室中的
理想状态，不同的使用者具有不同的身体能力和认知程度，对同一件
产品的操控能力和认识是有一定差距的，而同一件产品在不同的应用
场景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功能状态和效果偏差。故在真实的交互环境
背景下，技术与世界之间同样会呈现出包容与排除的情况（如图1 宏观
与微观类比示意图）。
在两个阶段都有可能发生排除情况，即会产生障碍。按照交互主
体，所产生的障碍可被细分为：交互的第一阶段“人-技术”间所产生的
障碍为“一次障碍”（如图2 P1阶段）；交互的第二阶段“技术-世界”间
所产生的障碍为“二次障碍”（如图2 P2阶段）。消除一次障碍是保证
用户可以顺利使用产品的前提，即实现用户的能力与产品所需能力间
的匹配；消除第二次障碍才能确保设计产出能够在真实的交互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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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障碍的动态分析图示（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发挥应有的效果。只有二者均被消除，才能实现使用者的能力与需求
目标间的成功匹配，才能实现从使用者“能做什么”到使用者“想做什
么”的匹配，而出现任何一个障碍都有可能阻碍用户实现目标期望。
（三）障碍的动态表述
设计的包容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设计所面对的人的复杂个体
能力差异和需求分歧[13] ，即是上文所提及身体与技术之间可能出现的
障碍。
“唯有在打交道之际用具才能依其天然所是显现出”[11] ，同样
的，障碍也是在使用过程中才会表现出妨碍性（这里的妨碍性是中性
词，不代表负面含义）。在非使用状态下，
“人”、
“技术”、
“世界”是互
相独立的，只有当使用状态开启时，三者之间才开始建立关系，如此才
会有达成预期目标，或出现障碍。
具体可归纳为三条路径：
1. 路径1：指使用者具备的能力大于等于设计产出所要求的能力，
且设计产出能够在交互环境中达成使用者的目标需求，此路径中不存
在障碍，即使用者可以实现其目标需求。
2. 路径2：指使用者所具备的能力大于等于设计产出所要求的能
力，然而设计产出无法在交互环境中达成使用者的目标，如从寒冷的
室外进入温暖的室内，眼镜表面会结出一层雾气影响佩戴者使用，此
时，出现“二次障碍”，虽然使用者可以使用设计产出，但依旧无法达
成期望。
3. 路径3：指使用者一开始就无法使用设计产出，即使用者所具备
的能力小于设计产出所要求的能力，出现“一次障碍”（如图3 障碍的
动态分析所示）。
二、障碍要素梳理法的提出
只有当“一次障碍”和“二次障碍”同时消除时，
“技术人工物”才
能顺利连接起“使用者所具备的能力”与“使用者的目标”，实现“能做
什么”和“想做什么”的匹配。在设计实践时，设计者需要对两个阶段

题和有效梳理的途径与方法，帮助其准确预判出“障碍”可能出现的位
置、数量和类型，然后有针对性地消除，从而进一步推动使用者从“能
做什么”到“想做什么”的转变。
结论
本文探讨了包容性设计视角下的身体与技术的关系，基于此对
产品包容度的评估框架与人-技术-世界的分析框架进行类比，得到的
能力-目标模型，能够进一步聚焦于三条路径和两个交互过程中的动
态障碍。以此推进设计实践的前思方法——“障碍要素”梳理法的形
成，能够帮助设计师在面对真实的交互环境和不确定因素时，尽可能
地在设计初期全面地发现障碍问题，并以有效的手段规避障碍的发
生，通过设计实践活动完成需求与目标间的匹配，更大几率地降低使
用者“能做什么”和“想做什么”间的差距，实现将更多的用户包容到
设计范围内和能力与需求相匹配的包容性设计理想。
基金项目：山东建筑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设计创新现象
学研究，项目编号：00316030501。

图4 障碍要素分析法（图片来源：笔者自绘）

进行拆分，分别发现并解决每一阶段出现的障碍，并将其置于真实的
交互环境中进行评估与改进。即适应于“前思”的设计实践活动中可
以使用的方法——障碍要素梳理法。聚焦设计调研阶段，适用于有经
验的设计师，将依靠直觉的障碍感知进一步量化、方法化，帮助设计
师捕捉“障碍”出现的位置，以期减少设计前期调研中对障碍要素与
障碍问题预估不足所造成的损失和失败。
作为设计前期调研的障碍问题切入点，将“障碍要素”梳理法带入
设计实践活动的一般流程中去，按照一次障碍和二次障碍作为设计流
程的划分点，也作为障碍产生与否的前思的判断点进行制表（如图4 障
碍要素分析法），分为三个模块：①使用者所具备的能力，②技术产品
和使用者的目标期望，③并将使用者所具备的能力按照身体部位进行
了拆解与细化，以便更加全面地识别出一次障碍。
以下用一个实例详述此方法的使用。以第三卫生间的“洗手场景”
为例，首先以身体作为“障碍要素”的整理线索。第一部分按照生理属
性将身体拆解为：头部、躯干、上肢和下肢，而后它们再次被拆解为：
（头部）发、眉、眼、耳、鼻、口、颈；
（躯干）背、腰、肩、胸、腹；
（上肢）
上臂、手掌、手指；（下肢）臀、腿、膝、脚。此外，作为特定分析对象的
身体属性的补充，在身体生理属性中加入身高与性别作为特殊产品的
标记。这一部分是“使用者身体”与“技术产品”的匹配过程，用于判断
一次障碍的具体发生部位，以P1匹配作为标记栏（匹配以√表示；不匹
配以×表示）。
第二部分，是“技术产品”与“使用者目标期望”的匹配过程，以使
用者的目标期望作为标准，首先判断技术产品是否可以达成其目标，其
次，判断理想情况之外（极端情况、突发状况、个别案例）是否还可以
达成目标，以P2匹配作为标记栏（匹配以√表示；不匹配以×表示）。
综合P1与P2匹配，两个阶段中凡出现×的位置，即为场景C的障碍
位置，有待设计师运用设计手段进行消除。基于“能力-目标（期望）”
的障碍要素梳理法是包容性设计视角下“人-技术-世界”间障碍动态表
述的视觉化和方法化的呈现，以此作为“后思”研究在“前思”行为活
动中的落地和体现，为设计师提供一条全面搜集与障碍有关的所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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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与听障人士的沟通 ：以“旧物改造”为例
COMMUNICATION BETWEEN DESIGNERS AND HEARING-IMPAIRED PEOPLE：TAKING
TRANSFORMING OLD OBJECTS AS AN EXAMPLE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商学院 丁 易
英国拉夫堡大学设计学院 董 华*

