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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F 设计在农产品品牌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林紫芳

徐浙青 王 丽

渊浙江农林大学工程学院袁浙江杭州 311300冤
摘要 本文从色彩尧材料尧表面处理工艺等 3 个方面阐述了 CMF 设计在农产品品牌包装中的应用袁以期为
推动农产品品牌发展袁使其拥有更强大的竞争力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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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袁每年农产品的产量都在

设计领域袁许多大型的企业都设立了自己的 CMF 研

不断增加袁加上市场的迅速发展导致农产品品牌之

究中心袁比如小米尧华为与海尔等遥

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遥 目前袁农产品品牌包装设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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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品牌包装

趋于雷同袁这使得各个品牌之间不容易被区分袁也难

农产品品牌化是我国农业近几年发展的重要推

以被消费者记住遥 将 CMF 设计科学合理地应用于农

进点袁也是农产品生产者与经营者提高市场竞争力

产品品牌包装设计中袁可以拥有新的创新思路以打

的重要举措遥 包装是推广与宣传品牌最有说服力的

破目前所遇到的瓶颈遥 CMF 设计主要通过对色彩尧

一种形式袁它是农产品品牌具体展示的实际载体袁与

材料和表面处理工艺等 3 个方面的设计以及对细

众多消费者直接接触联系[3]遥 新颖尧恰当的包装能够

更具有品牌感袁增强农产品品牌的市场竞争力遥

我国农产品品牌数量快速增长袁市场上农产品品牌

1 CMF 设计

的包装无论是结构样式袁还是视觉图案都多种多样遥

节的处理和把握袁使农产品品牌包装焕发新的活力袁

CMF 设计是一门涉及范围特别广的交叉性学

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袁提高农产品的销量遥 目前袁

但是多数农产品品牌包装意识不够袁设计也多雷同袁

科袁包含了美学尧色彩学尧工程材料学尧消费心理学和

很难从众多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遥

应用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袁其由色彩渊color冤尧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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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F 设计在农产品品牌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渊material冤和表面处理工艺渊finishing冤等 3 个部分组

3.1 色彩在农产品品牌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饰的情感化设计袁它通过调查了解用户的感性需求袁

来说袁色彩比造型对使用者更具有吸引力袁即色彩是

成[1]遥 CMF 设计专注于色彩的搭配尧材料的选择和装

以美学为基础尧创新为原则袁通过对色彩尧材质和表

人的所有感官中袁最敏感的就是视觉遥 从理论上
CMF 设计中最具表现力的元素袁更能引起消费者的

面处理工艺三者的研究与再设计袁作用于设计对象袁

情感共鸣袁成功的色彩选择可以迅速吸引消费者的

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产品组合多样化[2]遥 只有当主

注意遥 色彩通过视觉来传达及接收尧靠情感来转换反

观的视觉体验和情感化的触觉体验达到完美平衡

射袁不同的色彩会带给人以不同的视觉感染力袁还会

时袁产品才会给使用者带去良好的体验认知袁而这就

引起人们潜意识的联想遥 例如红色给人热情奔放喜

是 CMF 设计的目的遥 目前袁CMF 设计多应用于工业

庆的感觉袁多用于节日礼盒包装曰蓝色是幽静大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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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袁多用于海鲜农产品的包装曰绿色给人清凉爽快
的田园之感袁多用于绿色蔬菜的包装遥 在设计中利用
好色彩的这种情感和联想作用袁将会有效强化产品

林紫芳等院CMF 设计在农产品品牌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的特点袁突出品牌特质遥 在农产品品牌的包装设计

的基础遥 材料不同于色彩袁它给人的感受会更加深

中袁色彩的选择与搭配有以下几个思路遥

入尧全面袁除了在视觉上给人以感知外袁还多了嗅觉

3.1.1 强调农产品的属性遥 这应该是目前市场上农

和触觉遥 即使是同样的色彩袁材料不同袁其效果千差

产品品牌包装设计采用最多的一种设计思路袁也是

万别遥 因此袁材料的选择在农产品品牌的包装设计中

许多包装视觉上让人有雷同感的原因遥 比如在绿茶

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售卖区域袁大多数的包装都是绿色调 曰而辣椒尧红枣
[4]

