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装设计教程



第一章 概述

• 第一节包装的定义

• 第二节包装的功能与分类

• 第二节包装的历史与发展



第一节 包装的定义

我国在1983年国家标准中，对包装的定义是：“为在流通中保护
产品、方便储运、促进销售，按一定的技术方法所采用的容器、材料
和辅助物的过程中施加一定技术方法等操作活动”。在其他版本的
教材中，也有对包装定义为：“为了保护商品的原有状态及质量，在
运输、流动、交易、存储及使用时不受到损害和影响，而对商品所采
取的一系列技术手段叫包装。”

日本包装工业规格JIS为包装下的是：使用适当的材料、容器等
技术，便于物品的运输，保护物品的价值，保持物品原有的形态的
形式。

美国包装学会对包装的定义：符合产品之需求，依最佳之成本，
便于货物之传送、流通、交易、存储与贩卖，而实施的统筹整体系统
的准备工作。



英国对此的定义是：为货物的存储、运输、销售所
技术、艺术上的准备工作。

加拿大认为包装是将产品由供应者送达顾客或消
费者手中而能保持产品完好状态的工具。

虽然每个国家和地区对包装的定义略有差异，但
都是以包装的功能为核心内容的。对于包装设计师而
言，包装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设计者具备视觉
语言的把握能力、技术环节的驾驭能力和掌握相当的
电脑辅助设计手段。此外，还要对消费市场、企业形象
推广战略有充分的认识。



一、包装设计的基本概念

1. 什么是包装设计----包装设计是以商品的保护、使用、促销为目的，
将科学的、社会的、艺术的、心理的诸要素综合起来的专业技术和
能力。

2.其内容主要有造型设计、结构设计、装潢设计等。

（1）包装造型设计———造型设计是运用美学法则，用有型的材料制
作，占有一定的空间，具有实用价值和美感效果的包装型体，是一
种实用性的立体设计和艺术创造。

（2）包装结构设计———包装结构设计是从包装的保护性、方便性、复
用性、显示性等基本功能和生产实际条件出发，依据科学原理对包
装外形构造及内部附件进行的设计。

（3）包装装潢设计不仅旨在于美化商品，而且旨在积极能动地传递信
息、促进销售。它是运用艺术手段对包装进行的外观平面设计，其
内容包括图案、色彩、文字、商标等。



第二节 包装的功能与分类

现代包装具有多种功能，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三种功能:

• 保护功能——是最主要的功能。保护商品的意义是多重
的；如物理性(保护商品防止外力损坏)和化学性（防止商
品变质，如深色啤酒瓶能防止辐射变质，真空包装防止
商品接触空气氧化）。

• 促销功能——它好比一个传达媒体，传达包括识别、推
销广告及说明。

• 便利功能——即方便贮藏、运输。

一、包装的功能



二、包装的分类

包装是一个集合总体，它包括了种类繁多的包装产品和产品包装。
其分类如下:

1.按包装材料为主要依据的分类，可分为:纸包装、塑料包装、金属
包装、玻璃包装、陶瓷包装、木包装、纤维制品包装、复合材料
包装和其他天然材料包装等。

2.按商品不同价值进行的包装分类，可分为:高档包装、中档包装
和低档包装。

3.按包装容器的刚性不同分类，可分为:软包装、硬包装和半硬包
装。

4.按包装容器造型结构特点分类，可分为:便携式、易开式、开窗式、
透明式、悬挂式、堆叠式、喷雾式、挤压式、组合式和礼品式包
装等。



5.按包装在物流过程中的使用范围分类，可分为:运输包装、销售包装和
运销两用包装。

6.按在包装件中所处的空间地位分类，可分为:内包装、中包装和外包装。

7.按包装适应的社会群体不同分类，可分为:民用包装、公用包装和军用
包装。

8.按包装适应的市场不同分类，可分为:内销包装和出口包
装。

9.按内装物内容分类，可分为:食品包装、药包装、化妆品包
装、纺织品包装、玩具包装、文化用品包装、电器包装、
五金包装等。

10.按内装物的物理形态分类，可分为:液体包装、固体(粉状、
粒状和块状物)包装、气体包装和混合物体包装。



包装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演
变和发展过程。包装发展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原始包
装的萌芽、古代包装、近代包装和现代包装四个基本
阶段。其中古代包装和近代包装又可统称为传统包

装。

第三节 包装发展史

包装的发展史：
原始包装的萌芽

古代包装

近代包装

现代包装



萌芽阶段

一、原始包装萌芽阶段
此阶段相当于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那时人类的

生产力十分低下，仅靠双手和简单的工具采集野生植
物，捕鱼狩猎以维持生存。人类从对自然界的长期观
察中受到启迪，学会使用植物茎条进行捆扎，学会使
用植物叶、果壳、兽皮、动物膀胱、贝壳、龟壳等物品
来盛装转移食物和饮水。这些几乎没有技术加工的动、
植物的某一一部分，虽然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包装，但
从包装的含义来看，已是萌芽状态的包装了。



