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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寻找趋势的根源
谈

到趋势，我想２０１２年有几件事一定会影响到未来的趋势。
文学界的莫言获得了诺贝尔奖，建筑界的王澍获得了普利

兹克奖。虽然这不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这两个奖项，但至少是中国
籍的华人第一次获奖，这毫无疑问对当下的社会会产生一种正面的
影响力，尽管奖项的标准是西方人制定的。
同样值得开心的是，庸俗成功学的代表于丹在北京大学
被轰下台，这说明当下具有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的人越来越
多了。这就是一种趋势，这也将是影响家居趋势的不可忽视
的力量。
在家居行业，２０１２年同样有几件事情发生，红星美凯龙
与北京设计周共同组织的名为“坐下来”的中国设计师群展
在米兰设计周成功举办，品物流形的作品获得了卫星展的大
奖，我本人的作品Ｔ－Ｂｏｘ家居系统也在米兰展上意大利最大
的家具品牌展位中展出。这可以说是中国人在米兰展上最热
闹的一次。
以上几件事情，至少反映了两个大的趋势。一是中国新

杨明洁
ＹＡ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设计总监

兴消费群的迅速崛起，他们比上一代更具备独立判断能力，
我们的企业必须更用心地去面对，他们并不容易被忽悠，营
销与包装的时代会过去，以产品为核心的时代很快会到来。
另一种趋势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杨明洁，著名产品设计师，德国工业设计硕士，２００５

感、民族自尊心正在提升。什么是中国的设计？什么是中国

年创办ＹＡ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杨明洁设计顾问机构），迄今为

的当代家具？寻求答案或是付诸行动的人越来越多。

中国首屈一指的产品策略与设计顾问机构。２００７年创
办设计品牌ｙ－ｔｏｗｎ，致力于环保、人文、材料的设计
研究与实验。

这些现象与背景，都是我们ＹＡ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团队与第一

家居团队在研究２０１３年度趋势报告中所关注的，任何现象背
后都有其发生的原因，找到其根源所在，也让我们可以预见
未来。因此，我们双方的团队做了大量的案头研究、市场调
查、专家访谈，通过趋势分析的工具与方法，得出了 ２０１３年
度的趋势报告。涉及民用家具、家居用品与饰品、家用电器
与电气、家装建材、建筑住宅等行业，细分为消费趋势、视
觉设计趋势、科技趋势、绿色环保趋势四大方向。
在此感谢第一家居团队的努力与支持，也希望每一位翻
开这本趋势报告的读者能有所收获，同样也期待读者的批评
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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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style

生
活
风
尚
紧凑、灵活、高效地利
用小户型空间，用不过
分的适度花费打造体现
自我个性与品位的小奢
之家；即便漂泊在外，
同样懂得用合适的家居
产品营造温馨、有序、
便携的归宿感；注重和
家人的思想交流，将居
心地从客厅转向厨房。
罗奇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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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Trend

经济小户型
随着房价持续走高，面积相对较小、结构
紧凑的经济小户型将成为购房主流。而针
对其特点的设计趋势也应运而生。

1

立体空间利用

.3%

趋势关键词

2012年1-8月
中国小户型购买比例

IKEA·轻松·舒适
收纳·立体空间储藏
情趣·懂得生活
空间最大利用化

开放式的结构虽然可以最大化地利用空间，但房
间仍然需要进行功能分区。因此立体隔断有助于分隔

要最大化地利用小户型的空间，就要精心选择影

功能区域，创造私密性。隔断可以是落地的、多功能

响房子结构和体积感的产品。比如可将房子分割出阳

的，甚至变成储物和展示柜。此外，隔断也可做成滑

台的隔断，一体化的橱柜和浴室等，这些都能成为视

动的、折叠的，利于隐藏。充分利用立面空间，将或

觉的焦点。同时应选用可最大化利用死角的家具。

成为未来设计的一大流行课题。

IKEA

2

紧凑、小巧

被折叠成为不同状态，实现沙发与床的功能互换，
而且可被灵活地挪到窗边、阳台。此外，儿童床既

小巧、紧凑的家具和家电是为小户型节省空间

可被组合使用，也可成为单人床。可抽拉的餐桌可

的关键。宜家和伊莱克斯都同时针对中国市场推出

根据客人的数量来延长。灯具有着灵活的支架和灯

了强调“有限空间，更大可能”的产品。不少紧凑

罩，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空间布局。

型产品都为用户带来设计附加值，如客厅中心常常
被大茶几占用，但如果改用适合沙发前端曲线的小
茶几，或餐椅、脚凳等就能增加空间的灵活性。
但如果房间里小巧的家具太多，就会弄巧成
拙，把小户型变成“小人国”。因此选择的关键在
于大小结合。

3

灵活、移动
在空间紧凑的情况下，家具也应随之变得灵

活，比如不用的时候可被收起，以减少空间占用。
针对小户型的家具应具有便利的移动性，可以被折
叠、伸展、缩回、充气、堆叠，甚至可以通过轮子
在不同房间中使用。
在一室户中，床和沙发可以互换，甚至完全
被隐藏到墙壁上。如爱依瑞斯的爱巢沙发不仅可以

IKEA

IK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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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物多用
如果一件产品不能实现至少两种以上的功能，

那么它就会占用不必要的空间。杨明洁设计的Ｔ－ｂｏｘ
多功能家居系统证明从单一产品衍生出无限功能的可
能。它由一个个单体模块组成，内部Ｔ形支架增加了模
块的强度，并可作为把手轻松搬移模块。由单体模块
进行任意组合，可以用作凳子、座椅、茶几、脚凳、
矮柜、电视柜、搁物架以及书架等。一物多用，模块
化组合的产品为小户型提出更多空间解决方案。

