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工业生活中的人性化设计 

无论对建筑设计、城市设计还是对产品设计，人性化早已不是新鲜的话题。“以人为本”这句商业口号

在十年前就已出现，并频繁地被广告和设计文本当作标签引用，尽管很少有人真的研究过它的本质含义。

不过，时过境迁，经济的日益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演化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性化的设计不再单

单是商家或设计师自我宣扬的工具，更变成了普通大众的主动诉求。 

所谓人性化，按照我自己一贯的看法，它肯定是与日常生活有关，是生活场景的再现。因为人在工作

状态中时常需要刻意约束自己，只有在生活中才有可能 大程度地显露本性。而所谓日常生活就是以个人

的直接环境为基本场所，以维持个体生存的再生产为目的的多种活动的总称。我们所说的人性化设计，本

质上就应当是生活的衍生物。 

人类是具有完善心理机制的高级动物，他们不仅能够对外界事物进行判断发生反应，还能够提出心理

需求直至感受心理满足。但人类的精神要求与物质环境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谐调。物质力量越是强

大，越是处于统治地位，人类的精神世界就越被压制，矛盾就越尖锐。这一点在工业社会表现得非常明显，

工业社会里物质是资源和财富的 主要形式，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导致了“物质至上”的观念。工业生产的

特点是高产量大批量，所以强调标准化，针对的也是群体化的消费者。工业智慧寻求一元化，减少模棱两

可的特点使社会的主导权总是掌握在技术而不是人的生活手上。 

我们知道，技术是人创造的，它有人性的方面也有非人性的方面，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的异

化。现代科技更是强调自身的工具性，漠视事物的天然存在状态，把客观世界仅作为随意改造的对象。物

质世界的一切，包括人本身，在技术面前都一律展现为功能性、物质性、规律性的存在。这样经过一段时

间，人类就被强迫进入非自然的存在状态，人性也被技术化了。特别是工业智慧崇尚一元，追求经验世界

的一致性和规律性，以对其做出确定而又唯一的解释，就更将人性的多样化、多元化置于次要位置。 

工业社会中人文精神的缺乏早已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而且技术发展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也对社会观

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工业社会形态的变迁与演化是历史的必然。我们的书刊杂志上越来越多地出

现了“后工业”这样的词语。 

※ 后工业社会的特点 

这些年来，以“后”字开头的偏正词组我们见过很多了。后现代、后文学、后摇滚……如今已经没有

几样东西没被“后”过了。每一个“后 XX”都号称是对“XX”的颠覆，又全都没有例外地与之一脉相承，

实则都是改良运动。后工业社会无疑也是对工业社会的改良，它在这样几个方面体现了自己的特征：① 服

务业大大超过工业和农业，并会超出物质产品的狭隘范围；② 追求附加价值，强调多元化、多样化和非群

体化；③ 生产与销售更多地通过横向联系的网络形式进行；④ 物质需要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知识信息成

为重要的资源和财富；⑤ 电脑文明替代了机器文明，扩大了人类大脑的功能；⑥ 工业社会中生产者与消

费者分离、资产所有者与直接管理者分离的现象得以改变，消费者对生产的直接和间接发言权越来越大；

⑦ 政府将逐步把工业社会中集中起来的权力和责任适度地归还给社会和个人，鼓励个人的积极主动性；⑧ 

国际化程度更高，信息、人员、资金技术、商品劳务在国家之间更方便更频繁地交流；⑨ 不再片面地把自

然当作征服的对象，谋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从中可以看出，与工业社会不同，后工业社会中物质力量的统治地位被动摇了，社会生活中的人性成

分大幅增加。比如，在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替代了以产量为基础的工业、农业，它服务的对象就是人，是以

人的活动为基础的，包括了诸如商贸、文化娱乐、卫生保健、生活服务等等，人的主体地位得以恢复和加

强。后工业社会中人性的回归还表现在社会尊重人的个体差别，不强求一律，个人化的要求更易实现，工

业化以前生产领域的“定制”做法在改进后重新成为常用的商品生产方式，从而为人们提供了更广泛的人

性化空间。按经济学家的说法，工业生产的核心特征是“标准化基础上的规模经济”，后工业生产则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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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服务基础上的规模经济”。 

※ 传统批量标准化生产中的设计师 

设计师的作品，在一切都被商品化的当代社会，毫无疑问也是商品的一种形式。既然是商品，它们就

不可能脱离市场而存在。设计师的作品只有进入市场才具有现实意义，也才完成了从设计师、生产商到使

用者的完整流程。所以，跳出专业局限来审视这一流程，可以认为设计师的工作是该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一