二、古代包装

此阶段历经了人类原始社会后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的漫长过程。在这个阶段中，人类文明发生了多方面的巨
大变化，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使越来越多的产品用于交易目
的，产生了商品和商业。商品的出现即要求对其进行适当
的包装以适应远距离运输和交易的便利。人类开始以多种
材料制作作为商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其中也包括了
包装器物。



古代包装材料

1.在包装材料上，人类从截竹凿木，摹仿葫芦等自然物的造型
制成包装容器，到用植物茎条编成篮、筐、篓、席，用麻、畜
毛等天然纤维粘结成绳或织成袋、兜等用于包装，经历了
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而陶器、玻璃容器、青铜器的相继出
现，以及造纸术的发明使包装的水平得到了更明显的提高。





古代包装技术

2.在包装技术上，已采用了透明、遮光、透气、密封和防
潮、防腐、防虫、防震等技术及便于封启、携带、搬运

的一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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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包装造型

3.在造型设计和装演艺术上，已掌握了对称、均衡、统一、
变化等形式美的规律，并采用了楼空、镶嵌、堆雕、染
色、涂漆等装饰工艺，制成极具民族风格的多彩多姿
的包装容器，使包装不但具有容纳、保护产品的实用

功能，还具有审美价值。



零售酒包装

零售酒包
装



三、近代包装阶段

此阶段相当于16世纪末到19世纪。西欧、北美国家先
后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和商品
经济都得到较快的发展。自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晚期，
在西万国家所经历的两次工业革命中，先后出现了蒸汽
机、内燃机，以至电力的广泛使用，使人类的社会生产力
成倍增长。大量产品的生产又导致商业的迅速发展。轮
船、火车及汽车的发明使交通发展到海、陆路大规模的
运输。这样，就要求商品必须经过适宜的包装才能适应
流通的需要。大量的商品包装使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开
始形成机器生产包装产品的行业。此阶段的发展主要表
现在以下方面:



近代包装材料及容器

1.包装材料及容器

18世纪发明了马粪纸及纸板制作工艺，出现纸制容
器;19世纪初发明了用玻璃瓶、金属罐保存食品的方法，
从而产生了食品罐头工业等。

世纪末的罐头包装



近代包装技术

2.包装技术
各种容器的密封技术更为完善。16世纪中叶，欧洲已普
遍使用了锥形软木塞密封包装瓶口。如17世纪60年代，
香摈酒问世时就是用绳系瓶颈和软木塞封口，到1856年
发明了加软木垫的螺纹盖，1892年又发明了冲压密封的
王冠盖，使密封技术更简捷可靠。

1892年冲压密封的王
冠盖



近代包装标志的应用

随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商品日益丰富多彩，为
了诱导顾客，扩大销售，厂商开始重视印刷标记的作用。
如1793年西欧国家开始在酒瓶上贴挂标签。1817年英
国药商行业规定对有毒物品的包装要有便于识别的印
刷标签等。

4.包装机械的发展

前述近代包装材料及包装技术的发展均与包装机械的
发展密切相关，主要表现在印刷、造纸、玻璃和金属容
器制造等方面生产机械的发展。



四、现代包装阶段

现代包装实质上是迸人20世纪以后开始的，伴随着商品
经济的全球化扩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包装
的发展也迸人了全新时期。主要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1.新的包装材料、容器和包装技术不断涌现
2.包装机械的多样化和自动化

3.包装印刷技术的进展

4.包装测试的进展

5包装设计进一步科学化，现代化



现代包装

60年代的系列化包
装

1917年设计的香
烟包装

1913年设计的香
烟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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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包装容器造型设计

•一.定义
•二.作用
•三.包装设计与结构的关系
•四.容器设计的基本要求
•五.容器设计的艺术规律
•六.容器设计的步骤



一、定义

包装容器造型设计是根据被包装商品的特征、环
境因素和用户的要求等选择一定的材料，采用一定的
技术方法，科学地设计出内外结构合理的容器或制品。



二、作用

造型是包装容器设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构成部分与前提。

1、造型是为产品的功能服务，优美的包装造型有
利于强化包装的实用与方便功能，美化产品，吸引消
费者，促进商品的销售。

2、包装造型是包装装潢的载体，优美的造型为包
装的视觉传达设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包装造
型在整个包装设计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优秀包
装设计的关键所在。