IKEA

IKEA

4

制造幻觉

6

有序收纳

在小户型中制造幻觉是一种更高级的设计手法。一方面，家具和家

对于小户型，最重要的设计要点是尽量地争取

电可以看起来比实际上更轻、更小；另一方面，聪明的照明设计可以令

储物空间。每一寸空间都需要充分利用，包括各种死

空间感觉更大。

角、转角、门窗的上下，楼梯下方等。

厚、重、累赘的视觉设计不适合小户型。相反，流线型、简约的产

嵌入式储物适合厨房和浴室，一方面可以收纳大

品在视觉上更为舒适。透明材料的家具看起来像空气一样轻盈，像漂浮

量的物品，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隐藏的、不显突兀的视

在空中的家居产品，也能制造空间幻觉。

觉设计。单色或镜面的表面最适合嵌入式储物。

光与影定义了空间和体积。不同的光源为空间带来丰富的层次。反
射光源巧妙地把目光往上引导，令房间看起来更高。
镜面反光或光滑表面处理的产品可以令空间看起来更大。如ｆｒａｎｋｅ

相对于平面布局，储物功能与垂直空间的结合利
用是小空间的另一趋势。不少储物功能向墙面发展，
为地面和桌面腾出了更多空间。

Ｐｏｌｙｅｄｒｏ悬挂式烟机就有着反光的多个表面。在设计中加入镜面元素，
会令视觉延伸，比如镜面的边柜可以让房间转角的死角“活”起来。

IKEA
IK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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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Trend

年轻新贵
懂得享受生活、有一定欣赏品位和独立的
审美意趣，在一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年
轻新贵们正在都市中悄然生长。

趋势关键词

新中产阶层
懂得并享受生活
喜欢收集
“生活家”
1

带有故事的收藏
一些旅游时带回的纪念和留影，一些纪念日中

留存的礼物，有的从小培养的梦想和兴趣，甚至有一
些是常人无法理解的高端收藏，带有故事性和感情色
彩的物品，成了年轻新贵对自身生活的一种肯定，他
们不需要他人来指点江山，去被告知如何生活如何取
舍，有了清晰的个人定位后，家居设计也必将带有强
烈的个人色彩和故事情节。

2

小奢主义

40

懂得体谅自己，懂得用最好的产品、最合适的设
计去给空间加分，通过海量信息的网络和多重渠道的

%

比较，年轻新贵显得更加训练有素，对设计显现出专
业人士般的敏锐度。在家的局部或整体都用高品质的
材质装点，购买名家设计的单品或是造价不菲的奢侈
品，所有这一切都单纯只为取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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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户型商品住房占
新建商品住房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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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Trend

%

趋势关键词

生活在路上

合租·乱而有序
营造“家”的感觉
生活自在无拘束

全球化为人们提供更多工作、生活的可
能，“在路上”、自由而有序的生活成为
情感诉求的主流。

2010年全国
城市家庭租房率

趋势 Trend

舌尖上的厨房

IKEA

1

越来越多的家庭正在把生活的重心移到厨
房，在吃饭时间，全家聚集进行思想交流成
了每天每位家庭成员的必修课。

游牧生活
如同蜗牛永远背着自己的家在行走，又如同游牧

民族时常迁徙，高昂的房价使得不少人永远处在居无
定所的状态，但和祖辈们不同，新一代的无房者并不
会陷入焦虑，反而享受四处游走的过程，而家（更确

趋势关键词

切地说是出租屋），以及内部的家具也必须符合可以

“家”的情感回归
情感体验·情调
吃货·健康

随时迁徙的准则，或易携带，或甘心放弃，即便偶尔
停留下来，苦心经营装点，抱的也是今朝有酒需尽欢
的洒脱心志。另外带有故事性的照片墙和展示墙则是
他们另一种记录生活的方式。

2

家人交流的中心地
过去的家庭，可用电视牵动每位成员的心，

造成固定时间的围合效应，而现在，电视不再受关
注，厨房成了新的核心重地。由于中国厨房的油烟
问题，要成为家人交流的中心，厨房必须改进通
风和排气。无烟厨房的解决方案包括对流的平面布

2

1

乱中有序

局、配有易擦洗面板的橱柜、抽油烟机、集成智能

周末下厨族

环保灶、厨房吊顶或空调。

据统计，中国的就业率全球最高，这意味着

生活自在无所约束，对经济对空间的绝对掌控，

不少中国女性并没有因为家庭而放弃工作。双薪

让自由做主的你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生活起居，带有

家庭、外出打工、紧张的工作造成了大部分８０后

生活气息的凌乱感，这就需要家具不但具有传统的收

上班族只能在周末买菜、下厨。

纳功能，更需要展示的平台，敞开式的长形书架，或

经过五个工作日的外卖，周末的时间可以

者是可以随意摊放的大型书桌都是家中必不可少的家

充分发挥想象力，尝试从微博和电视中看到的食

具。而方便收纳的小型辅助设备，比如收纳盒、收纳

谱。在家看《舌尖上的中国》和下厨成为一种

袋等也成为家中保持乱中有序，简化收拾步骤的必备

放松、乐活的方式。厨房设计可增加简易早餐吧

之物。

环球品汇

台，方便家中烧烤、朋友小聚。
北欧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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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 T H O R I T Y

