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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对符号的理解不仅仅是（对稳定等价性的）认知问题，还
是一个解释性问题（Eco, 1984）。

作为一种视觉刺激，符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因为人类的交流主要使用符号来生成具有特定含义的叙述，或
对其分类。树木，城市灯光，纹身，动物毛皮...世界充满了符
号。

在符号学——对符号和标志的研究中，符号被定义为视觉和概
念意义的组合：分别是能指和所指。能指是可以被感知的事物
的物质形式——即：被看到；而所指代表被感知的心理概念
（Chandler, 2017）。例如，客机的图片（能指）可以表示
（所指）飞机，也可以表示飞行，航空，未来和假期。

符号的研究和使用在设计中非常有用，因为设计师越来越多地
被要求创建包含表征功能的新人工制品（产品，建筑物，界
面，服务等），以传播特定信息，比如功能和价值（Vihma, 
1995）。因此，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创造性组合来生成符号
词汇表。它在两个概念设计的阶段非常重要（Verganti,  
2009），一是当设计师设定主要项目的轨迹时，另一个是明确
表达主要人工制品的含义的阶段，这一阶段是主要是由意义驱
动创新。

视觉标志也可用于社会包容设计， 旨在创造有利的解决方案1， 
以关注游离于普通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之外的一群人。虽然
人类残疾是最常探讨的主题之一，但社会包容设计方法考虑得
更加深入，开发的解决方案解决了重要的社会问题，如社会福
1  使人们能够获得结果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因对其需求/愿望的不准确的解释

使他们无从下手。

3  •  包容性标志

祉，人类能力，残疾和权利以及人类价值观，不平等和个人能
力（个人残疾）的价值（Reed & Monk, 2006）。因此，这种
概念的多学科复杂性需要能够激发创造性推理的原创设计方法
（Braga, 2017）。

这方面对于任何能够解决问题的正确设计都至关重要，因为当
设计师想要创造一个包容性的人工制品时，他们经常会遇到困
难，应该不仅仅考虑可访问性或者是为残疾人设计这一理念。
因此设计支持性和包容性的解决方案是一个概念过程，而不是
执行。这种设计应采用创造性和集中的见解，否则设计师将继
续在他们的创造性实践中大量使用有偏见的概念——即设计已
知的东西，而不是拥有整体性的产品。

008

图1。包容性标志：卡片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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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包容性标志 ——包容性概念——可以通过创造性地结合属
于社会包容性的主题所指，和能够激发创造力、反思和发散思
维的令人回味的视觉能指，来提供产生原始的的元设计见解的
机会。

本手册介绍了 包容性标志（图1），这是一个基于卡片的工具
包，用于生成创造性的包容性设计概念和策略。包容性标志包
含一组180张卡片（两个不同的卡片系列）和一个工作表，可用
于进行创造性的头脑风暴，研讨会，讨论，以及寻找鼓舞人心
的轨迹和有意义的价值。包容性标志的创造是通过描述性和视
觉概念的自由和本能地组合来运作的。

本手册的第一部分提供了有关工具包及其使用的信息，第二部
分包含 180 张卡片和工作表，还展示了了早期结果。

虽然该工具包在林肯大学是设计课程的教学和学习工具包，但
它也渴望成为设计师和更广泛受众可用的有用解决方案，为未
来的包容性社会产生可控的设计理念和有意义的愿景。我们的
目标是激发对使用社会包容作为学习基础的深刻反思，通过它
从整体上改进所有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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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源的多样
性

一种产生包容性概念的创新方法
知识让一切变得更简单（Maeda, 2006）。

包容性标志采用符号模式来产生有意义的包容性导向设计意
义——标志 ——有助于在符合社会包容理念的赋能思想，概念
和设计策略的发展中，指导元设计过程。因此，该工具包可以
被视为与”社会包容设计”方法一起使用的资源。

这种创新方法 允许用户通过描述性和视觉意义的本能组合来构
建新的元设计概念。

如果与概念设计阶段相关，符号学的使用至关重要（Davis和
Hunt，2017），因为包容性解决方案的开发需要使用公正的设
计思维，促进与社会包容概念一致的方案创新设计。因此，该
工具包促进突破了仅与残疾设计、无障碍设计等相关概念的限
制性。相反，它促进了对属于社会包容的核心概念的更广泛的
推理和探索，跨越社会关系到未来机会，性别和种族到社会资
产。因此，该工具包被认为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可以提出用
于设计初始人工制品的全新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工具
包支持 意义驱动的包容性创新理念。