摘要：本研究结合包容性设计的理论，尝试用动手“旧物改造”的方法帮助听
障人士与设计师进行沟通。采用了案例研究法，对听障人士自行改造的产品案
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方法，开发出帮助听障人士与设计师进行交流的
“旧物改造”工具包，并邀请设计师和听障人士使用验证。本研究产出的工具
包为设计师与听障人士之间的沟通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对包容性设计理论实
践应用进行了有益尝试。
关键词：包容性设计 听障人士 旧物改造 工具包 沟通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20）08-0074-04
Abstract：This study aims to apply the theory of inclusive design in helping people

with hearing-impairment to communicate with designers through making. Case
study was adopted as the research method to study the making activity of hearing
impaired peopl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ase studies and methods，a toolkit
was developed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hearing-impaired people and
designers，and then evaluated by designers and hearing impaired people. The
toolkit has provided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designers and
hearing-impaired people. The study has demonstrated how inclusive design theory
can be applied in the design process.
Keywords：Inclusive design Hearing-impaired people Transforming old objects
Toolkit Communication

引言
包容性设计作为现代设计中综合性较强的设计理念之一，深受
“残疾”的社会学定义影响：残疾人群之所以特殊是因为社会未能
提供适合其参与大众活动的环境与条件 [1] 。包容性设计旨在为所有
潜在用户开发美观的、主流的解决方案，目标是包容最大量目标用
户[2] 。通过包容性设计，能够更好地让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广泛大众平
等地参与社会生活。
一、听障人士与设计师的沟通障碍问题
（一）听障人士难以表达需求
残疾人不乏创造力。当生活中遇到不方便之处时，他们常常会
去做一些改造，使产品与设施更适合他们使用。所谓的听力残疾是
指由于听觉系统的某一部位发生病变或损伤，导致听觉功能减退，
听不到或者听不清周围的环境声音以及语言，以致于影响日常生活
与社会参与 [3] 。以听障人士为例，生活中有很多他们难以使用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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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服务，比如说：门铃、闹钟、无字幕的视频、公交车语音报站等；
另外一些产品的某部分功能或缺陷也使听障人士使用困难，例如手
机语音通话的功能、语音翻译软件识别精准度的问题。听障人士难
以使用这些产品/服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设计师在设计产品的时候
并没有把听障人士有意识地纳入潜在使用者的范围，忽略了他们的
需求；同时，听障人士也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即设计师与
听障人士之间存在沟通障碍。
（二）设计师难以了解听障人士的需求
从上述的产品案例可以发现，即便一些专业的设计师，在没有
通过正确的设计方式，充分了解听障人士的需求之前，也很难设计
出真正适合听障人士的产品；听障人士也并不会为这样“奇怪”的产
品买单。因此，了解真实的需求就成为这个特殊人群做好设计的最
重要一点，而简单的方式无法做到这一点；进一步地探讨其原因，设
计师在做设计的时候，可能出现以下两种问题：第一种是由于不了解
听障人士的需求，往往会忽略听障人士群体，没有考虑到使用者中
有听障人士；第二种是意识到了听障人士的存在，并且给予了一定的
设计关注，但是只停留在表象的听力补偿需求，没有深入挖掘去了
解其真实的需求。
（三）启发设计师与听障人士建立沟通的方法
在调查中发现，听障人士之间可通过特殊的交流方式（例如手
语）实现“无障碍交流”，这进一步说明了其与外界的交流障碍是因
为社会未能提供适合其参与的环境与条件，即包容性设计所针对的
“设计致残”。让设计师都学会手语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如何才能
克服这种障碍，在听障人士和设计师之间建立交流，从而促进双方
的理解和相互学习呢？
在包 容 性 设 计 中 有一 个 特 殊 方 法：“关 键 用 户 共 创 法”。英
国皇 家艺术学院高级研 究员茱 莉亚·卡西姆（Julia Cassim）教 授
基 于 长 期 在日本、英国 做 共创工作坊 的 经 验，总 结出“关 键 用户
（Critical User）”法和“设计挑战（Design Challenge）”工作坊流
程 [4] ，两者广泛应用于包容性设计过程中。残疾人常常扮演“关键
用户”角色，因为他们不同的经历会让设计师了解到不同的需求，
启发设计创新，但听障人士很少作为“关键用户”参与共创过程，
主要是因为语言沟通障碍。
本研 究希望探索听障人士与设 计师之间的有效 交流方式，帮
助移除语言交流障碍，使听障人士也能成为包容性设计的“关键用
户”，充分表达其需求，并启发设计创新。
二、听障人士与设计师沟通的方式：旧物改造
（一）听障人士在“做”中可以表达
听障有多种层次，本文所指的“听障人士”特指无法用口语进行
顺利交流的严重听障者。听障人士具有较大的人群基数，但残障情况

图1 听障人士自行旧物改造的案例

一般不外显，他们有自己内部的交流方式，却与外部人群交流存在障
碍，存在典型的社会适应能力不足。听障人士对事物的视觉观察能力、
形象思维能力、联想以及实践动手能力等，都常具有敏锐性[5] 。有不少
听障人士从事视觉设计等工作，且有研究表明，听障人士具有独特的
思维认知优势，可通过相关的学习，开发其在视觉、触觉与感觉等方
面的潜力[6] 。
（二）设计师在“做”中可以了解需求
“旧物改造”通常是一种设计行为，最大的特点是在此过程中会
产生较强的交互性，可以发挥包容性设计“以人为本”的核心内涵。
旧物改造改变以往设计师作为设计中主导的地位，注重用户参与到
改造设计过程中的体验，使用户在参与改造设计的交互过程中对设
计进行思考。旧物改造的特点与设计师的常用语言和工作方式不谋
而合，由此设想：
“旧物改造”是否可以成为设计师与听障人士沟通
的方式？而且，旧物改造的本身也非常符合当下绿色可持续的生活
理念。
（三）在“做”中沟通——以“旧物改造”为主题的沟通方式
笔者通过观察发现，听障人士会在生活中常会进行旧物改造让
产品更适合他们的需求。听障人士在成长过程中由于听力残缺引起
一定程度的自卑感，而旧物改造可以使原来陈旧甚至残缺的东西焕
然一新，似乎有一种身心修复的治愈作用。物品再利用、资源回收再
生的环保理念也促使人们对旧物进行改造。在意大利的MANOTECA
实验室中进行了很多旧物改造的实验，在改变了旧物命运的同时，
也体现了当代设计创造与传统旧物同在的画面 [7] 。无独有偶，荷兰
设计师PEPE在SKIN COLLECTION、MATKA VASES等系列作品中运用
皮革废料与旧物家具进行组合改造，拯救旧物，让它们重新进入人
们的新生活[8] 。国内也有“旧物仓”的商业模式，提倡“恋旧情结”、
“可持续”、
“传承”[9] 。
三、旧物改造工具包的发展与实践
（一）“旧物改造”工具包的设计——听障人士改造案例的挖掘
笔者通过多种渠道收集了听障人士“旧物改造”的十个案例（图1）。