权 威 声 音

对于家装，消费者有自我的见解与认识，更
加追求个性化、表达自我的方式，具有生活品
位。购买的产品更加看重精神上的享受，家同时
也是避风港湾。

Lifestyle

孙天文
目前中国消费者的生活方式，麻木地停留在物质的满足

专家语录

上，会有一种麻木的品牌导向。要真正回归到生活品质，还
有一段路要走。
张同
IKEA

随着国民价值观的转变，社会的各方压力催生更多的核心家

关于生活、关于消费，每位专家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
辐射整个家居领域，分享他们对趋势的理解。

庭、无子女家庭、重组家庭，相对于中国传统家庭组合，这些新
型用户更加注重生活的便捷性、舒适性。

李雅仪

在整个房地产低迷时，地产
商不希望降低单价，而是缩小
户型降低总价来做销售，这就
是小户型为成为流行的原因。
史南桥

大家都在追求表面的形式，但在生活上的需
求，先要从实际出发，再是追求美感。
萧爱彬

选择什么样家具，其实是选择让自己
变成怎样的一种人。他可能现实生活不
是“小清新”，回到家中却希望变成那种
人，变得更自然、更自由。
刘传凯

年轻人对于小户型会有很大需求，
紧凑型的小设计兼具多重功能，让人意
想不到，这是一种玩法，心理和实际需
求都要满足。

IKEA

黄蔚

王钲云

80后慢慢成长为中产阶层的主力军，中国的
整体设计水平应当取决于整体的消费水平，而不
是取决于设计师。因为最终使用者与买单者是消
费人群。

80后只喜欢把不同风格的产品搭配在一起，所以家
里东西会越来越多。年轻人工作后非常累，希望家是一
个避风港湾，有序而不凌乱的家，能感受到精致生活。

张雷

Raefer Wallis

我们现在和虚拟世界的关
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具体，
而我们和具象世界的关系越来
越抽象。

较密切，不同的经济周期里和经济周期里的不同阶段，消费

孙群

方式都会有变化，现阶段住房压力大，大家只能够在有限的

陈序

china home trends

孙群

其实我觉得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关系得比

空间里容纳更多的东西。

36

小型的艺术品在家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新贵
们喜欢复古的东西和限量的复制品。艺术品化的
设计、把设计品当成艺术品、有收藏价值的产品
都是未来的趋势，以后家会更多元化、个性化。

新中式也是一种本土
文化的情感诉求，消
费者的独立思考能力，
可以让自己更加主动地
选配家具。

大家会希望家是一个比较轻松、比较舒适的放
松的空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小清新更符合现
在的年轻消费者。

Seletti

郭文祺

china home trends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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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视
觉
风
尚
用简约的设计创造更富
内涵的经典之作，以鲜
艳亮色带来鲜活动力，
让自然超脱的清新风格
治愈受压心灵；以现代
手法延续新东方气韵，
营造写意生活；柔美的
女性风格再次转身亮
相，营造优雅的居家氛
围，用圆润线条为生活
添滋加味。
B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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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趋势 Trend

完整的简约

%

专家在采访中谈到
“简约”

IKEA

提倡简约，反对过度装饰的设计理念。现
代崇尚的360度无死角的完美线条，是基于
感情注入后的完整设计。

趋势关键词

简约·经典·设计感
LESS IS MORE

1

西方审美
明合文吉

对简约风格的追求是年轻消费群的一大特征。文
化信息开放的环境造就了中国年轻一代对西方品牌与
产品的高度认同。由好莱坞大片、苹果电脑主导的美
国流行文化更翻天覆地地改变了中国年轻人的审美。
除此以外，中国的８０后已整体脱离父辈的影响，以自
购房、租房等形式进入独立生活的年代。

3

永恒的经典
ᖸتᅅেኸॴዺసfԺຕݞεξጾগЪஷՄ

的“ＬＥＳＳ ＩＳ ＭＯＲＥ”的口号被设计界广泛应用至今，

2

是一种提倡简单，反对过度装饰的设计理念。流行于

视觉减负

５０、６０年代的Ｖｅｒｎｅｒ Ｐａｎｔｏｎ，Ｔ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ｎｒａｎ ，Ｈａｎｓ

很多简约风格的家具并不是为设计而设计的刻意

凡，成为永恒的经典，而这些经典的线条和元素始终

产物，更多的可能是出于满足实际需求而做的设计，

Ｗｅｇｎｅｒ等设计大师的作品直到现在看起来都美妙非
停留在潮流之中。

以纯粹的视觉语言突出其功能性，比如一些经典椅子
的线条感是为了让其更容易堆叠。给视觉做减法从而
更突出功能是简约潮流的出发点和归属地。
北欧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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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Trend

跳跃STYLE

趋势关键词

暖色系·纯色
鲜艳·活泼
色彩对撞

饱满色彩带来的动感体验带有不安分，以
及蠢蠢欲动的活泼朝气，在不连贯的色彩
语言中家的生气也被瞬间调动。

%

治愈系

专家在采访中谈到
“治愈系、小清新”