该工具包允许将与社会包容相关的60个关键词和120个令人回
味的图像联系起来，以激发新意义的推理和创造性发展。就符
号学而言，关键此是指所指（即：项目必须解决的社会包容概
念是什么），而图像则构成了要开发的新概念的能指（即：如
何创造性地实施，实现这个想法等）（图2）。

正确生成包容性标志的唯一规则是： 一个描述性概念必须与至
少一个视觉概念相关联，反之亦然。

5  •  包容性标志

基于卡片的工具包
在设计中使用基于卡片的工具包并不新鲜，它为设计人员和
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有效的低成本资源，可用于许多协同设计

图2。概念组合。

我从这个概念中理解了
什么？

接受度
个性

独特价值观

我可以在这张图像中识
别出什么含义？

协作
差异化

随机性为美

描述性卡片 视觉卡片

包容性标志

“多样性作为一种和谐的平衡”

“支持和促进人们的多样性，以建立整体联系”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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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语言

057

是/与/一起/
可见/对所有人

流程。根据Roy & Warren（2019）的说法，基于卡片的工
具包是半结构化的工具，可以促进信息和想法的创造性组
合。IDEO（IDEO, 2003），Dan Lockton（Lockton et al., 
2010; Lockton et al. 2019），Ræbild & Hasling（2018）和
IDEAN（2020）都提出了具体的例子。

包容性标志由两个系列的卡片（ 描述性卡片和视觉卡片 ）和一
个工作表组成。

这组60张描述性卡片包含与社会包容性相关的最常见关键字的
选择（图3）。卡片分为三个子类别：（1）单一关键词（例
如：参与），用于提供即时理解和文化联系的概念;（2）双名
关键字（例如：混合和多样化），用于可能有利于与其他强化
思想相关联的概念，因此一个概念可以对另一个有影响;（3）
多个关键字（例如：性别/种族/性取向），用于跨学科概念，
提供对复杂问题的更广泛理解，例如社会、背景、未来等。

这套120张视觉卡片旨在通过在工具包的用户中产生一种视觉反
应，来完成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深度反思、情感联系和横向/发
散性思维（图4）。既包含正面的图像，也包含负面的;还包括
人类和动物场景;具象和抽象的表示平衡了所提供的信息。

最后，该工作表旨在帮助设计师和利益相关者，将包容性标志
生成创作过程中可以生成的信息系统化（图5）。该资源允许提
供文本见解（即：文本注释和定义）和草图，以快速描绘新的
包容性概念。

为卡片选择的格式为A6（105 × 148mm, 横向）。因此，它们
可以仅用45张A4纸打印。此外，工作表的格式为 A4（210 x 
297 mm, 横向）。

图3。描述性卡片：子类别。

002

图4。可视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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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来开发新的人工制品，这些信息来自他们自己的知识，例
如仅为轮椅使用者设计以提高可用性等。相反，社会包容设计
应该促进创造有用的人工制品。包容性标志通过建议明确的关
键字来减少有偏见的创意联系，从而提高元设计过程的质量。

为什么是包容性标志？如果最初设想具有包容性，则专为残疾
人设计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消除新人工制品的影响。包容性标志
为设计师和利益相关者提供方法指导，他们希望创建创新的包
容性元设计见解、概念和早期想法。这些见解，概念和早期想
法，以后可用于开发支持解决方案。或者，包容性标志可用于
以社会包容的方式预测社会变革的创新场景和未来设计轨迹。

内容

可以生成哪些信息？ 包容性标志允许创建包容性元设计见解，
这些见解可用于任何想要遵循当代社会包容概念的项目的概念
设计阶段（图6）。概念设计阶段的信息对于设定设计轨迹和开
发有意义的创新至关重要。产品，服务，界面，构建环境，视
觉项目，品牌活动，研究策略等等;该工具包是任何包容性项目
的宝贵资源。

可以使用哪些数据？ 包容性标志提供了产生有意义的元设计见
解、想法和概念所需的基本信息。60张描述性卡片包含了属于
社会包容的概念见解。还可以从120张视觉卡片中提取视觉参
考。可以在工作表中进行进一步的插值和分析，这有助于总结
推理并收集相关概念。

时间

何时使用工具包？包容性标志可用于任何新的包容性项目的

图5。工作表。

包容性标志：原因，内容，时间，方
式，位置，使用人员
本节提供有关工具包的详细信息，以及有关功能、组合过程、
用户角色和可能结果的具体见解。详细的描述将分为六个部
分：原因，内容，时间，方式，位置，使用人员。