在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程度的听力障碍者，由于难以与听障人士切实建
立有效语言交流，笔者主要通过书写的方式了解他们的旧物改造动机
和方法。
在听障人士自行旧物改造的案例中，可以发现他们会把个人的
需求加入到生活中的旧物中，进而改造成他们想要的产品。他们对
生活中产品的改造往往出于不同的需求。其中由于听力的障碍，对扩
充听力需求改造的有三个案例：易拉罐收音机、拨浪鼓、桌面手机扩
音器。这三个案例均出自于听力障碍不是特别严重，主要是听力退化
的中老年人，由于后天的意外或者由于自然老化导致了听力不再像
以前那样灵敏，所以他们具有对声音放大的需求，渴望听到清晰的声
音，并且在生活中进行了对身边旧物的改造。可见听障人士旧物改造
是他们创造力和动手能力的体现，表达了对生活的积极态度，而这与
设计师设计活动有许多近似之处。这样一种依赖“制作”而不是“语
言”的交流是否更容易让听障人士与设计师沟通？
（二）“旧物改造”工具包的设计——改造方法归纳
带着上述问题，笔者回顾了“关键用户”参与共创的一般过程：
由于设计师和非专业背景的用户对于设计理念，设计目的，设计方法
等知识的不对称，通常需要一个合适的工具来沟通两者，该工具在一
端连通设计师的专业技能与思维，另一端连通用户的真实需求与经
验。针对听障人士作为“关键用户”，这个工具不能依赖口语交流，而
应充分发挥听障人士的特点。
生活中所 遇 到的困难往往 是创意的来源，由上 述分析的案例
来看，对于旧物的改造大致有两种构思的方向：一种是通过旧物本
身的造型、质感、用途等方面的特征，按照改造者的生活经验，进
行类比联想，直接改造成新的主体；另一种是考虑好新的主体后，
根据改造目的，寻找到合适旧物加以改造完成。这两种改造的思路
可以衍生出许多种改造的方法，在设计的领域内也有很多种创意方
法；其中有五种方法在听障人士自行改造的案例中使用频率较高，
笔者将其归纳为：材料重组法、造型 加减法、结构功能法、用途转
变法、情感化设计法。
（三）“旧物改造”工具包的概述
根据听障人士旧物改造案例的方法分析，笔者设计了一套“旧物
改造”工具包，希望借助这个工作包媒介与设计师展开交流；同时也
希望测试基于听障人士旧物改造的工具包是否对非听障人士具有包
容性。工具包由指导手册和材料包组成，材料中特地加入了可发声的
物品（如风铃）。
（四）“旧物改造”工具包的验证
1.实验概述：为验证工具包的有效性，实验采用工作营的方式，
共有十位参与者（6位听障人士，4位设计师）使用“旧物改造”工具
包，分别是：单一设计师（笔者）对应不同听障人士组、三位不同设计
师对应三位不同听障人士组、三位专业设计师实验前后访谈组。实验
设计的目的主要在于研究听障人士与设计师是否可以通过工具包进
行有效沟通。
2.实验流程：测试前要求被试观察材料包内的物品，然后根据
指导手册进行改造/再设计。整个过程用时120分钟左右，流程如图
2，分为：引导解构、重组设计、制作方案、评价反馈四个部分。被试
需要填写指导手册内容、画出构思的方案草图、制作草图中的一件
改造方案、并完成手册最后的评价表与反馈。两组听障人士的实验
结果见图3。
3.实验分析：从上述案例可以发现，听障人士倾向于使用用途转
变法，可能因为听力缺损或者缺失，因此会对听觉或者听觉以外的
其他感官敏感，如视觉、触觉、味觉、嗅觉等，进而会强化这些感官
中的某些部分。比如被试一的筷子发簪强调视觉美观，借鉴了中国传
统服装中的盘扣纹样；在草图方案中，设计了一款在枯木上用黏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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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旧物改造”工具包使用流程图

图3 两组听障被试使用“旧物改造”工具包的实验结果

花，利用木质的特性吸收香味的香氛产品，强化了嗅觉；强调视觉的
时钟风铃，世界时间由易拉罐或者纸杯制作的花朵时钟表示，而风铃
只是陪衬装饰，并不是主要的功能，看时间才是该设计的主要目的。
另外，还有被试三草图的蓝色滴胶瓶方案中蓝色色粉的装饰作用，也
是对视觉的强调。
听障人士在创意思维方面突出，有时甚至比专业设计师更为灵
活，他们往往会注意到一些特别的、其他人不会注意到的细节，比如
被试一的香氛花朵，调动了嗅觉因素；而且在与听障人士的交流中发
现，他们不是在“听”人说话，而是通过对唇形的观察来猜“人”说话，
有时候他们会自我创造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字的用法、闻所未闻的词
语以及突破常理的句子，这些意外往往是创新的来源，也是对设计师
做设计时很好的创意启发。
实验从三个方面对“旧物改造”工具包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首
先是单一设计师（笔者）对应不同听障人士组，通过实验发现笔者与
不同听障人士使用本工具包合“做”顺利；然后是三位不同设计师对
应三位不同听障人士组，笔者把实验要求告知作为主试的设计师，
并且对设计师进行实验前访谈，通过实验发现不同设计师与不同听
障人士使用本工具包合“做”顺利；最后是邀请对参加第二组实验
的设计师进行实验后访谈，通过实验发现设计师通过与听障人士合
“做”，与听障人士进行了有效交流，对听障人士的看法有所改变，
在对听障人士的产品设计方面有所启发。图4是设计师访谈前后的看
法比较。
4.实验结果：最终所有人都顺利完成了本实验的要求，填写完成
了手册内容与问卷，收集到了来自听障人士被试的22个草图方案，以

及相应制作出的6个实物改造案例；最后进行了工具包的改进，成为
了简化版的交流工具包（见图5），工具包设计为主要以抽取卡片的交
互形式来进行改造设计交流的方式，整个流程约为30分钟；旧物案
例卡片与改造方法卡片可以重复搭配使用，让设计师在创意的过程
中可以“听见”听障人士的心声，快速建立起沟通；同时，也让听障人
士在设计师的引导下尝试设计更多可以启发创意的方案。
本研究发现，一位设计师在实验中可以顺利与不同听障人士交
流，不同设计师在实验中也可以与听障人士交流，设计师本身在这套
基于听障人士旧物改造的工具包中也得到了对听障人士设计的相应
启发。证明本工具包适合给听障人士使用，专业设计师亦可以利用本
工具包研究用户的需求，他们在使用“旧物改造”工具包的过程中进
行了有效的沟通，体现了工具包的普适性。
“旧物改造”工具包可以
帮助听障人士成为设计过程中的“关键用户”，实现与设计师的有效
沟通，成为包容性设计过程中一个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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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总结
本研究对听障人士的旧物改造设计做了第一手研究分析，受其
启发开发了适合广大人群使用的包容性设计工具包，并获得了听障
人士与专业设计师的肯定，对包容性设计理论的应用做出了新的有
益尝试。研究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四点：
首先 对设 计师与听障人士的沟通 来说，工具包提 供了交流 媒
介。听障人士对于外界刺激的感知程度更为敏感，但是其表达具有
障碍，本研究通过工具包为他们建立了沟通的桥梁，为设计师与听
障人的交流提供了工具包的媒介。