城市变得越来越大，当人们在身心都积存
了太多的压力之后，就需要一些温暖人心
的东西来缓解，治愈系家具便由此而来。
趋势关键词

1

1

娱乐精神

自然·真实·温
暖·平静·质朴生
活·可对话

与物对话

随着鸟叔的《江南ＳＴＹＬＥ》风靡全球，欢快的马步舞，

现代的都市生活中有太多的压力和太

和ＭＶ中绚丽的色彩开始在世界范围大行其道。跳跃感和色彩

少的私人时间，宅，缺乏交流成了白领们

对撞代表的是一种年轻开朗的心态，在全球经济仍处于低迷

的通病。如果能和朝夕相处的家具形成相

状态的今天，灰暗的大环境需要一点亮色来调剂，而色彩是

通的语境，如久居的亲人般给你无声的抚

最直观的表达，直指人心，在眼中化为一股无形的动力，带

慰，这是家具最新被赋予的职责，在视觉

来娱乐自己，娱乐大众的力量。

上让人愉悦，触觉上亲和人体，功能上减

2

缓身心压力，现代的家具不仅仅因为功能

小清新
“小清新”最初指的是一种以清新唯美、随意

而存在，而是为了给心灵以慰籍。

创作风格见长的音乐类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Ｉｎ－
ｄｉｅ

Ｐｏｐ，之后逐渐扩散到文学、电影、摄影、家

具等各个领域。这种情感诉求表达在家居设计上，
固化成淡雅、自然、朴实、超脱、静谧的风格形
式。以低对比度、原木材质以及简约线条组合而成

北欧风情

的居家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设计，填补了都市人
回归自然的情感诉求。

2

点缀性明艳
夸张的大片明艳色彩更偏向年轻人，而且带有跟

风的嫌疑。相对保守的国人在装修时仍会在主基调上
选择黑白灰等中性色，而在局部的处理，以及软装上
则会趋于大胆。饱满的纯色、恰到好处的点缀，突破
呆板的框架，让视野聚焦，这种不连续的，跳跃式的
纯色运用有着点到即止的意味。宜家针对中国市场的
新产品正体现了中国人对饱和色彩的偏好。

开·合
北欧风情
OPINION CIA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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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家居

趋势 Trend

%

中国意识流

专家在采访中谈到
“新中式”

国人对清雅含蓄、端庄丰华的东方境界追
求不止，抛开传统的骨架，不屑于古典元
素的堆砌，新的设计将有更深层的挖掘。

2
趋势关键词

以现代方式延续传统
中式设计的现状不再只照搬中国古代明清时

期的家具式样，也不纯粹提取中式元素，而是更深

Made In Shanghai
情感·回忆·怀旧
中国元素

层次的中国精神的挖掘，追求的是神似而非形似。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即是以现代的方式将中式习惯
延续。比如中国人有喝豆浆的传统，九阳豆浆机的
出现将冗长的研磨过程简化，同时现代的设计让其
更适合现代的居家环境。

1

海派摩登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泱泱绵延五千载，设计元

素也纷繁复杂，新一代的中式原创设计已经不满足单
纯笼统的概括，细分将成为大势所趋，不管是从地理
划分还是时间划分都可以独立出来成为新兴一派。如

环球品汇

代表上海地域文化的海派摩登因更为国际所熟知和接

3

受，将成为中式风格的一大代表风格。

人文家居
中式写意风格、适度物质、传统工艺、环

保、自然等元素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更适合现代人
类的“颐养式”居住方式。静谧的禅意家居装饰，
带着一种隽永的意境，仿佛构建出一个令人可以畅
游整个宇宙的空间境界。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这
类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情趣沿袭而下，打造
天时、地利、人和的生活场景。

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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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Trend

%

调皮圆润

专家在采访中谈到
“调皮圆润”

圆润丰满的形态通常意味着旺盛的生命
力，而不规则的圆则带有调皮的意味和冷
漠社会所需要的幽默因子。

趋势关键词

趣味·调皮·活
泼·安全感·温
和·调节空间氛围
1
北欧风情

顽皮空间
没有距离感的圆润造型，可爱亲切的不规则

线条，都能让物品显得幽默顽皮。居室装修中，但

趋势 Trend

凡是简约风格就免不了直线条和棱角分明的几何构
架，选择一些幽默调皮的家具、小家电和饰品会

装饰华丽体

趋势关键词

符合女性审美·女
性化·丰富图案·
装饰美观化

美轮美奂的华丽线条几乎从未淡出过视
线，就像花自古至今都是女人的最爱，而
每一年华丽装饰总能以不同的形式大热。

即时打破空间的生冷感，温润、贴近人手抚摸的弧
度，让空间显得更为亲和饱满，同时气氛也会随之
变得活跃。
FRITZ HANSEN

2

浑圆造型
浑圆的造型最初是来自自然的有机形态，如

1

功能产品装饰化

水滴，鹅卵石，花瓣和果实，或是分子的构成，也

女性化

是一种中庸豁达的图示体现。人在缺乏安全感时，
潜意识会亲近带有安全性或形态温和的东西，而圆

在造型设计上，小家电和小型家具突破以往单一

会有更多柔化的线条和细节上的装饰处理，更

形天生具有的包围和聚拢感恰好应和了人们的潜意

色系和外形硬朗的形象，试图用活泼的颜色和流线造

符合女性的审美。就传统而言，女性呆在家的时间更

识。面对城市老龄化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迁徙族，寻

型使其兼具装饰功能。例如，九阳艺术电磁炉从视觉

久，且会承担大部分家务，所以设计上无论在形体大

觅家的安全感必将成为趋势。

上打破传统炉具笨重的造型设计。彩色透明板与上盖

小和重量都需要更符合女性特征，以此取悦使用者。

浑然一体，犹如一件摆在桌上的优雅餐具。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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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 T H O R I T Y

