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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包装的亲民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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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商品包装的亲民化设计。方法
方法 简要概述亲民化设计的内涵及亲民化包装设计的原
则；以人性化和情感化设计为理论依据，探讨商品包装亲民化的设计要素，并从包装材料、包装结构、
包装造型、包装装潢 4 个方面深入分析亲民化包装的设计要素。结论
结论 商品包装设计要为平民服务，
提高大众的生活质量，亲民化的包装设计对促进商品销售，营造健康的消费环境，构建和谐社会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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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oriented Design of Commodity Packaging
MENG Yong-gang，LIU Li-juan，FANG Tuo
（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ABSTRACT：It aims to research the user-friendly design in commodity packaging.It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user-friendly design，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packaging user-friendly design.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humanity design
and emotional design，it discusses the design elements about user-friendly packaging design from packaging material，
packaging structure，packaging sculpt and packaging decoration. The packaging design needs to service for peopl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public.The user oriented design packag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promoting the sale of
the goods，
creating the healthy sales environment and building the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user-oriented design；commodity packaging；design elements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受到以消费主义为标志

觉愉悦亲切的“亲民化”
包装设计。

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社会逐渐进入一个科技发
达、信息泛滥、消费至上、娱乐至死的时代 [1]。大众媒

1 亲民化设计的内涵

体极力传播着“精英文化”和“时尚文化”，这些文化的
价值观凸显了设计服务于少数富人和精英阶层，并左
右着设计文化的价值取向 。时尚、身份、地位、文脉、
[2]

欲望成为设计师们的谈资，然而，使用者对设计的真

亲民化设计指针对普通人民并能满足其真正需
求的设计。亲民化设计的萌芽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
著名设计师汉斯·梅耶开始注重研究“平民住宅”的设

实需求，以及设计对社会和环境应担负的责任却常被

计问题。他认为设计中应该体现出合作的、平等的社

忽视。设计成为宣扬财富、身份和品位的符号，对普

会秩序，让设计能提高公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生活

通人民的关怀反而更难实现 。包装的繁复、极度奢

条件。亲民化设计体现了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思想，而

华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浪费，甚至一些包装无形中造

不是为奢侈服务，人民大众的需要是设计行为的起点

成了对消费者的歧视，广大普通人民并没有充分享受

和目标。

[3]

到现代包装设计的便利和舒适，因此人们呼吁令人感

亲民化设计体现出对普通人的关注，具有可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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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切感，设计中也赋予人文关怀及自然环保意识。

例如儿童安全包装设计、残障人士无障碍包装设计、

亲民化设计根据人的外在与内心，从行为习惯、生理

老年人通用包装设计以及针对特殊情境下人群的关

状况、心理活动、思维方式等方面体现出对普通民众

爱性包装设计[4]。

的关怀与尊敬。它是人性化设计、情感化设计、可持
续设计等观念的具体体现。

2.2 满足个性时尚追求
亲民化设计与满足个性时尚追求并不矛盾。随

1.1 设计为人民服务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普通人也有宣扬个性、追求时尚

设计目标的民众化和人类平等的普遍原则是设

的 需 要 ，这 就 需 要 由 正 确 的 价 值 观 和 消 费 观 来 引

计伦理价值的核心理念 。设计不应该是精英化、贵

导。包装设计可以通过技术和创意，满足个性化需

族化的，不应只为少数人效劳，它应该是平民化的，为

求，引领正确健康的时尚文化。在理性设计的基础

广大人民服务。亲民化的设计以一种平民的视角，关

上，包装设计也需要注入个性时尚元素，其目的是引

注人的生活现状、生活环境、生活需求以及生活方式，

起人们情感的共鸣，从而激发人们的关注与认同 [5]。

使设计贴近人们的生活，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

例如为满足生活水平相对优越的 80 后和 90 后的需

让普通人感受到设计带给人生活质量的提高，更体现

要，包装设计发展的方向会是个性化、简洁化、低成

了“设计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

本化和时尚化。

1.2 人性化和可持续设计的理念

2.3 注重简约环保

[2]

