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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现在的技术和医疗保健的促进，以及教育和经济状况的进步，使人能活的更长

久。因此，引致了世界人口老龄化。而这些新时代的老年人会与过去的老年人有不

同的特征。这些老年人将会想要继续享受他们的独立并活跃的生活方式。由于这个

原因，他们会要求在能够维持他们的活跃的生活方式和独立性的同时，也能够容纳

他们衰落的身体和感官能力的产品。更重要的是，他们会需求能够让他们独立又舒

服地生活在自己的家里的产品。 

毫无疑问，卫生间是家里最重要的房间。如果哪一个房子没有卫生间，应该会

难以居住。不过，对老年人来说，卫生间其实是家里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许多老年

人在因卫生间里发生意外，而严重受伤或甚至死亡。因此，通过书籍、网络、市场

调查、目标人群调研访谈和草模型实验得到的资料，来设计不仅适合于老年人方便

和安全地使用，而还能保持他们的独立性和自尊心的卫生马桶。 

 

 

关键词：老年人；马桶；独立性生活；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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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advancement in technology and medical healthcare, in addition to 

improvement in education and economic well being, allow people to live longer than ever. 

This results in world’s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se new elders would be different from 

those before them. These elders would want to continue their independent and active 

lifestyles. Therefore, there will be an increasing demand, by the elders, for products that 

would be able to help them maintain their lifestyles and independenci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lso accommodate their declining physical and sensory abilities. More importantly, 

they would demand for products that would help them to be able to live comfortably and 

independently in their own home.     

Meanwhile, bathroom, undeniably, is the most important room in a house, without it 

the house would not be acceptable to live in. However, for elderly people, bathroom is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places in the house. Thus, by using information gathered through 

books, websites, market research, target users interview and first-hand experiments, I 

would design a toilet, the most important bathroom product that everyone need to use 

several times a day, that will make bathroom a safer and more convenient place for the 

elders; while also preserves their independence, self-respect and dignity. 

 

Keywords: elderly; toilet; independence living; assistive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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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1章 引言 

1.1 课题背景 

今天的世界正在老龄化，每天越来越多的人在临近退休年龄。2012 年，世界上

有大约 8.1 亿的 60 岁以上的人口，为世界总人口的 11.5%。根据预测，到 2050 年

世界上的 60 岁以上的人口会达到 20 亿人，为世界总人口的 22%。因此，本课题的

目标人群老年人将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市场。新时代的老年人，会与过去时代的老

年人有大不相同的特征。这些新时代的老年人会还想要继续享受健康和活跃地生活

方式。因此，他们将会需求能够维持他们的活跃的生活方式、能够维持他们的独立

性和自尊心的产品；同时，这些产品也需要能够支持这些老年人的感官障碍和身体

限制。本课题为老年人的卫生间用品。卫生间是每个家里不可缺少的，也是家里最

私人的空间。因此，老年人也会想要尽可能保持他们使用卫生间的独立性和私密性。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会面对一种以上的身体和感官障碍的症状；这会使

他们遇到许多日常生活上的不便，而这些不便也可能会造成安全问题。尤其是在卫

生间里，不适合老年人的卫生间用品和环境，可能会造成受伤甚至死亡。身为设计

师，我希望能通过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使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安全、更舒适。 

1.2 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当我们变老时，我们会发现许多给我们提供过多年的服务和舒适的产品渐渐变

成厌烦和痛苦，还阻碍了我们的努力、摧毁了我们的自尊和夺去了我们宝贵的独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能延长老年人的生命的技术，却也在出产让人沮丧的消费产品

和环境，剥夺老年人的地位、角色、独立性和自尊心。因此，通过阅读资料、调研

访谈和现有产品调查后，我希望能主要来解决老年人在使用卫生间时的安全问题，

以及提高他们使用卫生间用品的舒适性；这是为了支持老年人使用卫生间的独立性

和私密性。除了这些使用方面之外，这个卫生间用品还要有美的外观造型，也是不

令人羞辱、尴尬或者污辱的产品，为了保护老年人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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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课题研究方法 

1.3.1 书籍与网络 

通过书籍，我阅读了关于老年人和卫生间用品的资料，为了更了解老年人的身

体限制和现有的老年人用品，也为了更了解各种个样的卫生间用品和材料。我阅读

的书大部分为英文书，也有一些是中文和泰文书。通过网络，我查看了现有的卫生

间用品的各种造性和设计作为参考，也查看了各种的老年人家居用品。 

1.3.2 目标人群访谈与调查问卷 

在寒假期间，我到泰国曼谷的 Bangkae 养老院、泰国大城的 Wellness City 老年

人的健康之城项目和老年人的家去做调研和访谈。访谈的对象可分成两组，有老年

人和照顾老年人的儿女或者工作人员。为了更了解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使用卫生间

时的习惯，还有他们对各种卫生间用品的意见。还有为了从老年人的儿女或者照顾

老年人的工作人员的观点来了解老年人，也为了获得他们对老年人的卫生间用品的

想法。 

1.3.3 现有产品调查 

我去了家居用品商店、卫生间用品专卖店和医疗用品商店调查市场上的现有产

品。这是为了去调查市场上已有什么样的产品可以让人购买，也为了了解市场上已

经有在卖哪些老年人的卫生间用品。除了去商店看现有产品，我还在访谈的地方去

观察老年人每天在使用的卫生间。 

1.4 论文正文内容概况 

论文第二章对目标人群做了介绍，其中包括对世界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分

析，以及这些新时代老年人的特征，也对老年人的感官变化和身体活动限制进行分

析。通过了了解这些现状更进一步了解目标人群，同时也可看出老年人用品市场的

巨大潜力。 

论文第三章通过调查和分析市场上的现有产品，了解卫生间用品。以及更了解

在市场上的老年人卫生间用品，而从中找出潜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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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第四章是对目标人群的调查，通过实地考察，访谈老年人以及访谈老年人

的子女和护理人员，从而分析他们对各种卫生间用品的意见和要求，了解老年人的

习惯，了解他们日常使用卫生间时所发生的问题和意外，以及寻找他们对卫生间用

品潜在的需求。然后，从中定下设计定位。 

论文第五章是关于定下设计方向为卫生马桶后，通过分析老年人使用维生马同

时所遇见的问题，老年人使用维生马同时发生过的意外，老年人对卫生马桶的需求

和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卫生马桶，来决定设计思路，然后决定了最终产品的设计方向

为带有斜度的卫生马桶。 

论文第六章通过其他研究者和设计师的研究结果来分析向前斜着坐的好处。还

有，为了证明带有斜度的马桶是否真的有利于辅助老年人从马桶起身，而做了试验。

从试验得到的意见和反馈来改善设计方案。 

论文第七章是方案设计阶段，定下最终方案以及模型制作。方案设计阶段包括

草图和小的造型草模。通过软件建模对最终方案作细节设计，作出了一比一的造型

草模。最终自己制作展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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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设计背景介绍 

2.1 目标人群 

2.1.1 为什么世界人口在老龄化？ 

现在世界上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总人口多于俄罗斯、日本、法国、德国和澳大

利亚的人口加起来。在历史上，65 岁以上的人口总数将会是第一次多于 5 岁以下的

人口总数。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为： 

（1）预计寿命的增加 

因为食物营养、卫生设备、医疗护理、健康护理、教育和经济上的康乐的改进，

现在的人比我们的祖先可以活的更久。2010－2015 年，发达国家的预计寿命为 78

岁，发展中国家的预计寿命为 68 岁。根据预计，发达国家在 2045－2050 年的预计

寿命会提高到 83 岁，而发展中国家年的预计寿命会提高到 74 岁。 

（2）出生率的降低 

年轻人的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有比例的下降导致老年人口的人数自动上升。 

（3）死亡率的降低 

医疗护理和医疗服务的改进，以及更好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降低了死亡率。心脏

病和癌症是导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在 2007 年因心脏病和癌症而死亡的人数占所有

死亡人数的近一半。 

2.1.2 人口老龄化的膨胀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计，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全球的所有地区将会经历人口

老龄化。在 1950 年，世界上有多于 2.05 亿的 60 岁以上的人口，为世界总人口的

8％。在 2012 年，世界上有 8.05 亿的 60 岁以上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11.5％。

预计 2050 年，60 岁以上的人口会达到 20 亿人，为世界总人口的 22％；而年龄在

65 岁及以上的世界人口的人数将会增加一倍以上，成为全球人口的 16.2％。 

现在日本是全世界具有最多老年人的国家，60 岁以上的日本人口为全国人口的

27％；预计 2050 年，日本老年人口的人数会上升为全国人口的 44％。中国也将看

到它的老年人的人数从 1.73 亿人增长到 4.3 亿人，而印度是从 6.2 千万人到 2.4 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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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老年人口的特征 

