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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to believes that “Beauty is a concept”, and it is supreme. Also in the whole Western classical
aesthetics, art and life have been always separated from Plato to Hege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art, the visual artists start to explore a form combining beauty and life. At the same
time, Dewey grasp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aily lives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s, and emphasizes the role that art plays in lif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trinsic link between interaction design
and artistic aesthetics, this paper will start with interaction design,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practical aestheticism, and have a thorough discussion on the connotation of interaction design. It
will propose a construction built with user-centric interaction design and a method combining
with user-friendly emotional design interface. Also it will show that Dewey pragmatism aesthetic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to explore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the interactiv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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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柏拉图认为“美是一种理念”，是至高无上的东西。而且整个西方古典美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一直都
是将艺术与生活相分离的。随着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发展，视觉艺术家开始重新探索美与生活相结合的表
现形式。同时，杜威把握住人类生活与审美经验的联系，强调了艺术对生活的作用。为了探索交互设计
与艺术审美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将从交互设计入手，基于对实用审美主义的理解，深入探讨交互设计
的内涵，提出以用户为核心的交互设计的构建，和结合人性化情感来设计交互界面的方法，同时指明杜
威实用主义美学为探索交互技术的审美经验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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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你在玩游戏，想使用一个技能时，看着密密麻麻杂乱的界面和按钮是不是心烦意乱；当你在网上
购物时，看着满满的商品界面却找不到购买数量按钮时是不是焦躁不安；当空调遥控摆在你面前，你却
不知道如何调整风速和温度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在科技不断发展和进步的 21 世纪，人们不在满足于那些华而不实、使用复杂的交互产品，逐渐开始
倾向于审美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使用起来简洁、方便并且人性化的交互产品。在数字虚拟化的新时
代，我们要做的就是以人为本，从行为和心理上去满足人的需求。交互设计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发
展趋势，它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体验。
交互设计是一种可以给人类生活带来方便并且让人在使用交互产品时心情舒畅的技术，它的出现就
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因此交互设计主要在于它的互动性，而互动性说明交互设计与实用主义美学有着
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实用主义美学中关于审美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模糊性造成了审美解读的多样性，
进而导致研究者对交互设计的审美分析产生模糊。

2. 实用主义与交互设计
交互设计的美学思想是源于实用主义美学的，实用主义哲学是一种真实去对待一切事物的方式。同
时实用主义更多强调的是日常生活带给人们的乐趣，是通过我们的经验，来实现我们的需要和追求的。
20 世纪末，交互设计开始面向“经验”转变，致力于超越传统，面向功能性和实用主义的交互设计。
“经验”是杜威美学的核心概念，也是杜威用于改造传统哲学的基础[1]。对杜威而言,经验是人主观
的深入环境，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下面就从这一观点出发来谈谈以人(用户)为核心的交互设计。

2.1. 以人(用户)为核心的交互设计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性化情感设计已经成为交互设计发展的趋势，现在为止，人性化情感设计已经
被很多设计所应用。而且，我们要经常对软件进行更新来满足用户的需求；同时我们还要结合用户的需
求对各种设备进行不断地优化。
以用户为核心的交互设计就是基于不同人的心理和行为以及周围环境所生产的审美经验。交互设计
师需要充分了解用户的行为习惯和心理特点，并且结合环境等各方面因素，设计出满足用户操作需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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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习惯的交互方式。
2.1.1. 用户的年龄差异
在人的一生中，个体身心特征的发展既是连续的过程，也可以分为少年儿童、青年、中年、老年几
个不同的阶段。不同年龄的人群因为身体、心理、社会以及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对交互产品的
需求也会不同。
以移动手机的设计为例，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现在市面上卖的手机很多，可是挑出一款适合老年
人的手机却非常困难，即使有专业的老年手机，可选择范围也非常的狭小，设计也不完善。移动手机涉
及功能、材质、人机互动界面等诸多因素，对老人而言，根据老年人视觉、听觉、触觉等逐渐衰退的特
点，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要采用超大显示屏，字体要偏大，声音自然也要适度增加，同时降低键盘触
击的力度。整个界面的设计要简洁，重要功能应该设置一键启动，同时要考虑增加某些服务和特殊功能，
让老年人感受到现代设计对他们的努力与关爱。而对于青年而言，他们追求时尚，讲究与时代同步，身
心发展几乎达到顶端，因此，用途很多的智能手机必然成了首选。
2.1.2. 用户的性别差异
对于用户而言，由于性别、生理心理特点的不同，以及社会、家庭角色的不同，往往会出现不同的
心理特点和行为。要想更好地进行交互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就要把握好男女在心理和行为上的差异。
对于女性而言，她们追求时髦，崇尚美丽，所以交互产品一定要增加她们的形象美，使她们显得更
加年轻更有魅力，同时她们注重外表，对造型和配色都十分挑剔，所以设计师在设计针对女性的交互产
品时，一定要依据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来设计；对于男性而言，他们更多的追求交互产品的质量与功
能，所以设计师在设计针对男性的交互产品时，外在是次要的，功能和质量一定要到位。当然，人都有
惰性，交互步骤一定不要太复杂，做到少而精。
2.1.3. 用户行为与环境因素
产品是用户行为的客体，用户需求的满足以及消费动机的实现都离不开它。市场是厂家和用户的纽
带，是用户实现消费动机、施行购买计划的主要场所。当然用户的行为也会受到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家
庭环境的影响。
交互设计者应该从社会文化情境出发，结合市场因素来探求用户心理和行为与交互产品之间的互动
方式，让用户能在使用时得到一种认同感。