三、包装造型与结构的关系

任何包装容器的造型都必须借助一定

的材料和各部位具体的结构来支撑组合完

成。

在包装造型设计中，由于对包装功能要求的不
同和制造包装容器的材质与工艺技术的不同制约，又导
致在包装造型与结构设计上的不同侧重与要求。如陶瓷、
玻璃、塑料等包装容器，通常在封盖（头）与底（足）结构
不变的情况下，只改变容器（体）的造型。













四、容器设计的基本要求

功能第一性，功能决定形式，是容器设计的最基本的要求。
根据茶壶的使用特点，考虑如何设计茶壶？

1、功能要求
物理性：容器的性能、构造、耐久性等；
生理性：容器使用的方便性和操作的安全性等
心理性：满足人类对于型与色的爱好或对于装饰的

要求；
社会性：由于社会的地域性或习俗等原因对于容器

造型新的要求。



2、经济要求
包装容器设计要注意与经济成本的关系，使设计

的容器与商品销售价格相匹配，要以设计的合理性来
减少生产、流通中的破损和浪费。

3、美感要求
在功能得以满足的基础上，将材料质感与加工工

艺的美感充分体现于容器造型本身。
4、生产技术要求
必须了解包装容器制作的工艺流程以及特点要求，

使设计适合工艺生产。
5、创造性要求
设计具备独特的风格、便利的功能、和新颖的容

器造型。



五、容器设计的艺术规律

一、变化与统一

二、对比与调和

三、重复与呼应
四、整体与局部

五、节奏与韵律

六、生动与稳定

七、比例与尺度

八、透视与错视



1、变化与统一

在各种艺术创作和设计的过程中，变化与统一是
一个普遍的规律。只有变化无统一的设计给人一种无
条理杂乱之感，只有统一无变化的设计给人一种呆板

无生气之感。

在容器设计中变化是指造型各部位的多样化，而
统一是指造型的整体感。



2、对比与调和

①线形对比：

在容器设计中所谓的线形，主要是指造型的外轮廓

线，它构成了造型的形态。

线型归纳起来可以分为曲线与直线两大类，每种线

形都可以代表一种情感因素。



②体量对比：

造型的体量是指形体各部位的体积，在视觉上感到的分量。运

用它恰到好处，可以突出形体主要部分的量感和形态特点。

如：唐代瓷壶造型：

其利用缩小壶嘴的处理，突出主体的量感和造型特点，同时也增加了精巧与趣味感。



③空间对比：

A、实空间：每一个实体都需要一个空间位置，这种空间在造型上称
实空间。

B、虚空间：是指造型本身的一些附加件所形成。

在设计时要考虑到实空间和虚空间的比例与对比关系，不能
喧宾夺主。

线形要统一，体量要均衡，实空间与虚空间要吻合、协调，使
造型生动，从而加强其形式感，产生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④质感对比：在设计中主要从材料与装饰效果上来体现。

A、单一材料：

B、多种材料：如：





⑤色彩对比：材料色彩运用对容器设计的合理性和艺术性关系很大。



3、重复与呼应

①单体造型：线型与体量的重复达到一种和谐的

秩序美感和节奏美感。





②配套造型：在系列包装设计中要用到此类造型，是指在整个包装造
型上重复主要的线型特征，根据不同的用途设定不同的比例和容
量，达到重复与呼应的关系。





4、整体与局部

造型局部的变化是为了整体的内容丰富，不能繁琐，不能破坏整体关系

的和谐统一。

造型的局部有各种线角，口部造型和底部造型结构等，在符合整体风格

基调的前提下，将局部处理精确到位，使造型特点更加突出。





5、节奏与韵律

在艺术领域里，各门艺术都
是相互联系的，音乐中有节奏和韵律，
绘画、雕塑中有节奏和韵律，容器设计
同样需要节奏和韵律的美感因素。那
些和谐的点、线、面、比例、均衡、材质、
色彩的反复和组织，就潜伏着节奏与
韵律的因素。有节奏、有韵律的形态蕴
藏着一种美感。造型的节奏和韵律靠
对设计中表现形态的诸因素的组织与
把握来获得。





6、生动与稳定

容器造型的稳定是人们对造型最基本的要求。造型中的稳定
有二个方面际使用的稳定与视觉感觉的稳定。设计要求两者统
一。

1、使用的稳定性

2、视觉上的稳定性

3、视觉上的生动性

容器要在使用中放置稳定，移动方便，但还不能过于呆板，失
之生动。生动是造型中美的感人的因素。容器应该是用之稳定，
观之生动。生动的获取主要是在造型的线型变化与整体情调上
的吻合处理。











