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产品现代设计与技术创新高层论坛

2006 年 11 月 21~22 日

公理设计理论及其应用
唐 林
东华大学，上海，201620
摘要 规范描述和重现设计经验、设计思想及设计过程，是提升设计科学、解决计算机辅助早期设计
活动的关键问题。公理设计理论是基于数学和工程设计学创建的一种设计科学，指导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
实时检查设计的合理性、预测设计的强健性，其提供的逻辑化设计框架和理性决策的基本公理，使这门设
计科学易于众多设计者掌握，这对于减少设计风险和设计成本、提高设计质量和设计效率、积累产品知识
和设计过程知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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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ular descriptions and recurrences of design experience, design thought and design process are
one of the difficult problems to advance design theory and for computer to aid the early design activity of product
development. Axiomatic design theory based on mathematics and engineering design provides the designers with
grasped and used easily logic frame of design and the axioms for decision-making These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cost (without the cost of design-build-test-redesign cycles), improve quality of design,
speed time to market by analyzing and optimizing design architectures, accumulate knowledge about product and
desig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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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理设计理论将设计建立在科学公理、定理和推论的基础上，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Nam. P. Suh 领导
的研究小组于 1978 年提出，适用于各种类别的设计活动。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支持下，这一理论才逐渐受到重视，并逐步在企业界得以推广。1990 年出版的《The Principles of Design》
（设计原理）是 Suh 教授第一本涉及公理设计理论的论著。十年之后，Suh 进一步总结了公理设计理论在
教育、研究和设计实践中的应用和进展情况，于 2001 年，又出版了《Axiomatic Design》
（公理设计）一书，
书中涵盖了 Suh 教授的研究生和全球许多国家的工业公司运用公理设计理论的设计成果。此书已翻译成中
文，并于 2004 年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1~3]。