图4 设计师访谈前后评价关键词分析

第二，对于包容性设计理论来说，是包容性设计理论实践应用的
有益尝试。本研究以“特殊人群”中的听障人士为主要研究对象，通
过与设计师交流的过程切实帮助他们参与到设计中来。
第三，对听障人士来说，在他们生活中对旧物改造提供了方法借
鉴。工具包在指导设计师与听障人士交流方面发挥了作用，为广大听
障人士旧物改造提供了“包容性设计”的方法借鉴。
第四，对设计师来说，为设计师设计听障人士的产品提供了新的
思路。本研究产出的工具包可以帮助设计师与听障人士进行对接，帮
助设计师实际了解听障人士的需求，与其合作并受其启发。相信这一
方法能够在未来帮助设计师更多地与听障人士建立交流和合作。
本研究中产生了很多具有创意的成果，但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未来的研究中，希望可以继续深入发掘工具包的使用案例，进一步
拓展包容性设计理念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与实践。本研究认为，不同
能力缺陷的人群都可以启发设计和创造，听障人士与设计师的“旧物
改造”工具包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旧物改造”工具包在使用中得到
迭代更新和进一步拓展。

图5 简化版30分钟交流“旧物改造”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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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应用的包容性设计评估
EVALUATING THE INCLUSIVITY OF MOBILE PAYMENT APPS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姜冬其 刘 颖 黎 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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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从设计评估的视角出发，探索包容性设计实践，以移动支付应用
为例，构建包容性设计评估框架与方法，帮助设计师洞察“设计排斥”。通过文
献研究，从人机交互过程的功能与情感层面，总结影响移动支付应用包容性的
要素；依据互联网行业产品开发特点，构建起兼具可靠性与效率的评估框架与
方法；最后通过关键用户访谈、专家评估等实证研究对框架进行验证与迭代。
本研究得出的评估框架、方法为设计师践行包容性设计提供方法指导，以包容
更为广泛的人群融入移动互联生活。
关键词：移动支付 包容性设计 包容性评估 人机交互 设计排斥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20）08-0078-04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evalu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ractice of inclusive design. Taking mobile payment applications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inclusive design evaluation framework and methods to help
designers gain insights into "design exclusion".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e authors
summarise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inclusiveness of mobile application products
from the functional and emotional aspects of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process, and comb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product development to create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and methods with reliability and efﬁciency. The framework
was iterated and verified through empirical studies including key user interviews
and expert evaluation.The inclusive design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mobile payment
applications derived from this study provides designers with guidance on the practice
of inclusive design, so as to include a wider range of people in the mobile Internet life.
Keywords：Mobile payment Inclusive design Inclusivity evaluati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Design exclusion

引言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其快速、便捷、智能、普惠等突出
优势得到了极大发挥，其中移动支付的出现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方式，正在成为街头巷尾常见的支付方式（图1）。然而，由于移动互

图1 生活中的移动支付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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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庞大的用户基数，加之复杂的地缘性以及迥异的人群属性，例
如能力、语言、文化、年龄等差异[1] ，用户的使用需求、使用体验呈现
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如何满足广大用户的差异化需求，包容尽可
能多的用户，成为移动支付普及的一大障碍。
包容性设计（inclusive design）旨在为多样化的社会群体提供
可平等使用的解决方案 [2][3] ，使主流产品和/或服务的设计能够为尽
可能多的用户所使用，并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不同的情境，无需调
整或特别设计[4] 。其核心价值强调平等，尊重用户多样性。
基于此背景，本研究从包容性设计评估的角度切入，结合文献研
究与实证研究构建起包容性设计评估框架，以期为设计师践行包容
性设计提供指导。
一、移动支付中的包容性问题
移动支付（Mobile Payment）也称手机支付，指交易双方为了某
种货物或者服务，以移动终端设备为载体，通过移动通信网络实现
商业交易。中国主流的移动支付应用有支付宝、微信钱包、银联云闪
付等。移动支付以其高效、易用、便利、安全的特点，逐渐为大众所
熟知并应用，并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便利。
然而，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数 据显示，截至2018
年12月，移动支付用户规模为5.83亿，在手机网民中的使用比例为
71.4%，网民在线下消费时使用手机网络支付的比例为67.2%，仍有
近三分之一的手机网民未接受/未使用移动支付应用，其中主要为老
年人、不同程度的能力缺失者（残障人士）和低文化人群[5] 。
为了解这几类人群对移动支付应用的认知、态度及需求，探知不
被包容的核心症结，笔者通过线下问卷调研了上海、浙江和湖北三
个地区共85位实际/潜在用户，研究发现：91%的受访者有意愿和强
烈意愿使用移动支付，而制约其接受移动支付应用的突出原因为：1）
移动支付应用软件对用户“能力”的不包容，导致操作困难；2）应用
操作复杂，学习成本高；3）对移动支付安全性存在顾虑。以老年人为
例，移动支付特别是水电费的移动缴纳对于出行不便的老年人来说
可以提供便利，足不出户就可完成缴费，但由于缺乏操作手机应用的
能力，真正享受到这一科技福利的老年人少之又少。

图2 使用环境制约导致的暂时性失能

图3 人机界面交互模型[6]（笔者改绘）

此外，使用环境与场景作为外界因素，往往会对用户与移动支付
应用的交互过程带来限制，例如在公交车上，一只手拉着扶手的情况
下，单手难以单独操作大屏手机，从而带来操作上的不便（图2）。这
种外界环境、场景的制约和限制所产生的“暂时性失能”时常出现，
甚至相比于个体能力的缺失更具有普遍性。
二、移动应用的包容性要素分析
构建包 容性设 计 评 估 框 架，首先要明确“以什么标 准 进行 评
估？”，即了解影响产品包容性的要素，以确立评估标准。现有包容
性设计评估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工业设计领域，从用户能力（生理、认
知、运动能力）的角度出发，而缺乏对用户心理、情感、使用情境及
社会文化等角度的研究。
用户体验相关理论将交互体验分为功能上的体验感受与情感上
的体验感受，认为用户体验优良的产品既要满足用户的功能诉求，又
要满足情感诉求。以此类比，移动应用的包容性设计既包括功能层面
的包容，也包括情感层面的包容。
（一）功能层面的包容性要素
图3为人机界面交互模型，描述用户-界面交互的整个过程及各
组成部分，以此为分类框架，功能层面的包容性要素可分为用户包
容、内容（界面）包容、操作包容和情境包容。
1.用户包容：用户包容是指设计应以用户为中心，尊重用户多样
性，考虑不同用户的能力、经验、偏好等的差异。按照不同的用户划
分维度，用户包容可进一步细分为用户经验包容、用户能力（感知、
认知和运动能力）包容与社会文化包容；
2.内容包容：移动应用的“内容”是指界面设计的各要素，按照用
户体验设计要素的划分，主要包括内容的组织形式（信息架构）、内容
的呈现方式（界面设计）以及内容的有效沟通方式（信息设计）[7] ；
3.操作包容：用户与界面的交互过程是信息输出与输入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为提高界面可及性，在设计上应尽量降低用户操作的时
间和难度，并提供相应的容错机制，以满足用户金字塔的顶部用户，
从而使金字塔底端用户也从中获益。操作过程的包容性可从交互方
式、操作反馈与容错机制三个层面进行研究；