个环节。工业社会中强调批量标准化生产，这样才能满足普通大众飞速增长的需要，工业产品是这样，建

筑也是这样。这时设计师所考虑的只能是消费者的一般需求，亦即在大量人群的纷繁复杂的个性因素中寻

求平衡，尽量靠近平均值。商品是普适性的，消费者在使用它们时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特殊要求。这种模式

下设计师掌握着比较多的权力，因为消费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可以被忽略，设计师感觉自己是在为所有的社

会大众服务。久而久之，设计师的社会责任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另一方面也容易滋生出自高自大

的救世主情结。二十世纪初，当发达国家处于典型的工业

社会形态时，现代派建筑师们（包括规划师们）就是把自

己当作社会改良的力量，希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设计

师忠实地运用工业智慧，就如同任何一个科技领域的专家

解决科学难题那样。 

工业社会中的设计师并非对使用者的要求置之不理，

只是将那些要求标准化了。标准化、单一化本身倒不见得

是多大的缺陷，比如图 1 这样的立面设计，闪耀着工业化、

标准化的理性光辉，整齐的节奏将力量注入建筑中，体现

了视觉化的集体主义风范。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其中某

几个单元做个性化处理的话，尽管也可以很美观，但原来

的节奏就很轻易地被打乱了。它是一个形象化的例子，工

业社会中的消费者就像这一个个落地窗一样，如果大家具

有同样的要求，这个生产体系就很完美，而一旦出现个体

化的现象，整个体系就不能保持其本色。换句话说，非群

体化的要求很难融入工业社会的生产体系，总显得格格不

入，即使偶尔满足也是勉为其难。 

※ 后工业时代设计师的附加劳动 

而后工业社会中，人的生活意义发生了改变，人的自

由成为生活的前提。有工业时代突飞猛进的技术发展为基

础，后工业时代人们对自然的控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很

多领域内实现，社会的进步更多地体现为追求持续发展与自我幸福，个人的自由度更高了，社会有更多的

物质和精神空间容纳千差万别的个人兴趣。人们可以按照自身所固有的内在本性的要求去支配自身的发展，

基于自我意愿、兴趣、品性、心灵之感而生活成为新的生活模式。 

图 1  德国柏林索尼中心某局部立面 

整齐划一的落地窗有着理性的美感 

后工业社会比起工业社会来无疑是更人性化的社会，普通消费者获得了更多表达自我的权力和途径。

强调服务意识则削弱了商品提供者的优势地位，设计师作为其中一个生产环节的参与者自然也受其影响，

非群体化的消费要求开始左右设计作品。有些商品满足消费者各不相同的个人要求是比较容易的，比如生

日蛋糕，根据客户要求在上面写上人的名字及祝福的话语，技术上很简单，虽然增加了一个生产环节，但

几乎不影响生产进度，对整个生产体系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像这样低度工业化的商品比较容易满足后

工业时代的要求。然而，若是换成建筑产品就没那么简单了。 

建筑在适应多样化方面具有天生的缺陷，那就是它不可抛弃的结构逻辑。比如轴线、柱网，建筑赖以

存在的那些基本结构恰恰需要单一化、标准化。从技术角度讲，建筑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多样化要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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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较大的代价。 

一般说来，对某一种特定商品，消费者的要求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毕竟商品的基本功能就是针对

消费者的共同需要，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消费者的非群体性要求绝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是建立在群体