1 公理设计基本理论
Suh 教授提出公理设计理论，其目的是为设计建立科学基础，通过理性的逻辑思维方式改善设计活动。
公理设计理论可以归纳为五个主要概念：域、层次分解、Z 字型映射、设计方程和设计公理。
1.1 域
公理设计将设计空间划分成四个域：用户域、功能
域、物理域和过程域（见图 1）。
用户域（CA）
用户域中的元素是描述用户需求的特征向量。
功能域（FR）
功能域中的元素是描述功能需求（设计要实现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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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理设计空间四个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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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特征向量。特征向量的值源于三个方面：
（1）产生于用户域中的用户需求；（2）设计约束（DC），
即制定技术方案时要考虑的限制条件，包括：用户对产品性能的要求、产品制造者的生产能力（例如：成
本、设备资源，等等），以及物理域中设计参数本身引起的限制；（3）物理域中设计参数的识别和表达。
功能域中，各项功能需求可以根据需要分解成若干层次中的子功能需求，功能需求的表述不隐含任何
设计参数。通过功能域中的特征向量，在功能层次上说明产品的设计目标。
物理域（DP）
物理域中的元素是满足功能需求的特征向量，域中的特征向量是实现功能的载体、技术方案，或者是
关键技术参数，等等，统称为设计参数。设计参数的产生具有创造性，即对于同一个功能需求，可能对应
有多个设计参数，可以根据设计约束选择最优的设计参数。物理域中的各个设计参数还可以根据功能层次
分解成相应层次的设计参数。
过程域（PV）
过程域中的元素是描述生产、加工或处理实现功能的载体过程中涉及的主要因素，亦称过程变量。
相邻域之间的映射，可以看成“目标”
（做什么？）和“手段”
（怎样做？）之间的对应关系。设计过
程是相邻域中特征向量之间映射和转换过程（见图 1）
。例如，用户域元素映射到功能域的过程，实际上是
将用户需求转变成产品功能要素的过程，即产品规划；功能域向物理域的映射过程是产品的设计过程；从
物理域到过程域的映射则可看成“加工产品”的过程。
由此可见，基于公理设计的设计过 表 1 不同设计活动（制造、材料、软件、系统、组织、公司）四个域特征
[2]
程实际上是用户需求驱动的、域和域之
向量示例
间的映射过程。
公理设计空间中的域适合于所有
设计领域和设计活动，包括：功能需求
设计、产品设计、系统设计、软件设计、
制造系统设计、材料及加工工艺设计，
还有组织机构、公司、商业模式设计，
等等。即公理设计中的设计对象实际上
是一种广义产品。表 1 针对不同设计领
域和设计活动，例举出各个域中的特征
变量[2]。
1.2 域中层次分解和 Z 字形映射
公理设计理论中的产品设计是一个自顶向下的设计过程，由于域中顶层元素（设计目标）通常没有涉
及设计细节，比较抽象。因此，需逐层分解域中的特征向量，将抽象的设计目标转变成具体的设计细节。
图 2 描述了相邻域（功能域和物理域）中特征向量的层次分解和 Z 字形映射的关系。针对功能域中的功能
需求 FR，首先需在物理域中确定一个实现 FR 的设计参数 DP，使 FR 与 DP 一一对应，即由设计参数 DP
实现功能需求 FR。这样，相邻域中的顶层就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设计目标。为实现这一抽象的
设计目标，需逐层分解域中上一层次的特征向量，由此将抽象的设计目标变成具体的设计内容。图 2 中，
分解功能域中特征向量 FR 时，其下层元素 FRS（图中 FR1 和 FR2）应是满足物理域中设计参数 DP（与 FR
对应）的功能；针对 FR1 和 FR2，再进入物理域，分别确定
实现功能 FR1 和 FR2 的设计参数 DP1 和 DP2，……，依此类
推，由此形成相邻域中特征向量之间 Z 字形映射和层次分解
关系。这种关系，为实现设计目标提供了一个呈二维结构体
系的逻辑化设计框架[2]。设计框架的横向是“问题”域（做
什么）与“解”域（如何做）之间的映射，纵向是各个域自
上而下的层次分解，由此形成 Z 字形思维过程。使抽象的设
计问题逐层分解为具体的设计内容。域中的层次结构并非在
图 2 相邻域层次分解和 Z 字型映射[2]
各自域内独立形成，而是依赖于域之间的 Z 字形映射，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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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层次作出的决策会影响下一层次的问题描述。
相邻域中同一层次结构上，一个域中的某个元素完全有可能与相邻域中若干个元素对应，例如，如果
功能域中元素 FR 是：“将旋转运动转变成直线运动”，则物理域中满足这一功能需求的设计参数 DP 可以
是：曲柄滑块机构、凸轮机构、螺旋机构，等等。设计时，一个方案只能选择其中之一作为实现功能元素
FR 的设计参数，因此，不同设计者分解域的层次结构时，完全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映射和分解方案。
图 3 是利用公理设计理论进
功能域
物理域
行闸阀结构设计时的部分层次分
FR 气液体通断控制
DP 闸阀
解和 Z 字型映射[4]。功能域中，
闸阀的功能需求 FR 是：
“气液体
FR3 连接 FR2 密封 FR1 启闭
DP3 连接结构 DP2 密封结构 DP1 启闭结构
通断控制”，即能够有效地接通和
阻断管道中的气体或液体。物理
域中实现 FR 的设计参数 DP 确定
图 3 闸阀相邻域层次分解和 Z 字型映射
为“闸阀”。设计参数 DP“闸阀”
并没有涉及到其具体的结构细
表 2 图 3 中第二层次功能需求与设计参数关系说明
节，欲完成闸阀的结构设计，
功能需求 设计参数
关系说明
还需进一步分析“闸阀”的功
FR1
DP1
通过启闭结构实现闸阀的开启与闭合，闭合时保证密封。
能需求，这些功能需求正是功
FR2
DP2
通过密封结构保证闸阀的密封。
能域中 FR 分解后的下层子功
FR3
DP3
通过连接结构实现连接，保证连接处密封。
能：
“启闭（FR1）
”、
“密封（FR2）
”
和“连接（FR3）
”。物理域中，
与“启闭（FR1）
”、
“密封（FR2）”和“连接（FR3）
”对应的设计参数：
“启闭结构（DP1）”
、
“密封结构（DP2）”
和“连接结构（DP3）”就是设计参数 DP“闸阀”的组成部分，即分解 DP 得到的子设计参数。相邻两个
域中，第三层次及以后各层次的特征向量，均通过这种 Z 字形映射得到。由此可见，域中的层次结构并非
在各自域内独立形成，同时也取决于相邻域中对应的特征向量。表 2 进一步说明了图 3 第二层次中的功能
需求和设计参数之间的关系。
通过 Z 字形映射方式分解设计目标，可以将设计问题由顶层的抽象描述逐步演化成底层的具体实现方
法。
1.3 设计方程
相邻域中特征向量间的映射关系可以借助设计方程描述。例如，功能域和物理域中特征向量之间的关
系可以用矩阵方程（1）描述。