图4 移动应用包容性设计要素模型

4.情境包容：移动互联网区别于传统互联网的最大特点在于多
变的使用情境。使用情境作为外部因素，往往会对用户与移动应用
的交互过程带来限制，从而产生可用性、包容性问题。使用情境可划
分为环境情境与任务情境[8][9] 。
（二）情感层面的包容性要素
包容性设计不仅关注用户功能层面上的包容，更要落实到对用
户情感的包容 上，满足用户的情感诉求。情感由需求和期望决定，
当产品表现低于用户期望时，用户容易产生沮丧、懊恼的情感，从而
影响其使用意愿和行为[10] 。相对的，若产品能满足用户情感，则可引
起用户共鸣，增加用户使用效率，带给用户满足感，增强用户黏性 [11]
。依据认知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的情感化模型，情感体验的三个层
次在移动应用领域分别对应产品形式、产品体验与产品特质。因此，
情感层面的包容性要素可划分为三个维度：产品形式的情感包容、
产品体验的情感包容与产品特质的情感包容。
1.产品形式情感包容：对于移动应用产品，产品形式特指界面视
觉，包括交互设计和视觉设计，是影响用户使用意愿最直观因素。潘
婧、宫晓东等通过对科技接受模型的相关研究，认为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感知安全性和个性化是影响用户接受移动产品的核心
因素[12][13] ；
2.产品体验情感包容：用户体验是用户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与
产品交互所形成的主观感受。在人机界面交互过程中，可通过产品的
涉入感、愉悦度、控制感和持续使用意愿来进行表征；
3.产品特质情感包容：在移动互联网领域，产品特质的情感包容
是指用户对于产品的品牌形象、价值观、口碑等方面的情感认同，集
中体现在品牌印象与品牌认同上。
基 于文 献 研 究，笔 者总 结 出 移 动 应 用 包 容 性 设 计 的 要 素 模
型，如图4。
三、评估框架构建
（一）评估框架构建策略
有原则、有系统的评估框架比只依据经验与直觉设计的评估方
式更有效。同时，评估框架的构建需要考虑评估过程的便利性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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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研究路线

图6-2 移动应用包容性设计评估检查表（局部）

图6-1 移动应用产品包容性设计评估框架

图6-3 用户测试记录表及相关测量表格（局部）

靠性，既要方便研究人员方案评估的开展，提高评估效率，降低评估
成本，又要保证评估过程与方法的科学性和可靠性，由此制订以下
策略：1）契合互联网行业产品开发流程；2）流程化与模块化相结合；
3）分析型评估与实证型评估相结合。评估框架的构建过程遵循以下
研究路线（图5），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通过三轮研究
三次迭代，构建出移动应用产品包容性设计评估框架以及相配套的
评估工具包，配套工具包包括移动应用包容性设计评估检查表、用户
测试记录表及相关表格，分别见图6-1，6-2，6-3。
（二）评估框架构建方法与过程
评估框架基于对包容性设计流程和移动互联网行业产品开发的
流程分析，将包容性设计评估过程融入互联网一般开发流程中，以降
低评估成本，提高评估的可行性。评估框架从评估阶段出发，对各阶
段对应的评估人员、评估对象、评估层面和评估方法分别作出规定。

移动应用的包容性设计评估共分为两个评估阶段，分别采用设计指
南/检查表（checklist）和用户测试法，以前文研究得出的评估要素作
为基础，初步构建出包容性设计评估理论框架1.0和配套工具包。在
随后的实证研究中，通过“关键用户”（critical users）访谈，对理论
框架和实施细则进行验证和增补，形成具有实践基础的评估框架2.0
版本及评估工具包。
“关键用户”（critical users）是指对评估产品能提供深刻洞察
和启发的用户，在用户金字塔模型（图7）中，
“关键用户”往往来自
金字塔中上端（“显著能力缺失者”和“重度能力缺失者”），一旦
“关键用户”的需求得到满足，那么更多的终端用户就能从中获益。
在包容性设计语境下，
“关键用户”常常包括老年人、残障人士，这
些用户的能力限制容易说明可用性范围的极端 [14] ，而其生活经历和
应对策略又往往能启发设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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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六个阶段。依据用户测试所得出的结果与受访专家对测试
过程与评估工具使用感受的反馈，得出以下结论：用户测试过程设计
及相关评估工具简单、易上手，能帮助设计师快速掌握包容性设计用
户测试方法。通过关键用户的参与，能深入地挖掘产品设计中存在
的不包容因素，以提高产品的包容性和用户体验。
专家评估有效验证了本文提出的评估框架及相关工具的有效性
和易用性，在跟进研究中，笔者总结各专家所提出的建议，对评估框
架2.0进行优化改进，得到评估框架3.0，以更好地为评估移动应用的
包容性提供过程和方法上的指导。
结论
本文以移动支付应用作为着眼点，探讨包容性设计评估框架，为
包容性设计研究与行业设计研发实践的结合构建了桥梁。本文首先
通过文献研究从功能和情感层面探讨影响移动应用包容性的要素，
拓展了包容性设计的研究范围，其次通过分析移动互联网行业产品开
发的特点与包容性设计相关理论，结合理论与实证，构建出评估框架
及相关评估工具，以帮助设计师快速评估，有助于包容性设计的推广
与实践，帮助更为广泛的人群融入移动互联生活，尽可能将设计产生
的排斥度降到最低，使科技带来的快捷与便利普惠大众。

图9 用户金字塔模型[15]（笔者改绘）

四、评估框架及工具的验证与改进—以支付宝（IOS版）为例
为验证评估框架2.0及其评估工具的易用性与有效性，笔者采用
专家评估法，以支付宝（IOS版）为案例，邀请互联网行业设计专家参
与评估过程，对评估所得出的包容性洞察以及对评估过程的体验来
做出综合的评价和优化建议。
专家评估围绕以下三个层面：1）评估框架及工具的有效性；2）
评估框架及工具的易用性；3）优化意见。由于包容性设计评估框架
将评估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且各阶段彼此独立，故进行分开评估。
（一）评估包容性设计评估检查表
评估过程邀请5位设计专家，通过包容性设计评估检查表对支付
宝（IOS版）进行逐项评估，并对所得出的包容性设计问题数量、问题
的主要方面以及专家对评估结果的总体评分进行整理，如表1。评估
结果表明第一阶段的评估检查表能较为高效地帮助用户体验设计师
洞察设计方案中存在的“排斥点”（问题），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整
体评估体验良好。利用评估检查表，设计专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发
现22至31项包容性问题，他们对此的评价都很积极（评分均为6或7，
即趋于非常满意或非常满意）。
表1 专家所发现问题数量、类型及对评估结果的价值评分

