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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来自不同专业背景，没有设计经验的学生前进？

高科技系统和材料荣誉硕士课程

How to Get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with no Experience in Design Going?

Honours Master Hightech Systems and Materials

高科技系统与材料荣誉硕士课程是格罗宁根大学硕士研究生的一门选修课。参加

本课程的学生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如艺术、行为科学、经济与商业、健康与生命

科学以及法律。在课程中，学生们首次见面。此前，他们从未与高科技公司有过合

作，也没有产品开发或产品设计的相关经验。鉴于上述原因，学生在展开项目的时

候困难重重。产品演化设计工作室项目应运而生，旨在解决这个问题，创新则是该

项目的核心。为了能够不断创新并完善产品和制作流程，当下的企业都迫切需要

善于跨学科进行团队合作、并且能超越自身领域界限的优秀科学家，而该讲座将

阐释我们如何在这个工作室项目中让学生们拓展界限，继续学习。

亚瑟·艾格教授，荷兰皇家工程师学会董事会

顾问，BlauwZand 出版社创始人。1979 年，

他 成 为 Van Dijk/Eger/Associates（现名为

WeLL Design）设计局的创始人。1996 年，

他离开设计局成为空间博览会的负责人，空间

博览会是一家太空博物馆，也是欧洲航天局的

官方游客中心。他于 1997 至 2000 年担任《产

品》杂志编委会成员，并在 2000 至 2013 年

担任该杂志的主编（这是一本关于工业设计工

程的学术期刊，MYBusinessmedia 出版社，

鹿特丹）。2003—2016 年，作为屯特大学的

教授，他担任产品设计专业的负责人，研究方

向是：产品演化发展。亚瑟·艾格在工业设计

工程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并以产品设计、平

面设计、建筑与装饰艺术为主题出版了 25 余

本著作，发表了 100 多篇文章和论文。他担任

多个 奖项的评审工作：其中包括 Aluminum

奖、优秀工业设计奖、荷兰设计奖、全设计奖、

ESEF 奖（其 中 在 2006 年、2008 年、2010

年、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担任该奖项

的主席），壳牌 LiveWIRE 青年企业奖（主席）。

他经常受邀举办讲座或担任主题演讲嘉宾，邀

请他的机构包括：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格罗宁

根大学（RUG）、 阿雷基帕圣奥古斯丁国立大

学 （Peru）、芒斯特应用科技大学（德国）、交

通大学（北京）等。他担任多个学术会议以及

科学类期刊的同行评审工作，同时是剽窃案件

中的专家证人。

教授，屯特大学，产品演化发展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Twente, Evolutionary Product Development

The Honours Master-course Hightech Systems and Materials is an elective, 

extra course for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Students that 

participate in this course have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such 

as Arts, Behavioral Sciences, Economics and Business, Health and Life 

Sciences, and Law. In the course they meet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have 

never cooperated with Hightech companies and they have no experience 

in product development or product design. For these reasons the students 

had difficulty starting their projects.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Workshop 

Evolutionary Product Design was developed. Innovation is at the core of the 

workshop. To be able to continuously innovate and improve products and 

processes, the companies are in need of excellent scientists who are able 

to collaborate in multidisciplinary teams and who look beyond the borders of 

their own field. This lecture explains how we work in this workshop to get the 

students going.

Professor. Arthur O. Eger, Counsellor of the Board 

of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Engineering 

of KIVI,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in the 

Netherlands, founder of BlauwZand Publishing. In 

1979 he was co-founder of the design bureau Van 

Dijk /Eger/Associates (nowadays WeLL Design). 

In 1996 he left the bureau to become the director 

of Space Expo, a space museum and the official 

visitors centre of the European Space Agency (ESA). 

From 1997-2000, he was the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 of Product  magazine. From 2000-2013, 

he was the editor in chief of Product （This is an 

academic journal on industrial design engineering, 

MYBusinessmedia Press, Rotterdam）. From 2003-

2016 he was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Twente, 

Chair: Product Design, Research area: Evolutionary 

Product Development. Ar thur Eger has a broad 

experience in Industrial Design Engineering, he 

published over 25 books and more than 100 articles 

and papers on topics such as product design, graphic 

design, architecture and decorative art. He was (and 

is) member of many juries: Aluminum Award, Good 

Industrial Design Award, the Dutch Design Awards 

(Nederlandse Designprijzen), Design for All Award, 

ESEF Awards (Chair in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and 2016), Shell LiveWIRE Young Business Award 

(Chair). He gave (and gives) many guest lectures 

and keynote speeches, amongst others for the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RU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t Augustin of Arequipa 

(Peru), Munster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Germany),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etc. 