权 威 声 音

年轻人对活泼的色彩会有越来越强烈地追
求，由于社会压力太大，需要放松。我们的社会
就是缺少色彩，大家以前用很多中性色，真正让
人兴奋的还是色彩。

Vision

萧爱彬

专家语录

中华元素新的演化，我们的做法是去
掉所有图腾，不要花纹，要的是生活上的
中式感觉，而非使用中国元素。
史南桥

设计潮流变换莫测，很难有所定论，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们在视觉设计上，各抒己见，
从色彩、线条、设计元素中预测未来的趋势和方向。
复古与摩登是一种对20、30年代生活的反思
与升华。而20、30年代的产品是父辈母辈对待生
活的一种态度。流行是什么？也许流行就是当代
的一些主流群体对于生活方式的怀念。不是全部
创新，而是一种对过去产品的升华。
许多外国人非常认可Made In Shanghai ，摩登
复古这几年来非常受到欢迎。

卢从周

黄蔚

永恒的极简，并不是单调，而是简约
不简单。

复古20、30年代就有了，这种经典
会一直存在，并且会一直延续下去，经
典的重复出现也就是因为我们内心的怀
旧心理。

张同

Raefer Wallis

极简永远不会过时，这是来自于西方
的经典，我们的工业设计都是从西方学过
来的。其实在里面都有影子，有现代感，
金属感。现代科技，像iPad、iPhone，
家里需要这些东西来提醒你是个现代人，
你还是很摩登。

中华元素是未来的设计趋势之一，现阶段虽然非
常多的设计师、品牌都在做，但是这些都是表面化的
元素应用，为了中华元素而设计，没有中国的精神内
涵。未来需要从思想上研究中华元素。

北欧风情

我们谈到的现代设
计，就是来源于西
方，LESS
IS
MORE的
现代设计理念早已深入
我们的生活。
范圣玺

琉璃工房

色彩上的趋势不是大片的使
用，而是局部点缀，用到恰到
好处才行。纯粹的、颜色饱满
的明度色会一直是种潮流。
徐明

江山

大自然是设计的上帝和无尽的灵感来源。
Timothy Jacob Jensen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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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应该讲究功能
性，是解决问题的手
段，更是提高生活品质
的方式。

宋微建
刘传凯

居家空间的小清新潮流，其实是在色彩上强
调柔和协调性的搭配，更多是大地色、自然色，
其实小清新某个方面是回归自然的表现。
郭文祺

china home trends 73

2013中 国 家 居 潮 流 风 尚 报 告

一体智能化让生活更加
便利周到，光影变幻为
家呈现出多种表情，无
所不在的云端分享让一
切时刻在握，简单的外
观、复古的设计包裹着
最新科技的内核技术，
以更加直观的图形形式
传达信息，让高科技不
再冰冷生硬。

Technology

科
技
风
尚

QisDesign

104

CHINA HOME TRENDS

CHINA HOME TRENDS 105

T

R

E

N

D

趋 势 发 布

36

趋势 Trend

智能化
智能化的出现令居住空间的舒适度大大提
升，人类生活将摒弃一切繁琐的程序，轻
松享用由科技省下来的大把时间。

1

%

趋势关键词

专家在采访中谈到
“智能化”

方便·直观·更简单
与人关系更加密切

家具科技一体化
厨电一体化的趋势可分三种程度实现：抽油烟
根据行业统计分析，中国领先橱柜企业的配套家

机、灶具、消毒柜等产品的标准化、模块化；电器与

电销售额约占总体销售额的30%。这一数字充分说明

橱柜外观统一，厨电如同定制家具一样匹配厨房空

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并验证了厨电一体化的巨

间；针对中国下厨习惯的功能改进，如消毒柜内部碗

大潜能。

碟存放空间的最大化利用。

IKEA

2

使用偏好智能记忆
就像许多科幻电影出现过的一样，未来的家电

将具有记忆功能，通过每次使用数据的记录，寻找规
律，归纳出主人的使用习惯，因为每个人对产品使用
要求都不尽相同，科技产品将自行设定，控制调节，
让使用者最大程度地享受便利。
淋浴设备可自动记忆不同用户喜爱的喷洒模式。
嘉格纳的冰箱可最多设置4个不同的气候区，分别对待
不同温度需求的食材。泡茶机能计算泡不同茶叶的时
间和温度，为用户创造最佳的口感。你会发现家中的

九阳磁蒸炉

电器将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贴合你的心意。
Dom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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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端分享

专家在采访中谈到
“云端分享”

以虚拟网络取代实地的“超级计算机”将
家居环境中的各个部分以“云技术”连接
起来，你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操控。
趋势关键词

1

远程遥控

无线传输·同步·分
享·互联网

今天，我们已经对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习以为常，
而在此基础上，互联网将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并会
有新的技术系统将其发扬光大。静坐家中一隅，就能
通过互联网调兵遣将，开灯，打开窗帘，开启电饭
煲，甚至放上洗澡水，你只需通过移动终端，比如手
机、PAD或者其他电子产品，在解决技术问题和高昂
造价后，这种远程遥控的智能生活会从遥不可及的贵
族阶层跌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主流。
唯宝

3

2

光影游戏

家电移动化、互联化
距离可能不再影响回家的速度，物质可能不再是

除了照明，家中的光还具有其他无穷的可能。光原就具有欺骗性，将

负担。也许你早已发现，曾以为工作中一刻都不能离

光充分应用到家居环境之中是一种情感的交互、氛围的营造，同时也是极

开的电脑早已失宠，现在出差也无需带笔记本，大多

具创意的表达，将光和普通家具用品相结合的设计看起来更具未来感，同

工作都能通过手机解决，一边逛街一边和分散在世界

时通过光影的变化达到和使用者心灵沟通的目的，如以暖色光温暖情绪，

各地的客户电话会议也不算新鲜事。看到有用信息拍

以冷色光降低燥热等。

下照片上传即可，云端的无限容量和即时抓取，无论

光影和图像更可创造出一个虚拟的情感磁场。通过对LED光色、亮度

身在何处都能得到最有用的信息，终端越来越小，终

以及组合的控制，可在客厅中变化出家庭影院、就餐、会客、派对、浪漫

和人合二为一，而不论是否通过移动终端控制，家电

等多种情景模式，这类也拓展到卧室、浴室、厨房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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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尼韦尔智能家居

