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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behavior and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s,
some existing problems were found in product design for elderly. In considering these problems and combined with the calling machine for elderly at home, how to design products for elderly was analyzed specifically. On this basis, the three main elements were proposed for the elderly design: usability, reliability and
aesthetics.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the way of designing the calling machine was resolved by considering
the machine size, operation, information feedback, water resistance, structure and color,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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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老年人群的行为特点及心理特征的分析，从而找出了现有老年人产品设计中出现的问
题。针对这些问题，并结合老年人家用呼叫器，具体研究如何进行老年人产品设计。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老年人产品设计的三个要点：产品的易用性、可靠性和审美性，在具体设计过程中通过对呼叫器
的人机尺寸，操作性，信息反馈，防水性，结构和色彩等论述了老年人呼叫器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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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又无他人照料的老年人。他们在生活上无人照
料，甚至日常的衣食住行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更值得
注意是，当他们遇到意外，如：在家不小心摔倒，心
脏病突发，如果没能得到及时的救助很有可能导致死
亡。在“空巢老人”越来越多的中国，类似的悲剧几
乎每天都在发生。面对老年人的种种问题，他们迫切
地需要社会给予帮助。

1 研究背景
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老年人的比例和数
量正在与日俱增。然而，一直以来，我们很少考虑到
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去开发和设计适合老年人群体的
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家用呼叫器的研发应运
而生。本文结合实际项目，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探讨老
年人家用呼叫器的具体设计。

1.2 呼叫器的工作原理介绍

1.1 老年人生活现状分析

老年人呼叫器是独居老人、空巢老人随身携带、
挂在胸前或安装在室内的一种呼叫或遥控装置，这种
装置通常是配备有相应的远程急救呼应系统。其基本
原理是首先通过无线电将这些呼叫器与电话等相连，
然后再接通服务中心的服务器（如图 1）。老人一旦
面临 “紧急情况”，只需按下身边的呼叫器，就可与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大多数注重于居家养老和健康老
龄化，生存条件保障是老年社会保障的重点。
如今非常流行的“空巢老人”就很好的反映了老
年人生活的现状。所谓“空巢老人”，就是指身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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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中心联系，获得救助。老人急救呼应系统中，即
使老人无法言语，接线员也可以通过电脑上弹出的老
人资料，及时与 120 和负责照顾老人的服务员或老人
的亲属取得联系，给予老人紧急救护。

据了解，目前香港的老年人急救呼应系统已经相
对成熟，通过呼叫中心的建立，老年人独自在家可以
配备一个或多个呼叫器，使得他们在紧急情况下能够
得到及时的救助，从而避免悲剧的发生。

2 老年人呼叫器现有产品分析

3 老年人的特征分析

由于老年群体的特殊需求，许多商家也渐渐开始
注意到这个潜在的产品需求。然而市场上并没有成熟
的老年用呼叫器，大多只是将现有的安防产品做些改
动出售给老年人（如图 2）。
这种呼叫器并不能满足老年人群的特性与需求。
现有产品在设计中没有考虑到老年人的人机工程学以
及老年人审美与精神方面的需求，因此这些产品并没
有得到老年人的青睐(如表 1)。

老年产品的设计必须考虑其群体的差异性，对老
年人生理特征、心理特征和生活方式的正确分析是老
年产品设计定位的依据［1］。

3.1 视觉能力分析
对于老年人而言，由于年龄的增加，视力明显下
降。他们对于现有遥控器设计多半是不满意的，因为
上面有太多的按键，而且按键上的说明文字太小而难
以阅读，导致无法尽快掌握产品的操作［2］。在产品设
计中，要加强产品的视觉识别性，从而有利于老年人
的使用。

3.2 听觉能力分析
听觉能力的降低，主要影响老年人在使用产品时
的信息反馈。如果他们不能及时的获得正确的信息，
就可能以为产品没有正常工作，从而对它失去信心。
老年人呼叫器涉及音响、报警装置及言语传输装置的
设计，必须有效解决声音的传输，确保老年人能够有
效接受和识别［2］。

Figure.1 the working theory of the calling machine
图 1. 呼叫器工作原理图

3.3 记忆能力分析
随着年龄增加，人的记忆力会减退，特别是短时
记忆的能力［3］。因此对那些操作过于复杂的产品，通
常使老人产生畏惧感。老年急救产品通常是在紧急情
况下使用，这种情况想要老人完成复杂的操作更是难
上加难。所以呼叫器的操作过程就应当尽量简化。

Figure.2 the current calling machine for elderly
图 2. 现有老年人用呼叫器

Tab.1 the problems of the existing products
表 1. 现有产品存在的问题
分类

现有产品存在的问题

造型

外观造型生硬，不圆润，触感不舒适，不具亲和力

尺寸

尺寸相对过大，不易于老年人携带和把握

材料

多选用工程塑料，材料表面处理不佳，整体做工粗

3.4 运动能力分析
老年人的生理结构发生变化，肌肉的韧性有很大
程度的下降，结果便会影响肢体的活动度及灵巧度；
并且老年人的肌力会减退，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时间也
会延长［4］。老年人在使用产品时，误操作的可能性非
常大，这就要求对产品易用性进行设计。

