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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丝路文化在物化设计中的情感表现

陈丽伶　索一婷　蒋若雪　徐明玥

摘　要：本文旨在探究丝路文化物化设计中的情感层次，以此来分析物化设计中情感的作

用与价值。针对丝路文化探索物化设计发展中的差异与进步，以及分析相关情感理论数据，

借用诺曼情感层次理论来分析其情感表现在物化设计中具有的重要作用。丝路文化在历史发

展的潮流中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因此物化设计中需要以独特的价值情感和文化

底蕴使消费者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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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设计是新兴产业，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丝路文化高度重视，以

“一带一路”丝路文化宣传了我国的软实力。“一

带一路”丝路文化的物化设计已经在国际上有了一

定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并由此带动了经济发展。西

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有着千百年积累的深厚

情感。丝路文化不仅需要物化设计，更需要在物化

设计中注入文化情感。这些情感将从关注“物”本

身转化为关注“人”的思想需求，以此赋予其情感

价值。

物化设计中的情感表现要求将情感融入产品，

让情感着重体现在产品造型、质感、便利、舒适等

设计要素中，让使用者与产品产生互动，得到喜悦

的情感体验。近年来，由于物化设计的快速发展，

许多企业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对速度和数量的要求过

高，导致产品缺乏文化内涵和价值。为了使物化设

计与消费者的态度、观念和情感相匹配，应将情感

设计理念应用于丝路文化的物化设计中，以满足

“以人为本”的市场需求。

此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仍然需要同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共建共享文化资源，将属于丝绸之

路的多元文化实现情感的物化设计，实现其文化情

感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将其本身的文化价值在国

际文化舞台中推上更高的地位。

一、丝路文化的设计内涵

（一）丝路文化的设计背景

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经贸之路和东西

方文化交流之路。丝绸之路不仅运输商品，更将文

化、思想、文明等进行了传播交汇，除去经济价值

外更具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首倡“一带一路”，得到国际社

会特别是沿线国家积极响应，使丝路文化在世界范

围内焕发出新的活力。从现代国家的发展来看，丝

绸之路将沿线国家的多元文化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交

流，以此来体现国家的软实力。同时东西方文化的

差异为语言、历史、艺术、宗教等多种文化类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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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别具一格的设计思路，并以物化设计的形式表

现出来。这种多元文化合作设计的方式，可以让沿

线国家在交流过程中提升经济实力，并潜在地提升

国家软实力。

丝路文化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变迁的同时，

也在不断发展和消亡，但它始终履行着作为国际经

贸文化交流通道的历史使命。

（二）丝路文化的历程

秦汉以来，织造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丝绸

成为艺术品。伴随着汉代中国对外的大规模扩展影

响，丝绸的贸易和输出达到空前繁荣的地步。[1]“丝

绸之路”从古代长安经甘肃、新疆，最终到达欧

洲，大大提高了丝绸产品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魏晋南北朝至隋朝，由于长期战乱，经济中心转

移，长江流域成为新的丝绸业重心。唐朝时期，由

于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繁荣，对外贸易

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使丝绸之路实现了思想和文化

价值的交汇，为现代丝路文化设计的情感表现提供

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宋元时期，由于蚕桑技术的进

步，产生了宋锦、丝和饰金织物。它们的出现为丝

绸生产技术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突破。明清时期，

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丝绸的生产与贸易也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丝绸生产的商品化趋势越来

越明显，丝绸在对外贸易上具有了极高的经济价

值。但由于闭关锁国与封建势力严重阻碍，生产力

难以持续发展，丝绸之路逐步颓落。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畅想。同年10月3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二者共同构成了“一

带一路”重大倡议。“一带一路”建设以我国发展

为契机，帮助沿线国家实现发展目标，带动了各国

的发展。

西汉
魏晋

至隋朝
唐朝 宋元 明清

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开
辟了横贯亚欧大陆的

“丝绸之路”

政治、经济、思想都达
到了空前繁荣，对外贸
易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长江流域成为新
的丝绸业重心

产生了宋锦、丝和饰金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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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突破

清朝时闭关锁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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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历程