的移动化、互联化将是高效生活模式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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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接触
家电如拥有了思维，能和你互动交流，感
应你的存在，贴合你的需求，通过声控、
红外感应等接受指令。零接触控制，将会
成为未来科技的又一大趋势。

1

4

趋势关键词

感应·隐性·互动·
瞳孔追踪技术·捕捉
指尖风暴

%

专家在采访中谈到“信
息图形化”

感应时代
有感应，有回应，其实家电实现与人的交流互

动，从很早就已经开始实施。最初级的是红外感应门

伊莱克斯智能化电器

的出现，现在则出现了感应到有人就开始自行翻盖并

趋势 Trend

预热座圈的坐便器、会自动开盖的垃圾桶、通过瞳孔
追踪技术实现控制的电脑等，感应技术的应用让生活

信息图形化

变得更便利。
聪明的家用电器和电气让我们离开了沙发上的各
种手持遥控器。基于摄像头技术的影音系统可以判断
用户是否离开了电视，是否需要中断。施耐德的EZin-

NEST恒温器

B&O耳麦

stall3灯控系统和感应器可根据电脑出现屏保来判断用

研究表明，人接受外界事物的途径中，视
觉所占的比重比听觉、味觉、嗅觉等都大
得多。通过图形，人们能够更直观地理解
事物的本质。

户不在书房，达到自动关灯、节能的目的。

1

趋势关键词

实时反馈·直观提
示·快速阅读

复古性显示
无论什么年代，传统表盘的钟表销量远比电子

统的标示来大致了解计量的变化。比如由“iPod之

表高，甚至出现了模拟时针和分针走动的电子表，

父”Tony Fadell最新创立的技术精英公司最近推出

由此可见，直观又传统的图形化显示一直占据着主

的NEST恒温器，正面是大面积的透明玻璃显示温

流市场。人们需要的不是明确的数字显示，反而更

度，转动外圈即可调节温度，简单的外观，复古的

希望通过旋钮、刻度、光点的大小变化等一系列传

显示，包裹的却是最新科技的内核。

Schneider电子仪

110

CHINA HOME TRENDS

CHINA HOME TRENDS 111

A U T H O R I T Y

权 威 声 音

Technology
公司的系统包括投影、灯光等都可以用
手机、iPad以3G网络进行远程控制。

专家语录

萧爱彬

科技和家的无缝对接，是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给人类的交流方式和生活模式都带来巨大
的变化，身在设计前沿的人们有着更直观的体会。

这一代人对于智能科技更加敏感，
对于科技的掌握以及运用远胜于以往，
追求更加让人便利的科技生活，未来智
能化家居是一大趋势。

飞利浦互动概念墙

我看到，现在先进的手机传
递时只需做个抓放的动作就会
转移。更多人机互动将是以后
科技发展的方向。
徐明

孙天文

从产品面上来说，
云科技，一开始是云存
储，但是现在大家讲更
多的是云计算，如果说
互联网这一块发展到更
成熟的阶段，云计算带
来的影响会更大。

郭文祺

高科技在家里的空间并不局限于书房或是
客厅，而是延展到居家环境里的每个角落。
陈序

我喜欢感应的，比如通过人的声音或红
外线来控制家里的灯。
江山

家居一体化是趋势，包括许多通讯电
子、家用电器的整合。

我相信我们将看到超越想象的设计
方案。比如，3D电话提示和个人计算机
系统控制交通。
Timothy Jacob Jensen

所有的界面越来越简单，它会自己捕捉你的想
法，并且会将你的规律性的东西总结出来，交互
在科技发展中是一个大趋势。

小家电的一体化
是未来的趋势。苹果
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
方式。家居一体化很
有可能与苹果产品相
结合。

卢从周

孙群

范圣玺

LED对于传统光源的优势非常大，未来LED光
源会迅速普及。

科技如果超越生活就是为科技而科技。
科技的目的就是为生活服务，让生活更加
便利。

侯正光

宋微建

唯宝

Michael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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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中 国 家 居 潮 流 风 尚 报 告

Green

绿
色
风
尚
拥有多种可能性的模块
化、可变形家具让空间
利用达到最大化，速生
的天然材质有益健康更
关爱自然，高科技环保
材料满足多种需求；能
源循环、旧物再造，用
不易过时的经典设计延
长家具生命周期，也将
美好生活从此延续。
罗奇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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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风情

趋势 Trend

有效率的空间

%

专家谈到“有效率的
空间”

在凡事追求效率的时代，空间也要“有
效”利用。减少家具购买量，减少浪费，
减少运输成本都是行之有效的环保行为。

1

会变形的结构
家具可以靠多个模块的搭配衍生出不同的组合，

在有限的空间里开发出家具更多的实用功能，提高空
间与产品的利用率。或折叠、或组合、或延伸，打破
常规功能界限。这一类“会变形”的家具除了让居室
时常充满新意，同时还能对使用这些家具的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进行探索。

