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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
ＶＡＤＯ（www.vado-uk.com）公司是一家总部
位于英国的卫浴设备制造商，专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
水龙头、淋浴设备及装饰配件等。不久前其设计研发
的智能触控式水龙头V-touch让使用者可以通过对几枚
虚拟按键的操作改变水流大小和水温，带来最人性化
的感受。
Ｄｅｔａｍｏｂｉｌｉ（www.detadesign.com）公司位于
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区，致力于研发各种能提高人们
生活质量的家居设备。由Edoardo Carlino 设计的高
科技睡床Hi-Can为卧室的传统主角“床”加上了扩音
器、电脑、显示屏以及其它电子设备，用户可以在床
上上网、听音乐、看图片、玩游戏等。
凸凹（www.toout.com）是一家位于杭州美丽
的西子湖畔的设计公司，以“设计创新”为主导，
主要从事3C产品（Communication、Compute、
Customer）和各类家电产品的开发设计，曾为九阳、
联想、华为等品牌设计过不少出色的智能电子产品。

玩的不是智能，是格调
众智能化家居设计师与消费者面对面
文/CPU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居用品设计都在向智能化、人性化、个性化方面发展，大到智
能电热水器、智能卧室或厨房，小到电子门镜、自动马桶、智能水龙头等，我们可以
将其统称为“智能化家电”。而智能化家电产品的普及是否代表着一种新的家居生
活方式的出现？用户对这些零零总总智能化产品的需求又是如何？今天我们请到
了英国ＶＡＤＯ公司营销总监Ｓａｒａｈ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意大利Ｄｅｔａｍｏｂｉｌｉ公司设计师Ｅｄｏａｒｄｏ
Ｃａｒｌｉｎｏ、凸凹工业设计公司创始人及设计总监李立成先生以及几位消费者代表，就
目前智能家居产品普及化的大趋势进行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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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ｒａｈ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其实我想我们今

Ｅｄｏａｒｄｏ Ｃａｒｌｉｎｏ：我认为现在好多

Ｓａｒａｈ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设计师设计出的

天所讨论的“家用电器”，是一个更加

智能家居产品在设计存在着一个误区，很

产品最终都是面向市场的，所以我们在做

广义的概念。可能很多年前，家用电器

多设计盲目地追求技术上的革新，而非一

设计时肯定也要从商业化的角度来考虑。

仅仅指的是诸如电视机、电冰箱、空调

种理念上的创新，许多产品被设计成一件

不过即使从市场层面上来说，设计与创意

之类的产品，但是如今家用电器已经远

承载科技的容器。而我觉得我们真正要做

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这是我们的产

远超出了这个范畴。就如同我们VADO

的应该是让产品能够为用户创造一种全新

品能够与其它产品区别的关键。其次就是

公司最新设计的V-touch系统，它其实

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或许用旧有

产品外观的美感与应用上的简易性。价格

是一个能够控制水龙头流量大小以及水

技术就能实现。打个比方来说，就好像我

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当然，产品价格也

温的触摸式智能面板系统。以前要靠机

设计的Hi-Can，它把诸如家庭影院、游戏

必须根据产品本身的功能以及带给客户的

械完成的功能现在可以通过电子设备实

机和其他电子设备整合在一张传统的睡床

感观来进行调整。就如同我刚才提到的

现，这其实已经让带有V-touch系统的

上，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一种人性化。

V-touch，它就是我们公司在做过市场调

水龙头变成了家用电器。其实，在高科

查分析之后根据各种反馈信息而定价的。

技背景下已经开始普及的嵌入式智能系
统可以让每个人家里的一切家居用品都
变成家用电器：淋浴、烤箱……甚至是窗
帘。当然，它们都可以是智能化的。

EF: 今天参加访谈的各位设计师都有关于
家用电器设计方面的经验，而除此之外的

（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位消费

几位特邀消费者代表也在家用电器消费方
面有诸多见解，那么对于如今越来越多的
家电在设计方面的智能化、人性化、个性
化趋势，各位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者代表中间也出现了意见分歧。在最初挑
（几位消费者代表七嘴八舌地发表各