丝绸之路包含着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情感，这

种历史情感寄托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大力发展丝

路文化当中，为丝路文化发展的物化设计赋予了艺

术价值、美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由于跨文化、跨地

域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情感，需要多种情感的附加

体现，来表现物化设计的兼容性。物化设计虽是一

种经济形式，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不只是一条

经济之路，更是一条和平发展与互利互惠的道路。

经济形式中的包容性情感更能使多元文化汇通，多

国民心相通，使丝绸之路成为一条以长安为始的和

平之路、开放之路。

二、丝路文化的物化设计分析

（一）丝路文化设计现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将

丝路文化进行物化设计就是丝路文化传播的主要形

式之一。随着国内文创产品设计的兴起，丝路文创

产品也逐步进入大众视野，如唐三彩、丝绸，以及

敦煌元素的艺术品等。而这些产品虽然进行了贸易

交换，但并没有创造与提高历史价值。在历史长河

的发展中，丝绸之路不仅在经济贸易上有着重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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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融会贯通东西方文化、思想文明，实现了商

品贸易中的情感精神交流。

 近年来设计市场已经逐渐由对物的设计转向对

人的设计，即从对物的功能、结构、外观等设计中

关注消费者的情感体验。丝路文化中的情感体验需

要深度理解传统造型中的设计理念，加以多元化表

现，即消费者的满意度、处境体验、愉悦程度等。

目前大多与丝绸之路有关的物化设计以平面为主，

多以在丝巾等面料上运用文化元素图案表现，缺乏

文化内涵和设计价值，也因此缺少一定的精神价

值。随着生产与生活节奏加快，机械的批量生产，

导致产品质量堪忧，无法实现民众的情感诉求。因

此更需要在物化中附加人文精神，增加民众在消费

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以丝

路文化为主题的物化设计已经占有了一席之地。近

年来由于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的兴起，消费者对此

类产品又产生了兴趣。因此，丝绸之路物化设计中

的外在表现应体现其文化内核，即在物化设计中注

入对历史文化的深厚情感，以此来审视丝路文化物

化设计的现状以及物化设计中的情感表现。

（二）目前的设计优势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快速发

展。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设计有其自身的特点，政

府为丝路文化物化设计的研发也提供了场地和具体

的政策支持。陕西高校及相关创意产业公司多次举

办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营销竞赛及相关活动。[3]

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受文化和技术的影响，

正积极投入文化物化的开发和设计。

基于丝绸之路悠久的历史、独特而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物化设计中的文

化情感创作主题千差万别，使物化设计具有历史感

染力和可靠性。

（三）目前存在的问题

由于缺乏统筹战略，管理松散，丝绸之路沿线

的物化设计缺少设计感，产品零散单一，文化资源

缺少合理利用，导致多年来有关丝路文化的产品匮

乏，未体现人文关怀，缺乏人性化设计，也就没有

交互情感表现，无法引起消费者的情感记忆，不能

吸引消费者购买。此外，物化设计只关注外在表现

形式，而缺乏实质性内涵，无法与消费者产生精神

共通，过于注重表象，失去了文化内涵，人性化设

计不足。“人性化设计”在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演

变过程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目前有关丝绸之路

的物化设计，大多以纯粹的摆件形式进行生产，失

去了实用性和创意性，形成了视觉堆积，使消费者

承受不应有的视觉障碍，更不能很好地代表丝绸之

路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这些问题就导致了目前

的物化设计缺少统一性。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地域

性物化设计大多是零散产品，大多为一景点一产品

的形式。但文创产品应以系列形式呈现，使消费者

进行串联印象，由此增加情感互动。而目前丝路文

化的物化设计无法将其串联成为系列产品，无法使

消费者产生连带情感并且致使审美疲劳。

物化设计是以传播文化为主要目的，物化的外

形应服务于文化的内涵和情感认识。因此，当丝路

文化的物化设计达到形式与内涵的附加统一时，才

能为消费者带来真正的情感引导和功能便利，并实

现历史文化联想。

近年来，我国丝路文化的物化设计顺应时代

发展，注重设计的实用性与功能创新，体现科技感

与设计感。从视觉表象上，借助造型、色彩、材质

等，将丝路文化沿线各地的文化特点进行甄别式设

计；从接触层面上，在物化设计中与消费者架起情

感桥梁，做出符合消费者情感趋向的设计。

（四）丝路文化设计分析

文化的物化设计最终目的是为了在产品中表

现出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因此，物化设计的过程

中必须将历史文化、历史情感融入设计技术和设计

思想。在丝路文化的物化设计中，情感表现尤为重

要。首先要对现代消费者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教

育背景进行深层分析，使物化设计符合消费者的需

求。其次，对大数据进行调查分析，反向逆推设计

思路与设计手法，使消费者在购买过程的场景中产

生情感共识，即记忆性情感。对于消费者而言，

其对于产品造型设计的价值评判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性，一些消费者是基于对产品的使用诉求而加以选