⎡ FR1 ⎤ ⎡ A11 "" A1m ⎤ ⎡ DP1 ⎤
⎢ # ⎥ = ⎢#
# ⎥⎢ # ⎥
⎥⎢
⎢
⎥ ⎢
⎥
⎢⎣ FRn ⎥⎦ ⎢⎣ An1 "" Anm ⎥⎦ ⎢⎣ DPm ⎥⎦

（1）

式中，
FRi：功能域中特征向量（描述功能需求）；
DPj：物理域中特征向量（描述设计参数）；
[A]：设计矩阵，矩阵中的元素表明功能域和特征域中特征向量的相关性。
例如，根据图 3 中的映射关系及表 2 中的关系说明，可以得到第二层次特征向量的设计方程为：

⎡ FR1 ⎤ ⎡ X 0 X ⎤ ⎡ DP1 ⎤
⎢ FR ⎥ = ⎢ X X 0 ⎥ ⎢ DP ⎥
⎢ 3⎥ ⎢
⎥⎢ 3⎥
⎢⎣ FR2 ⎥⎦ ⎢⎣ X X X ⎥⎦ ⎢⎣ DP2 ⎥⎦
式中，
X：表示两个域中的特征向量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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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表示两个域中的特征向量不具相关性。
其它相邻域（例如，用户域与功能域、物理域与过程域）各层次特征向量之间设计方程的建立方法与
此类同。
1.4 基本公理
为了对设计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价，公理设计理论给出了两个基本公理——独立公理和信息公理。
（1）独立公理（功能独立性公理）
独立公理：功能域中，同一层功能需求集{FRs}含有两个及以上元素时，改变其中任一个功能需求的
设计参数，都不会对其它功能需求产生影响，即实现每一个功能需求 FRs 的事件相互独立。
功能独立并不意味着物理域中的设计参数也具独立性，即物理域中同一个设计参数可能满足功能域中
若干个功能需求。如果功能需求集满足独立公理，则设计过程中可以同时确定各个功能需求的设计参数，
易于提高设计的成功率，保证设计的合理性。如果功能需求集不满足独立公理，说明功能需求之间具有相
关性，此时，这些功能需求的设计参数无法独立确定，即需要同时考虑设计参数对相关功能需求的影响，
公理设计理论将这种影响称为设计藕合，并且通过设计矩阵[A]的属性直接判断设计的耦合性。
公理设计理论将设计矩阵[A]的属性分为三种类
⎡ A11 0 A13 ⎤
⎡ A11 0 0 ⎤
⎡ A11 0 0 ⎤
型（见图4）
。设计矩阵是对角矩阵时，反映两个域
⎢A A 0 ⎥
⎢A A 0 ⎥
⎢0 A 0 ⎥
中特征向量相关的元素位于设计矩阵的对角线。由
22
⎢ 21 22
⎥
⎢ 21 22
⎥
⎢
⎥
⎢⎣ A31 A32 A33 ⎥⎦
⎢⎣ A31 A32 A33 ⎥⎦
⎢⎣0 0 A33 ⎥⎦
设计方程（1）知，此时，每一个设计参数DPs独立
地满足一个功能需求FRs，符合独立公理，这种设计
对角矩阵
三角矩阵
非对（三）角矩阵
为无偶合设计。设计矩阵是三角矩阵时，需根据FRs
（无耦合设计）
（解耦设计）
（耦合设计）
和DPs之间的关系，按照一定的顺序确定设计参数，
图 4 设计矩阵属性
即首先确定设计矩阵中独立功能的设计参数，非独
立功能设计参数的确定，则需考虑已经确定的设计
参数对其产生的影响，公理设计理论称这种设计为解偶设计。解耦设计可以提高设计的合理性和成功率。
设计矩阵是非对（三）角矩阵时，是耦合设计。偶合设计可以得到满足功能需求的唯一方案，但是这种设
计会产生很多问题。例如，偶合设计中，如果改动了功能需求集中的一个功能需求，则已求方案解中所有
的设计参数可能都要改变。因此，偶合设计即使能够实现设计目标，通常也是不合理设计。出现偶合设计
时，可以重新确定设计参数，或者进一步分解功能需求，以消除功能需求的偶合，保证设计矩阵为对角矩
阵或三角矩阵，将偶合设计变成无偶合设计或者解偶设计。
（2）信息公理（信息量最少公理）
公理设计理论将功能需求 FRi 的信息含量 Ii 定义为： I i = log 2