亲民化设计尊重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使设

过度包装、奢华包装会形成资源浪费，购买时消

计具有人文关怀，满足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使人感

费者要付出昂贵的价钱，废弃后会加重环境负荷，这

到实用可靠、亲切温馨。它关注平民的兴趣和爱好，

类包装不会得到普通消费者的认可。普通消费者更

并能满足和引领其健康的时尚追求与个性发展，使人

青睐造型简洁、结构简单、价格适中、材料节约、利于

感受到设计的正义。对平民中的特殊人群，如弱势群

环保的包装。亲民化包装设计要根据国情、民情进行

体，亲民化设计能为他们提供安全与便利，减少与普

生态化、简约化的设计，实现产品与人和环境之间的

通人之间的差距，得到归属感并改善其生活状态。 此

和谐。

外，亲民化设计重视人们生存发展的需要，关注环保
和能源危机，反对过度开发和过度消费的行为，倡导

3 亲民化包装设计要素分析

简朴健康的消费意识和简约平实的设计观念，追求人
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体现了可持续性设计的理念[2]。

2 亲民化包装设计的原则

3.1 包装材料选择
商品包装材料选择要考虑实用性、安全性、经济
性和环保性，避免过度浪费，消费者不喜欢华而不实、

当前，我国包装设计的总体原则是新颖、适用、美

危害环境的包装。亲民化包装要更好地为消费者及

观、安全、方便、经济、环保。亲民化的设计要以此原

商品服务，就要在传统意义上的保护、容纳、便利等功

则为基础，更加注重对平民消费群体的分析，发现消

能中赋予新的内涵。要根据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及商

费者的需求，制作出令人满意的设计。亲民化包装设

品特性选用合适的包装材料和加工工艺，确保设计兼

计的原则主要分为以下 3 点：
（1）加强人文关怀；
（2）满

具实用及美感的亲民特性。

足个性时尚追求（3）注重简约环保。
2.1 加强人文关怀

亲民化包装设计在材料选择上还应注重材料质
感，注重通过包装材料向消费者传达亲民思想。不同
的材料具有不同的感学特性，给人带来不同的视觉和

加强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设计要更富有人情

触觉感受。具有自然气息的材料，能传达出质朴本真

味，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要正视平民和弱势群体的

的特点，例如具有乡土风情的天然材料、古朴典雅的

存在，关注他们的真实需求，把人文关怀凝聚在设计

陶瓷、朴实无华的传统纸材，这都倡导了回归自然、节

中，让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体会到设计带来的便利、

能环保的理念，
更受普通消费者的青睐。

安全，感受到愉悦与满足，从而获得人性上的尊重。

由台湾桔禾创意整合公司设计的竹之粹茶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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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见图 1，采用当地天然孟宗竹为材料，恰当运用竹

情趣和活力[7]。包装造型设计包含了实用与美的立体

叶的意象，增添包装的意蕴，向消费者充分传达出产

艺术创造。造型种类繁多，拟人拟物的造型形象生

品自然、质朴的意境。

动，幽默有趣；几何造型简练明快，现代时尚；特异造
型夸张另类，个性张扬；天然造型自然淳朴，亲切可
人；
传统造型富有文化感和历史感。
通过对包装造型的设计，可使商品包装在实用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亲民化包装造型设计不应走向过
度追求形式的极端，还要考虑消费者的行为过程，并
且要与商品的特征、流通环境、销售和消费方式等相
适应。

图 1 台湾竹之粹茶叶包装
Fig.1 Taiwan Zhuzhicui tea packaging

屈臣氏瓶装水包装设计见图 3（图片摘自屈臣氏
水官网），整体造型风格和谐统一。小容量水瓶造型
源自“水滴”，圆润饱满，给人清澈透明之感，同时方便

3.2 包装结构设计
在包装结构设计上，最重要的亲民表现就是能让
消费者在包装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感受到方便与安
全。方便性包括携带方便、使用方便、开启方便、复合
方便、回收方便等。安全性方面既要保证内装物的安
全又要保障消费者使用过程中的安全。
以使用者为中心的设计哲学，强调消费者在挑选