趋势关键词

多功能·平板·占
地少·变形
2

平板家具
“我们不想花钱运空气！”宜家用一句直白的口

号概括了平板家具产生的原因。平板家具所有零部件
都可以拆装，“标准化”方便工业化生产，能大大降
低制造成本。同时平板包装意味着增大了装货量，减
少运输次数，降低碳排放量也降低了运输费用。平板
家具还可以自行组装拆卸，灵活机动，不用时可平挂
在墙上，让空间更有效率。在能源紧缩、空间匮乏的
时代，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在思考“平板”的可能性。
IK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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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Trend

Note

无害、健康的材质

2012米兰家具展趋势盘点（一）
一、轻设计
为了让空间更显轻盈，
导入“飘浮”、“减压”的
新观念，强调轻巧、穿透性
的感官体验。如悬空式厨具
设计强调现代化厨房的情
趣、视觉的美观，机能、情
境是此类设计的关键。

可贵的棉、麻、石材、原木等材料的简单应用已不能适应
现代化生产的巨量需求，因此，寻找速生、可再生，可替
代材料及可循环再利用的材料便成为当务之急。
Anthropologie

二、概念性线条
仍是以极简当道，但
加入了概念性的线条。例
如：颜色手法、开口手法。
采用单一色系、线条简单、
没有多余繁复的装饰或缀饰
的简约风格家具成为经典。

趋势关键词

三、环保概念
今年所有的品牌不再
是直接表达，而是将理念融
入在各层面。例如：以绿色
植栽间接表达自然理念。
四、颜色概念
颜色概念则对沉稳色
调、单色调以及鲜丽色调三
方面均做出了趋势盘点：1.
沉稳色调：类咖啡色，以卡
布色与灰色为主。2.原木+
单色调，以胡桃色与白或橡
木色与卡其色为主。3.鲜丽
用色，以可可黄、橄榄绿、
樱桃红为主。

快速生长·有机·
关注健康·仿自然
材料

2

拟真效果
想要奢华美好的生活氛围，又想迎合环保的大

趋势，可以使用一些拟真的手法来完成装饰规划，
如用PVC和仿皮等来替代真皮，或者在家使用模仿

1

皮革的瓷砖，以及以速生的兔毛装饰替代原本的羊

速生的天然材质

皮、牛皮和马皮。以假乱真追求的不仅仅是性价
比，更是一份对世界的关爱。

现在的消费者并不一定会为

如MBM集团历经10年时间研发出来的高科技

环保的口号买单，但绝对会为了

合成环保材料Resysta。从外形及手感上几乎无法分

自己的健康注资，所以寻找既具

辨出它与木材的区别，但实际上，Resysta是一种可

有天然无害的特性，又能快速生

以抵抗雨水、盐和氯水的环保材料。由大约40%的

长，快速利用的天然材质，是平

PVC和60%具有高纤维素结构的稻谷壳生产而成，

衡环保和健康的砝码。如最近大

防水防蛀，不易变形。

热的竹子，因为新一代的压制技
术，使得竹子可以像木材一样大
量运用在家具表面，而作为一种
草木植物，竹子生长如同野草一
样快速，短则数月、多则一两年
就可成为可利用材料。

20

%

i.c.ology

专家谈到“无害健
康”

Debbie Wijskamp

140

CHINA HOME TRENDS

CHINA HOME TRENDS 141

T

R

E

N

D

趋 势 发 布

趋势 Trend

28

%

趋势关键词

低碳减排

不浪费·资源短
缺·减少碳排
放·减少加工
工艺

科技不断发展，低碳减排也是不断重申的课题。利用科技
实现能源循环再利用，同时高效利用自然材质，达到保护
地球，爱惜资源的目的。

1

专家谈到“低碳减
排”

能源循环再利用

Note

绿色和科技往往相辅相成，
通过新解决方案达到能源的循环

2012米兰家具展
趋势盘点（二）

再利用，这无疑对整个生态环境
都大有益处。比如爱适易食物垃
圾处理器从欧美引入国内，成为

五、产品外观
层迭式结构，线条明朗
而流畅，相互重迭的运用，
呈现立体感的效果。

厨房中的“隐形”家电。它隐蔽
地装于水槽下，并连接到排水管
上。启动后将水槽内收集的垃圾
研磨成细小的颗粒，通过标准的
厨房排水系统自动冲入当地沼气
系统，利用餐厨垃圾中的有机质
进行厌氧发酵产生沼气再发电，
BAKER

从而达到能源循环利用的目的。
奥运开幕前，伦敦的水晶
（Crystal）大厦成为智能楼宇
能源的新代表，并融合了雨水收

2

高效使用自然材质

集、黑水处理、太阳能加热等设
计。在澳大利亚，居民淋浴时会

出于对自然资源的爱惜之心，尽量减少消耗，在家居产品中尝试更

用盆子储存废水，用作浇灌农作

高效率地使用能源，真正成为高利用率的“节约高手”，会成为将来的趋

物。在中国，节水意识成为越来

势。例如从对木材的利用率来看，强化地板高达90%，而实木地板则只有

越多家庭的共识，如乐家的”复

40%左右。更为可贵的是，优质的产品在减少了自然材质消耗量的同时，

用水”技术，将脸盆的废水储存

还减少了非环保物质的使用量。

在坐厕水箱中作二次使用。

六、电动设备
电动设备已经成为标准
设计，且稳定性成熟许多。
例如：电动台面、电动门板
等。电动升降的技术也是工
业技术上的一大福音，方便
的无障碍空间与多收纳的功
能很符合现代人的需求。
七、光源的运用
光，是厨房空间不可
或缺的元素，除了照明的最
基本功能之外，把灯光美学
演释在最适当的位置，增加
烹调的情境氛围。灯光弹性
多变，在橱柜的凹槽或是柜
体下方利用灯源技术，创造
空间的明亮与空间的层次变
化，才是厨具灯光设计最佳
境界。
八、电子商品运用
将3C产品植入到家居产
品的设计中。例如：结合iPad
运用，液晶屏幕与厨具的结
合，都是未来厨房的走向。