1
= − log 2 Pi
Pi

Pi：满足功能需求 FRi 的概率。
为了简化功能需求集信息含量的求解，公理设计理论采用对数函数定义功能需求的信息含量，这样，
对于由功能需求集组成的系统，其信息含量就是系统中所有功能需求信息含量之和。由信息含量定义知：
信息含量愈小，说明实现功能需求的概率就愈大，因此，具有最小信息含量的设计应该是最佳设计。当实
现功能需求的概率等于 1 时，信息含量的值最小（为零）。
信息公理：具有最小信息含量的设计是最佳设计。换言之，用最简单的物理元素（设计参数）实现所
有功能需求的设计是最佳设计。
如果相邻域同一层次中的特征向量满足独立公理，则设计结果合理，设计的成功率高。对于同一组功
能需求，不同的设计师可能选择不同的设计参数，得到不同的、满足独立公理的设计结果。但是，未必所
有满足独立公理的设计结果都是最佳设计解，此时可以利用信息公理获取最佳设计解。符合信息公理的设
计，用最简单的物理元素实现所有的功能需求，因此可以简化设计工作，有利于建立数学模型，同时，可
以减少设计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信息公理为优化设计和强健设计奠定了基础。
通过公理设计中的独立公理和信息公理，可以在设计的早期阶段和设计过程中，及时排除不合理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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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案，作出最佳的设计决策。即在设计过程中就可以判别设计的合理性，预测设计结果的设计质量，为
设计者提供了一个评判最优设计结果、量化设计质量的评估准则，指出优化设计的路径。