预期寿命的增加，以及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使我们能够活跃的度过  20％至

25％的退休生活。而且，根据今天的身体和智力活跃的年轻一代的人，可预测未来

的老年人口会有更好的教育、更健康和更有文化修养的，他们也会是更挑剔、更有

眼力的消费者。 

这些不久的将来的老人会有所不同，他们会比上代的老年人享受更长的生命，

以及更健康和更积极的生活方式。当这些新一代的老年人开始体会身体和感官能力

的下降，他们将会要求能够帮助他们保持积极的生活方式和活动产品和服务。最重

要的是，他们会对可以帮助他们维护自己宝贵的独立的产品和服务有要求和响应。 

2.1.4 银发市场 

老年人市场被称为“银发市场”，老年人消费市场的发展趋势是非常明确的。

人们渐渐变老，人口老龄化的人数每天都在增长。因此，对能够满足这些老年人的

需要和欲望的产品的需求也会随着增长。他们将需求适合老人的身体特征和生活方

式的偏好的产品，以及能够辅助维持他们的独立和自尊的产品。由于老年人消费市

场容量在日益增长，以及他们稳定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意识到这个

“银发市场”的重要性和潜力。从来主要只面向青年的产品战略，这样的传统想法

也开始有转变。产品开始变的长者友善，也开始容纳老年人的身体和感官能力的下

降。 

2.2 年龄与能力：感官变化 

2.2.1 灵敏性的衰退 

在我们的一生中，渐渐地，我们所有的感官的灵敏性，味觉、触觉、视觉、嗅

觉和听觉，都会正常地自然衰退。当我们变老时，多数的人都会开始有了某一些感

官障碍，以视觉感官障碍为最常见的。近一半的视力损伤者和盲者是老年人，并且

许多听力障碍者也是老年人。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把老年和残疾链接起来，这是

因为残疾可能会发生在所有年龄的阶段，即便是年轻的。有一些人在生命的早期就

开始发展视力或听力问题，而其他人可以很好的保持这些感官能力到他们后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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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不过，得到身体健康问题和身体机能障碍的可能性确实会随着年龄变高。根据

美国的普查数据的统计，多于 29％的 65 岁以上的美国人有某种形式的身体障碍。 

2.2.2 视力 

根据统计，视力障碍为限制 65 岁以上的人的日常生活活动的第四大健康状况，

而在其之前的三大状况为骨科障碍、关节炎和心脏病。视力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而变，不过因为这个变化是长期渐变的，大多数的人不会注意到视力变化的发生。

在老龄时，我们会体验一种以上的视觉变化。 

老年人的眼睛对眩光会变的更敏感。室内的强光，如，直接照明的强光和从光

亮的地板、墙壁和窗户反射的强光，会使老年人在室内行动有困难。而户外强光，

如，车辆头灯和街灯，会使老年人难在晚上开车。他们的眼睛也会变的难以适应光

明和黑暗，视力敏锐度也会变低，眼睛反应时间也会成倍延长。还有，对老年人的

眼睛来说，用白炽灯会优于荧光灯。 

老年人的眼睛还会难以分辨各种颜色的深浅。对于老年人，在家里使用暖的对

比色，如，黄色、红色和橘色，会使他们更容易分出东西，也会使他们更容易进行

他们的日常生活。 

老年人在看书、做饭和开车等活动时，与年轻人来比需要更大的照明，60 岁的

人所需的光线是 20 随人的 5－6 倍。不够亮的照明可能会导致感知信息准确性有错

误。除了需要更大的照明之外，年龄为 55 岁以上的人，大部分在看书或者看比较近

的东西的时候，还需要戴远视眼镜。这是因为他们的眼睛变远视，难以聚焦比较近

的东西。 

为了让老年人能够更方便阅读，视觉效果需要用大的高品质打印，不能全部使

用大写字母，也不要用长的句子。对于纸，应该用粉嫩纸，不要用光泽。打印时，

最好是用黑墨打印在白色或者黄色纸张。 

2.2.3 听力 

听觉能力也同样会会随着我们的年龄而变差。听力减退常会从我们年轻的时候

开始，不过到了 50 或者 60 岁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它。在我们便老时，我们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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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体验到听力敏锐度变低。我们的耳朵还会更难以检测到声音，尤其是高频声

音，也难指出声音的来源。聊天的时候，也会发现听和理解谈话的能力变差。 

因此，当我们要与听力不好的老年人讲话的时候，我们需要先让他们注意到我

们，然后到比较安静的地方聊天。讲话的时候，用正常的声调和简单的词语，说话

不需要喊，只需要更清楚和明确的说。讲话时，也要面朝着对方，为了让他们能够

看到和能读我们的嘴唇，也可以用手势和面部表情来表现意识。 

2.2.4 触觉 

当人变老时，而感官信息变得越来越有限，触觉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收集环境

信息的手段。我们有三种方式可以通过触觉来收到环境线索，这三种方式为触觉灵

敏性、压力敏感性和热敏感性。因年龄的增加，我们感觉物体和表面的触觉能力会

下降，触觉感知形式、纹理和形状的能力也会减少。除了触觉灵敏性的降低之外，

我们的压力敏感性也会减低。感测压力和振动，将会变得更困难的。还有，我们感

热和冷的能力也将随着我们的年龄而下降。因此，我们会对危险的极端温度变得不

那么敏感，使用热的澡水、散热器、烤箱和冰柜等要更加小心。 

最显着的触觉变化发生在脚上，而从脚上去的其他身体部位的触觉变化不会是

那么明显。脚上的触觉下降增加了坠落和绊倒的危险性。而手上的触觉下降经常会

导致东西掉下。 

2.3 年龄与能力：身体活动限制 

2.3.1 身体活动限制 

日常生活的所有活动，无论是洗澡、穿衣服、上厕所、吃饭等等，都需要某种

形式的身体活动，例如，走、坐、抓、举起、伸手和弯腰。我们执行这些动作的能

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这些身体活动限制会影响我们做日常生活活动的能力

和独立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关节的赌头会发生变化。由衰老导致的变化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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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高降低，这是因为躯干和脊柱缩短以及足弓变不明显，与 20 岁的时候相比

身身高可能会矮 5%－6％。 

（2）因关节变不易弯曲，使身体运动范围减少。移动关节时，也会变得更加痛苦。 

（3）骨头变易碎，也更容易折断。 

（4）身体姿势可能会变弯曲，膝盖及髋也变屈曲。颈还可能会变倾斜，肩可能会变

窄，而骨盆变的更宽。 

（5）动作变慢，也可能会变得更有限。步态会变的更慢更短。步行可能会变不稳，

走路时更少摆臂。老年人还会更容易变疲倦，也有更少的力量。 

（6）肌肉质量的损失使力量减少。因此，老年人的手部力量会减少约 16%-40%,臂

力降低约 50％，腿部力量也会减少约 35％。 

2.4 年龄与能力：跌倒与意外损伤 

2.4.1 平衡 

当老年人经验感官损伤以及身材和空间定向的变化时，他们往往会更容易失去

平衡，然后导致成跌倒和意外损伤。同时，视觉损失、听力障碍、骨质疏松症等等

状况的复杂组合，再加上药物的使用，这些都会趋于老年人失去平衡而跌倒的机会。

老年人还可能会因没察觉到，而更迟钝的注意到危险的环境状况，然后造成意外损

伤。 

2.4.2 跌倒 

跌倒是环境需求和姿势能力之间的不匹配而造成的。虽然不管年龄有多大的人

随时都可能会跌倒，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跌倒是必要关注的忧虑。这是因为，与

年龄相关的身体变化会使老年人跌倒时，可能会有更严重的伤害，以及引导更危险

的后果。步态的变化和不稳定，再加上平衡缺失，导致了跌倒，并且让老年人受伤

的风险增加。 

意外事故是导致 65 岁以上的人死亡的第 6 大原因，而跌倒为意外事故的主要因

素。因跌倒意外受伤而住院的常见受伤状况为髋部骨折。导致跌倒的活动大部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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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跟椅子、床和厕所有关。我们可以通过能够提供适当的辅助的产品和空间的设计，