设计师JONAS和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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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Trend

%

延长使用寿命

专家谈到“延长使
用寿命”

环保不仅局限于环保材料、低碳减排等
老生常谈的话题。将眼光放远一点会发
现，“不换家具”本身就是一种环保。

趋势关键词
未来的潮流。或重新上色，或部分修整，或老物新

年代感·有历史·
文化底蕴

用，回收利用的可以是家具加工的边角料、破旧家
具家电、过时的家居用品等。在有创意的眼光中，
任何一件平凡小物都有超脱功能本身的美感，发挥
想象，让旧物焕发新生，延长物体的使用寿命。

北欧风情

1

3

永不过时的设计

Panton

开启了塑料家具的历史，这些大师所创的家具已跳

环保的概念除了使用安全、无害的材质，更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数字，中国是世界上

脱普通家具，成为艺术的经典，至今还在生产和售

重要的意义应该在于用设计手段使产品提高可持续

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但这些建筑只能持续

卖，在家中放上这样永不过时的家具，延长家具的

性，这也是家居环保专家及设计师深入探讨的课

25-30年。而建材、家具、家电等产品的使用寿命甚

使用寿命，不丢弃，少浪费是环保的最好方式。

题。如何延长一件家具的使用寿命以减少资源和人

至更低。这样的高速发展背离了传统的节俭美德，也

工的浪费。从前某些阶段性使用的家具或单一功能

引来了我们的反向思考。

的家具将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在家居中可被多用

Charles

and

Ray

Eames在1946年所创的Eames

LCW chair是现今工业中使用模铸胶合版的先锋，hans

2

途、可持续使用的“全能”家具。普通的婴儿椅通

旧物新用

漂亮的椅子。北欧的现代主义之父Arne Jacobsen 在

CHINA HOME TRENDS

八九十年代的二手房装修和旧家具会成为年轻

这一问题之后，在木腿和椅架连接处作出了精彩设

Ant

Chair，推行他所推崇的“

用户的困扰，同时怀旧复古又成为新生活风潮。因此

计，椅腿末端和木头围圈设计是可拆卸的结构，孩

丹麦功能主义”。Verner

Panton。在1959年设计了

对那些老时代的家具和饰品进行改造再设计，将成为

子长大了之后还可以继续使用。

1952年就设计了The

144

常在使用一两年之后便会因婴儿的快速成长而被弃
用，culdesac ovo high chair 婴儿椅则在考虑了

j.wegner在1949年所做的TheChair被誉为世界上最

B&B

可持续使用

Chair，是人类第一张一体成形的塑料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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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产品可以一直使用，而不是总是更新
换代。1970年生产的椅子还在使用，这
就是一种环保。

专家语录

刘传凯
IKEA

环保是人类为解决现实的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障人类社会的持
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行动。面对这个大课题，家居设计又该何去何从？

环保的概念里不浪
费就是环保。新技术对
于环保的影响，如LED
光源的应用，可以更高
效地节省能源。然而技
术可以解决被动浪费的
问题，但不能解决人的
主动浪费习惯。
侯正光

在北欧最热门的家居趋势是节约能耗，电能、热能
等。在北欧已经循环回收了大量的家居垃圾。
Timothy Jacob Jensen

碳排放有45%是房屋建造排出的，如果80平米
就可以达到100平米的需求，意味着可以少盖20%
的房子，减碳20%。

一些个体家庭的地暖设计
是未来的主流方向，放弃燃烧
煤的供暖措施，让空气更加洁
净。

范圣玺

孙天文

我有把椅子，框子是50年代的，皮子
是重新换的，基本上是老物新用，看起来
还是非常现代。我喜欢丹麦的家具就是因
为它的形状永远不会过时，哪怕它年代久
远。所以有很多老东西稍微做一下处理就
会呈现新的姿态。

国外选用的门窗材料保温性好，自然节
能。中国装修材料上需提升的空间很大。

江山

黄蔚

竹纤维餐具自然、生态、可降解，是我最喜欢的。它几
乎是坚不可摧的，可以用洗碗机洗，无任何危险化学品，色
彩缤纷，因此是塑料的完美替代品，尤其适合儿童。

未来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停留在材料、工
艺、回收、再利用方面，而是一个系统，包括服
务、上下游的体系、用户之间以及厂家之间的循
环（不用了转让给别人再利用）。

卢从周

Marion duscher

范圣玺

环保材料——木质材料会越来越少，
因为木头的成材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未
来，可回收的环保塑料是一个大的趋势。

最需要关注环保的是建筑行业而不是家居行业，因为最大的

陈序

能源消耗在建筑行业，所以在建筑行业里面节能材料和环保材料
运用到什么程度，国家采取什么标准，房地产开发商用什么理由
来开发，包括它的设计，从房型到材料到窗的大小，再到通风的
解决等等，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加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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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来自于自然（陶
土、纸、竹子等）的
新材料，并让它们普及
应用。这些自然的材料
不仅环保，而且人使用
也会感觉到非常自然。

陈序

我现在想到的品牌是宜家，它其实在环保的
概念上是我看到的企业里做得比较好的。
郭文祺

环保应该是一种意
识，是本该就应具备
的素质。当产品觉得有价
值感就会让人喜欢，让人
长久地使用，减少丢
弃，这就算环保。
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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