专家代码

包容性问题量
（共77项）

主要问题归类

结果价值评价

A

25项

教学引导、帮助、层级结构

（1）（2）（3）（4）（5）（6）（7）

B

23项

教学引导、布局、界面不可读

（1）（2）（3）（4）（5）（6）（7）

C

28项

教学引导、帮助、布局排版

（1）（2）（3）（4）（5）（6）（7）

D

31项

教学引导、帮助、层级结构

（1）（2）（3）（4）（5）（6）（7）

E

22项

教学引导、文字、布局排版

（1）（2）（3）（4）（5）（6）（7）

均值

25.8项

主要问题：教学引导、帮助、层
级、布局、文字、界面不可读

均值：6.2分

（二）评估包容性设计用户测试过程及相关评估工具
为验证包容性设计用户测试过程及评估工具的有效性和使用过
程的体验，笔者组织了用户测试实验，以支付宝的支付功能为例，邀
请到2位互联网行业设计专家与2位关键用户参与实验。实验过程分
为测试准备、测试前访谈、教学培训、开始测试、测试后访谈与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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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参与的服务共创设计模型
A DESIGN MODEL FOR SERVICE CO-CREATION INVOLVI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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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包容性设计常常会涉及儿童。而儿童常被服务共创设计所边缘化。本研
究探讨如何让儿童有效参与服务共创。基于文献研究，本文梳理了儿童参与服
务共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儿童参与服务共创的特殊性、服务设计与共创设计
（Co-design）的流程；并建构了一套儿童参与服务共创设计的模型，通过儿
童工作坊进行验证。模型将儿童参与共创设计的整个过程分为准备前期、赋能
阶段、共情阶段、发现阶段、定义阶段、发展阶段、交付阶段和评估阶段八个过
程。模型经过儿童共创工作坊的实践进行了检验，证明有效，为儿童有效参与
服务共创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儿童 共创设计 服务设计 模型 过程
中图分类号：TP3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20）08-0082-04
Abstract：Children need to be considered for inclusive design，however，they

are often excluded by service co-creation design processes.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how to effectively involve children in the co-creation process.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the authors have summarised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children’s involvement in service co-creation，their characteristics，and the
processes of service design and co-creation. A design model for service cocreation involving children was proposed and evaluated through a workshop.The
model includes eight stages，i.e. Engage，Empower，Empathize，Discover，Deﬁne，
Develop，Deliver，and Evaluate. The model was evaluated through a workshop，
proving its usefulness and effectiveness for involving children in service co-creation.
This has provided useful reference for future practice.
Keywords：Children Co-creation Service design Model Process

二、人人参与服务设计的时代与儿童参与
随着对设计理解的加深，设计师将仅关注于设计结果本身的态度
逐渐转向于关注设计对用户所产生的改变和积极的影响。服务设计不
仅需要考虑服务接收方的需求，也要顾及服务提供方的需求[2] ，因此
共创设计的理念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服务设计项目中。实践证明，共
创设计是服务设计项目成功的关键[3] 。Steen et al对共创设计的益处
进行了总结：共创设计过程不仅能提高对用户需求的理解，立即验证
想法或概念，创造更高质量、具有差异化的产品或服务，还能帮助组
织高效决策，降低开发成本，缩短开发时间。从长期的效益来看，共创
设计能够提升客户和用户的满意度、忠诚度，点燃对创新和变革的支
持热情，改善产品或服务提供商与客户之间的关系[4] 。
如今社会常以成人为中心，许多儿童服务更多关注了成人的利
益，并未满足儿童的真实需求，产生了儿童服务成效低，儿童缺乏沟
通渠道等问题[5] 。成人大多数做决定时会选择对他们利益最大的方式
[6]
，容易凭借自身的偏见和经验对儿童的需求进行判断。实质上，儿童
是有经验的沟通者，能够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积极地对他们
周围的世界做出贡献并产生影响[7]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2
年）》明确指出应提高儿童工作社会化服务水平，创建儿童友好型社
会环境，在法律法规、政策规划和配置公共资源等方面优先考虑儿童
的利益和需求，从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利益出发处理与儿童相关的具
体事务，保障儿童利益最大化，畅通儿童意见表达渠道，重视和吸收
儿童的意见。对于设计师来说，儿童的参与能够使利益相关者的传统
理念转变，致使服务创新。对于儿童来说，参与设计过程能对其自身
的能力、勇气、自信、合作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有所提升，提升其社
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三、儿童参与服务共创设计的特殊性

引言
随着参与式设计和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思想的发展与相互影响，
共创设计（co-design）方法应运而生，并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服务和社
会创新的服务设计项目中[1] 。
目前共创设计相关研究主要注重于开发帮助设计师厘清合作思
路和辅助参与者表达、沟通及产生创意的共创流程及设计工具的开
发。但从共创设计相关研究针对的受众来看，儿童由于生理及心理发
展阶段的特殊性，往往容易被共创设计所忽略。而对于儿童相关的服
务设计而言，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儿童参与具有必要性。如何帮
助儿童更有效参与服务共创设计，减少设计师与儿童进行服务共创
设计的障碍，提升服务共创方法参与受众的包容度是本文着重探讨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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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共创设计过程中运用的方法或工具大部分是针对成年人设
计的[8] ，从可用性和易用性方面均对儿童缺乏包容性，同时成人和儿
童之间不具备能够成为设计合作伙伴的先决条件[9] 。因此，需要针对
儿童开发可行的共创设计流程和方法。
（一）儿童参与年龄的特殊性
不同年龄儿童的运动能力、感知能力和认知能力发展水平不一。
0-6岁的儿童在这三方面的能力都处于发展初期，不是参与共创设计
的最佳选择。
7-12岁的儿童在表达、沟通和动手方面都具备了一定能力，并且能
够与同伴进行团队合作。该年龄段的儿童不仅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
好奇心，还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Druin认为这个年龄段的儿童
能够理解一定抽象的概念，对于世界运转的事物没有产生思维定势，
能够提出一些假设的想法[10] 。
12岁以上的儿童更具逻辑思维，对世界事物的运转已产生了自我
的思维方势，开始体现出与成年人类似的特点。

图1 基于服务设计的共创设计中设计师与儿童的角色关系

图2 共创设计流程（来源：Sanders和Stappers，2014）

图3 儿童共创设计指导框架.“4E+4D”模型（笔者自绘）

从年龄考虑，7-12岁的儿童是参与服务共创设计的最佳人选。
（二）儿童参与服务创新维度的特殊性
服务创新有四个维度：服务概念的创新、服务界面的创新、服务
交付系统/组织的创新和服务技术的创新[11] 。针对服务概念的创新涉
及服务的提供以及服务的商业模式，7-12岁年龄的儿童还缺乏把控能
力。服务交付系统/组织的创新需要参与者对服务组织内容人员架构
重新设定，也不是儿童能够具有决定权的范围。服务技术的创新和服
务界面的创新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联，服务界面的创新在一定程度
上会促进服务技术的创新，但儿童对于技术本身的创新并不是儿童参
与服务设计的目的。因此，最适合7-12岁儿童参与服务设计的创新维
度是对服务界面的创新，即对于组成服务界面一系列接触点的创新。
（三）儿童参与角色的特殊性
设 计师在共创设 计中主要 扮演着倾听、启发和指导三种辅助
角色 [12] 。而儿童参与服务界面创新不仅需要设计师在共创设计过程
中与儿童共同产出对触点设计的新想法，同时还需要洞察儿童背后对
于触点的真实需求和喜好，因此在过程中，儿童需扮演用户、信息提供
者和设计伙伴这三种角色。
如图1所示，当儿童作为用户时，设计师以倾听的角色了解儿童的
生活文化、环境、经验、需求等；当儿童作为信息的提供者时，设计师
通过启发的角色，激发儿童产出更多关于体验的信息；当儿童作为设
计伙伴时，在设计师或工具的帮助下，设计师以指导的方式与儿童共同
产出设计的方案。在整个共创设计的过程中，儿童的角色会不断转化，
而设计师的三种角色也会随着儿童的角色不断进行相应改变。