性要求基础上的，比如前面提到的生日蛋糕，首先它要是一个由几种标准材料组成的食品，这是主体，其

次才是个人化的题字。题字之前的蛋糕已经具有了该商品的基本价值，劳动者付出了基本劳动。往蛋糕上

写字让蛋糕具有了附加价值，劳动者付出的就是附加劳动。我认为，非群体性消费的满足取决于商品的附

加价值与附加劳动之比，这个比例高的话，也就是说付出较少的附加劳动就能获得较多的附加价值的话，

该商品的非群体性消费就容易实现，反之就难以实现。 

建筑产品中使用者的个性化消费不容易实现，就是因为要获得附加价值，付出的附加劳动非常多。这

在工业社会的生产模式中体现得很明显。比如一座墙体承重的多层住宅，某个用户如果觉得平面有不适合

之处，想改动墙体位置，那就非常困难。即使能够做到，要在改动后仍然能满足坚固适用的要求，设计和

施工就要增加不少工作量。任何劳动 终都会反映在建造成本中，价格增高到一定程度商品就会受到来自

市场的阻力。 

若想使建筑产品符合后工业时代的人性化要求，就必须对原有的工业时代的建筑体系进行技术改造，

以便获得附加价值与附加劳动的合理比值。根本一点就是降低附加劳动的难度，提高其现实性、可操作性。

其实，建筑界早已有了这样的尝试，例如日本的快速安装独立住宅，住宅工厂平均每 48 分钟就可制造出一

栋两三层的独户式住宅，运往现场一天之内就可建成。它们采用钢骨架或木骨架，配以复合墙体和楼板，

在生产线上组装成盒子结构。销售方式也很有特色，各地有上百个住宅展示场，每个展示场建有几十座样

品住宅。用户选定其一后就可以与住宅工厂签定合同，住宅工厂将其列入生产计划。同样面积的建筑有不

同的平面组合方式，可以适合不同用户的需要。如果用户对这些定型产品都不满意，还可以对其进行适当

改动，调整为满足用户需要的房型后，再进入工厂的生产流程。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后工业时代建筑要

实现附加价值，并不是把工业化的技术抛在一边，反而可以采取更加工业化的建造方式。 

对于独立住宅以外其他类型的建筑，要降低附加劳动的难度也许比较困难。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加以满足。比如框架承重结构比墙体承重结构更灵活，新型轻质墙体材料可以为平面的多样化布置提供方

便，等等，都是可以利用的因素。当前国内钢结构建筑的大量涌现在技术方面为降低附加劳动的难度提供

了可能，尽管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满足使用者非群体性的要求，至少做到部分满足。只要做到同一平面、立

面轮廓内部使用空间的多种组合，就已经赋予了建筑以附加价值。因为使用者至少已经可以掌握一定的选

择权力，他的意愿可以部分体现在 终的成品中。 

国内家庭装修市场也已经出现了重视附加劳动的生产模式。比如上海某大型装修公司提出的“1+1”装

修模式，就旗帜鲜明地将优质高效和张扬个性并举，前者是工业社会生产方式可以赋予产品的基本价值部

分，后者则是后工业时代要求的附加价值部分。他们将家庭装修的构成元素设计成可以在工厂生产，并能

现场装配的组合方案。而设计师可以根据每个客户的不同要求，使用这些基本构成元素进行设计。此时，

构件标准化成为连接个性化设计与工业化生产的桥梁。 

上面提到的使得建筑满足非群体性消费要求的方法是非常具有后工业特色的。后工业时代的规模经济

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所谓“大规模定制”（Mass Customization）。“定制”体现了一对一服务的特色，

而“大规模”则是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它的技术基础就是工业化、标准化。 

※ 技术进步与人性的演化 

就像我们一直强调的那样，后工业时代人性化的实现是建立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的。技术始终是人们

的朋友，是不能也无法抛弃的东西。工业时代那种以规律性、效率性为特色的生产方式毕竟为后工业的出

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认为工业社会是从技术与物质、文化及思想等方面为后工业社会做了储备。

如果否定它，我们迎来的就不会是后工业时代，而只能是手工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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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为社会满足其成员

的物质条件和非物质条件提供了

越来越多的便利，相应地，反映一

定社会生产方式的生活方式也就

必然会发生变化。由此，就促成了

人性的演化，人性化设计的内容也

就发生了改变。一般来说，某一种

技术如果跟不上时代发展，成为低

于社会平均技术水平的技术的话，

它就进入了历史化和人文化过程，

后成为人们缅怀的对象，与人性

之间的矛盾也不存在了。例如当今

对废弃工业厂区的重新改造，许多

就是把原来的生产设备当作景观

的一部分，人们在它们面前恢复了

主体地位，建立了欣赏与被欣赏的

关系。 

图 2  德国杜伊斯堡风景公园（Landschaftspark）夜景 

多彩的灯光使人们不再想起它的生产功能，更多的是娱乐氛围 

也许是因为人类基因的局限，按照生物进化速度，伦理道德的进步总是与科技发展的速度难以匹配，

所以人们总会感觉人性被技术环境超越而不适应。但是，经过工业时代后，我们应当清晰地看到技术与人

性的关系，人性化、个性化的设计在后工业时代必然会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设计师则应当借助后工业的

生产方式，更多地满足非群体性的消费需求，为创造商品的附加价值付出更多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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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e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industrial society, always emphasizes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 Then the inherent natural instincts of peoples can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more 

easily and the individual interests can be satisfied frequently. So the humanized design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becomes to even more substantial. The consumers' individual demands turn to the value added 

of the goods. The designers need to pay more labor added to meet these needs. Mass Customization is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post-industrial era. The production of humanized designed products is still on the 

basis of high-technology. Technology is the mankind's friend all th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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