为老年人的安全作出贡献。我们可以按照如下的一些要点来预防老年人跌倒： 

（1）家里应该有足够的照明设备，避免黑暗的地方。 

（2）若是老年人有视力障碍，如，远视眼睛、白内障、青光眼或者眼睛看不清，应

该及时去看医生。 

（3）避免不平的地面。如果有楼梯，一定要配上结实的扶手杆。 

（4）卫生间里的地面必须是防滑的，应该在墙上装配扶手杆，也要避免走在湿湿的

或者积水的地面。 

（5）不要在家里的地面上放任何阻挡的物体。也不要在楼梯、通道和床边摆放地毯

或者布，因为这可能会让老年人滑倒。 

（6）老年人从躺下的状态起身时，需要慢慢地起来，若是突然起来可能会晕头和失

衡。 

（7）老年人不要穿会滑的拖鞋，拖鞋的鞋底必须是防滑的。 

（8）若是使用了粘液丸、安眠药以及控制血压药物，坐下或者起来时要更加小心。 

（9）为了身体健康，老年人要经常做轻运动，也要保持去年度体检。 

2.5 老年人的居住安排 

2.5.1 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的对比 

虽然在发达国家最常见的居住安排是老年人与子女分开居住的，但是在发展中

国家绝大多数的老年人是与子女同住的。根据统计，在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大约 75％

是跟子女或者孙子孙女同居的。相比之下，在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只有大概 25％是与

子女或者孙子孙女同居的。在较发达的地区，大概四分之一的老年人是独自居住生

活的，但在较落后的地区却是少于 10％。在较发达国家的老年人通常会在生命中遇

到“空巢”的阶段。在这些国家中，在这些国家中，老年人年龄增长从六十年代到

七十年代时，他们最小的孩子也会长大以及变成熟，然后也会离开家，这会使老年

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大幅地下降。相形之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年龄较大的老年

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仍然还很高。由此可见，这些老年人是终身与至少一个孩子共

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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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按主要地区分列的老年人生活安排情况（60 岁和以上的人口） 

 

 

 

图 2.2 较发达区域和较不发达区域的老年人生活安排情况（60 岁和以上的人口） 

 



11 

 

2.5.2养老院生活 

在许多发达国家，养老院已成为无法独立地照顾自己或者那些需要专门的医疗

服务的老年人的一种选择。在大多数的国家，在养老院生活的女性老年人是高于男

性老年人。这个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女性变成丧偶的可能性更大。不过，实际上未

婚老年男性跟未婚女性比起来是更有可能会生活在一个养老院。 

2.5.3 未来趋势 

现在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是有一种普遍的趋势，老年人会趋向于独立生活的居住

安排形式。生活在经济发达的国家的老年人普遍倾向于独居或与配偶同居的趋势，

而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同样如此。具有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有较少与孩

子共同居住的老年人。国家的发展水平解释了在世界各地的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差异。

这表明，随着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因生育率下降而导致数量较少的后代，

在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也会的更接近于那些较发达的国家的。不过，在

一些国家中，文化的因素可能还会持续地影响老年人的居住安排。 

2.6 本章小结 

由于现在的技术和医疗保健的促进，以及教育和经济状况的进步，现代的人能

活的更长久，这引致了世界人口老龄化。这些新时代的老年人会与过去的老年人有

不同的特征。这些老年人将会想要继续享受他们的独立并活跃的生活方式。同时，

根据老年人居住安排未来趋势的预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自己或者与他们的另一

半独立地住。因此，由于以上的现状和趋势，老年人将会要求能够维持他们的活跃

的生活方式和独立性，以及能够容纳他们衰落的身体和感官能力的产品。总之，从

本章的资料分析可看出老年人用品市场是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尤其是有利于辅助

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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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现有产品介绍 

3.1 卫生间 

当谈到决定在家里的哪个房间是最重要的，很多人会争辩说他们花最大量的时

间在卧室、客厅或者厨房，所以那些房间就是在家里比较重要的空间。不过，其实

还有一个房间是比那些房间更为重要和实用。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个房间，家里根

本就不会是好的居住地方。这个房间就是卫生间。我们每天都要上卫生间，它甚至

可能是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个要去的地方，也是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去的地

方。近期在印度，很多新娘开始坚持要求，如果新郎的家没有卫生间，她们绝对不

会嫁过去。卫生间不仅是处理个人卫生的房间，它还是我们忙碌的世界与个人的隐

私的最后的边界。在通讯如此先进的现在世界上，我们很少有自己的时间；但是，

在卫生间紧闭的门后，我们可以找到安宁和平静。 

3.2 浴盆 

3.2.1 独立式浴盆(Freestanding tubs) 

在 19 世纪中期，几乎每一个家庭的浴缸都是是一个独立式的。到了 1900 年代

中期，使用独立式浴缸的趋势降低。不过，在近年来独立式浴缸又变时尚了，消费

者也愿意为了要享受独立浴缸的优雅和浪漫感，而支付较高的价钱。独立式浴缸的

优点为易于安装、便于维护和给卫生间增添了优雅感。独立式浴缸的类型包括： 

（1）四脚式浴盆(Claw-foot tubs) 

四爪浴缸的造型通常是带有卷边的椭圆形。低下还有四个“脚”，为了支撑上

面的浴池，这些“脚”通常是金属的。 

（2）基座式浴盆(Pedestal tubs) 

基座式浴盆是由基座而不是“脚”来支撑上面的浴盆。这些基座一般是以木为

材料，但也可以用其它能够支撑上面浴盆的材料。 

（3）浴缸(Soaking tubs) 

浴缸有各种各样的大小和形状。它们是能直接安装在地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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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独立式浴缸：四脚式浴盆，基座式浴盆，浴缸 

3.2.2嵌入式浴缸(Built-in tubs) 

在 20 世纪开始时，建筑商开始推出了嵌入式浴缸浴。这些嵌入式浴缸很快就比

独立式浴盆更受欢迎。其原因是因为，嵌入式浴缸是比更同类的独立式浴盆便宜，

还更有效地利用空间。嵌入式浴缸的类型包括： 

（1）壁龛式浴缸(Alcove tubs) 

壁龛浴缸的周围三面为墙壁，这使它适合于安装扶手和护栏。壁龛浴缸通常供

应壁挂式水龙头，而排水管也会通常与水龙头在同一边。此外，许多壁龛浴缸是浴

缸和淋浴组合式的浴盆。 

（2）插入式浴缸(Drop-in tubs) 

插入式浴缸安装在凸起的平台或着甲板，有些为了让使用者容易进出浴缸还会

有阶梯。这些插入式浴缸要配浴盆上安装的水龙头。 

 

 

图 3.2 嵌入式浴缸浴：壁龛式浴缸，插入式浴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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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沉埋式浴缸(Sunken tubs) 

沉埋式浴缸适合安装在有很多空间的卫生间。沉埋式浴缸是安装在地板上的，

使用时能直接走下去。这种浴缸带有豪华和浪漫感，沉埋式浴缸在 1970 年代很受欢

迎。现代版本的沉埋式浴缸安装时不再与地面齐平，而经常会稍微比地板太高一点，

有时候甚至会安装在平台上。 

 

 

图 3.3 沉埋式浴缸 

3.2.4涡旋浴池与按摩浴缸(Whirlpool and spa tubs) 

涡旋浴池与按摩浴缸指通过使用静态水和涡旋喷嘴的功能来按摩身体的浴盆。

在 1980 年代，涡旋浴池与按摩浴缸在一个设备齐全的浴室是必有的。不过，在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早期时，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很少使用这些浴缸，因此这个

趋势就下降了。它们很少使用涡旋浴池与按摩浴缸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浴缸需要用很

多热水，也是因为生长细菌的问题。如今，现在的技术已经能解决这些问题。 

 

 

 

图 3.4 涡旋浴池与按摩浴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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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浴盆的尺寸以及材料 

现在的浴缸几乎制造了所有可以想象的形状和大小。标准浴缸的大小可从

750x1500 毫米到 900x1800 毫米。涡旋浴池可以是 1050x1050 毫米或更大。 

浴盆的材料会影响到其的外观、形状、耐用性和价格。浴缸的材料有从铸铁到

瓷、亚克力、玻璃纤维、石材、金属、木材和玻璃。 

3.3 淋浴 

3.3.1 预制淋浴房(Prefab showers) 

预制淋浴房是用玻璃、玻璃纤维或者亚克力来围栏的洗澡空间。淋浴房有两个

基本的品种为有框和无框的。有框的淋浴房是比较坚固、比较合算，还比较易于安

装。但无框的淋浴房比较受人喜爱，因为看起来更简洁又优雅。淋浴房的形状是其

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淋浴间的主要形状包括：圆弧型、长弧形、方形、长方形。 

 

