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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具有五千年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华民族最早的文明，在这里诞生；世界最

早的设计灵魂，在这里萌芽，原创、首创、独创、外拓的良渚精神

赋予了这里设计和创新的原动力。

梦栖小镇，名自良渚著名设计大家沈括的《梦溪笔谈》，2016年1月被列入省级第

二批特色小镇名单，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实行设计引导经济策略的创意区域。这里，

将是设计才俊的圆梦之地，是灵感迸发的地方，也是传统企业华丽转身的助推器。

这里，设计与需求将无缝对接，创新与财富将高效转化。在山水田园间诗意栖

居，在文化与创意中放飞想象，心之所往。

中国工业设计小镇

新年合刊  2017.1, 2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制 造 业 决 策 者 必 读 刊 物

两部委出台意见  工业设计成工业文化发展重点

王明兴：推进工业设计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创作引人入胜的设计视觉识别

太极鱼

DIA佳作巡回展完美收官

浙江省工业设计创新服务基地
打造工业设计产业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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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鱼
创作引人入胜的设计视觉识别

JungleFish
Creating compelling Visual Identities

太极鱼创意设计有限公司是一家个性鲜明的国际设计咨

询公司，立足上海和浙江湖州，专注于中国市场，涉及消费品、

食品和快消品、医疗器械、材料、工业产品、高科技和服务，

拥有来自欧洲及亚洲特别是德国和中国的跨文化资深设计团

队，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品牌开发和产品创新服务。在品牌实

践中，太极鱼将业务目标转化为以市场为中心的品牌战略。

基于这点，太极鱼积极创作有意义的、难忘的和引人入胜的

视觉识别，其服务包括命名，网站和印刷的宣传设计和结构

包装设计，产品创新实践基于以人为本的设计。

太极鱼创意设计有限公司的创始人Wolfgang Obermeier

和 Philipp Fries 均来自德国，太极鱼自 2009 年进入中国设

计市场以来，一直致力于品牌创意和产品革新，在医疗器

械、工业产品、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均有建树，凭借其专业

的设计服务和品牌传播能力，公司先后获得 2015 年亚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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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 金奖、浙江省 2016 年度工业设计十佳企业等荣誉，

为国际和中国客户在跨文化品牌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016 年末的一天午后，《设计与制造》杂志访问了太极

鱼设计公司，席间，Wolfgang Obermeier 先生风趣健谈，

太极鱼创意设计有限公司商务助理沈欢则在一侧，为我们全

程提供了翻译支持。

Wolfgang Obermeier 介绍，太极鱼最好的产品设计项

目是在医疗器械领域。他说道，适用普通群众的医疗器械的

设计需要对目标用户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它们必须配备正确

的功能，直观的使用方法，并且即使在错误使用的情况下也

能保障安全。想想那些注射器，血压监测仪，糖尿病人使用

的血糖仪，或者家用透析机，这些都是患者或者他们的家庭

使用的设备，错误会导致伤害甚至危及生命。因此，要开发

这样一款产品，每个团队成员都需要了解患者，每个设计决

策都要求与用户产生共鸣。

另外，太极鱼为上海的客户米技公司开发了一个非常有

效的品牌战略，在两年的努力工作下，帮助他们提升了 37%

的销售收入，为他们设计了主要产品和店铺。太极鱼设计的

米技 Q 系列炉具，尽管比淘宝等电商网站上的廉价产品价格

高出 10 倍多，但仍销量很好，为企业带来了 10 倍多的丰厚

回报。

对 于 不 久 前 在 浙 江 省 工 业 设 计 协 会

年 会 上，太 极 鱼 获 得 的“浙 江 省 2016 年

度 十 佳 工 业 设 计 企 业”荣 誉，Wolfgang 

Obermeier 称，这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也是

对整个团队的奖励。“也许我们获得这个奖

项是因为我们为客户提供优秀的服务，并且我们只为那些摒

弃山寨理念的客户服务。我们在为一个客户服务期间，甚至

是服务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为该客户的竞争

对手提供任何服务。”

目前，太极鱼在上海和湖州都有工作室，日常工作都由

这两个工作室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当我们接受来自湖州

市政府的邀请在湖州开设一个工作室，我们知道这将不会是

一趟简单的旅程。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向

企业主灌输设计战略的价值，但我们未曾想到这是如此之难。

很多企业主的心态都是，先给我们展示一些设计草稿，看中

的话我们再谈合作和付款。但我们的工作都是基于与客户达

成战略合作，以及一个看似简单却需要耗费几个月的研究工

作的方案，这种耗时耗力的研究工作，客户往往不一定能看

在眼里。这毕竟不像买车那样简单，不需要预定义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设计工作要帮助客户提升销售业绩，我们不是艺术家，

我们是结合商业的设计师，” Wolfgang Obermeier 说。

在谈到产品创新时，Wolfgang Obermeier 则有自己的

想法，他认为设计是要建立在用户快速理解的基础上的。“为

何客户要购买这款新产品？他们的真实需求是什么？促使他

们购买新产品的因素是什么？一旦我们掌握这些信息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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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xing maker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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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WITH SAFE SPACE

The logotype must be reproduced with a 

clear area around it which is free from other 

graphic elements. This minimum safe space 

is defined by the half of the center circle  

(in red) on each side.  