择，一些消费者则是单纯对产品产生了喜爱。但无

论哪种消费者都会对过于同质化、低质化的产品产

生抵触情绪和审美乏味。

目前，丝路文化中包含宗教文化、陵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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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等，形成了丝路文化产品繁多的局面。但

这仅仅在文化层面具有一定意义。丝路文化产品中

的科学、文学、艺术方面附加值低，也就导致现有

设计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创造性，使消费者无法

产生情感体验，也无法对其心理效应进行分析。[4]

因此，关于丝路文化的物化设计，情感体验将

成为至关重要的部分，而物化设计中的情感表现不

仅仅表现在人文产品中，更是需要融合时代科技，

以飞速发展的科技来增强物化设计中的功能价值与

交互。此外，使传统技术附加于物化设计中，物化

设计中的情感表现将更加凝练。

三、丝路文化在物化设计中的情感表现

（一）丝路文化在物化设计中的情感层次

丝路文化在物化设计中的情感表现具有多种内

涵。唐纳德·诺曼将人的情感划分为三个不同但相

互联系的层次，分别是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

各个层次可以继续细分，也囊括了对人的整体分

析。其中本能层指的是人的感觉器官受到外在事物

刺激后传达给人的感官感受，这会使人产生本能反

应和情绪反应；行为层是指生活中身体受到大脑控

制后产生的行为，为了执行某项指令的行为，可以

通过日常有意识的训练所得；反思层是指大脑在某

件事情发生以后进行反思评价从而引起某些情感和

情绪的反应，这一层次受个人主观认识和经历的影

响。下文将基于诺曼情感层次论对丝路文化物化设

计中的情感层级进行深入分析。

以诺曼情感层次论为基础，在分析丝路文化物

化设计中的情感表现时需要甄别分析。丝路文化包

含沿线国家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需要基于不同

地域文化体会物化设计中的情感。首先要体会到其

中的隐性文化情感，再用反思层提取出文化内涵，

从而确定物化设计中所要确定的情感氛围，以及使

消费者产生何种感受。

物化设计的外在表现也就是所谓显性情感传

递，首先为本能层受到色彩、材质、纹案等的刺激

所产生的情感共鸣。其次，要使消费者有主动参与

情绪，并在参与中有文化体验，用文化体验中的不

同要素来对本能层进行感官刺激，使其融入丝路文

化中，进行文化情境再现。除此之外，了解消费者

对丝路文化行为层上的主观认知，对其是否能具有

情感感受也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些要素都需要在物

化设计中进行体现。

将这三层情感进行剖析，本能层情感是人类本

能的判断，如适合人体的温度、鲜艳的颜色、柔软

的触觉、香甜的口感等。这种本能情感源自与生俱

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并直接作用于知觉，在潜意识

水平上得到心理情感的自然倾向。本能层设计追求

的是即刻的情感效果，引导人们在本能层面拥有积

极的认同。

反思层情感与本能层情感恰好相反，具有直

观性、高稳定性的特点，是人类通过反复思考后确

定的情感，属于高度理性清晰认知的情感状态。从

顺序上看，人类面对产品时由第一印象产生本能情

感，再从使用过程中产生行为层情感，最后由使用

满意度、记忆程度和使用印象产生反思层情感。其

中，反思层情感因使用者个体变化而变化，并且受

个体差异的影响，凌驾于其他层次的情感之上。

利用诺曼情感层次论对丝路文化物化设计中的

情感表现进行深层挖掘，丝绸之路的历史特点、传

统特色正等待发掘，进而使消费者产生豁然感并进

行文化联想和情感串联。

（二）丝路文化在物化设计中的情感构成

通过诺曼情感层次论分析，可以了解到无论哪

一层面的情感都首先寄托于本能，包括本能行为反

应和本能心理反应。三个层次情感的区别在于产生

的时间。本能层和行为层是“现在”，实际看到和

实际使用时的感受。而反思层情感是“延迟”，在

“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回想过去并产生情感。这三

个情感层次是逐层深化的，从对外界环境的本能反

应，到针对周围环境作出适度行为，再到通过分析

和解释来适应环境。这三个层次在人的情感体验中

共同发挥作用，使人类适应环境，并与环境产生联

系。因此，关注物化设计中的结构、色彩、材料在

感官上带给人们的情感体验，通过身体接触或间接

接触来传递、连接产品与情感。运用人们的感官对

丝路文化进行物化设计，将打破物化设计的常规设

计思路。[5]