EF: 关于智能家电产品的人性化、个性化

选他们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不同职业、

必须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前提，这可以说是

年龄、性别的消费者一定会有其不同的观

消费者：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产品

今天我们这里的设计师与消费者之间的一

点，为了使这次的“面对面”交谈收集到

运用了什么高科技、新技术，我们并不关

个共识。那么你们觉得用户到底是需要什

的信息更加全面，所以一开始便在不同群

心，我们需要的只是一种能满足我们需要

么样的产品呢？功能、外观、价格，哪一

体中作出了人员选择。事实证明，他们之

的、能为生活提供方便的、省钱省心、用

项是最重要的呢？

间的差异的确很大，功能、外观、价格这

自的意见，但总体观点还比较一致）

起来舒心的产品。目前市面上有许多所谓

三个阵营都各有支持者，当然，也有站在

的智能化产品，一味追求功能上的花哨，
夹杂了太多乱七八糟的功能，实际上一点
李立成：我一直很欣赏NOKIA的金字
口号“科技，以人为本”。正是人们对生活
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才能促使满足这些
需求的科技高速发展。所以说在“三化”之
中，“人性化”、“个性化”是用户的需
求，而“智能化”则是达到需求的手段。在
智能化得到普及之后，人们发现家里的电器
会“思考”、“分析”和“记忆”，甚至是

都不实用。

中立方的，觉得都重要。）
Ｅｄｏａｒｄｏ Ｃａｒｌｉｎｏ：至少对于我来

消费者：其实我们很贪心，选择一款

说，现在的智能化家居产品还有别于一

产品当然希望它又便宜、又漂亮、又好用

般的大众化市场产品。在我心目中，它

了，不过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呢！虽然现在

也算是一种奢侈产品，一种生活品质的

许多产品都将自己标榜成“完美”，但事

象征，而奢侈产品的市场规律和普通产

实上，它肯定会牺牲某一方面作为代价，

品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考虑得更多的是

所以我们只能选择那些相对来说性价比

产品如何给用户带来独一无二的体验，

更高的产品—功能、外型、价格比较均

而能带来这种体验的功能就能够提升产

衡，都能让我们接受的。

品独有的价值。

“对话”，并制定出“行动”方案供人选
择。这些看上去都很新奇，但是我们设计师
在将这些高科技与新奇功能嵌入家用电器
时，不能忘记设计的初衷。对TOOUT公司
来说，“绿色、节能、贴近、融合”是我们
一贯秉承的设计理念。同时，我们相信这也
是未来智能家电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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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ｏａｒｄｏ Ｃａｒｌｉｎｏ：正如我刚才所