原因

为什么要使用工具包？在设计中，社会包容通常是一个难以理

解的概念。这导致设计师使用刻板印象的信息（即：陈词滥

7  •  包容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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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设计过程。这意味着，当需要创建新的支持解决方案的原始
策略时，该工具包可以在所有情况下提供有用的指导。此外，
包容性标志可用于界定复杂的问题，并为未来的包容性场景和
项目提供突破性的进展和概念发展。

方式

如何生成包容性标志？包容性标志是通过描述性和视觉概念的
自由和本能结合而产生的。对于预先确定的领域，该工具包还
可以作为一种灵活资源来创建上下文见解。因此，该工具包允
许扩展面向设计的概念词汇表，以克服与社会包容相关的偏

见，同时简化陈词滥调。

包容性标志的生成过程是如何被引
导的？包容性标志使用180张卡片和
一个工作表来支持设计师和利益相
关者生成包容性元设计概念。除了
卡片的创造性组合外，工作表还支
持合成和数据提取过程。

位置

在哪里使用工具包？无论是一个人
还是在团队中，设计师和利益相关
者都可以在工作室、办公室、家中
或在有更广泛受众的集体头脑风暴
会议期间使用该工具包。包容性标
志是一种灵活的资源，因此可以在

需要时，始终，无处不在地产生无限的想法。该工具包可以通
过项目的网站 https://inclusivesigns.lincoln.ac.uk/ 在线下载
或使用。

使用人员

谁可以/应该使用工具包？包容性标志是一种 包容性资源 ，因
此允许每个人创造性地提出包容性的元设计理念，以用于提出
可能的支持性解决方案。因此，包容性标志是一个主要为设计
师设计的工具包。但是，利益相关者可以直观地使用该工具包
来提出元设计理念，这些理念以后可供设计人员在参与式设计
过程中使用。

图6。通过包容性符号提出的元设计见解（英语）。

https://inclusivesigns.lincoln.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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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一个包容性的仙境（体验神奇时刻的自然小径）设计一个包容性的仙境（体验神奇时刻的自然小径）

005

引导

手册的这一部分提供了有关如何使用包容性标志以及如何生成
包容性元设计概念的有用指导和说明。

本节讨论了两种模式，以便全面了解工具包的使用。在第一种
情况下（图 7），包容性标志由概念卡生成。第二种情况中（
图 8），从视觉卡片中创建包容性标志。

图7。包容性标志：从社会包容（描述性卡片）的概念之一提出包容性策略 - 从1到7。

2 
选择一张描述性卡片（与1
相一致/以实现1）

4 
（凭直觉）选择一个视觉概念（可能
建议”如何”实现1）

3 
解读卡片中展示的概念

5 
提供有意义的见
解/概念/解释/...

6 
分离出与项目最相关
的概念（3和5）

1 
在此插入项目标题/目标

可理解的
  视觉的 VS 文本的

适合儿童
内容质量

     控制

受控的混沌
有序的迷宫

     惊人的发现
随机的事件

7 
有意义的组合和渐进式
改进（使用3，5和
6）

 像孩子一样惊讶/惊人的大自然！

了解去哪里（逃离自然迷宫）   

      在仙境中漫步 

     与自然一起设计  VS  自然的设计 ???

为所有市民打造一个包容的城市公园

8 
在这里写一个新的包容性策略/概
念，用于设计阶段（将7转换为面
向设计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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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包容性标志：从视觉解释（视觉卡片）提出包容性策略 - 从1到7。 

005

4 
选择一张描述性卡片（与1
相一致/以实现1）

3 
提供有意义的见
解/概念/解释/...

简单
    手势（超越言语）
  共享（基于共同的价值
  观）

模式 = 人工
美丽的 随机性

自动调节
   随机 = 自然

为所有市民打造一个包容的城市公园

8 
在这里写一个新的包容性策略/概
念，用于设计阶段（将7转换为面
向设计的见解）

当自然设计...

     步行是一个 学习过程 ，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

 看起来很自然的人工设计

将人们与自然周期联系起来（可访问的学习途径）将人们与自然周期联系起来（可访问的学习途径）

1 
在此插入项目标题/目标

5 
解读卡片中展示的概念

2 
（凭直觉）选择一个视觉概念（可能
建议”如何”实现1）

6 
分离出与项目最相关
的概念（3和5）

7 
有意义的组合和渐进式
改进（使用3，5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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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测试

在英国（林肯大学）和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和基耶蒂 - 佩斯
卡拉大学），通过学生们进行的几项测试，包容性标志得到了
认可。这个过程科学概括了结果，确认了设计包容性标志的方法。
图9到图17展示了在指导测试和研讨会期间，英国和意大利学生的主
要发现的集合。