7、比例与尺度

无论从实用功能的角度还是从审美角度来谈造型，都离不开比例与尺

度。比例是指造型的前后左右、主体与附件、整体与局部的尺寸关系，而
尺度则是根据人们的生理和使用方式所形成的合理的尺寸范围。



1．功能要求的比例

生活中的容器造型无以数计，各具形态，各有特色，各有比例。
它们形成的决定因素首先是功能的要求。

瓶类造型用来盛流动的物质，如水、酒、油等，造型的口径较小，便
于堵盖、封口及控制量。由于所盛物质的性质不同，瓶有大有小，

瓶口也大小不同、造型比例不同。不同的容器由于不同的功能要求，
造型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比例。



2．审美所要求的比例

为了满足人类对美的要求，使人类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设计中
必须要考虑到美的因素，把握美的规律与比例。



3．材料工艺所要求的比例

材料和加工工艺是实现设计意图的关键。抛开材料与加工工艺搞
设计是绝对不行的。就陶瓷来说，它必须经过高温烧成等工艺过程，
原料在高温烧成过程中有一个熔融的阶段，如果造型的比例不合理，
就会出现变形现象。



4．容器的尺度关系

日用容器的尺度与功能要求的尺寸和人们长期以来使用习惯
所形成的大小概念有直接关系。拿酒瓶来说，为了单手使用的方
便，酒瓶的直径或厚度不能大于手的拇指与中指展开的距离。而
大香槟类酒瓶不同于一般的酒瓶尺度，由于容量较大，使用的方
式为右手托住底部凹进处，左手托住瓶身。



8、透视与错视

a、透视
在容器造型设计过程中，经常见到这样一个问题：拿立体造型

与图纸造型相比，尽管立体造型是完全按图纸尺寸完成的，但立体
造型总感觉细小，图纸上造型总感觉宽大。还有小件造型，像球型
类造型，本来图纸上最大直径以上部分尺寸与以下部分尺寸完全
相等，但由于使用范围大多数是处在人的视平线以下，所以实际视
觉感觉则上大下小，这种现象我们称为“透视变形”。

b、错视
错视，即是人的视觉对物象的一种错误的感觉。
设计中经常会遇到错视现象，要想获得一个线条挺拔的圆柱体

的杯子，在处理腹部线条时，就必须处理成稍有外弧的线条，方能
得到直线的感觉。



六、设计的步骤

容器设计的程序大致分为八个步骤：
①就有关造型和信息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和资料
搜集；

②汇总所调查的资料进行分析；
③推出设计的文字方案；
④选用合适的材料以及制作工艺；
⑤设计形象稿以及设计说明；
⑥计算容器的容量；
⑦绘制工艺制作图和产品效果图；

⑧制作容器的石膏模型。



绘制工艺制作图和产品效果图

A、三视图是容器设计
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三视图是指正视图、
俯视图、侧视图。

正视图是指容
器的正面图，绘制
时要将画面用点划
线从中间分开，绘
制出容器的剖面图。

B、绘制容器的三视图
一般采用专用的硫
酸纸，要按照一定
的比例严格绘制。



C、三视图中的线型运用非常重要，常用的线型有以下几种：
粗实线：用来画造型的可见轮廓线，包括剖面的轮廓线。宽度为0.4—
1.4毫米；也可以用斜线填充或者用点填充。

细实线：用来画造型明确的转折线，尺寸线，尺寸界线，引出线和剖面
线。宽度为粗实线的1/4或者更细；

虚线：用来画造型看不见的轮廓线，属于被遮挡但是需要表现部分的
轮廓线。宽度为粗实线的1/2或者更细；

点划线：用来画造型的中心线或者轴线。宽度为粗实线的1/4或者更细。



D、尺寸标注
标注尺寸的线都使用细

实线，尺寸线两端与尺寸界线
的交接处要用箭头标出，以示
尺寸范围。尺寸界线要超出尺
寸线的箭头处2—3毫米，尺寸
标注线距离轮廓线要大于5毫
米。

尺寸数字写在尺寸线的
中间断开处，标注尺寸的方法
要求统一，垂直方向的数字应
该从下向上写。

图纸上标注的造型实际
尺寸数字，规定是以毫米为单
位的，所以图纸上不需要再标
注单位名称。

圆形的造型，直径数字
前标注直径符号φ，半径数字
前标注半径符号R。

标志比例的字母是M，在
M之后的第一个数字代表图形
的大小，第二数字代表实际造
型的大小，如1：2。



制作容器的石膏模型

常用的工具有：

石膏粉：颗粒细、无杂质。

美工刀，用来切割石膏。

有机片，用刀在上面划几道线，

用来磨制石膏，也可其他工具。

小锯条，用来截锯石膏，也可以

将锯条磨成小刀，进行石膏的雕刻。

水磨砂纸，用来打磨石膏。

乳胶，用来粘接造型的构件。

围筒，用来制作圆柱型或立方

体，也可以直接用饮料瓶从中间切

割成两部分来代替。

制作方法是把造型分成几个

单独的个体制作打磨，作后粘合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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