Ｓａｒａｈ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现在各种各样家

Ｅｄｏａｒｄｏ Ｃａｒｌｉｎｏ：在最新一代的

说的那样，智能家居产品的设计其实更

电产品所具备的创意性其实是我们很难

智能厨房里，可能会存在许多前所未有

多的并非技术上的革新，而是一种理念

想象的，而它们正在悄悄地改变人们对

的电器，它们让你可以搜索食谱或是在

“家”这个概念的印象。当一百年前，
一间房屋仅仅是人们用以居住以及满足

互联网上购买食材，加快准备和烹饪的
食物的速度，节约能源、时间等……但它

一些基本个人需求的住所，而在今天，

仍然是一个厨房，我们可以做着和以前

它已经变成了人们体验额外舒适感的一

一样的事，因为技术改变的是生活的外

个环境。一个好的产品创意能够进一步

在形式而非本质。所以我认为，我们的

激发你的创作灵感，更重要的是能够给

设计并非改变或者创造，而是要适应一

你的客户带来愉悦感。我觉得一种全新

种新的居家生活方式。现代人每天的生

的生活方式所指的就是思维方式上的一

活节奏非常快，我们在家中的活动范围

种从理性需求向感性体验层次上的飞

往往只是从厨房直接到卧室（书房），

跃，是一种格调的象征，而智能家电产

而客厅似乎更像是一个过道。我们的设

品能够满足这个飞跃的要求。

计思想就必须跟随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

上的创新。所以说设计师应该依靠的并

EF: 说到性价比，在中国，“山寨”可以

不是一些不为人知的核心技术，而是对

说是一个热门话题。基于电子产品模块化

用户需求的理解和将这种理解融入到产

的设计思想，将不同的功能整合到同一个

品中的创意。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国的

产品上如今在技术层面上已经不是一个难

一些“山寨”厂商在设计方面的创意思

题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些可能

维也是值得我学习的。

最具性价比的“山寨”产品，作为设计师
的你们是否会感到压力？

李立成：国内所谓“山寨”产品的
这种现状，至少我们现阶段从法律上讲
是有些无可奈何的。不过有压力才会有
进步，如果国内的“山寨”产品在功能
上模仿借鉴了我们的产品，那说明我们
的设计是成功的，它在客观上是对我们
设计的一个普及，也给了我们TOOUT公
司设计师们进一步创新的动力，逼我们
永远要走在潮流的前头。而且“山寨”
产品在功能整合设计上的一些思路，其
实也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而改变。我的作品Hi-Can就是这样一
EF: 刚才李立成先生谈到了智能家电产
品与生活的融合，其实现在随着智能家

Ｓａｒａｈ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一个智能化家

电的普及已经有了融合的趋势，那么在

电产品对于用户最重要的是它商业价值

各位的设想中，在未来，智能家电产品

的体现，所以在我的设计过程中首先考

是否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可以

虑的是产品如何满足用户。从功能上

又将如何改变？

来说，最关键的就是简单实用。诸如
需要触碰面板上相应虚拟键就能调整水
的温度以及流量。当然，时尚高雅的外
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苹果公司iPod
那样简洁的流线型外观将会是以后智能
家电产品外观设计的大趋势。

EF: 如果站在你们的专业角度上看，对智
能家电产品还有哪些方面的具体要求？

Ｅｄｏａｒｄｏ Ｃａｒｌｉｎｏ：当我在设计产品
在我的预想中所有人在看到这款新产品时
都会觉得直观，那我就会觉得满意。当然
直观并不意味着平庸，而是我认为产品应
该以最容易被用户理解与使用的形式存
在，这才是最正确的形式。当然，美学因
素也同样是设计时的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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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它不仅能够给那些懒人提供一些方
便，而且对于那些需要长期卧床的患者
或是残疾人士也会有所帮助。

李立成：对于智能家电产品来说，

V-touch系统上简洁漂亮的面板，用户只

时，如果设计结果看起来清晰明了，并且

个代表新概念与新生活方式的智能化卧

李 立 成 ： 前 面 我 提 到 了 TO O U T

使消费者获得全新的生活感受和体验，

“绿色、节能、贴近、融合”的设计理

并为其生活增添更精彩的内容就是其存

念。前两个“绿色、节能”是行业内大

在的意义。如果说这种概念性的说法过

的潮流趋势，而“贴近”与“融合”就

于空洞，我可以试着举一些智能家电产

是我们站在潜在用户需求的立场上而提

品改变生活方式的例子。对于不同的人

（对于“未来”，几位受访的消费者

出的，它们是智能化家电不断进化的核

来说，每个人在洗澡时可能有不同的习

所持的态度都比较乐观，并且怀着无比的

心。越是高深的科技越需要从人出发，

惯，“我爱泡澡的时候煲电话粥，他习

憧憬，许多人都提到了科幻电影大片中的

替人着想，为人设计。而不是将技术和

惯泡澡的时候听音乐和天气预报，而她

未来家居环境。）

产品推出后，让用户去学，去适应这个
技术和产品。科技以人为本，就是以用

喜欢一边泡澡一边浏览各式美图，舒畅
心情……”而智能电热水器能够将这些

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舒适，不过“改

户为导向。因此TOOUT的设计师总是想

需求都转化为可选择的功能模块，通过

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种说法总让我们联

方设法地聆听来自用户最真实的声音。

科技的力量唤醒舒适洗浴感受。另一个

想到一些科幻影片中的场景，所有家电全

而从刚才大家的发言上看，至少说设计

例子是我们公司设计的“守望者”电子

部实现智能化一体化，这样的生活应该离

师们和消费者在这一点的认识上是一致

门镜，它为住户配备了超大显示屏幕，

我们不远了吧？

的：产品的简易性、实用性和舒适性。

避免了传统猫眼使用时需要贴近观察的

一款产品做到了这三点，才能称得上贴

尴尬与不便，使观察的过程更加自然舒

近用户，与生活融合。在“人性化”这

适。同时它的智能互联网络功能，更加

个必须遵循的设计基本理念之上，每一

有效地保障了住户的安全，住户甚至不

款智能家电才谈得上“个性化”，才能

需要停止手中的工作，只需远距离查看

够通过不同设计师的不同设计风格体现

显示屏，就可轻松掌握家庭防盗与安全

出不同的个性，让原来冷冰冰的电子设

信息。其实未来的生活方式可能就是从

备变成一个有生命力的活物。

这样一点一滴的细节中开始改变的。

消费者：智能化家电的普及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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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这个随着工业革命发展应运而生