图9至图11。在英国和意大利进行的测试。



包容性标志  •  12图12。林肯大学（英国）的工作室研讨会。



13  •  包容性标志 图13和图14（下一页）。包容性标志：设计创建包容性设备的策略（作者：Louis 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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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包容性标志 图15。包容性标志：为所有人创造无障碍能源的设计策略（英文）（作者：Katrina Wood）。



包容性标志  •  16图16。包容性标志：在家中开展使能行动的设计策略（英语）（作者：Declan Gre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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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

平衡

006

正义/权利/
透明/民主

014

作为资源的多样
性

055

（机会）
合作/做出贡献

图17。在英国和意大利的产品设计和工业设计专业的学生测试期间设计的包容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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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

001

107

+

+

+

+

+

发展与反思 包容性标志（作为设计策略）

让所有人都有机会通过简单和集体的行
动来摧毁陈规定型的观念和同质化。

产生积极的连锁反应。

设计包容性的人工制品，让人们表达
自己的个性（对比刻板印象和同质
化）。

发展与反思 包容性标志（作为设计策略）

像一个超级英雄（消防员）一样做出你
的贡献。

确定可以通过无私行为做出贡献的人。

设计有利条件，让普通人转变为能够
作出真正改变的“超级英雄”。

发展与反思 包容性标志（作为设计策略）

在一个与外表太过相关的社会中，难以
获得与众不同、做我们自己的权利。

“跳出舒适区进行设计”。

通过创造为真实的人和环境而设计的
人工制品，为所有的设计行为赋予更
高的价值。

发展与反思 包容性标志（作为设计策略）

透明，就是超越结构、言语和修辞。

一个透明的（包容性的）概念总是可见
的。

正如眼睛是灵魂的镜子，使能设计策
略必能立即阐述该设计项目的价值。

发展与反思 包容性标志（作为设计策略）

“常态”是一个社会的构想而无从定义。
这是一个个人的概念。

一旦我们能够作为自己这个人，我们就
达到了一种平衡。

平衡项目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追求常
态的概念。

039

对比同质化和刻
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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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工具包







                        



001

人类福祉

002

参与

003

获取资源

004

自底向上的行动

                        



005

社会优势

006

正义/权利/
透明/民主

007

繁荣与进步

008

清晰的语言



009

共同的价值观

010

身份

011

共同的愿景和想
法

012

集体学习
（过程）



013

社会变迁

014

作为资源的多样
性

015

开放式协作

016

公众互动



017

幸福快乐

018

人/社区

019

社区融合

020

多元文化主义



021

性别/种族/
性取向

022

共同创造

023

支持

024

上下文



025

积极的转变

026

公平

027

人权

028

混合与多样性



029

遗产

030

平衡

031

真实的生活环境

032

滋养



033

发展

034

尊重/尊严/提升

035

凝聚力和连贯性

036

健康与财富



037

积极的承诺

038

克服限制或偏见

039

对比同质化和刻
板印象

040

中心的/相关的



041

心理物理一致性

042

公平的未来

043

认知连贯

044

美学与意义



045

个人信仰

046

社区力量

047

关系连接

048

参与



049

意识的提高

050

保护/倡导/
赋予价值

051

整体论

052

质量/更好



054

多代

055

（机会）
合作/做出贡献

056

存在/在那里

053

愉快和享受



057

是/与/一起/
可见/对所有人

058

能力和残疾

059

弹力

060

听/看/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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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69  •  包容性标志

引用
使用此空间收集您的包容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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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容性标志是一个开放获取项目，也是英国林肯大学林肯设计学院制作的原创包容性工具包





设计师和利益相关者能否为未来的包容性社会制定有意义的设计策略
和可控的愿景，克服”为残疾人设计”的理念？

是否有可能为未来的包容性项目生成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元设计见解？

包容性和赋能性人工制品（即：产品、服务、产品系统等）的设计需要能够
解释社会包容复杂性的新创作过程。

包容性标志是一个基于卡片的工具包，旨在产生创造性和包容性的设计概
念，元设计见解和策略。一套180张卡片和一个工作表可用于进行创造性的
头脑风暴，研讨会，讨论，以及找到鼓舞人心的轨迹和有意义的价值。 包
容性标志采用符号学模式来产生有意义的包容性导向设计意义——确切地说
是包容性标志。 包容性标志的创建是通过描述性和视觉概念的本能组合来
运作的。因此，设计师、利益相关者和设计学生都可以想象未来的包容性场
景和新一代的赋能解决方案。

本手册提供了有关如何通过包容性标志工具包生成包容性元设计概念的有用
说明。这里介绍的手册和工具包（180张卡片和工作表）是一个公开访问项
目的一部分，请在 CC BY-NC-SA 4.0 许可条款下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