 

 

图 3.5 预制淋浴房 

3.3.2 浴缸和淋浴的组合(Shower and bath combinations) 

浴缸和淋浴的组合是很受人欢迎，因为在一个空间是一举两得。它们不但拥有

美的外观，还很实用，大部分也是比较便宜。浴缸和淋浴的组合由浴缸、围栏以及

浴缸和淋浴的配件组成的。浴缸和淋浴的组合还会配上整个玻璃围栏、玻璃屏或者

浴帘。浴缸和淋浴的组合所靠近的墙壁必须要用耐水性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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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浴缸和淋浴的组合 

3.3.3 浴室(Wet rooms) 

浴室是开放式的卫生间设计，整个空间是可以接触到水的。地板需要调高为了

容纳废物管道，还要稍微倾斜向位于中心的排水管。淋浴区是开放的，是无障碍的

空间，能易于行动。为了安全，浴室的地板应该是防滑的。 

 

 

图 3.7 浴室 

3.3.4 蒸气淋浴(Steam showers) 

蒸气淋浴有产生加温雾气的蒸汽发生器，以及让使用者自由调整蒸汽的温度和

流速的控制设备。蒸气淋浴提供了桑拿房的益处和豪华淋浴的乐趣。蒸气 

淋浴的围栏是完全密封的，为了不让卫生间接触多余的热量和湿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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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蒸气淋浴 

3.3.5 淋浴盆(Shower trays) 

淋浴盆有时候被叫为底盘。这些淋浴盆是许多淋浴房的基础，也是决定淋浴房

的大小和形状的因素。淋浴盆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和大小，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材料

来制造，例如，压克力、玻璃、陶瓷、木材和石头。 

 

 

图 3.9 淋浴盆 

3.3.6 莲蓬头(Showerheads) 

现在在市场上有很多种类的莲蓬头，让消费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购买。莲

蓬头的大小的范围是直径从 100 毫米到 600 毫米的。莲蓬头的种类包括：手持淋浴

喷头 (Handheld showerheads)、多功能淋浴喷头(Multifunction showerheads)、雨

林喷头(Rain showers)、瀑布花洒(Waterfall showers)、壁挂式淋浴喷头(Wall-hung 

showerheads)、多头式淋浴喷头(Multi-head showers)和淋浴屏(Shower t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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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莲蓬头 

3.4 洗脸盆 

3.4.1 立柱式洗脸盆(Pedestal sinks) 

虽然立柱式洗脸盆表面上看起来是独立式的，但实际上它是安装到墙壁上的。

虽然立柱式洗脸盆有柱形的底部，这只不过是为了视觉上屏蔽管道的作用。它们高

度是在从 800 毫米至 900 毫米的范围。 

 

 

图 3.11 柱式洗脸盆 

3.4.2 壁挂式洗脸盆(Wall-hung sinks) 

壁挂式洗脸盆指安装在墙壁上的洗脸盆，这种洗脸盆在近几年来很受人欢迎。

他们可以按照任何的高度来安装。孩子和轮椅使用者的洗脸盆应该高于地板 750 毫

米，而普通成年人的洗脸盆应该高于地板 90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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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壁挂式洗脸盆 

3.4.3 台式洗脸盆(Vanity-mounted sinks) 

台式洗脸盆指嵌于柜橱或者其他化妆台面的洗脸盆。台式洗脸盆结合了柜台的

空间和存储作用。 

 

图 3.13 台式洗脸盆 

3.4.4 容器式洗脸盆(Vessel sinks) 

容器式洗脸盆指台上盆的台式洗脸盆。大部分的容器式洗脸盆的直径为 380 毫

米到 500 毫米，高度为 120 毫米到 150 毫米。 

 

图 3.14 容器式洗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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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双人式洗脸盆(Double sinks) 

双人式洗脸盆指两个同样的洗脸盆肩并肩地安装在一起。为了让两个人能够舒

适地同时使用两个洗脸盆，两盆之间应该有至少 75 毫米的距离，这个距离是从一个

盆的中心到另外一盆的中心的距离。 

 

 

图 3.15 双人式洗脸盆 

3.4.6 洗脸盆的材料 

洗脸盆可用许多的材料来制造，从最常见的材料瓷，到玻璃、不锈钢、石材、

木材和大理石。 

3.5 坐便器 

3.5.1 分体式马桶(Two-piece toilets) 

分体式马桶由底座和水箱而组成，安装时用螺丝和密封圈来连接底座和水箱。

马桶的标准高度为 380 毫米到 390 毫米。 

 

图 3.16 分体式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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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壁挂式马桶(Wall-hung toilets) 

壁挂式马桶是安装在墙壁上，而不是安装在地面上的。壁挂式马桶可以根据需

求的高度来安装。 

 

 

图 3.17 壁挂式马桶 

3.5.3 连体式马桶(One-piece toilets) 

连体式马桶是一体成型的马桶，其与壁挂式马桶有相似，但是安装在地面上的。 

 

 

图 3.18 连体式马桶 

3.5.4 蹲式马桶(Squat toilets) 

使用蹲式马桶时必须要蹲着，而不能坐着。蹲式马桶有几种类型的，其可大致

分为两种类型：嵌于地面的和在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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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蹲式马桶 

3.5.4 智能马桶 

智能马桶在近几年很流行，智能码通有许多的功能，其中包括温水洗净、暖风

干燥、保温便盖、智能除臭、自动冲水、盖自动开关、智能检查身体健康情况等等。 

 

 

图 3.20 智能马桶 

3.5.5 材料 

大部分的马桶的材料为瓷，不过马桶的座圈和盖可能采用其它材料，如，塑料

和木材。 

3.6 其他配件 

卫生间里的其它产品包括：毛巾架、毛巾环、浴架、肥皂盒、皂液器、壁挂式

牙刷架、壁挂式卫生纸卷存储、镜子、挂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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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其它的卫生间用品 

 

3.7 市场上现有的老年人卫生间用品 

在市场上，为老年人设计的卫生间用品还不是很多，以及这些产品其实都是比

较专对残疾人使用的。主要的现有产品包括：洗澡椅子、扶手、坐便器用扶手、坐

便器增高垫、座椅移动马桶。 

 

 

图 3.22 市场上的老年人卫生间用品 

3.8 扶手 

3.8.1 扶手的作用 

在马桶旁边安装的扶手有辅助坐在轮椅上的人从轮椅搬到马桶的作用。同时，

扶手还辅助坐下困难、坐着时有平衡问题和从坐的状态起来困难的人。地板到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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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扶手有利于辅助人从床上或者椅子上起来，以及移动时可以帮助在辅助的护理

人员。 

3.8.2 扶手的安装位置 

扶手主要安装在 3 个位置，包括垂直扶手、横向扶手和倾斜扶手。垂直扶手有

帮助于站着的时候的平衡。横向扶手在坐下或起来时提供援助,以及在滑倒或跌倒时

可以抓住。倾斜扶手让人从坐着的姿势更容易拉自己起身。 

 

 

图 3.23 扶手主要的安装位置 

3.9 本章小结 

卫生间里有多种多样的产品，我去了家居用品商店、卫生间用品专卖店和医疗

用品商店调查市场上的现有产品。这是为了去调查市场上已有什么样的产品可以让

人购买，也为了了解市场上已经有在卖哪些老年人的卫生间用品。在市场上，为老

年人设计的卫生间用品还不是很多，在网路上有更多，以及这些产品其实都是比较

专对残疾人或者无法照顾自己的人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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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目标人群的调查与分析 

4.1 调研的目的及方法 

4.1.1 研究的目的 

本次调研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了解老年人日常使用的卫生间的实际现状。同时，

也是为了更了解他们在卫生间里使用什么样的产品，他们使用卫生间时的习惯，他

们的对各种卫生间产品的喜爱，他们使用卫生间时的心理感想，他们使用卫生间时

的问题，以及他们对各种卫生间用品的意见。然后，再从调研的结果找出老年人对

卫生间用品的需求。这次研究是为了通过目标人群的角度来了解他们使用卫生间和

卫生间用品的现状。 

4.1.2 研究的方法 

研究的方法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实地考察，在曼谷大城俯（Ayuddhaya）的

老年人的健康之城项目（Wellness City）考察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房子。第二种为

