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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工业设计，
大部分消费者或许
还停留在款式、材
质、颜色等外观层面

上，认为它是在产品研发出来
以后所进行的“包装”，而非核
心竞争力的一部分。

但当乔布斯让“苹果”闻
名全球后，工业设计的魅力再
次令世人惊叹，它甚至可以颠
覆产品本身创造奇迹。

设计是制造业的先导，贯
穿于研发、生产、销售等各个
环节，是产品占领市场的重要
元素之一，被誉为“第二核心
技术”。特别是在同质化竞争
激烈的时候，设计就成了工业
产品开拓市场的利刃。

辽宁是新中国工业长子，
也是国内最早开设工业设计
专业的四个省份之一。但是，
近年来我省由于重视程度不
够、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不强
等原因，工业设计发展水平相
比于深圳、上海、北京、浙江、
广东等重点地区已存在较大
差距，部分工业产品给人以
“傻大黑粗”的印象。

如何重振雄风，让设计成
为辽宁工业的破冰点？专家、
企业家、从业人员均认为，抓
住装备制造产业特色、借助高
校等科研力量提升创新能力、
多方助力厚植发展土壤，三者
缺一不可。

提要

引子

位于莫斯科河克拉斯诺普列涅
斯科沿岸大街的俄罗斯联邦大厦，
由A、B两座塔楼和两座塔楼之间的
观光电梯组成，地上建筑高度达509
米，为欧洲第一高楼，也是全钢筋混
凝土结构建筑的世界第一高楼。

鲜为人知的是，这栋在世界建
筑史上留下印记的著名建筑，外立
面玻璃幕墙的设计施工来自沈阳远
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
阳远大”）。

“能够在众多国际同行中脱颖
而出拿到订单，关键环节就是我们
的三维设计方案。”沈阳远大总工程
师孟迪说。联邦大厦建筑外形如同扬
帆破浪的巨船，由8种幕墙系统组成，每
层楼都有3个圆弧构成的近似三角形的
设计。这对单元铝型材断面设计、系统
封闭设计等方面技术的要求很高。

面对高难度挑战，雨道位置、黏
胶硬度、拼接走向等所有细节都必须
严丝合缝，还要将设计师的意图展现
得淋漓尽致，需要强大的设计能力。
经过技术攻坚，沈阳远大工作人员通
过建模，将每个板块下横框的两端点
及上横框的中点定位在理想曲面上，
从而完成了对建筑外立面的拟合，不
仅让客户十分满意，也向业界展示了
中国工业设计的强大实力。

诚如远大的案例，如今在众多
工业产品领域，产品主体质量的差
距在逐步缩小，设计能力、细节处理
能力已经成为竞争的关键。

截至2018年年末，我省共有工业
设计企业40余家，企业内部工业设计中
心超过30家，已认定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20家；专业工业设计人员及制造业企业
专职工业设计师接近500人。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工业设计森林想要万木葱茏，外
界的阳光雨露、内部的提档升级，都不
可或缺。

就内因来说，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部分企业对于设计的理念仍旧
较 为 淡 薄 。 淡 薄 来 自 主 客 观 两 方
面：主观原因是创新意识还不够强，
没有意识到设计对于提升产品竞争
力、附加值的重要性。同时，资金能
力薄弱，产品创新设计投入比例偏
低，甚至没有。

客观原因是，制造业与工业设计
行业之间的需求对接不畅，高质量的
服务不充足。

就外因来说，资金的支持、人才的
聚集、社会的重视都还有待加强。

“企业的创新意识需要培养，这就
要求政府要进行正向的行业引导，出
台更多更好的政策，对工业设计进行
扶持。同时，搭建更多的平台，让企业
对接的渠道更多更宽。”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促进辽宁省工业设计发展的指
导意见》《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
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行动计划》等
一系列方案的出台为鼓励专业设计公
司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同时，我
省共认定省级工业设计中心11家，并
且不定期举办工业设计论坛、讲座，提
升管理者和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

为了解决一些轻资产企业、新创
建企业的资金难题，我省引导工业设
计企业创新合作模式。对于一些无法
先支付设计费用，但产品市场前景确
实良好的企业，省内已有多家设计公
司采取设计费用入股的方式，待产品
打入市场后再进行分红。

