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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终端的工业设计评价规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移动通信终端产品的工业设计评价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测

评方法、评价指标、统计方法与分级。 

本标准适用于包括手机、便携式 CPE 等，带有电池可移动通信终端类产品的

设计评价。本标准仅限于可个体携带移动使用状态的通信终端类，不包含基站等

大型服务设备，以及无电池无法移动使用的通信终端设备。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2.1 工业设计  Industrial Design 

构建通讯类终端产品在使用阶段与使用者关系及全生命周期中与环境关系

的创造性活动。 

2.2 工业设计美学 Industrial Design Aesthetics 

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体觉等人体感知器官对产品外观、色彩、材

料、图案及环境协调性的体验，表达用户的情绪，情感等心理变化，反映用户的

个人爱好、性格特征及潜在需求。 

2.3 一级外观面 Appearance Surface Level 1  

暴露在外，用户经常看到的主要表面 

2.4 二级外观面 Appearance Surface Level 2  

暴露在外，用户不经常看到的次要表面 

2.5 三级外观面 Appearance Surface Level 3  

不暴露在外，用户拆卸掉电池盖、用户卡后能看到的次要表面 

2.6 一米原则 One Meter Principle  

将设计作品与众多同类产品摆放一起，在一米之外可以轻易被人看到它的特

征，满足这样的辨识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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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标准光源箱 Color Assessment Cabinet 

可以模拟标准光源的设备，根据不同的型号可提供各种不同的光源场景 

2.8 色差仪 Colorimeter 

可测量两种物体，包含标准色卡和各种材质的实物，他们之间的颜色差异，

包括色彩和光泽度 

2.9 CPE (Customer Premise Equipment) 

在既定场景中，解决用户网络问题的设备的统称，在实际产品中，涵盖各种

消费终端的网络信号供应设备，包括有线、无线、便携式路由设备和其他可提供

网络热点的专用设备 

2.10 Pantone 色卡 

国际通用的标准色卡，每个编号对应相应的颜色 

3  设计要求 

3.1  工业设计的适用性 

3.1.1 定位契合度 

工业设计应考虑既定项目的背景和消费群体，以不同的背景进行针对性设计，

并考虑使用状态中对消费者的保护，以适于此种产品的使用过程：例如电池过热

防烫伤的保护措施，针对特殊人群，例如儿童的手持类产品，应考虑儿童使用的

场景和状态，简单易懂，操作方便，并考虑使用的安全性。 

针对老人机使用的手持产品的设计，按键需要特殊考虑，参考附录 A 

3.1.2 图形文字 

文字字体的选择要以清晰规整为主要原则 

文字和图形符号的设计，要考虑实际尺寸与线条粗细，便于生产。丝印和模

具蚀刻，都要求在 0.15mm 以上的线条粗细。 

3.2 工业设计的创新性 

3.2.1 创新的目的 

创新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在进行创新要求的过程中，应报以解

决某个问题，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无论是功能还是感知方面的目标来寻找新的

途径，形成创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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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视觉创新 

应在形态方面，基于视觉空间尺寸、手感、色彩等方面基于新的设计尝试，

以提升感官体验。 

 

3.2.3 结构创新 

便携式产品通常体积较小，而把体积变得更小也是此类产品的主要设计任务

之一，新颖的结构形式通常是个有效的解决方法。通过结构创新来压缩体积或者

改善用户的使用体验是一个重要的设计方向 

3.2.4 交互创新 

针对手持类产品的痛点，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找到具有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以提升用户交互体验。此类产品的消费者关注度，可通过调研获取，举例说明，

在过去某时间某地区，调研可知用户痛点顺序见附录 

3.3 工业设计美学 

3.3.1 风格定位 

设计风格要与所涉及的项目需求一致，此类产品市场细分相对较多，有针对

不同的人群例如老人，儿童，年轻人，商务人士等。根据不同的消费群，制定不

同的风格定位，是此类产品工业设计的基础要求。 

3.3.1 造型 

设计产品的外观造型时，应考虑以下内容： 

a) 设计意图清晰，设计方案的主要特征要清晰表达设计意图，设计的目的

是给人什么样的风格感受，应有明确的方向。针对具有特殊功能、需要强调功能

点的设计，更要以此为根基，进行风格化设计和视觉强化。 

b) 简化原则，除了对明确设计意图有帮助的元素，要化繁为简，避免不必

要的过多人为处理，符合当时的主要审美潮流。而针对特殊风格的，例如复古风，

在符合以上 a和 b要求的大前提下，也要减少不必要的元素，除非有助于既定风

格的体现。 

c) 应避免因设计带来的负面效应，避免一些特殊标记，与区域宗教和文化

冲突的情况，形态带来的象征性应该是良性的，避免负面心理影响。 

d) 除了一级外观面，要考虑二级和三级外观面的设计处理，尽量整齐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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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按键位置，卡塞，耳机等接口的的设计，需要考虑消费者使用便捷，整

