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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是干什么的



做美工的

做造型的

做外观的

做壳的









美国Thermo科学仪器公司电子搅拌器产品线规划



WHO WE ARE

柏菲是谁
形式设计
功能设计



今天的工业设计解决什么问题



有用的 好用的 想用的



医疗器械产品设计如何创新



医疗产品设计评价与创新机会

1. BEST Identity 独创性,专利

2. BEST Ability 性能 功能

3. BEST Ergonomics人机工程学

4. BEST Construction 结构

5. BEST Reliability 可靠性，耐用性

6. BEST Maintenance 维修与保养

7. BEST Safety 安全性

8. BEST Styling 造型 美学

9. BEST Cost 成本

10.BEST Ecology 环保性

11.BEST Compliance 合规性

12.BEST Production 量产性



一、产品设计评价

1. BEST Identity, Patent
产品的理念是否具有独创性

明确是否与其他产品相比具有明显的区别和优势

是否与已有专利相冲突

产品设计评价

&创新机会



2. BEST Ability 性能 功能

With the comfortable function and ability or not

是否具有舒适的功能和性能

例如:是否已确定评判的标准(视觉,触觉,听觉,振动,可操作性等等)

产品设计评价

&创新机会



3. BEST Ergonomics人机工程学

Best size and weight fit to the user and environment been used or not

是否采用了最适合使用人群和环境的尺寸和重量

例如是否已明确目标客户(日本人/外国人,身高,体重等)

人机交互

一、产品设计评价产品设计评价

&创新机会



4. BEST Construction 结构

The parts and material chosen according to the layout suitable or not

是否根据布局采用了合理的配件和材料

一、产品设计评价产品设计评价

&创新机会



5. BEST Reliability 可靠性，耐用性

With best toughness or not是否具有良好的牢固度和耐久性

例如,是否具有跌落测试的要求●是否具有防尘,防水要求

●是否具有使用温度以及环境要求

一、产品设计评价产品设计评价

&创新机会



6. BEST Maintenance 维修与保养

Easy to maintain, fix and keep clean

易于日常的保养和维修，容易保持清洁

是否具有对于清洁用药品的防腐性能

一、产品设计评价产品设计评价

&创新机会



7. BEST Safety 安全性

Safe for use使用安全

例如缝隙间隔是否合理可以避免夹住手指

防倾倒，防跌落，防漏电等等

一、产品设计评价产品设计评价

&创新机会



8. BEST Styling 造型 美学

造型优雅，舒适

CMF

审美 文化

一、产品设计评价产品设计评价

&创新机会



8. BEST Styling 造型 美学

造型优雅，舒适

CMF

审美 文化

一、产品设计评价产品设计评价

&创新机会



9. BEST Cost 成本

The cost which can meet the target price

and mass production main point

可以实现目标价格的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关乎企业兴亡

一、产品设计评价产品设计评价

&创新机会



10.BEST Ecology 环保性

Have considered the environment pollution or not
是否考虑了降低环境污染
生产过程与产品使用过程乃至全生命周期的环保考虑
确认与使用原料,可回收再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
可持续设计理念 绿色设计理念

一、产品设计评价产品设计评价

&创新机会



11.BEST Compliance 合规性

Fully consider the law and industry standard
充分考虑法令和行业标准
例如确认进口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一、产品设计评价产品设计评价

&创新机会



12.BEST Production 量产性

Consider the affection of the mass production , simple in construction design
考虑量产因素，结构方面需尽量简洁
量产投入 生产组织 库存管理 物流系统

批量生产的思想

一、产品设计评价产品设计评价

&创新机会



科技 + 艺术 +   设计

案例分享



需
求
侧

供
给
侧

消费升级 供给侧改革

创新驱动
是消费升
级和供给
侧改革的
核心动力

以工业设计支持
消费品供给升级

释放新需求
创造新供给



创新驱动

艺术 环境

互联
网+

经济

人机工程

人工智能

商业
模式

创新

文化

文化

用户

生物技术

技术

大数
据

设计创新真正升级
支撑和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新机会
新模式
新方案
新价值
新意义

可
持续道德



创新设计基于深度研究而非表层优化





医护人员

病患

医疗器械

环境







最让人感动的用户体验是关怀



















解决痛点
还是解决痒点



Healthcare







更好的形象

更好的体验

更好的技术



博识见微 臻于至善





感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