对于产品技术个性化强的企业来
说，我省大力支持企业自己建立设计
团队，大连四达高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连四达”）就是这一领域
的佼佼者，并已被认定为国家级工业
设计中心。

“我们是依靠设计‘吃饭’的。”大
连四达负责人坚定地说。在大连四
达，被配置资源最多的部门就是设计
部门。大连四达当前涉足的诸多业
务领域在国内尚属起步阶段，全部产
品均是首台套装备研制及应用示范
项目，因此，只能通过设计将无形的
技术有形化。

与大连四达一样重视设计的还有
沈阳远大。“在很多人眼里，我们这样的
工程企业，貌似倾注在施工领域的精力
更多一些，其实不是。我们所有的订单
都是通过设计拿到的，同时，也是根据
精准无误的设计来进行施工的。”

但无论是大连四达还是沈阳远大，
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高端设计人才
的缺失。

“辽宁有很多工科院校，毕业生众
多，按理说人才不难招，但是一个真正
有能力独当一面的人才，仍需要企业
培养。没有一个专业能告诉你，铝合
金玻璃幕墙应该如何设计，夹片应该
如何设计，这都需要在实践中摸索。”
孟迪表示。

在沈阳远大，已经形成了“传帮
带”的设计人才队伍，很多员工既是同
事，又是“师兄弟”。大连四达也在人
才培养上倾注了大量心血。通过 20
多年的培养，公司具有了一支技术研
发经营团队，涵盖了机械、电气、软件
等多个专业方向的设计精英。

尽管如此，企业对于设计人才的
需求依旧如饥似渴，期待有更多的毕
业生愿意留在辽宁，希望社会对于工
业企业能够更加重视。

多方助力
让设计之苗开出产业之花

作为“微笑曲线”前端的重要内容，我省工业设计起步较早但道路曲折——

工业设计强起来 辽宁制造“靓”起来
本报记者 孙大卫

在辽宁，工业设计起步于上世
纪 90 年代初。最早建立相关专业
的院校是鲁迅美术学院，主要应用
于半导体、脸盆、摩托车等生活消费
品领域，因此工业设计也一直披着

“描样子”的外衣，被视为与“包装”
相关。

后来，随着辽宁工业体系的不断
完备，机床、鼓风机、盾构机等大型装
备成为核心产品，工业设计也开始向
结构设计、动力设计等方面转移。沈
阳航空航天大学、沈阳工业大学等院
校相继设立工业设计专业，并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设计学科优势。

“起步虽早，但道路曲折。在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省的工业设
计处于企业是企业、专业是专业的
状态，没有很好地融合。大企业通
常都有自己的设计团队，但是设计
人员偏重于技术研发，专业性不
够；专业的工业设计公司发展缓
慢，也不能满足产业需求，这也是
造成目前我省工业设计与先进地
区存在差距的原因之一。”我省第
一批工业设计专业教师、沈阳航空
航天大学原工业设计专业教授张
强直言不讳。

找到了差距来自哪里，还要找
到差距是什么。

如今，设计不仅要为产品提供
差异化要素，还要能够根据市场需
求引导生产、降低成本、增加产品附
加值，其核心是创新能力的较量。

沈阳工业大学工业设计系教
授、沈阳创新设计服务中心主任张
剑认为，我省装备制造企业的产品
创新设计思维多数还处于传统的
类比法阶段，缺乏一体化、突破性
产品创新的思想与能力，视野也相
对封闭，难以快速掌握国内外新技

术、新工艺、新材料、流行趋势等发
展动向。

“这就好比一件衣服，别人已经
用防水、防皱的新材料了，我们还在
用‘的确良’；别人已经在设计版型
引导时尚了，我们还停留在传统样
式上，销量肯定不好。同理，大型工
业设计也是一样。”张剑说。

客户需要的不仅仅是产品样式
的设计方案，而是让产品打入市场、
满足对方要求的整体解决方案。

两张对比强烈的图片，道出了
现代工业设计的魅力所在。

一张是颜色灰暗，背后拖着一
根大水管的排水车；另一张是犹如
变形金刚的现代化“城市积水处理
专家”。很难相信，这其实是一款
产品的两个版本。这就是目前订
单接到手软的沈阳耐蚀泵城市排
水车。