随着科技与时代的发展袁目前有的材料已达成

这类红色农产品袁其包装就以红色调为主遥 虽然这种

千上万种袁但常见的用于农产品包装材料却不多袁主

设计思路很常见袁但也可以通过调整颜色的明度尧纯

要有纸尧塑料尧金属尧陶瓷尧玻璃与竹木或野生藤类等

度袁小面积的色彩点缀和撞色的搭配袁使包装有焕然

自然材料遥 另外袁为顺应时代发展需求袁低碳节能尧环

一新的感觉遥

保绿色的包装材料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遥

3.1.2 强调农产品生产地遥 除了农产品本身的属性袁

在包装设计过程中袁除了要考虑农产品本身的

农产品的生产地其实也是许多品牌在销售农产品时

特殊性外袁还应考虑运输及销售的要求来选择农产

会强调的卖点之一遥 相较于强调农产品的属性袁这种

品包装的材料遥 此外袁还应整合品牌的理念以及文

色彩设计思路更能抓住消费者眼球袁特别是一些少

化袁突出农产品特色遥 例如台湾的第一农产品文创品

数民族地区遥 比如野贵物冶袁它是一个分享贵州好物的

要掌生谷粒袁其品牌口号是野来自土地的呼唤冶遥
牌要要

品牌袁在包装设计时选择用多种撞色搭配来强调品
牌民族文化的特性袁如图 1 所示遥

该品牌包装最经典的元素有古朴的牛皮纸尧 揉制而
成的纸藤圈尧棉纸外衣尧书法手写的产品信息遥 牛皮

纸尧棉纸等材料很好地呼应了该品牌的理念袁也体现
了包装的高档质感袁吸引消费者的同时也很好地宣
传了品牌文化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遥
3.3 表面处理工艺在农产品品牌包装中的应用
在农产品品牌包装设计中袁表面加工起到锦上

图 1 野贵物冶品牌包装

添花的作用袁不仅能提高材料的性能袁使包装具有与

3.1.3 强调品牌理念遥 每个品牌在构建时都会有其

众不同的特色袁也能够提升包装产品的附加值遥 包

独特的品牌理念与背景遥 例如野璋品贡冶袁它是开化苏

装设计中袁包装的表面处理工艺根据材料的不同会

庄的茶品牌遥 其取名为野璋品贡冶袁就是因为在品牌策

有所不同遥 纸类包装的表面处理工艺包括覆膜尧烫

划期间筛选尧甄别尧提取出了野朱元璋冶这一区别于其

金尧UV 印刷尧压印尧上光等曰塑料包装表面处理工艺

他茶品牌的内涵与文化要素遥 因此袁在包装设计时袁

有电镀尧喷涂尧咬花等曰而针对竹木材质的包装表面

将黑色与金色作为高档茶礼盒的配色袁因为黑色和

处理工艺有打磨尧抛光尧喷涂等遥 根据产品和设计袁选

金色最能代表和体现出皇帝御贡尧典藏尊贵的品牌

择合适的表面处理工艺袁会给农产品品牌包装带来

理念袁如图 2 所示遥

更强烈的视觉美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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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利用 CMF 设计理念对农产品包装进行再设计

时袁首先需要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尧市场上同类
产品的包装设计以及市场流行和审美趋势进行详细
图 2 野璋品贡冶品牌包装

3.2 材料在农产品品牌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材料是包装的形态载体袁是包装或者产品存在

调研和分析袁不断优化包装结构遥 有针对性的市场调
研袁可以了解其他行业好的创意遥 在市场调研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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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金丝菊包装

木质材料与透视性较佳的玻璃袁同时也具备古典与

质朴的气质渊图 2冤遥

图 2 蜂蜜系列包装

4.3

表面处理工艺在区域农产品品牌野寻林记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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