He has been peer reviewer for several conferences 

and sc ient i f ic journals and exper t  w i tness in 

plagiarism cases.

亚瑟·艾格
演讲嘉宾：

Arthur O. 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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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和你们谈谈我们是如何组织一个工作室项目，以及如何帮助学生们展开项目。

这些学生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没有任何相关的设计经验。在这里，我指的是格罗

宁根大学的一门课程，即高科技系统和材料荣誉硕士课程。首先，我会解释一下

这门课程是什么，然后，我会谈谈工作室项目是如何展开的。 后，我们将探讨一

下学生们是如何完成工作室项目的任务的。

这门格罗宁根大学高科技系统和材料荣誉硕士课程，是格罗宁根大学与飞利浦消

费者生活方式，阿斯创（荷兰射电天文研究所）以及迈尔造船厂（建造邮轮的德国

造船厂）等公司合作，旨在为有才干、有进取心的学生提供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使

其在该领域的前沿领域能够有出色的表现。参加本课程的学生具有不同的教育背

景：艺术、行为科学、经济与商业、健康与生命科学以及法律等。这个 1.5 年制的

课程相当于 20 个 ECTS（欧洲学分转换与积累系统），并且遵循标准的硕士课程。

它是专为希望从学习中获得更多收益的学生而开发的。创新是课程的核心。为了

能够不断创新并改进产品与工艺，高科技系统和材料领域需要优秀的科学家，而

这些科学家必须能够在多学科的团队中进行合作，并且超越自己领域的边界。完

成高科技系统和材料荣誉硕士课程的学生的毕业文凭上会有这段经历的一笔记

录，同时，他们会收到格罗宁根大学校长的推荐信。这将使他们在申请学术界、商

界或公共部门的职位时具有优势。

在刚刚开始这个课程的几年中，我们希望这些学生入门，所以在演讲的过程中会

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样促进他们学习。

“选对事做”及“以正确的方法做事”

第三场   如何让来自不同专业背景，没有设计经验的学生前进？ 亚瑟·艾格重塑：第一届国际设计教育论坛文集 Collection of Re: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Design Education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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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让每个人带电脑？之后会跟大家讲。工作坊中的这些学生都是非设计系的，

不是科班出身，他们也没有开发过产品。建议大家做两件事，我们会提供一些产品

设计的方法论给学生，里面包含两点即让学生做两件事，一个是要选对事做，另外

一个是选对了事以后用正确的方法来做。比如说在课程中学生接到单子，要建造

一个桥梁。那么你要考虑客户为什么要建桥梁，他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可以给

他造一个船。所以说我们要选对做的事，要以正确的方法做事，包括我们的设计

帮助客户解决问题。所以在潜在的解决方案中，大家可以跟客户一起了解客户的

需求，选择一下。对认定选定客户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这些学生会有一个预修的课程，在这个过程中，组成 3 到 4 人的小组，给他们一

些作业，让他们分为三四个小组之后再进行大组学习，同时要分析一下产品的历史

是什么，在网上做一些调研，并且看一下设计的发展，对于产品设计生产用了什么

样的科技。他们要准备一个五分钟的陈述，要写成 PPT 的形式，介绍这个产品的

历史是什么，之后每一个小组每个人带一台电脑。

产品演进中的历史发展脉络图

影响产品开发及设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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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重要的叫作产品演进图。我们给学生一个产品，让他们了解一下，根据它的

历史和演进，下一步是怎么样的。大家会看到，对一个产品，可以基于它的历史做

一下未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历史在我的课程中是非常重

要的。随着产品演进的脉络图画出来了，预测这个产品接下来会向怎么样的方向发

展，并且会有一个产品演化的示意图，帮助他们梳理一下环境对产品的演进起到

什么样的作用。

环境影响了产品的开发和设计。这里面包括政治环境、法律法规，以及经济环境，

如国家经济好还是坏，包括社会环境，如技术方面新的发展。除此之外，我们还可

以分析一下这个产品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样子，站在现在这个点梳理预测它的未来，

这样一来你会发现 终的点是技术解决的方案。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在设计上断

断续续出现一些技术解决的方案，使它不断地延续。

1983 年的摩托罗拉产品外观设计

产品的分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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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探讨儿童座椅的设计演进。1800 年儿童座椅就有了雏形，汽车行驶中一旦有