目标人群访谈，通过访谈住在泰国曼谷的 Bangkae 养老院的老年人，以及观察他们

日常使用的卫生间的真实现状。另一种为目标人群的家属及护理人员的访谈，为了

再进一步了解老年人，也为了了解这些人对老年人卫生间用品的需求、意见和建议。 

4.2 实地考察分析 

Wellness City 老年人的健康之城项目是专门为退休后的老年人设计房子的房地

产项目。在项目当中他们还有为老年人安排各种适合老年龄的人的活动，为了促进

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以及促进他们过活跃的日常生活。 

在此项目里的房子主要是非阻隔式的房子，房子是单层房子，无论房外或 

房内都没有楼梯为了允许坐轮椅的人容易行动，门也是为了轮椅进出方便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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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房子的门宽。 

 

 

 

 

 

 

 

 

图 4.1 Wellness City 老年人的健康之城项目里的房子 

4.3 目标人群的访谈 

4.3.1 访谈的结果 

表 4.1 目标人群访谈的结果 

种类 类型 意见 问题 意外 

坐

便器 

 

✓方便 

✓舒服 

✕如果要跟很

多人一起用会觉得

不干净 

(1) 难坐下和

起来，不过如果有

扶手会更方便。 

 

(2) 老年人觉

得现在产品的质量

(1) 晚上起来

去上厕所的时候，

没有把卫生间的灯

打开，因为觉得很

熟悉，不需要开

灯。但是，坐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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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 

✓舒服 

✓整洁 

✕如果要跟很

多人一起用会觉得

不干净 

没以前好。 

 

(3) 冲水有问

题。 

 

(4) 马桶的座

圈不够坚定，容易

破坏。   

 

(5) 马桶的水

箱常出问题。 

 

(6) 马桶的冲

水的按钮设备容易

坏。   

 

(7) 马桶的盖

使坐上马桶的时候

不太舒服，不能靠

背，只能向前弯曲

着坐。 

 

(8) 马桶容易

坏。 

桶的时候，因太暗

看不见，所以没坐

上马桶，屁股撞

地。 

 

(2) 破的马桶

座圈夹到屁股 。 

 

(3) 用马桶时

昏倒。   

 

✓  如果要跟

很多人一起用会觉

得比较干净 

✕不能蹲着坐 

✕对膝盖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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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目标人群访谈的结果 

种

类 
类型 意见 问题 意外 

洗

澡 

 

✕难以进出，

可能会跌倒 

✕有的老年人

不喜欢用洗澡盆 

(1) 洗澡时，

地上会很滑 

 

(2)   洗 澡

时，要很小心，怕

会滑倒。 

 

(3) 需要常常

擦洗地板，把地面

弄干，为了以防滑

倒。 

 

(4) 在用肥皂

的时候，肥皂会使

不够粗的地面变

滑。 

 

(5) 有的老年

人更喜欢使从水缸

用洗澡碗装水来洗

澡。 

(1) 清洁的时

候滑倒了，撞到肩

膀。 

 

(2) 跌倒后，

头倒进洗澡盆里。 

 

(3) 因脚卡到

防滑毯，所以被绊

倒。 

 

 

✓洗澡时，水

不会喷到外面 

✓喜欢用林玉

莲蓬头洗澡 

✓喜欢用可拿

在手上的淋浴莲蓬

头 

✕淋浴房的空

间太窄 

✕有的老年人

不知道洗澡房是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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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广泛打

开，觉得舒服 

✓喜欢用淋浴

莲蓬头洗澡 

✓喜欢用可拿

在手上的淋浴莲蓬

头 

✕地面滑 

表 4.3 目标人群访谈的结果 

种

类 
类型 意见 问题 意外 

洗

脸盆 

 

 (1) 洗脸或者

洗手时，水会洒到

地上，尤其是比较

小的洗脸盆。 

(1) 用洗脸盆

时，头撞上安装在

洗脸盆上方的架

子。 

 

✓利于坐轮椅

的人使用 

✓可以以自己

想要的高度安装 

✓方便 

 

✓存放东西的

地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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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老年人

觉得有点奇怪 

✕麻烦 

 

表 4.4 目标人群访谈的结果 

种类 类型 意见 问题 意外 

洗

澡用的

椅子 

 

✓对站不起来

或者不能站久的人

很有帮助 

✓需要坐轮椅

的老年人很喜欢 

✕觉得坐下来

洗澡会洗不干净 

✕有的人觉得

坐下洗澡不方便 

✕阻 挡 、 阻

碍，占用过多的空

间，尤其如果放在

较小的卫生间里 

✕不太坚定 

✕坐下后难起

来 

(1) 大部分的

老年人觉得洗澡用

的椅子只是为了病

人和已经不能照顾

自己的老年人来

用。他们觉得如果

还健康就没必要。 

 

(2) 伤老年人

的自尊心。 

 

(3) 因接受访

谈的老年人虽然年

纪老，但他们在日

常生活中还能独立

的过，也还能照顾

自己。所以，他们

不太喜欢用洗澡用

的椅子。 

 

(1) 站 起 来

时，椅子滑了，导

致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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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些老年

人觉得坐下来洗澡

代表要有别人帮他

们洗澡，觉得很像

小孩子。 

扶

手 

 

✓方便 

✓安全 

✓用 卫 生 间

时，很有帮助 

✕不锈钢扶手

光滑的面，使用它

俯身的时候手会滑 

(1) 很多老年

人滑倒或者跌倒的

时候，头部或者身

体撞上了扶手。 

 

防

滑毯 

 

✓防滑 

✕需要常常清

洁 

 

(1) 要常常清

洁，要不然有青

苔；青苔会使防滑

毯变滑。 

 

(1) 因脚卡到

防滑毯，所以被绊

倒。 

4.3.2 访谈结果的总结 

从访谈的结果可知老年人喜欢广泛的卫生间，老年人觉得他们需要空间大的卫

生间，方便于转身、使用的更舒服。卫生间的地面要干的，地面也要用防滑的材料。

他们喜欢坚定的产品，以及能够容易清洁、材料好和质量好的产品，老年人觉得现

在产品的质量没有他们年轻时那么好。老年人不喜欢窄小的卫生间，也不喜欢在卫

生间地上放太多东西，如，毛巾架、晾衣架等等，他们比较喜欢挂墙式的，他们觉

得这些用品不应该放在地上的。老年人喜欢舒服眼睛的颜色的卫生间用品，如， 蓝

色、绿色和白色。他们喜欢的产品造型为圆形和椭圆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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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按钮设备也很重要，因为使用卫生间时，老年人最怕的是如果在卫生间里

发生意外，会没有即时被急救。他们也担心如果在卫生间里跌倒、昏倒或滑倒时，

头部或者身体上的其他位置会撞到卫生间用品。他们怕跌倒了会变瘫痪。这也使他

们上卫生间时，不敢锁门。在访谈中老年人都会提到很多老年人因在卫生间里发生

意外而死亡，他们说有的人是因为滑倒、有的人头倒进洗澡盆里、有的人是在卫生

间里昏倒，然后没有即时获到急救而死亡。大部分的老年人觉得如果要安全地使用

卫生间，就要小心、谨慎、要明智及不能粗心。 

图 4.2 Bangkae 养老院的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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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到泰国曼谷的 Bangkae 养老院做目标人群访谈 

4.4 目标人群家属和护理人员访谈结果的总结 

目标人群家属和护理人说老年人可分成 3 种：能照顾自己，不能照顾自己和需

要一些帮忙但还能照顾自己。他们也说很多老年人在卫生间里发生意外而死亡，所

以他们认为市场上很需要老年人的卫生间用品，为了提高老年人使用卫生间时的安

全性和舒适性。 

对于老年人的习惯，老年人的家属说如果老年人还是可以自己走路、自己独立

过日常生活，他们会不太接受或者使用辅助设备，而且老年人还会不想麻烦子女。

老年认的家属觉得老年人很自豪，他们想要表现自己还能独立过日常生活，不想要

接受帮忙。有一位老年人的女儿说，她要偷偷地把椅子排成一条，为了让她的老年

父母要走到卫生间时可以靠椅背做为扶手。她本来买了手杖给他们用，但他们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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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她就要这么做为了不让他们觉得他们是在受到别人的帮助，保护他们的自尊

心和自豪。 

老年人的家属和护理人员说老年人不太喜欢，也不太接受大的改变。如果要给

他设计新的产品尽量不要影响他们的生活习惯，如果有什么改变最好是与本来相识，

要让他们能容易习惯。 

老年人上卫生间的时候，子女会在卫生间门前监督，怕他们会在里面昏倒或者

发生什么意外回来不及急救担心。黑暗的卫生间、湿的地面、不平的地面和晚上上

卫生间的安全问题，也是让老年人的家属和护理人员很担心的问题。 

老年人的家属和护理人员觉得老年人卫生间用品的造型最好是圆形，不要方方

的。他们也要求产品要能容易清洁。 

他们觉得泰国将会成为人退休后的养老中心，因为在泰国有好的医院和好的设

施。他们觉得老年人的卫生间用品也将会有很大的市场，也有很大的要求。 

4.5 本章小结 

总之，通过前期的阅读资料和现有产品调查，以及这次的调研访谈，我有了 3

个设计方向为卫生马桶、淋浴房和卫生间的安全设备。最后，我从中定下了设计方

向定位为卫生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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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设计初步 