3. 审美主义与交互设计
随着社会和当代艺术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设计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尤
其是计算机的出现，给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计算机的诞生，将虚拟的数字语言变成了现实，并
将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与设计结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交互设计”，交互设计的诞生激发着大
量高科技人才为之不懈努力，将交互设计推向一个更加宽广的空间，计算机的参与，也使得交互设计的
发展更加稳固和迅速[2]。
同时，在生活中人们发现，产品不仅仅只是一件艺术品，一件工具，更多的时候，它的使用过程作
以及使用者在使用时产生的行为和心理诉求更受人们关注。所以对于一件优秀的交互设计产品，设计师
在设计时对于产品使用者的情感诉求是不可忽视的。
杜威指出在审美经验主义中，情感方面将击败或取代其他方面成为主导因素。根据杜威对审美经验
主义的定义，对交互系统的审美主义可以从人性化情感设计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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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交互设计中人性化情感设计原则
人性化情感设计是指在设计过程中，凡事以人为中心，站在人性化的角度来进行设计。下面以交互
界面的设计、开发为例，说明在交互界面设计中如何运用人性化情感设计。
3.1.1. 布局
我们在进行用户界面设计时，应该从用户的情感出发，将文字、图像等进行合理的组合与布局，让
所设计的界面更容易被用户理解和接受。因此我们设计的界面不要过于复杂和罗嗦，要做到简洁美观，
整体统一。同时，界面设计要符合人基本的操作习惯，使他们很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只是为
了美观而一味地改变设计的本质，就会给用户带来很大的困扰。
3.1.2. 色彩
色彩会最先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它不仅能使界面变得更加生动，还能对用户起到视觉引导作
用。因此，界面设计者应该了解色彩的特性、象征及色彩之间的对比效果等，合理地运用色彩，给人以
舒适、深刻的印象。
如果用户多为男性，则可以采用冷色调渲染气氛；如果用户多为女性，则需要采用暖色调；如果用
户男女老少皆有，在用色方面就可以采用互补色，冷暖皆用。除了上面说到的年龄、性别差异外，界面
的设计还要和产品的定位相一致，而且一般界面最多用到 3 至 4 种颜色，不要因为颜色过多而导致界面
的混乱。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透明度的变化使界面变得更富有层次感。
3.1.3. 文字
对于界面设计而言，文字对传递信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界面设计师在设计时，要充分考
虑到文字的因素。而且上网就是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所需要的资料，因此，界面出现的文字要言简意
赅、通俗易懂，容易让人接受。同时，界面是面向全世界用户的，应该至少用两种语言(中文和英文)来标
注，还可以根据用户具体需求来适当增加。
当然，界面文字的用色也要注意，不同颜色传达出来的寓意也不相同。从视觉角度来看，宋体字使
人在阅读时不会产生视觉疲劳，但是有点纤细；黑体字比较浑厚、醒目，可以使人一目了然；当然，卡
通字体很开爱，但是形态特征不是很明显。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可以根据经验，依据不同人的年龄、性
别和需求来选择字体，进一步体现出界面设计的人性化。
3.1.4. 图形
图形是界面的辅助，毕竟图形不能传达太多的信息，而且不同图形有不同的寓意，在设计界面时，
我们可以根据图形的特性来选择，还要根据整体界面的布局去确定图形的大小。但是在界面上，我们尽
量图文并茂，减少图标的使用，虽然图标可以使人一目了然，但是有时候很难让人理解，容易产生误差。
同时，主要的功能键要突出，以免让用户找不到，而且人都有惰性，所以，操作步骤要尽量减少。
视觉是人类感知外部世界最主要的部分，是外界的图片信息、色彩、文字等元素的综合呈现，因此
在进行用户交互界面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人的视觉接受能力。

4. 结语
随着科学技术与当代设计的发展，至今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针对不同人群的交互产品设计，例
如，老年人手机、儿童读写一体机等，这对交互设计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趋势。但是，交互设计师在针
对不同人群设计时，需要多留意这类人群的心理和行为需求，从他们的情感出发来看待现在的交互设计，
对交互设计未来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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