撞车事故发生时，它就可以提供保护。从这个产品进化的示意图中，我们已经了解

到它的设计变化，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包括环境的影响因素，欧洲的第一个公路

的行者安全法和规则的出台，促进了儿童座椅的发展，还有其他的环境因子的变

化推动了安全座椅的发展。

产品计划图中产品是分阶段的，它会有一些规律。我们进行数据分析，你会发现我

们要进行产品设计，进行优化，之后还有其他环节， 后要把它具象化，然后意识化、

个体化，按照市场细分。

我们管它叫产品的家族谱，画出产品在哪个阶段，对未来的产品有什么样的解决

方案。如果我们告诉你一个例子，电话要按照外形划分，你会说老师我不同意你的

划分，那么 开始的苹果为什么跑到 左边了，你会看到它的外观因子对它进行

计划数的图谱。1876 年第一个电话被申请到专利，当时是用手摇动的方式来拨打

电话。1920 年是脉冲式的，它的特点是不费劲，但是费时间。后来出现通过互联

网打电话，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半导体行业的发展，都会成为影响设计产品的因素。

产品演进的示意图，有它的生态系统，还有产品的家族谱，你会发现这里面的循环

过程。

手机产品生产与维修数量演进图

手机产品的优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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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产品的特性。产品有各种特性，新颖性、功能性、可靠性、UR 界面、产品

的形式、风格、定价、简化和复杂程度等等。比如说要将手机这个产品推到市场中，

一开始它的表现不太好，挺差的。之后人们进行了产品的开发，希望提高它的性能，

随着技术的推动，我们就可以把很多大家用不上的功能都设计到这个手机中。今

天你会发现不仅仅有技术推动手机的演化，而且还受到其他的因素的影响。

当时产品的价格特别高，能生产出来，就一定能够卖出去。

例如，第一代手机，特别大，用一个小时，电就没了。待机的时间是 8 小时，指的是

不打电话放上 8 小时电也就没有了。开始要 4000 美金一部，要排队，还要等三个

月才能拿到。

第二个阶段是优化阶段。产品研发要提高性能，这个形式并不特别重要，产品不同

的部件并不匹配，价格也非常高，虽然说有一些竞争，产品是用标准的计价来生产

的。我给大家显示的是一个重要的特性，在工作坊的过程中，我们会给它们一些

更多的描述。

手机在一开始非常重要的三大特性是大小、价格、待机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

几年价格降低，大小也变得更小。诺基亚 2002 年就非常小了。大家可能会觉得手

机会越做越小，但是实际上现在呈现出不一样的趋势。另外目前发展到更加明晰

化的阶段，产品的功能性和可靠性都非常好。人体工程学和人机界面是可以被接

受的。

洗衣机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有漏电的情况发生，当时的洗衣机是完全不安全的。有

一些产品是不安全的，我们的孩子会受到一些伤害。现在听起来可能会觉得不可

思议，怎么会有这些问题，但是当时有一些产品确实是不安全的。在产品的发展过

程中，要确保产品安全。在产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追求额外的特性和附件，造型

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会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外形设计。还有零件的数量在减少，但

是额外的功能和附件的开发，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另外，产品的价格开始下跌了。

2003—2012 年间手机市场的颠覆性变化

第三场   如何让来自不同专业背景，没有设计经验的学生前进？ 亚瑟·艾格重塑：第一届国际设计教育论坛文集 Collection of Re: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Design Education Forum



092 093092 093093

关于手机发展的历程：1993 年手机逐渐增加，当时的手机还是比较大的；大概到

2001 至 2002 年时，手机的数量在增加，固定电话慢慢减少了，手机还是非常大的。

现代数字蜂窝电话的制造商，主要是靠价格、大小、电池的寿命来竞争。可能在座

的各位有一些对这个产品非常熟悉。这时手机处于细分市场阶段。在这个阶段，几

乎所有目标群体的成员都知道，顾客有很多选择，产品的范围非常广，产品开发的

目标是针对不同的渠道和目标群体打造版本。同时外形设计、形式设计变得更具

表现力，这样就可以增加与消费者之间的连接。另外生产和装配高度自动化，有一

个组织良好的服务机构来支持这个产品。有一些产品如果加入额外功能的话，可

能会变得特别复杂，反而使用不方便。

1996 年细分市场开始逐渐兴起。1999 年不同颜色的手机出现在你的手提包里。

另外出现适用于汽车上的手机的设计，同时还有女性专用手机的设计。2004 年推

出西门子手机、伟图手机。伟图手机是 18 克金的手机，价格达到 1.4 万元。

2010 年三星成了业界的领先品牌，这个品牌的手机不是越变越小，而是越变越大。

2005 年推出了苹果手机，彻底改变了手机市场，是技术层面上的变革。它所使

用的是触屏，并不是特别新的技术。诺基亚还有其他的品牌之前也用到触屏技术。

但是苹果的产品设计非常有特色，大家特别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市场的改变有时

候是因为技术，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

个性化阶段的手机壳市场状况

手机市场的提高意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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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到 2012 年之间手机的发展变化。众所周知整个市场有一个彻底的变化。