5.1 设计思路的概括 

5.1.1 分析思路 

 

 

图 5.1 分析思路 

我的设计思路是先从有关马桶的各种角度来入手，首先要先分析老年人使用卫

生马桶时所遇见的问题、老年人使用卫生马桶时发生过的意外、老年人对卫生马桶

的需求和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卫生马桶。以这些为出发点开始进行，然后再分析解决

这些问题和阻止意外发生的方法。最后再设计出几个设计思路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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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老年人使用卫生马桶时所遇到的问题 

根据目标人群的访谈和调研发现了老年人使用卫生马桶时所遇见的各种问题。

老年人觉得现在的产品的质量没有以前好。他们通常遇见的问题是冲水问题，包括

难按下的冲水按钮设备、冲水按钮的设备容易坏和水箱常出问题。马桶的座圈也不

够坚定，容易破坏。对老年人来说，马桶还难以坐下和起来。坐在马桶上的时候也

不太舒服，有些马桶还不能靠背，只能向前弯曲着坐。还有，当老年人在卫生间里

跌倒、昏倒或滑倒时，头部或者身体上的其它部位可能会撞到马桶，使他们受伤的

更严重。 

5.1.3 老年人使用卫生马桶时发生过的意外 

每年许多老年人在卫生间里发生意外而死亡或变残疾。通过访谈，老年人说到

了自己在使用马桶时发生过的意外。有一位老年人说，她晚上起来上厕所时，因为

觉得是自己很熟悉的环境，所以没有把卫生间的灯打开，直接走进卫生间里。但是，

当她将要坐上马桶时，因为卫生间里太暗看不见，坐下去的时候就没坐到马桶上，

而跌倒，屁股撞到地上。有几位老年人还提到破坏的马桶座圈夹到他们的屁股。另

外，还有一位老年人上厕所的时候昏倒了。还有，当老年发生意外时，头部或者身

体上的其它部位可能会撞到马桶，使他们受伤的更严重。 

5.1.4 老年人对卫生马桶的需求 

老年人想要方便于坐下和起来的马桶，马桶应该具有适合的高度，能舒服地靠

背，也有美的造型，以及能便于和易于清洁。为了安全，马桶也应该避免有尖的边，

马桶旁边应该有扶手。马桶座圈要坚定，不容易破坏；也想要用软的材料来做马桶

座圈和马桶盖，为了提高安全性和舒适性。 

5.1.5 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卫生马桶 

虽然老年人比较适合使用较高的马桶，不过如果马桶太高的话会让腿容易变麻，

适合老年人使用的马桶高度为 400 毫米（I. McClelland, 1982）。更宽的马桶左圈的

边也可以减少对腿的肌肉和神经的压力。更软柔的马桶左圈将减少对大腿后面的压

力和使腿不容易变麻。向着前方的厕所，卫生纸架应位于马桶的前方，领先于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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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肩膀，这样要拿卫生纸时就没有需要侧身或向后转身。这类身体运动对一个年长

的人来说是时分困难的。 

5.1.6 设计思路 

从各个方面的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找出了设计的思路。为了节省空间，让卫生

间看起来广阔，要把马桶设计为壁挂式或者连体式的马桶类型。这两个类型的马桶

是更便于清洁，尤其是壁挂式的马桶，这种类的马桶还能根据需要的高度来安装。

对于马桶的形状，因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属及护理人员都更喜欢圆形的马桶，所以设

计出的马桶都会是圆形和椭圆形的。为了提高安全性的舒适性，马桶座圈和盖子的

材料定位超级硅胶（super silicone），这种材料不仅是不会容易被弄脏及便于清洁，

若是老年人意外地撞倒马桶时，材料的软性还可以减轻他们受伤的严重性。对于老

年人，扶手是卫生间里不可缺少的辅助设备。因此，最终设计出的产品还会配上与

马桶看起来是一套的扶手。 

5.2 设计方向定位 

经过资料收集和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找出避免意外地发生、符合老年

人使用的标准和为了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我有了几个设计方向。其中包括椅子式的

马桶、带有 LED 夜灯的马桶、反方向坐的马桶以及带有斜度的马桶。 

5.3 本章小结 

对于每个人来说卫生间是一个很私密的地方，老年人也同样不会想要用卫生间

时要有人陪伴，他们也想要保护他们的独立性和自尊心。经过各种方面的思考后，

我最终选者的设计方向定位为带有斜度的马桶，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的马桶会使老

年人能够更方便和舒服地使用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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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设计研究 

图 6.1 人的脊柱 

6.1 向前斜着坐的好处 

根据丹麦医师 A.C. 曼德尔（A.C. Mandal）、挪威医师 Henry Seyfarth 和德国

人体工学师对人坐的姿态的研究，从中发现了向前斜着坐的好处。根据图 6.1 人的脊

柱，（a）为人站着的时候的脊柱形状；（c）为人坐着的时候的脊柱形状；（d）为

人向前弯曲着的时候的脊柱形状；而（b）为脊柱自然休闲位置，是我们在床上侧躺

着睡觉时的脊柱形状。这个（b）的脊柱形状使腰部肌肉松弛和均衡。较接近于（b）

的脊柱形状的坐姿可称为均衡坐姿（Balanced Seating），是一个更合适的位置，

并允许脊柱更舒适地支撑体重的位置。 

向前斜着坐使脊柱有了自然的弯曲形状，以及允许均衡坐姿（。80％的人在某

些时候将会遭受背部疼痛，向前斜着坐会保护下背，减轻下背痛，也会有利于脖子

和肩。向前斜着坐还会减轻对肺和胃的压力，这会促进呼吸，让人能呼吸的更深，

并且还会提高血液的循环。除了以上的好处之外，向前斜着坐也应该会使用户可以

更容易起身，这是因为有斜度地坐着，没有完全坐下去。为了证明向前斜着坐是否

有利于起身，我决定要做一个试验来测试这个设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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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Balans Chair 向前斜着坐的椅子设计 

6.2 向前斜着坐的马桶的测试草模制作 

图 6.3 决定测试草模的斜度 



40 

 

 

图 6.4 三个斜度的测试草模 

有很多研究者为向前斜着坐的椅子找最合适的角度做了许多的研究。一些研究

人员认为允许平衡坐姿的角度，就是 30 度到 45 度的斜度是最好的。其他的研究人

员推荐 4 度到 6 度的斜度。著名的 Balans Chair 向前斜着 15 度。主张向前斜着坐

的理论的丹麦医师 A.C. 曼德尔（A.C. Mandal），提出 15 度至 20 度的斜度是最佳

的斜度。有的设计师使用了 10 度来设计向前斜着坐的椅子。澳大利亚科学家

Margeret Catherine Graf 用 8 度的斜度来做她的研究。 

因此，为了找适合的角度，我决定做一个试验给老年人亲自体验和测试最适合

的斜度。我决定使用 3 个不同的斜度来做试验。用以上比较小的斜度的平均 9 度为

第一个斜度，第二个斜度为 18 度，而第三度为 27 度。这是为了让这 3 个斜度在进

行试验时，有更明显的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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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用户测试与意见反馈 

 

图 6.5 坐在测试草模上进行试验中的老年人 

我在清华大学里面做了试验，一共有 10 位老年人参加了这次的试验。我请他们

坐上斜着 9 度、18 度和 27 度的草模上，然后请他们出意见以及选择他们比较喜欢

的是哪一个斜度。其中 7 位老年人比较满意斜着 9 度的，2 位喜欢斜着 18 度的，1

位老年人选择 27 度的。喜欢斜度为 9 度的老年人觉得这个斜度是比较接近于普通没

有带斜度的马桶，用起来比较习惯。喜欢斜度为 18 度的老年人说这个斜度坐的很舒

服。而喜欢斜度为 27 度的老年人觉得这个大的斜度让他起立时更方便，既不费劲。

有些老年人建议如果斜度太大的话，坐上时怕腿可能会变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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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参加本次测验的老年人大部分同意带有斜度的马桶比普通平平的马桶好，