齐度和使用习惯，参考附录 B 

3.3.2 色彩 

设计产品的色彩时，应考虑以下内容： 

a) 应考虑颜色的安全选用范围，避免由区域、文化等因素导致消费者的排

斥心里。 

b) 应考虑手持类产品的环境，色彩的选择主要需考虑消费者本身的特征，

包括消费者周边产品的颜色特征。不同的年龄性别也有不同的选择方向，同时色

彩与设计风格也应互相对应，不能产生冲突。 

c) 应关注流行色的使用，电子消费类产品每年都有一定的流行色，适当的

使用会使得设计具有更好的外观效应。 

3.3.3 材料与工艺                         

材料与工艺设计应考虑以下内容： 

a) 应考虑材料与产品基本需求的配套，需要变形的用软胶，需要强度支撑

的用高强度材料，PC 甚至金属。 

b) 在满足功能和外观要求的基础上，尽量简化拆件的数量，避免过多的拆

件导致装配公差的扩大进而提高产品不良率，避免外观的琐碎繁杂，保持稳定性

和整洁性是工艺阶段需要考虑的。 

c) 应考虑所选材料带来的质感体验和他们的功能，例如手持类三防产品需

要考虑软胶的应用，儿童用的手机需要考虑材质的选用是否符合不同地区的健康

要求。要看产品的类型，使用场景和设计意图进行合适的选择。                             

3.4 工业设计的时效性 

3.4.1 技术发展趋势的迎合 

通信类产品技术发展飞快，几乎每隔一到两年就会产生新的技术突破。工业

设计应该建立在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快速反应，符合技术发展趋势。 

3.4.2 市场需求的变化 

作为消费类产品，人们的需求变化很频繁，这和应用内容的快速发展有关。

应随时了解市场的最新需求，并及时进行设计考量。这一点可通过调研的方式获

取需求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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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工业设计的市场价值 

3.5.1 工业设计的市场范围 

设计所考虑的范围是其市场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解决了多大范围消费群的

需求，直接影响了一个设计的销量空间。 

3.5.2 成本控制 

移动和手持类产品外观要求通常较高，但一样的设计效果，可以通过不同的

方式去体现，而不同的方式所承受的成本是不同的，用最低的成本，实现预期最

好的效果，也是设计中需要重点考虑的。 

3.5.3 卖点契合度 

工业设计所解决的问题，所产生的卖点，与市场需求度的关系应无限接近，

并最好能解决最迫切的痛点。这也是消费者考虑购买的主因，会直接影响市场价

值。 

3.5.4 生命周期 

此类产品的生命周期很不可控，设计提前量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先一步投入

市场的最新设计，往往可以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 

4  设计检验 

4.1 检验的方式选择 

4.1.1 工业设计检验有四种方式： 

设备型技术检验；体验型测评检验；数据类比检验；经验视觉检验。 

4.1.2 技术检验 

主要通过专业检验设备来实现。关于颜色方面可用标准光源箱根据不同的需

求来模拟不同的标准光源例如 D65、TL84、CWF、UV、U35 等，对颜色进行视觉检

验。如有原本设定好的色板，则可使用色差仪进行色差检验。针对空间的测量包

括距离、角度、点位方面的尺寸可用相应的测量仪器进行测量。 

4.1.3 体验型测评 

检验可以通过调研方式，也可在消费者体验实验室中通过检测消费者体验过

程中的反应数据，进行数据汇总后得出结论。这两种方式都是针对消费者对产品

的体验反馈进行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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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数据类比检验 

针对一些关于时效判断、卖点切入等方面与时间、技术、市场相关的，属于

随时会产生变化的需求来进行判断的方式，因为他们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需要

根据具体时段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测评。 

4.1.5 经验视觉检验 

针对一些常规性的标准，可用普世经验进行视觉检验，例如是否整洁，风格

是否统一等方面的判定。 

4.2 适用性判定 

4.2.1 定位契合度 

审查设计是否符合项目消费群的需求。 

4.2.2 图形文字 

符合图形文字的基本要求，考虑通用性、可识别性和清晰度 

4.3 创新性检验 

4.3.1 视觉创新的识别性 

外观的创新应达到一米原则，在诸多产品中可以很容易识别出来，具有清晰

的特征。可通过体验型测评方式来进行检验。 

4.3.2 结构性创新 

有突破性的结构形式的创新，需用数据类比的方式，与竞品对比，与已有的

结构形式对比，产生新颖度。 

4.3.3 交互创新 

针对交互进行的创新设计，是否解决了用户关注的痛点问题。 

4.4 美学测评 

4.4.1 风格判定 

设计风格与项目定位是否有契合度，可通过数据类比检验的方式，通过与既

定消费群的竞品及其周边产品进行类比检验。 

4.4.2 造型 

造型相对主观，产品的美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精良的设计才足以展现

产品的美学力道，同时需要评判者有一定的美学修养；而形态是否出现尖锐点、

可能会造成对人的伤害等直观的点可使用经验视觉检验方式来判定。 

4.4.3 色彩 



 