诺基亚消失了，这是颠覆性的创新，使得整个市场天翻地覆。现有的市场如果要引

入现有的产品，那么它可能是价格比较低廉，因为毕竟是现有的产品和现有的市

场，是市场渗透。如果是将新的产品引入现有的市场，那就是产品开发。如果是现

有的产品进入新的市场，那就是市场的开发。如果是新的产品进入新的市场，那

就叫颠覆性的创新，我们也可以把它叫作黑天鹅。

苹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是现有的产品进入现有的市场，成功率可以达到

90%；如果是现有市场引入新的产品，成功率大概是 25%；如果是现有的产品进

入到新的市场，成功率是 50%；如果是新的产品进入到新的市场的话，成功率是

1% 到 7%，也就是代表 95% 可能失败了。

第三个阶段是个性化的阶段。产品开发是大规模的共同创造，允许客户对 终结

果产生影响。也就是说这些消费者希望拥有自己的产品，比如说像手机可以进行

定制化的设计，用定制化的软件，等等。价格几乎不可能进一步降低了。当然，如

果你使用共同创造或者说大规模定制的话，可能会实现更高的价格。因此你必须

要采取一些独一无二的方式，这样有可能提高价格。2004 年，我居住的地方，像

诺基亚的手机，可以自己买手机壳，而现在手机壳都是为苹果做的了。

第四个阶段是增强意识的阶段。这个阶段比较复杂，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一个是

功能性、可靠性、人机界面、安全性还是不错的，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可能也

会有这样的情况，产品功能偶有故障，但是基本上都是好的，产品背后的公司或者

组织的社会行为，对顾客来说是越来越好的，而且这个公司也就是这个组织，传达

公司对于社会和环境的道德规范。

我们所谓的意识是有不同类型的，一个是目标群体，一个是所谓的压力群体，有

一些意识会促进新的法律法规的形成。目标群体属于细分市场阶段这一块。我不

知道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可能也有这样的形式。

有一些人想设计一款手机，电池这些可以替换。他们把它叫作公平手机。2015 年

设计出第二款。

这家公司还是不小的公司，它可以替换手机的一些部件，而不需要换新手机。

首先第一个是性能的阶段，主要是技术方面，没有考虑它美不美，而且大哥大特

别笨重，之后在整个优化和具象化的过程中，有一个主流的设计提供给大家。在

这个阶段它成型了，看起来像一个产品应该有的样子了，之后它就吸引了不同市场

的客群进行购买。大家就标新立异，所以在整个个性化的阶段过程中，这个产品是

可以调节的。 后在大家的感知阶段，我们会发现它对环境的影响，是不是可循环，

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公平手机的发展演进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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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演讲部分基本上告一段落了，大家可以听一下我给大家讲的故事。

在工作坊中，在接近尾声的过程中，我把一开始留的作业改了，让大家把每一个组

的电脑拿了过来。我给学生留一个任务，把之前准备好的 PPT 重新改一下，在大

家汇总的演讲的基础上，根据经验改变一下 PPT，看在各自设计中其他人有没有

一些选择性的思路分享。要了解这个作业中设计产品本身的历史是怎样的。首先

要提前制作文献，要看看产品的演进历史，开发完这个产品，要把它画在产品事物

还有计划历史的图中。同时要了解产品处于哪个阶段，想设计的产品处于计划意

识中的哪个阶段。然后去验证一下自己的选择是不是合适，或者提前想一下，几年

以后做这个产品，自己会怎样设计。

除此之外，对学生作业中要设计的产品，对产品的开发必须让他们按我们的策略。

把几个结果做一个 5 到 10 分钟可以演讲完的 PPT，通过这个汇总学生的成果，

之后给他们半个小时的时间准备一下。

开始我会给他们 1 小时，后来发现这些学生挺快的，动作挺麻利的，半个小时差

不多。第一个做完的学生 25 分钟就可以了，其他的学生听讲座花了点时间。半小

时之后，每一组找一个代表，把他们设计的理念和全班的同学、老师说一下，让学

生相互点评。这种做法非常好。因为这些是学生自己的设计，让学生相互点评之后，

由老师进行总结性的点评。这些学生虽然一开始没有经验，已经开始了这个项目。

但是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吗？如果大家想知道接下来如何发展，如果你想了解你所

留作品设计接下来的演进的话，可以参考 2008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两年前出版的

《产品的起源》这本书。如果大家对这个环节感兴趣的话，可以再读这本书。

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手机市场发展阶段总结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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