通过重新设计舱门、吸水排水
方式、水管储存位置、马达动力等内
容，这台原本售价仅 110 万元却依
旧销售困难的产品，如今售价飙升
到650万元，仍然供不应求。

前后两个版本，不同之处在
于，之前的产品仅仅能为客户解
决排水这一个核心需求，却并未
兼顾如何使排水更容易、遇到特
殊状况怎么办、如何能够提升排
水效率、抽出来的水怎么输出等
客户将会面临的实际需求。在偏
重一隅的产品和整体开发的产品
之间，客户往往是宁可多掏钱也
要选择后者。

“这就是设计的力量，也是创新
产生的效益。”张剑表示。

类似项目在沈阳创新设计服务
中心已经完成了数百项，这些产品
未来的市场潜力均超过100亿元。

创新为核
从“描样子”到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目前，我省的工业设计主体，主
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企业或科研
机构内部设置的工业设计中心，第
二类是独立注册的专业化工业设计
公司，第三类是小规模的设计咨询
服务公司或自由从业者。

无论身处哪一类，都是几家欢
乐几家愁。

“整体来看，运营状况良好、客
似云来的设计机构，都是在装备制
造等领域深深扎根的。而偏重于轻
工、消费品等领域的主体，发展良好
的不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

这一现状透露出一个方向，发
展工业设计要发挥好辽宁特色，以
己之长胜彼之短。

沈阳创新设计服务中心设计师
郭峰，常常接到慕名而来的南方客
户的电话。“这类主动邀约，多半来
自装备制造业的客户。因为在轻工
消费品领域，南方的设计公司多且
强，基本不用出门，就能找到合作伙
伴。但是在装备制造领域就不一样
了，某些常用的原理，一些关键部件
的名字，南方的很多公司听都没有
听过，更别说是设计了。”

虽然工业设计的方案都是通过
三维动画形式来展现的，但那并不是
简单的动漫呈现，而是在大量工业数
据支撑下的有效建模。不同轴承的
旋转尺度、多种焊接工艺的联动使用
等，都需要厚实的工业家底才行，一
点儿小过失也瞒不过客户的眼睛。

“我省的设计团队经过多年的积
累，在各自的领域基本已经是半个专
家了，不仅对于原理较为熟悉，更积
累了大量的数据。他们不仅能将客
户的要求体现出来，甚至能够为其提
供更好的解决方案。这些是辽宁工

业设计最强的竞争力。”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青岛市机械工业总公司（以下
简称“青岛QME”）是一家传统的铸
造企业，工厂现有的造型与制芯、熔
炼、清理、砂处理等生产线处于半自
动状态，生产效率低、能量消耗大，
车间工作环境差。为了提档升级，
青岛 QME 计划将绿色铸造的概念
融入传统铸造生产线中，形成新的
生产线。该项目是目前国内第一条
大型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铸钢生
产线。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青岛
QME没有经验可循，找了几家公司，
但设计方案均不理想。这时该企业
将目光投向了辽宁老工业基地，经人
介绍找到了沈阳创新设计服务中心。

几轮商讨下，青岛 QME 竖起
了大拇指，沈阳创新设计服务中心
作为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果然名不
虚传。大量的工业数据基础、符合
国际趋势的设计理念、对于铸造行
业的深度了解等多种优势让难题不
再难解。辽宁老工业基地的“金”字
招牌被再次擦亮。

“我们不仅有丰富的经验，还有
沈阳工业大学等院校作为学科支
持，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能够第一
时间找到专业人士帮助解决。”张剑
表示。

与工业相关的科研院所众多并
且科研实力较强，是我省发展工业
设计的又一个重要支撑。

“产品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一家
公司了解所有的领域，特别是一些
新研究出来的产品，这时候就需要
及时与专家进行沟通，大家坐在一
起探究出更合理的解决方案，给客
户一个满意的答复。”郭峰表示。

特色为刃
坐在老工业基地厚实的家底上“盘活计”

①② 大连四达高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组装产品。

③ 沈阳创新设计服务中心工程师讨论新产品内部结构设计方案。 本版照片由本报记者孙大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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