携带，避免浪费。普通容量水瓶将“水滴”与“S 型曲
线”相结合，造型流畅，富有时尚感；瓶身的“束腰”设
计，提供消费者更舒适的手感；宽大的杯型瓶盖，容易
开启；杯盖内的螺纹设计，减少细菌与瓶口的接触，为
受众提供了一种健康时尚的饮水方式。在大容量的
瓶身设计上，敦厚可爱替代臃肿笨重，可以直接扣在
饮水机上饮用。

物品时，必须要方便好用、易于理解，设计师在注重设
计美感的同时，不要忽略设计的一些必要因素 [6]。在
商品的使用过程中，包装设计的合理与否，直接决定
着商品使用的舒适性及便利性。亲民化包装在结构
设计上不仅仅要满足最基本的包装功能，还要在对包
装的感知、操作、认知的行为过程中给予消费者愉悦

图 3 屈臣氏瓶装水包装设计
Fig.3 Watson water packaging design

的、亲近的使用体验。
鸡蛋包装设计见图 2（图片摘自创意在线），采用
了更少的材料，由自然的纸板折叠而成，对鸡蛋起到
了很好的保护作用，给予消费者安全感，取鸡蛋时只
需向后翻折，而且还可重复利用。

3.4 包装装潢设计
包装设计的基本功效是创造商品在流通领域里
的良好载体，如果说功能性满足了以实用为基础的物
质需求，审美则是功能的升华和完善，从而实现以人
文关怀为导向的精神需求 [8]。通过对文字、图形和色
彩等的设计，在包装装潢上达到理想的视觉效果，来
实现包装的促销与美化功能。它是商品与消费者的
第一接触点，需要瞬间吸引消费者并带给消费者良好

图 2 鸡蛋包装设计

的印象。它赋予商品极其丰富的感情和深刻的内涵，

Fig.2 Egg packaging design

优于包装设计的其他元素，更直接、真实地表达、传递

3.3 包装造型设计
亲民化的包装造型设计是科学和艺术、技术与人

情感。
3.4.1 文字设计
文字设计主要是对文字的选择、锤炼和使用，巧

性的结合。科学技术给包装设计以坚实的结构和良

妙地运用文字，使其准确生动，利于商品信息的传递，

好的功能，而艺术和人性使形态富于美感，充满生活

同时发挥艺术化的作用[9]。亲民化包装设计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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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与消费者传达思想，交流感情。这些文字可以取
自中国传统文化，令人心生怀缅，陶冶文化情操；也可
以取自当下人们真实生活中的流行用语，生动亲切，
让人们产生认同感。
当代流行用语，已成为时下一种不可忽视的新兴
流行文化。在商品包装设计上使用流行语言，是产品
紧跟本土化潮流的表现，可以让消费者对产品感到熟
悉。当消费者在包装上看到这些流行语言会心一笑

图 5 江小白酒包装

的时候，也意味着亲民化包装成功地让商品更贴近消

Fig.5 Jiang Xiaobai liquor packaging

费者。例如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推出的针对
年轻消费群体的“卖萌”包装系列，见图 4（图片摘自中
国经济网），瓶身上，
“ 白富美、高富帅、喵星人、闺蜜”
等网络热词赫然醒目，新包装的设计和消费者的生活
情境更贴切，具有趣味性和时尚性，而且不同的文字
让商品在使用时更易辨别。

恶、民族文化等进行合理选择和搭配。利用简洁明快
的色彩来提高视觉冲击力，
传达商品的功能；
利用象征
色、形象色来准确传达商品和企业特点。亲民化包装
设计还应根据消费人群的性格特征分析其性格色彩，
并利用色彩情感，
在包装设计上进行合理体现，
从而满
足消费者的审美要求，
使其获得美好的心理感受。

4 结语
设计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更新，随着人类的需
求变化而变化，设计要关注真实的世界和人真实的需
求。在包装设计中，树立平等原则的人权价值观，以
图 4 可口可乐系列包装
Fig.4 Coca-Cola packaging series

3.4.2 图形设计

平民的视角审视设计，融入人文关怀，使设计具有亲
民性，对营造健康的消费环境与和谐的社会氛围以及
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信息时代，图形符号的运用越来越频繁。图形
可以说是一种传达思想和情感的工具，世界上任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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