乐意看到手机耳机接口的统一。试想，以后手

括：“双赢”。的确，手机耳机统一标准的实

的词语，在中国实际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机的更新换代不用再多掏钱买新耳机，也不用

施其实是一场各方利益的博弈，如何找到“获

了—公元前秦朝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

再看着家里那一抽屉因为接口不同插不进手机

得最佳秩序与社会效益”的平衡点，达到皆大

应该算是最古老的一个标准化过程。国家对

的8成新耳机发出一声叹息，这是何等的惬意。

欢喜的双赢是最重要的。而无论是两年前的手

标准化的定义：“在经济、技术、科学及管理

然而，尽管看上去挺美，也无法避免通

机充电器接口统一标准，还是今天的手机耳机

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

信标准化协会对这个接口统一标准明显的底气

接口统一标准，手机生产商，特别是国际级大

定、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

不足。因为这个标准虽说从今年9月1日开始

品牌是绝对不会觉得欢喜的。一来，现有手机

秩序和社会效益”，阐释了这个词语的社会性

实施，但并不是立刻强制执行，而仅仅是一个

耳机接口的标准化改造与开发无疑需要这些生

本质。而就在最近，移动电话耳机接口统一标

参考标准，可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缓冲期。毕

产商投入一笔不菲的费用。再者，新标准本身

准的颁布，再次将所有人对这个看似遥远的词

竟，自两年多前手机充电器接口统一标准自颁

也分为2.5mm和3.5mm两种接口，不是名副其

汇的关注度推向了最高潮。

布以来，直到今天都未能完全实现，这让通信

实的“统一”，至多只能算“统二”，估计这

是的，两年多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手机充

标准化协会遭遇了一个不小的滑铁卢。有了前

也是没有协调好厂商之间利益关系之故。具有

电器接口统一最终因为厂家的“不合作”而不

车之鉴，这次标准的颁布自然是小心翼翼，生

讽刺意味的是，相比大品牌的正规厂商，反倒

了了之，如今又开始耳机接口的统一。一次次

怕再自打嘴巴。不过，耳机接口的统一明明是

是国内那些船小好调头的山寨手机厂商在标准

的“统一之战”不免让很多人腹诽制定标准的

一件好事，为什么却办得如此艰难，这其中的

化之路上先行了一步，并以此作为自己与大品

泰尔实验室和颁布标准的通信标准化协会是吃

原因才是值得我们玩味的地方。

牌竞争的一个资本。不知道这算不算无心插柳

太多撑得慌闲着没事干，或是吃太少饿得慌想

且让我们再次复习一下前面提到的标准化

借一个统一标准向手机制造业设置收费门槛？

定义，并注意其中两个关键句：“通过制定、

地对国产手机业的一次“曲线救国”呢？
在最后，我们想说的是，无论是手机的充

其实这些想法都不免偏颇，因为平心而论，手

发布和实施标准”和“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

电器接口，还是耳机接口的标准化统一，从长远

机接口统一无论于国于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益”。余世维老师说，“赢在执行”，所以一

来看，绝对是大势所趋的有益之举。但是我们也

的。往大了说，一个行业内标准化程度决定了

个标准成不成功显然是以它的“实施”效果作

希望，指定标准化的决策者们要清醒地认识到，

这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往远了说，接口的统一

为判断标准。手机充电器接口统一标准失败

从“看上去很美”的良好愿景到真正利国利民的

可以减少因接口不合而废弃耳机的造成重金属

了，耳机接口统一标准还会远么？依我看，成

既成事实，这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愿手机

污染，算是对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忠实贯彻。

败关键还在这个“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上，

统一接口的标准化，一路走好。

即使不具有如此高屋建瓴眼光的升斗小民，也

我们可以用现在市面上最流行的一个词语来概

标准化名义下的博弈

闲话手机耳机接口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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