在行为层设计中，需要运用记忆性元素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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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的熟悉情感，在情感层次的夹层中寻找具有

共通性的特别情感。这是因为人们在经历过某一事

件或认识某些事物时，会在大脑中留下固有情感印

象，这些深层次的固有情感印象在一定设计的激发

下会自动出现，消费者可以更精准、更快速地了解

物化设计中的情感。在物化设计中，使消费者感受

到熟悉性情感的产品更容易获取偏好和信任。这种

提取性设计并不是一类产品的延续，而是将情感注

入的人性化的物化设计。

反思层设计是对消费者更需要的文化元素进行

总结和凝练，由消费者结合自我评价与部分记忆所

产生的对某个产品的认可程度。在这个层次的物化

设计必须弥补或肯定消费者对自身的审视诉求，从

而引起情感共鸣，使其感到精神性的满足。在丝路

文化中，正确地提取能感受到情感共鸣的设计元素

是极其重要的，不仅包含历史文化、货物文化、经

济文化、服饰文化，也可以将多重设计元素进行糅

合、抽象、再设计。消费者只有在物化设计中拥有

情感共鸣才会产生购买心理和宣传心理。物化设计

的情感高度和情感层次可以赋予产品更高价值的文

化内涵。

关注物化设计中的结构、色彩、材料等在感官上
带给人们的情感体验，通过身体接触或间接接触
来传递、连接产品与情感。

在情感层次的夹层中寻找具有共通性的特别情感。

由于消费者结合自我评价与部分记忆所产生的对某
个产品的认可程度。

反思层

行为层

本能层

图2　诺曼情感层次构成示意图

反思层情感是最高层次的情感，其情感信息来

自本能层和行为层。同时，本能层和行为层情感不

仅是反思层情感的基础，还是情感的一种外在表现

形式。只有在积极的本能层情感和行为层情感的基

础上，积极的反思情感才能得到扩展。

消费者对物化设计所感受的情感中都包含了这

三种层次的情感，三者相互碰撞、相互制约又相互

影响，几乎不存在单一层次的情感。只有充分利用

这三种层次的情感才可以使消费者在丝路文化的物

化设计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6]

（三）丝路文化为物化设计注入情感的意义

丝路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是并驾齐驱的。

“一带一路”建设使沿线国家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相互合作更加深入。丝路文化的物化设计更要表现

出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并且让这种自信推进经济

发展。

纵观古丝绸之路发展历程，体现了合作、开

放的发展准则，表现了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交流的

重要意义，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些都是人类社

会进步的象征，共同揭示了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科学

规律与价值需求。“一带一路”建设是对古丝绸之

路的继承和发展。首先要与周边国家相互尊重、

相互学习，在此过程中进一步丰富丝绸之路的精神

内涵，从而为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途

径；其次，古丝绸之路对当今世界具有极大的启发

意义，贸易的兴盛和文化的沟通大大加速了人类文

明的发展进程，揭示了和谐共赢的科学发展理念。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

是这一发展理念在当今世界的延续和发展，是时代

的选择。在未来发展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坚持和谐

共赢的发展理念，坚持互利平等的原则，与沿线各

国和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长期稳定的发展关

系。因此也需要通过物化设计中的情感表现来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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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精神、情感，使这种精神理念更易被接受与

认可。

总而言之，丝绸之路作为一条贯穿古今的贸

易道路，丝路文化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

因此产生丝路文化中的物化设计问题。产品的表面

造型并不能完整表示产品的内涵，设计师应该将设

计方向转为人，注重人的情感，促使设计满足其需

求。设计是文化情感的投递与构建。以物化设计中

的多层次性情感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也可以赋

予物化设计更高层次价值。“一带一路”建设中，

丝路文化的物化设计在兴起的同时，更需要从历史

背景来衬托深层次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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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Silk Road Culture in 
Materialized Design

CHEN Liling    SUO Yiting    JIANG Ruoxue    XU Mingyue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emotional level of materialized design of Silk Road culture, so as to analyze the role and 

value of emotion in materialized design. In view of the Silk Road cul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and progr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terialized design, analyzes related emotional theoretical data, and discuss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its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materialized design in the light of Norman’s emotional hierarchy theory. Silk Road culture has considerable artistic and 

economic value in the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o the materialized design needs to express unique value emotion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to inspire consumers to resonate.

Key words: materialized design; Silk Road culture; emotional design; emotional exper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