在设计前期，设计师需对用户数据进行收集，以在生成阶段更容
易理解用户的表达和行为，同时让用户在参与设计活动之前对相关主
题已有所考虑；在设计生成阶段，设计师或研究人员需要根据具体的
项目和参与人员选择或设计合适的生成式工具，并通过生成工具搭建
良好的沟通平台，促进合作交流和表达；在设计评估阶段，用户和设计
师参与其中，帮助设计师和参与人员将思想或概念以物理的形式表现
（如纸质模型，三维模型），以原型的方式验证上一阶段提出想法的可
行性或收集用户未能表达的潜在想法；在设计后期，参与者与设计师
需继续保持对设计方案实施的跟进。
笔者通过国外四个成功的儿童参与设计的案例分析，和对我国10
名具有儿童共创设计经验的设计师进行用户访谈后发现，儿童有能力
参与设计的全流程，只是相比成年人而言，儿童需要更系统的流程以
及符合儿童能力水平与行为特征的工具和方法[14] 。

四、服务设计流程和共创设计流程相关概念
在设计领域，源于服务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学科交叉性，服务设计
流程并没有一个明确规范的流程，不同的服务设计流程通常被分为
四到七个阶段，各阶段的命名也不尽相同。但由于服务设计的主要过
程都是针对用户的需求挖掘、设计服务方案、验证测试和实现最终结
果，因此服务设计流程在框架和逻辑结构方面具有共通性。
共创设计的流程一般都包含了设计前期、概念生成阶段、评估阶
段和设计后期这四个阶段[13] ，如图2。

五、儿童参与的服务设计模型构建与实践
为了帮助设计师快速了解与儿童进行合作的方法，根据儿童参与
的特殊性与服务设计、共创设计流程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笔者提
出了一个儿童参与服务共创设计的模型，如图 3。
在 该 模 型中，儿 童 参 与 的 服 务 共 创 设 计 流 程 一 共 被 分 为八
个阶段：前期准备（Engage）、赋 能阶段（Emp ower）、共情阶段
（Empathy）、发现阶段（Discover）、定义阶段（Define）、发展阶段
（Develop）、交付阶段（Deliver）和评估阶段（Evaluate）。为了让该框
架更利于设计师记忆，笔者利用英文翻译，取每阶段翻译的首字母，
将该框架命名为“4E+4D模型”。该框架中的八个阶段为组成共创设计
的八大部分，并按设计的逻辑和时间顺序，构成流程。该模型在一次
儿童共创工作坊中进行了实践验证。下文结合该工作坊对模型各阶段
进行说明。
（一）Engage-前期准备阶段
对于儿童参与的共创设计，前期准备相对于成人的共创设计活动
将更具有特殊性和针对性。前期准备阶段的内容一般包括：主题设置、
参与者招募、材料准备、场地设置这四个方面。
1.主题设置：在与儿童共创之前，设计师应确立一个清晰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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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工作坊材料、物料准备

图5 工作坊前场地布置现场

图7 工作坊使用的设计护照

让参与者了解参与项目的背景。同时根据主题对后续共创活动的内
容、工具、环境等进行进一步的准备，以契合主题。
2.参与者招募：儿童参与共创设计过程通常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进
行，招募的组数可根据具体设计项目的实际资源而定，经验证明3-5名
儿童一组最佳，每组配两名设计师最佳。在儿童用户招募的时候，尽可
能避免熟人招募或择优招募，以避免合作产出数据趋同，儿童之间无
法互相启发。
3.材料、物料准备：在准备材料和物料时，应考虑安全标准。
如在工作坊实践中，笔者所准备的物料包括彩笔、超轻黏土、瓦楞
纸、彩纸、乐高、胶棒等；设计工具：设计画布、工具卡片、便利贴
等，如图4。
4.场地设置：合作场地的环境是影响儿童情绪、行为状态的重要
因素之一[15] ，建立一个轻松、自由、安全的合作环境，是成功沟通的第
一步。从实践的经验来看，儿童对于熟悉的场地在建立信任感方面会
更快速，如教室、儿童区域等。同时共创设计的空间应该支持合作过
程中的所有活动，例如需要布置想法讨论、材料提供、整体信息浏览
等相关区域。此外音乐、食物、主题的装饰等也有助于促进儿童放下
紧张的状态，专注参与，如图5。
（二）赋能阶段
赋能指人们可获得用于做一项任务所使用的知识、技巧和经验。
对青少年可以从心理层面、认知层面和行为层面进行赋能[16] 。笔者将
设计师对儿童进行赋能的层面进行了概括，如图6。
在工作坊中，笔者设计了儿童设计护照（图7）；儿童每完成一个
阶段的任务，便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从心理层面给予儿童积极参与
的动力。
赋能阶段，设计师/主持人可以通过开场白对活动进行相关介绍，
例如工作坊开场白分别从“设计师是做什么的”、
“设计师需要的能
力”、
“设计师如何做设计”三个方面进行介绍、举例、问答；让儿童对
设计思维和设计师产生初步的认知，如图8。
随后可以让设计师和儿童熟悉彼此（例如通过自我介绍），还可以
引入破冰游戏以打破成人设计师与儿童之间的交流障碍（例如工作坊
使用了“你画我猜”的游戏），创造合作的轻松氛围，如图9。
工作坊在“赋能”最后阶段进行了徽章颁发环节，在儿童拿到
徽章后，强调每个人都有了设计的魔法，从心理层面帮助儿童树立
合作信心。
084 专题