糙
结构

仅满足产品内部零部件的固定，缺乏对特殊情况下
防水、防尘等需求的结构考虑。

操作性

4 老年人呼叫器设计的基本要点

未考虑按键的大小和主次位置的设计与功能的关
系，对于老年人易导致误操作

交互性

设计要以人为中心展开，任何一个产品都以人的
使用作为设计的前提［5］。在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生理和
心理特点的基础上，对老年人呼叫器进行明确的定位，

在产品与用户的交互方面，未考虑在特殊情况下
（黑暗环境或嘈杂环境），不能保证使用的信息反
馈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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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确定在具体设计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急救助产品，它的可靠性设计是最为重要的。它的可
靠性设计也涉及多个方面。

4.1 设计的简单化、易用化

4.2.1 呼叫器的信息反馈

4.1.1 呼叫器的简单化

信息反馈是人机交互的最直接体现。在产品设计
过程中，信息反馈的有效性决定了设计成功的与否。
虽然它并没有像手机电子屏幕式的交互媒介，但是在
实际使用呼叫器的过程中却要进行视觉和听觉的交
互。老人在按下呼叫器按钮后，触动电话机对外拨出
特定号码，此时按钮背灯会闪烁，扬声器也会发出间
断性的声音，提示老人呼叫器正在进行呼叫，从而给
老人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刺激，避免了单一刺激的不足，
达到人机的完美交互，使得信息能够及时的反馈。

呼叫器的简单化主要是从产品的功能来分析。首
先是呼叫器功能的最简化，仅仅满足最基本的紧急呼
叫功能。老年人注重产品的实用价值，减少产品不必
要的功能，重点研究功能的实用性，达到复杂产品的
简单化；其次是功能的移植，即简单产品的多功能化。
现代设计的模块化通过功能在各模块之间的分配与整
合，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产品和服务分属两个不
同的模块，以往的设计是将产品与服务分开，而呼叫
器的设计是基于一个服务系统，通过这个系统，老人
可以获得更多的服务。产品服务系统的设计既简化了
呼叫器，同时也扩展了功能。

4.2.2 呼叫器的防水性
呼叫器的防水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当老人独自
在洗手间时很容易发生意外，所以在洗手间内安装呼
叫器也是必须的。考虑到洗手间潮湿的环境和水的泼
溅，在进行呼叫器的结构设计时要充分考虑。
产品的防水措施有很多种，针对不同的防水要求
采用不同的方式：
①对于防水性要求不高的小型电子产品，一般通
过刷防水油或防水胶，达到密封外壳。
②对于具有少量按键、中等电子产品，在接缝和
按键处则要采用防水圈来密封。
③对于防水要求更高的产品，甚至需要在结构上
减少缝隙和做液体导流设计。
呼叫器的设计中主要有三处需要防水，按键、扬
声孔，壳体。在进行呼叫器的防水设计中，对于不同
的结构采用不同的防水方式：通过在按键和上下壳添
加防水罩和防水圈，在扬声器上涂黄胶粘在前壳上，
以及螺丝孔处的硅胶塞等方式（如图 4），达到很好
的防水效果，避免呼叫器在有水环境下无法工作。

4.1.2 呼叫器的易操作性
呼叫器的易操作性对于老年人而言是至关重的。
由于老年人生理功能的减退，已经无法完成过于复杂
的操作，设计师必须尽可能简化人机界面，且各按键
或者操作部分之间应有足够的距离，避免近距离带来
的视觉和操作混乱［6］。在设计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产品的人机尺寸是否符合老年人。
②产品各操作单元是否易于区分。
③充分考虑时间和环境对使用的影响。
在进行呼叫器的设计时，采用一键设计，减化了
操作，减少了误操作的可能性。同时在按键设计上，
采用了大尺寸和背光设计（如图 3），既增强操作单
元的识别性，又避免了黑暗环境的影响。

4.2 设计的可靠性
呼叫器的可靠性是指在规定条件下和规定时内，
呼叫器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7］。此产品属于老年人紧

Figure.3 the structure design of the calling machine
button

Figure.4 the waterproof structure design of the calling machine

图 3. 呼叫器按键设计

图 4. 呼叫器防水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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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设计的审美

5 设计结语

随着老年人文化水平的和审美标准的提高，原本
功能至上的产品并不能满足它们心理层面的需求。在
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审美性也必须受到相应的重视。
在呼叫器的造型上要充分运用产品语意学，把呼叫
器的形式与老年人熟悉的事物结合起来，这样的产品
会更容易被他们接受［8］。如果过于保守方正，老年人
在使用的过程中感觉不到产品的亲和力和人性的关
怀；如果过于时尚，过于流畅的造型可能使得老年人
不易把握，从而影响后续的操作。
在色彩上应采用易于识别的色彩。对于一件产品
我们首先感觉到的是它的色彩，其次才是形态。合理
的色彩设计可以使心情舒畅，精力集中，降低差错，
提高效率［7］。
在呼叫器的配色中，要充分考虑老年人的接受观
念和接受能力。采用白色的机体和红色的按键（如图
5），既有利于识别，同时红色的按键也很好地符合了
产品急救的功能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吉祥如意的色彩
寓意。

通过对人口老龄化以及老年人市场的分析，从老
年人生理和心理的特点着手，在设计的过程中充分考
虑到老年人的特定需求以及特点，解决现有产品在各
方面的不足之处，并结合现有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
最终完成了呼叫器的设计。它的设计力图为那些独居
的老年人解除后顾之忧，为他们提供健康生活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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