2 公理设计理论的应用特点
2.1 理性设计
设计过程是在客观约束条件下，实现设计目标的开发和选择的过程，也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活动。
设计早期阶段的设计错误或设计的不合理性，如果得不到及时修正，在后期的制造、调试、使用和维护阶
段可能要多付出几十甚至几百倍的代价[5]。公理设计理论创建了一种理性的设计方法，为在设计早期阶段
评价设计合理性、优化设计路径、作出最佳设计决策提供了有效手段。运用公理设计准则，使得设计过程
层次分明，思路清晰，很多看起来复杂的问题都可以在理性设计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2.2 设计过程系统化、逻辑化
公理设计理论采用一套公理化的形式逻辑系统演绎设计过程，逻辑性强，结构化表达是其优势，为设
计者提供了描述设计过程的框架（域、层次分解、Z 字形映射），以及评估设计方案的准则和方法（独立公
理和信息公理）。借助这一设计框架和评估设计方案的准则及方法，设计过程中，设计者能够预测设计效
果，解释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设计决策，使设计决策建立在一种理性基础之上，可以实时辨别设计目标分解
及其设计解确定的合理性，同时能够针对设计过程中的每一个设计环节进行设计质量评估。设计框架和两
个基本公理是设计的指导方针，使各个域中元素的层次分解和设计过程中的决策行为建立在一个理性、可
控的基础之上。
2.3 可以面授的创新设计学
公理设计理论是一种设计的科学准则，能指导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做出正确决策，为创新设计或改进
已有设计提供良好的思维方法。例如，当设计师希望构思一个能实现原始设计目标的新技术时，借助公理
设计理论描述原始产品的设计框架，建立设计方程，如果能用无偶合设计或解偶设计取代原来的偶合设计，
就可能做出重大改进，这样，改进后的设计方案常常就是一种新的发明，或创新设计[2]。
公理设计理论与 TRIZ 理论类同，是一门可直接面授的创新设计学。打破了长期以来设计只能是经验
的长期累积，难以直接传授的格局。当然，公理设计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设计实践经验，通过解决问题来学
习公理设计理论是一种有效的学习创新设计的方法。
2.4 积累设计知识和产品知识的有效方法
逻辑化的设计框架提供了描述设计思路的工具，使经验性的设计活动和设计思路清楚地展示给每一个
设计者，不同的设计者能够方便、迅速地理解设计目标和设计解之间的关系，为积累设计知识奠定了良好
基础。例如，通过闸阀设计框架（图 3 中只是闸阀设计框架的一部分）
，设计者可以方便、迅速地理解设
计目标和设计解之间的关系，清楚地了解设计闸阀的思路，这是积累和再利用前人设计经验知识的好方法。
公理设计提供的理性、逻辑化的设计框架，由粗到细、全面地反映、并描述了各个层次功能需求、设
计约束、设计参数等各种设计时所需的产品知识。例如，功能需求与设计参数的关系说明（表 2 是一例）
，
实际上就是产品知识说明书。运用公理设计理论开发产品，产品知识的表达实际上从总体方案设计阶段就
已经开始，例如，概括总功能需求、确定最高层次的设计参数和总的设计约束，通过层次分解，进一步了
产品的组成结构；产品开发过程的设计知识从描述用户域中特征向量便开始，例如，各个层次功能需求和
设计参数关系的描述，充分了解各个设计环节的功能需求、设计约束、设计参数及其之间的影响关系；通
过设计方程（矩阵），明确设计决策的合理性，……。公理设计理论提供的设计框架，记录了产品知识的
点点滴滴，勾画出一个产品的“知识图”。产品开发设计工作结束后，其开发产品需要的知识、以及开发
过程中产生的新知识已经全部记录在案。
公理设计理论提供的产品知识表达方式，同时重现出产品的开发过程，比较全面地攫取了产品知识及
其设计过程知识，几乎可以全面记载产品开发、设计和制造过程中的所有知识，为积累产品开发、设计和
制造的方面的经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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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公理设计理论将设计建立在科学公理、定理与推论的基础上，使设计活动科学化。近几年才逐渐为我
国设计学者所了解。这一设计科学的创建者 Nam P. Suh 教授自 1978 年提出公理设计思想以来，一直在设
计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改进这一设计理论，并且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设计实践证实了这一理论指导方针的
正确性[2]。目前，我国已有少数设计界学者将公理设计理论应用于不同领域的设计活动[3~8]，但我国企业界
设计技术人员对公理设计了解甚少，也许还不知晓。本文比较系统、简要地介绍了公理设计的基本理论及
其应用特点，希望更多的设计学者和一线设计技术人员了解这一理论，进而有效地应用这一理论指导设计
实践，或者从深层次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一理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企业的产品设计成效和创新能力培
养的问题。公理设计理论为设计者提供了易于操作的理性设计框架和便于决策（评价方案优劣的）的基本
公理。对于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设计技术人员言，通过公理设计理论的指导，直接利用现有的设计工具和
软件，便可有效地进行创新设计，分析现有设计方案的合理性，或者改进已有的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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