图6 共创设计中对儿童赋能的三个层面（笔者自绘）

图8 工作坊开场白环节

图9 工作坊破冰游戏环节

（三）共情阶段
如图10，引导儿童以共情的方式理解服务的目标用户能够帮助儿
童快速进入设计的角色，并能理解服务设计的情景，与需要解决的问
题产生共鸣。同时设计师和儿童共同参与能够帮助设计师及时了解儿
童的所思所想，还能及时验证设计师对儿童想法的设想是否正确。
在基于服务设计的儿童共创设计中，可以借用一定的道具如共情
地图、用户画像等工具引导儿童快速联想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经验，帮
助设计师获得初步洞察。笔者通过实践发现，儿童通常不会对表演类
的设计方法产生积极主动性，绘画和填写类工具更为适合。
（四）发现阶段
基于服务设计的流程和目的，该阶段通常需要对用户在服务流程
中的痛点和需求进行发散性地挖掘，而用户旅程图作为该阶段常用的
共创设计工具，通常从服务阶段、服务中的触点、用户的行为、情绪、
需求痛点对目标用户在服务中的需求和动机进行深度了解[17] 。由于
7-12岁儿童的认知能力、感知能力、运动能力尚不及成年人，该阶段工
具应具有引导性、启发性和易于数据的记录和整理，如图11。
工作坊采用了具有引导性和启发性的“5Whys”方法，并利用触点
卡片的方式引导儿童完成了对服务触点的挖掘。
（五）定义阶段
在定义阶段需要对上一阶段挖掘出的用户需求，通过聚类分析的
方式，重新定义需求，为之后的设计概念发散和产出提供依据。该阶段
需要儿童以合作的方式对上一阶段提出的需求进行重新定义、分类和
评级。从笔者实践来看，投票的方式有利于设计师收集大多数儿童对
于需求的重要性定义和选择。在工作坊中，笔者采用了贴点投票的方
式，让儿童完成了这一阶段对需求选择的任务。
（六）发展阶段
如图12，该阶段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设计师了解儿童心目中的理想
设计解决方案，细致洞察儿童对于服务接触方式的喜好，并且通过前
期的实践研究发现，儿童的设计创意往往能够带给服务许多意外的惊
喜。基于上一阶段所定义的最重要的需求，选取1至2个需求或机会点，
利用能够激发创意思维的设计工具，激励儿童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进
行创意概念的发散。
（七）交付阶段
该阶段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设计师收集儿童对于服务设计方案具体
形式、细节等方面的喜好。大部分儿童会在模型制作阶段和展示阶段

图10 工作坊共情阶段进行时

图11 发现阶段

图12 发展阶段

以看到他们的观点或想法被运用，这对儿童帮助服务的持续发展有着
非常积极的影响，同时还能帮助儿童形成参与的成就感。
总结
本文通过对儿童参与服务共创设计的模型的探究，增加服务共创
对儿童群体的包容性，以此减少设计师与儿童进行服务共创设计的
困难和沟通障碍，给予儿童表达的渠道，让设计师能够真正洞察到儿
童内心真实的需求和期望。从工作坊实践的结果来看，4E+4D模型能
够帮助设计师快速掌握与儿童进行共创的流程，并在共创过程中洞察
到儿童内心真实的想法。儿童对于参与服务共创设计也表现出了积极
性，提升了合作、创新的能力，增强了自信心。4E+4D模型为儿童参与
的服务共创提供了方法和流程参考。
图13 工作坊交付阶段儿童的设计产出

基金项目：由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晨光计划”资助，项
目编号：17CG69。

不经意间讲出很多对于设计需求的细节，因而该阶段中，设计师需要
一边帮助儿童利用各种材料完成模型制作，同时在制作的过程中反复
与儿童确认他们的真实需求和想法。该阶段的内容主要分为：绘制方
案草图、创建设计原型、分享设计概念和获得反馈。
1.绘制方案草图：由儿童绘制，或在设计师的辅助下，儿童通过口
述想法的形式，设计师在理解了儿童想法后，辅助完成草图的绘制。后
者不仅可以提高草图绘制的效率，同时也可以加深设计师对儿童的理
解和洞察，掌握儿童真实想法和真实喜欢的设计概念表达形式。
2.创建设计原型：在设计师的辅助指导下，设计师与儿童共同运用
对儿童安全的制作材料，通过二维或三维的方式将上一步在纸上绘制
的草图以原型的方式表现出来。
3.分享设计概念：儿童将制作好的设计概念原型向在场的所有人
解释说明，该阶段能帮助设计师通过儿童的口头阐述判断其内心的真
实喜好和想法是否和前期的想法一致，获得进一步的洞察，从而判断
筛选出设计要点。
4.获得反馈：所有参与者对共创设计产出的设计方案进行评价，基
于改进的意见或提出的其他想法，不仅让设计师能收集所有参与者的
想法和需求，同时儿童在分享后收到反馈的建议能够加深儿童的反思
能力，促进方案的迭代，如图13。
（八）评估阶段
评估阶段主要是为了延长儿童参与并保证儿童参与产生更加积
极久远的影响，可分为两个阶段：
1.共创设计数据与产出结果的评估：对于共创设计中产出的结果，
设计师最终会结合商业、技术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可行性评估，如若
产生了对设计结果的修改，为保证儿童的参与权利和知情权，修改方
案需要告知儿童，同时获得儿童对修改后方案的评价，以此可以不断
促进设计方案的改进。
2.儿童参与设计落地评估：在设计方案实现后，儿童参与评估，可

参考文献
[1] 陈炫燕，张凌浩. 共创思维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参与的服务设计研究 [J] . 设计，2018（7）：29-31.
[2] 佟新，张宪. 服务设计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研究 [J] . 设计，2016，No.240（09）：158-160.
[3] Carr S. Participation，power，conﬂict and change：Theorizing dynamics of service user participation in the social
care system of England and Wales [J] . Critical social policy. 2007，27（2）：266-276.
[4] Steen M，Manschot M，De Koning N. Beneﬁts of co-design in service design projects [J]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2011，5（2）.
[5] 彭绮娴. 德国儿童公共服务研究 [D] . 华中科技大学，2015.
[6] Clark A. Ways of seeing：Using the Mosaic approach to listen to young children’s perspectives [J] . Beyond
listening：Children’s perspectives on early childhood services. 2005：29-49.
[7] Hansen L P.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J] .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017，101
（475）：1309-1310.
[8] 崔洋，陈雪，陈俞杉，等. 服务设计思维模式下的公共服务设计及模式探讨——通过接触点设计提升公共服务
体验 [J] . 设计，2014，000（006）：127-128.
[9] Walsh G，Druin A，Guha M L，et al. Layered elaboration：a new technique for co-design with children[C] . ACM，
2010.
[10] Druin A. The role of children in the design of new technology [J] .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02，21
（1）：1-25.
[11] Hertog P D. 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as co-producers of innovation [J]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00，4（04）：491-528.
[12] 袁姝. 共创设计中设计师-用户共情关系研究 [D] . 同济大学博士论文.2017.
[13] Sanders B N，Stappers P J. Probes，toolkits and prototypes：three approaches to making in codesigning [J] .
Codesign. 2014，10（1）：5-14.
[14] 李婉莹. 服务设计视角下的儿童合作设计方法研究--以儿童图书馆服务设计为例 [D] . 同济大学硕士论文.
2019：48-75.
[15] Read J C，Gregory P，Macfarlane S，et al. An investigation of participatory design with children.informant，
balanced and facilitated design[C] . Eindhoven，2002.
[16] 李婷婷，贾林祥. 心理赋能及其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启示 [J] .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8，37（11）：98-101.
[17] 李木子. 基于用户旅程图的图书馆服务探讨 [J] . 图书情报导刊. 2018，3（12）：11-16.

专题

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