更容易和更方便起身。他们还建议带有斜度的马桶是很适合于驮背和关节有问题的

人来使用。但是也有很多老年人说草模有点容易滑下，这是因为草模使用的光面木

板和他们所穿的衣服的原因。 

6.4 方案改进 

由于在第 6 章中做试验后所得到的反馈，我决定改进我的测试草模，在斜度的

更低的边上加了平边，为了阻止使用者从马桶上滑下来。 

图 6.6 改进后的斜度 18 度和 27 度测试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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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本章小结 

总之，根据试验的结果可发现，有斜度的马桶确实是有利于帮助老年人更方便

和更舒服地从马桶上起来。因此，进行试验后，以及通过老年人的意见和反馈，我

决定使用 18 度的斜度为最终的马桶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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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设计方案深化与模型制作 

7.1  设计草图 

7.1.1 马桶草图 

根据从前期调研，目标人群访谈和试验所得到的资料，我对为老年人设计的卫

生马桶有了初步的概念。 

造型：根据目标人群访谈可知老年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和护理人员，都喜欢圆

形的卫生马桶。 

类型：根据目标人群访谈，用户都要求便于清洁的用品。因此，我决定使用壁

挂式和连体式马桶为主要类型。 

马桶座：为了方便清洁，我决定设计它们为封闭的马桶，避免易于堆灰尘的角

落。 

马桶座圈：马桶座圈从试验的结果定为斜度 18 度，在较低的边带有平边。 

马桶盖：进行目标人群访谈时，许多老年人反馈有马桶靠不了背，他们想要能

靠背的马桶。因此，我想要设计能让他们舒服地靠背的马桶盖。 

 

 

 

图 7.1 卫生马桶的设计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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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卫生马桶的设计草图 

 

 

 

图 7.3 卫生马桶的设计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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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卫生马桶的设计草图 

 

7.1.2 扶手草图 

 

图 7.5 扶手的设计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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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扶手的设计草图 

 

图 7.7 扶手的设计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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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扶手的设计草图 

 

 

图 7.9 扶手的设计草图 

 

对老年人来说，在卫生间里不可缺少的就是扶手。扶手让老年人能够更安全，

更方便地使用卫生间。我想要设计跟带有斜度的马桶配成一套的扶手。该扶手要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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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老年人使用马桶时的各个动作，无论是脱裤子、转身、坐下、起来、穿裤子还是

离开。最终，我选择了图 7.9 扶手的设计草图里的设计方案为扶手的最终方案。 

7.2 设计草模 

我做了 1:5 的造型草模，为了看看草图里的马桶的造型成为实体时会有什么样

的效果。 

 

 

 

图 7.10 造型草图 

 



50 

 

 

图 7.11 尺寸 1:5 的造型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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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 最终产品的 1:1 造型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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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最终方案 

决定最终方案后，我做了 1:1 造型草模，为了研究真正使用的时候会是什么样， 

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也是为了确定最终产品的尺寸。 

 

 

 

图 7.13 最终产品的渲染图 

类型：智能的连体式卫生马桶。 

造型：圆形的卫生马桶。 

颜色：根据前期的访谈，老年人以及老年人的子女都是比较喜欢白色和蓝色的

卫生间用品。 

最终的设计方案主要有 5 个部分来组成，包括马桶座，马桶座圈，马桶盖，马

桶后箱和扶手。 

马桶座：为了方便清洁，是一体封闭的马桶，没有易于堆灰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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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桶座圈：以辅助老年人更容易从马桶上起来为主要目标，马桶座圈是向前斜

着 18 度，在较低的边带有平边。马桶座圈的主要材料为超级硅胶（super silicone）

和塑料。塑料为里面的基础结构，然后用超级硅胶包为表面。超级硅胶本身比普通

硅胶更坚强、更柔韧。再说，因为硅胶是无孔，以及是化学惰性的，因此很少的物

质能粘贴在它上面，使它更易于清洁。由于这些原因，超级硅胶本可以使卫生间变

成一个更安全的空间。这可以解决了老年人所担心的跌倒后头撞上卫生马桶，而受

伤的更严重的问题。同时，超级硅胶本的软性会使马桶座圈更柔软，以及较软的座

圈也很适合于老年人使用；因为较软的座圈不会让腿容易变麻，坐上去也会感觉更

舒服。在访谈中，老年人有提到马桶座圈容易破和破的马桶座圈夹到屁股的问题，

超级硅胶的马桶座圈也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设计师 Joel Hoag 也使用了超级硅胶为

他所设计的 Squish 橡胶洗脸盆的主要材料。 

 

 

 

图 7.14 Squish 橡胶洗脸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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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5 普通马桶以及向前斜着的马桶的动作对比 

马桶盖：满足了老年人能靠背的马桶盖的要求。该马桶盖也是用了超级硅胶。

这会使考上马桶盖时更舒服；以及，如果发生意外时撞上，也可以减轻受伤的程度。

马桶盖会由感应器自动开关。人体接近越 200mm 时，马桶盖会开启；然后人自马

桶起身离开时，马桶盖会自动关闭及自动冲水。根据研究，专家建议冲水的时候，

最好要先把马桶盖关上。这是因为当我们冲水时大气颗粒物会从马桶里飘出来，然

后会将病菌或微生物带到 6 米高的空中，并悬浮在空气中长达几个小时，这些病菌或微生物会

落在墙壁和牙刷、漱口杯、毛巾上。因此，马桶盖自动关闭后自动冲水的功能会解决了这个

问题，使老年人能更卫生地使用卫生间，并且不用他们自己辛苦弯腰开关马桶盖。

同时，这个自动冲水的功能也会解决了访谈时老年人所提到的从水按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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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6 自动的马桶盖 

 

马桶后箱：马桶后箱的材料为塑料，它的作用是为了组织马桶座，马桶座圈和

马桶盖，以及装了控制制动功能的设备。马桶后箱上有感应器，还有 LED 夜灯。这

个 LED 夜灯会解决老年人晚上来上厕所但没开灯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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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7 LED 夜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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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8 在黑暗中的 LED 夜灯 

扶手：该扶手的设计是为了辅助老年人使用马桶时的各个动作，包括接近、脱

裤子、转身、坐下、起来、穿裤子和离开。访谈时，有老年人提到光滑的不锈钢扶

手有点滑，它们希望有一个能够抓的更稳的扶手。因此，我扶手的设计是用。在马

桶两边的扶手，像椅子的扶手一样，高于马桶 200mm，这适合于老年人坐下和起身

时使用超级硅胶来包不锈钢。超级硅胶会防滑，材料的软性也会使抓得更舒服，以

及如果发生意外撞倒时也可以减轻受伤的程度。马桶正前方前的扶手部分和前边的

倾斜部分也适合于辅助老年人从马桶起身，因为它们让人从坐着的姿势更容易拉自

己起身，以及老年人俯身脱裤子或穿裤子时，为了扶助身体平衡，也可以用这些扶

手。垂直扶手可以帮助于站着和转身时的时候的平衡。扶手上还带有放卫生纸的地

方，卫生纸应该放在马桶的前方，坐在马桶上的时候不用扭转身或者把手伸到后面

拿；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动作是十分困难的。除了放卫生纸的钩之外，还有挂手

持小喷头的地方。在泰国，几乎每个马桶的旁边都要配上这个手持小喷头。手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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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头同样也常挂在马桶的后方，不方便拿。因此，我也在扶手上的马桶前方设计了

一个挂手持小喷头的地方。 

 

 

图 7.19Bangkae 养老院老年人日常使用的卫生间里的马桶旁边的手持小喷头 

 

 

 

 

图 7.20 扶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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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 卫生纸和挂手持小喷头的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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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2 卫生马桶的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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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3 扶手的尺寸图 

7.4 模型制作 

我决定自己制作展示的最终模型。原因是为了在本次毕业设计中真正地使用了

我在大学里四年来所学到的所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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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4 卫生马桶座圈的模型制作 

 

我用了 15mm厚的中密度板来制作马桶座圈的模型。首先用 solidworks 来建模，

然后拿去用数控雕刻机雕刻出一片一片的板的斜度和表面。做完后，把每一个板贴

在一起称为我设计的马桶盖的形状。粘好之后，就给它打磨以及补原子灰。原子灰

干了之后再打磨。尽量打平之后，喷上了几层的底漆，然后再给它喷上钻石蓝，最

后喷上哑光漆，为了给作品表面是橡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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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5 卫生马桶后箱的模型制作 