9 
 

4.4.3.1 符合主题 

颜色的选用要与消费群相呼应，例如老人机色彩选择相对稳重，儿童使用的

产品色彩较为鲜艳，年轻人使用则与当时的流行色有呼应关系为佳。 

4.4.3.2 指定颜色判定 

在指定颜色的情况下，如指定 Pantone 卡色号例如 cool gray 5C 灰色系

时，应在标准光源箱中，以产品的颜色对应 Pantone 卡相应的色号视觉核对，必

要时可使用色差仪进行测量来判定是否符合指定标准。 

4.4.4 材料和工艺判定 

拆件以简化为主，工艺选择应遵循外观整洁的需求，多余的拆件则判定为工

艺繁复。 

4.5 时效性对比测评 

4.5.1 技术时效性 

当一种新的技术或工艺出现时，在适合使用的产品上，会产生一段时间的冲

击效应，这需要了解当时的技术和工艺发展背景，来判断产品是否顺应潮流。 

4.5.2 需求时效性 

这里的参照通常是根据时间产生变化的，所以通常要用数据类比测评的方式

来进行。移动类产品的变化比较频繁，需要随时关注市场需求的进化。 

4.6 市场价值测评 

4.6.1 市场范围 

创新点所能涉及的市场范围有多大，可根据创新所解决的问题类型来进行判

断。 

4.6.2 成本控制 

与材料和工艺相关性很大，在满足既定设计要求前提下，尽量采用相对成本

较低的工艺选择，工艺成本的价格在不断变化，以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常规工艺

相对价格的选用参考附录 C 

4.6.3 卖点需求度 

对于设计卖点在消费者需求中的重要度的评判，可根据 3.4.2 的调研结果进

行评判。 

4.6.4 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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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3.5.4 所示，设计提前量是关键，可通过数据类比来进行评判。 

 

 

5 综合评定 

5.1 评定的逻辑 

工业设计涵盖范围较广，涉及因素也很多，效用也是多方面的，判定最终设

计的成果也应该是多维度的。同时每个项目判定的依据应该不同，因为我们对设

计的需求也是不同的，那么就应该以设计针对需求达到的贴合程度来判定设计完

成的情况。 

同时并不是所有维度都是越高越好的，因为他们之间可能会有相互影响，例

如创新度可能就会影响市场价值内的成本因素，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优先考虑设

计与需求的契合度，在此基础上再考虑更好地提升点。 

 

 

5.2 项目标准的建立 

 

以六分制的蜘蛛图来建立标准，根据各唯独在此项目中的重要性，假设市场

价值 5，美学 5.6，适用性 5，时效性 4.4，创新性 4.8，如图示。然后根据对设

计各维度的评判，之后对比形成检测结论。 

 

 

 

 

 

 

 

 

 

 

 

 

 

 

 

 

 

美学 

市场价值 时效性 

适用性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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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分值计算 

以每个类别的单项要求，按照 5中的内容分别的检测方式，以六分制进行分

数评估，对适用性、创新、美学、时效性和市场价值五个方向，分别进行最终分

数的估算： 

分值计算方式 

项目 评价内容 要求 测评方法 等级分范围 综合分计算 

适用性 

友好度 4.1.1 5.2.2 1~6 

平均分 
定位契合度 4.1.2 5.2.1 1~6 

无障碍设计 4.1.3 5.2.3 1~6 

文字图形符号 4.1.4 5.2.4 1~6 

创新 

感官创新 4.2.2 5.3.1 1~6 

平均分 结构创新 4.2.3 5.3.1 1~6 

交互创新 4.2.4 5.3.2 1~6 

美学 

设计风格 4.3.1 5.4.1 1~6 

平均分 
造型 4.3.1 5.4.2 1~6 

色彩 4.3.2 5.4.3 1~6 

材料工艺 4.3.3 5.4.4 1~6 

时效性 
技术发展 4.4.1 5.5.1 1~6 

平均分 
需求变化 4.4.2 5.5.2 1~6 

市场价值 

市场范围 4.5.1 5.6.1 1~6 

平均分 成本控制 4.5.2 5.6.2 1~6 

卖点契合度 4.5.3 5.6.2 1~6 

 

 

5.4 结论评定 

以估算后的五个方向的分值，与设立的标准进行对照，来判定最终设计的符

合度： 

a) 每个方向都完全相近的，可以理解为符合要求，设计为合格； 

b) 有部分方向有明显超出，其他方向接近的，可认为良； 

c) 无不达标方向，多方向明显超出需求的，判定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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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部分方向明显不足的，无论其他方向如何，可判定为不合格。 

见图示为例（红色为标准，蓝色为具体方案的估值，对比产生结果）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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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值 时效性 

适用性 创新 

美学 

市场价值 时效性 

适用性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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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性 创新 

美学 

市场价值 时效性 

适用性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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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老人移动通信终端按键设计要求 

 

 
 

老人按键基本尺寸要求 

按键 长 宽 

数字键 > 10mm > 5.5mm 

接挂键 > 10mm > 5.5mm 

功能键 > 7mm > 6.5mm 

确认键 > 7mm > 7mm 

导航键 > 12mm > 4mm 

音量键 > 9.5mm(连体） > 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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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移动通信终端布局要求 

侧键 

 

卡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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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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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材料工艺与成本关系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