This should be maintained as the logo is 

proportionally enlarged or reduced in size.

wuxing maker space

生命的紧急情况下才使用，很多时候因为急救助手从携带箱拿出

来后，不知道如何握住注射器而错失最佳救助时间，于是设计师

们经过多方分析，终于找到一个方法，确保每个人都能正确使用。

他们在箱子里设计了一个洞，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那个洞口，用手

指把整个注射器拔出来。这款产品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赞赏，并且

被立即投入使用。

Wolfgang Obermeier 举的另外一个创新例子是太极鱼为湖

州一家实木地板公司创作的 LOGO 和视觉识别，他们的问题是地

板的售价比天猫商城上 100 多家竞争对手高出 10 倍。当然，他

们产品的品质也很出众，但在中国很难卖。他们在日本、欧洲以

及澳大利亚的出口业务做得很不错，所以他们的挑战是创建一个

针对中国客户的视觉识别形象，新的品牌和视觉识别在去年 8 月

推出后，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

湖州市近年来的工业设计产业发展很快，从 2012 年至今，

湖州市以省级特色工业设计示范基地——湖州国际工业设计中心

为主阵地，积极培育省、市级工业企业设计中心，多形式开展工

业设计相关活动。目前湖州市有 1 家国家级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省级企业工业设计中心有 30 家，市级企业工业设计有 65 家，设

计类企业千余家。

因此，Wolfgang Obermeier 十分看好湖州工业设计发展

的大环境 ，但他也期望，管理部门和广大企业对工业设计的认

知还要更深入。“一般是分管领导对工业设计有深入了解，其他

部门管理人员对其知之甚少。制造企业对设计需求的根本目的，

欠缺与产量产值的串联思考，所以目前虽制造业设计业务频增，

但制造企业对工业设计重视度依旧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不过

Wolfgang Obermeier 同时也认为这些都是相生相克、相辅相成

的。“反过来说，产业类型多样的制造业企业大市场，加上尚未

爆发井喷式设计需求的态势，必定潜藏着巨大的设计需求，这也

是太极鱼在 2014 年坚持在湖州开展设计服务所看重的地方。再加

上湖州国际工业设计中心与湖州各级政府部门对公司的帮助扶持，

我想我们必定能够携手共同打造湖州工业设计新局面。”

来自太极鱼设计的德国米技（Miji）Q6系列

在品牌建设方面，德国米技已经成功为中国消费者在高端市场建立了他们的品牌，需要重新定位和明确的市

场沟通将业务扩展到商业和大众市场。米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最好地支持业务多样化和市场拓展？如何把米技产

品推广到国外市场？

太极鱼公司在做了大量的市场研究之后，根据米技的受众分布，将米技的品牌划分成三个子品牌，即德国米

技 (Miji Design Germany)、米技生活（Miji Home）与米技商用（Miji Pro），覆盖了不同的细分市场，为更

多的用户提供不同产品系列与综合服务。

这使得德国米技在创新方面又迈出了一大步 , 公司成功开发了三款新 Q6 系列产品，而 Q6 系列将是“米技

生活”新品牌推出的第一款产品。

可以开始设计。客户则想要先看设计，这种情况下签订

的合同并未真正理解他们的业务是如何运作的。设计不

基于理解的产品是一种浪费。”

举个例子，一个关于注射器的项目，只有在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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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 J Newman
特瑞 纽曼

General Manager
总经理

E terry.newman@ecquality-timber.com

→ www.ecquality-timber.com

ECQUALITY TIMBER PRODUCTS
Unit 1, Balidian Industrial Zone, 
Science & Technology Pioneer Park
313008 Huzhou, Zhejiang Province

湖州环优木业有限公司
吴兴区八里店镇标准厂房1号楼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科技创业园
邮编：313008

timber your life 
原木生活

Q6 系列是太极鱼公司专为年轻的城市居民所设计的产品，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自己居住的任何处所

烹饪。城市化是中国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农村迁徙到城市，他们往往来自传统的农村家庭，在那里，

厨房里搭建的都是烧木头的土灶，制作一日三餐则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这种地方仍然有着强烈的情感诉求，

且生活压力较小。Q6 系列通过外形，有意义的功能和亲朋环绕的氛围设计抓住了这一特点。

太极鱼公司为米技设计的产品提供三种颜色供消费者选择（巧克力色、橙色与白色），在材料的选择

上则更多地考虑长久性、环保可持续、安装简便并且可回收的特点。Q6 系列是建立在先进技术基础上的便

携式炉灶，利用玻璃陶瓷下的电加热线圈作为烹饪区域，用户界面与烹饪区域分开并向上倾斜更符合人体

工程学原理。一个巨大的按钮提供了一种“操控火”的触觉体验，并传达了友善的信息，它也防止液体在

前面泄露。

 “Q6 的上市是德国米技作为中国现代电炉具领域全面开拓者的又一例证，该产品的功能性与轻巧性，

可满足现代都市人居住环境中任何空间的简便应用。”德国米技总经理季残月如是说。 

另外，太极鱼公司还为米技公司提供了产品包装，商标和产品宣传等设计服务，创造并实现了一个新

的视觉识别准则与新的子品牌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