对于卫生马桶后箱的模型,我先用激光切割在亚克力板上切出主要的形状，然后

再用较薄的 ABS板包起来。还装上了自行车的 LED灯，模仿感应器以及 LED夜灯的

效果。把灯装上后就给它喷上漆，用的是白色漆，为了给出塑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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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6 卫生马桶盖的模型制作 

马桶的盖的内部结构使用了激光切割把它切成我需要的形状，然后再把它们搭

乘内部结构。做完了内部结构之后，我用了薄的 ABS板把它包起来。有圆角的地方

用了 ABS圆管来拼上，然后再用原子灰补。干了之后就给他打磨，然后再上几层底

漆、蓝色漆和哑光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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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7 卫扶手的模型制作 

对于扶手的模型，我用了水管来代替弯曲的铁管。扶手的关节用了三位打印机

来作出。然后再把这些关节和值得 ABS圆管粘在一起成流线弯曲的扶手。挂卫生纸

和手持小喷头都是用了热弯的 ABS管。都粘完之后，就给它喷上色漆以及哑光漆。

最终模型中的每一部分做完之后就把它们装在一起，然后拿出参展。 



66 

 

 

 

 

 

 

 

 

 

 

 

 

 

 

 

图 7.28 完整的最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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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本章小结 

通过前期的阅读，分析，思考，研究，访谈，试验和测试的结果，设计出了最

终的老年人卫生间用品。最后的成果要能满足用户的需求，也要替他们解决问题和

不方便之处。通过使用最终产品，我希望老年人会可以更方便及更舒服地使用这个

我们每天去要用好几次的卫生马桶。我希望我设计的产品能支持老年人在卫生间里

的独立性和私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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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结论与感想 

银发市场或者老年人市场将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消费人群。将来的市场不能只

考虑年轻人为主，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些老年人的需求。现在在市场专门为老年人设

计的产品还不是很多。从本课题的研究结果说明了现在有的产品不能满足老年人的

需求。在访谈老年人家属的过程中，他们有提到现有的市场上的产品无法满足他们

的需求的问题。他们说他们想要找一些辅助设备来助于他们照顾老年人，不过他们

怎么找也找不到他们想要的产品；因此，他们只只能自己看着办，运用其它方法和

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都很赞同为老年人设计的产品的重要性以及潜力。 

不过越来越多的公司也开始意思到老年人市场的潜力和重要性。在调研的过程

中我发现虽然在现有市场上市场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产品还不是很多，不过在网络

上课看到很多设计师有在对老年人用品做了许多的概念设计。我希望以后这些产品

能够生产出来，让老年人能够更舒服地过日子。 

刚开始当我知道我的毕业设计是老年人卫生间用品设计，我也很忧郁，因为我

觉得卫生间是一个小的空间，以及很多人也为这个题目做过设计。不过通过阅读、

现有产品调查和目标人群的访谈，我发现卫生间虽然是一个小的空间，不过在家里

它是十分重要的，卫生间用品的类别也非常多。在阅读、现有产品调查和目标人群

的访谈没什么大的问题，其中最难得到的资料其实是关于老年人设计的书籍，我后

来要到曼谷的美术与设计图书馆，在那里放在一个书架最高处上，我找到一本资料

丰富的《Transgenerational Design: Products for an Aging Population》。目标人群

的访谈中，老年人以及老年人的家属和护理人员都很积极地参加，他们都觉得本次

毕业设计的题目是一个非常好，很有用的题目，也希望以后会有更多为老年人设计

的卫生间用品。 

到了初步设计家段，我对本次设计有了基本的概念，通过前期工作所得到的资

料分析，决定最终方案为带有斜度的马桶。为了证明带有斜度的马桶是不是真的有

助于老年人的行动不便，我决定做了一个试验。参加试验的老年人们都很积极地给

我意见和反馈。我本来也很担心这个设计方向是否是好的，因为马桶是一个千年前

就有的东西，它本身的变化也很少，就只有造型和功能变了。不过，后来我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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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能给一个从千年前就有的东西找出一个新的设计点，能改它

10％就很好了，这让我对我的方案更有信心。 

由于我对自己的画画能力不太有信心，因为同学们都画得很好，我常常是比较

依赖于简单的画图，然后做出草型来试试接触以及使用产品时的真正的效果，然后

在漫漫地在草模上改进。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挺好的，因为我们是在设计一个

实体的产品，如果能够从草模入手可以更清楚地找出问题和改进。最后再用电脑建

模做出产品的渲染图。 

我和导师商量过后，决定要自己制作模型，为了展示我在我们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四年来所学到的没个方面的知识。制作模型中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在工具上的问

题。不过，由于各位师傅们的帮忙，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总之，我希望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会意思到老年人产品设计的重要性，以及在市

场上会有更多能够满足老年人的需求的产品，让老年人能够舒适、方便有安全地过

他们的日常生活。因为，我们自己有一天也会需要这些产品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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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目标人群的访谈问卷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龄 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 __________________ 

 

 

1. 您最经常用的卫生间是你一个人使用的还是跟别人共用的？（跟别人共用的话，请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卫生间的大小是大概多少平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现在用的卫生间用品有些什么？ 

o 浴缸／淋浴间 

o 马桶 

o 洗脸池／洗手池 

o 架子／毛巾架 

o 柜子 

o 防滑毯 



78 

 

o 洗澡用的椅子 

o 扶手架 

o 其他 (请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您现在在使用什么样的洗澡产品？您更喜欢哪一种？您觉得哪一种更方便？您不喜欢哪

一种？ 

(1) 浴缸 

 

(2) 淋浴房 

 

(3) 浴室 

 

5. 洗澡时，有些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如，地面滑、浴缸难进出、淋浴间的门难打开 等

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您觉得以下有什么会使您洗澡时更方便、更安全？ 

o 扶手架 

o 防滑地面 

o 洗澡用的椅子 

o 可控制温度的水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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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其他 (请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您现在在使用什么样的喷头？您更喜欢哪一种？您觉得哪一种更方便？您不喜欢哪一种？ 

(1) 手持喷头 

 

(2) 固定安装在壁上的喷头 

 

(3) 其它 

 

8. 您洗澡时，有发生过什么意外？ 

o 绊倒 

o 倒 

o 滑 

o 被水烫到 

o 撞 

o 其他 (请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浴缸／淋浴间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来放洗澡用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您现在在使用什么样的马桶？您更喜欢哪一种？您觉得哪一种更方便？您不喜欢哪一种？ 

(1) 普通马桶 

 

(2) 蹲式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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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您使用马桶时，有发生过什么意外？ 

o 倒 

o 绊倒 

o 滑 

o 掉下 

o 撞 

o 其他 (请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使用马桶时，有些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如，地面滑、难坐下难起伏、难冲水 等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您觉得以下有什么会使您使用马桶时更方便、更安全？ 

o 扶手架 

o 增加马桶的高度 

o 更柔软的马桶座圈 

o 座厕椅 

o 其他 (请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您现在在使用什么样的洗脸池／洗手池？您更喜欢哪一种？您觉得哪一种更方便？您不

喜欢哪一种？ 

(1) 立柱式洗脸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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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壁挂式洗脸盆 

 

(3) 台式洗脸盆 

 

15. 您使用洗脸池／洗手池时，有发生过什么意外？ 

o 倒 

o 绊倒 

o 滑 

o 被水烫到 

o 摆晃 

o 头晕 

o 撞 

o 其他 (请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使用洗脸池／洗手池时，有些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如，洗脸池／洗手池的高度是否适

合和方便于洗脸、洗脸池／洗手池是否有足够的放卫生用品的空间 等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您觉得以下有什么会使您使用洗脸池／洗手池时更方便、更安全？ 

o 扶手架 

o 调节洗脸池／洗手池的高度 

o 坐在椅子上使用洗脸池／洗手池 

o 可控制温度的水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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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减少水从洗脸池／洗手池撒到地上的可能性 

o 其他 (请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使用卫生间时，还有什么不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使用卫生间时，还发生过什么其他的意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 什么会让您使用卫生间时感觉害怕或者不安心? (如，地上有水、黑暗、尖叫 等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 您喜欢什么颜色的卫生间用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您喜欢什么形状的卫生间用品？ (如，方形、圆形 等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 一下那些设备会使您使用卫生间时，觉得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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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墙上的扶手架 

o 洗澡时坐在椅子上 

o 呼叫急救的按键 

o 可控制温度的水龙头以及喷头 

o 防滑的鞋子 

o 防滑的地毯 

o 永远干的地面 

o 可容易和方便地坐上和起伏的马桶 

o 扶身架 

 

您觉得还有些什么会使您使用卫生间时更方便、更安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