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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MF 的区域农产品品牌设计应用
徐浙青 林紫芳 王 丽
渊浙江农林大学袁浙江杭州 311300冤
摘要 本文对 CMF 设计尧区域农产品品牌进行了概述袁介绍了 CMF 在区域农产品品牌设计中的应用方法袁
并以野寻林记冶品牌为例袁从 CMF 设计角度对区域农产品品牌设计方法进行了介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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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我国的区域农产品品牌设计已经得到了
一定的重视袁有国家政策扶持与多方团队的支撑袁但

CMF 设计在制造业的发展与带动下已逐渐形成了一
个相对完善的体系袁建立了有关专业学科袁吸引了诸

其发展仍受到多方因素的限制遥 区域农产品辨识度

多团队机构尧个人与企业投入其中袁国外知名企业和设

低袁市场竞争力较弱袁影响了其宣传与推广遥 区域农

计咨询公司已经开始形成 CMF 设计师的专门职业遥

产品品牌构建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手段袁在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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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农产品品牌概述

构建过程中袁有赖于视觉传达与具象化呈现袁具体表

区域农产品品牌是当前区域内农产品集合经营

现为品牌 VI 的建立尧 品牌标识与名称的视觉呈现尧

的具象形式袁能够体现当地的地域特色与产品特色袁

品牌包装体系构建与设计等遥 CMF 设计在这一流程

中占有重要地位遥 CMF 设计中色彩尧材料尧表面处理

破除地域局限性袁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广区域产品遥
合理的品牌设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产品的优势

工艺的合理运用袁能够凸显独特的品牌特色与美感袁

与特色袁吸引投资与消费袁从而对当地的区域经济与

在消费者记忆中形成牢固的记忆点袁 从而提升品牌

产业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袁优秀的区域农产品

的市场辨识度与市场竞争力遥

品牌甚至能从根本上带动区域产业经济发展[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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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F 设计概述
CMF 的主要构成元素是色彩渊color冤尧材料渊ma-

一个完善的区域农产品品牌构建流程主要包括

市场调研尧核心价值确立尧产品定位尧品牌 VI 体系建

terial冤与表面处理工艺渊finishing冤袁其中色彩主要表

立尧品牌产品架构规划尧产品包装设计尧宣传推广等

品形态的感官体验袁表面处理工艺的应用会直接表

中袁市场调研是开展后续工作的前提条件袁是对前沿

现色彩与材料是否能完美传达设计师的设计意图[1]遥

趋势的了解与超越曰核心价值确立与产品定位是品

现的是产品形态的视觉体验袁材料主要表现的是产

CMF 设计可通过改变产品的色彩尧材料尧表面处理工

艺袁对其进行合理的选择搭配袁使原产品野改头换面冶袁

步骤袁 是一个从 0 到 1 再到 N 的过程遥 在这一过程

牌的核心袁是支撑品牌内在核心的主要竞争优势曰品
牌的 VI 体系是基础袁是品牌推广的标志性元素曰品

以低成本的形式达到设计目的袁实现产品外观与性

牌产品架构规划是骨架袁是品牌传播的载体曰产品包

能的迭代升级袁促进人机关系的和谐遥 CMF 设计目前

装设计是表现方式袁是农产品能够实现产品增值与

发展势头迅猛袁设计圈和企业均在大力发展和应用[2]遥
作者简介 徐浙青渊1997要冤袁女袁浙江宁波人袁在读硕士研究
生遥 研究方向院CMF 设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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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落地的基本条件遥

3

CMF 在区域农产品品牌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3.1 色彩应用方法
色彩是受众进行视觉接触时最先处理的要素袁

徐浙青等院基于 CMF 的区域农产品品牌设计应用
也是刺激消费冲动的先决条件遥 对整体品牌而言袁人

时结合色彩尧图形等元素袁以虚实结合的方式进行设

对外观的记忆点在于特殊性与美观性袁有规划的色

计袁避免形成视觉上的累赘感遥 例如布艺尧竹木尧棉麻

彩设计配合品牌图文设计袁能够诞生出和谐且独特

等自然材料袁其视觉肌理效果尤其显著遥

的色彩与图形体系袁在大规模投入市场后容易给消

3.2.3 实用的功能性遥 品牌包装中的材料有很强的

费者留下深刻印象袁久而久之形成品牌效应袁让消费

功能性趋向袁主要服务于农产品保质与卫生需求袁使

者目睹某一配色就条件反射地联想到该品牌袁这是

其具有良好的防潮尧阻氧尧抗压特性袁在销售尧运输尧

色彩设计使品牌深入人心的表现遥 色彩的选取需要

贮藏等环节中进行农产品保鲜遥 当前常用密封材料

综合考虑袁必须与包装的图形尧材质与结构相协调袁

有 PE 塑料尧铝铂复合膜等袁支撑材料有金属尧陶瓷尧

进而彰显产品与品牌的魅力 遥

卡纸等遥

感与象征遥 色彩虽然仅能目视感知袁但是对五觉都具

3.3.1 视觉效果遥 特殊的表面处理工艺能够给予单

有强烈感染力遥 色彩可以从色相尧明度尧纯度这 3 个

一的材料以多重的层次袁例如 UV 印刷尧烫金尧凹版

性遥 从产品的情感色彩与象征意义入手袁可以用色彩

感袁不同的粗糙度也能够形成不同的视觉层次遥 视觉

自身带有的特质来引起共鸣遥二是文化背景遥 文化背

效果应根据其整体氛围而定袁凸显包装整体的和谐

景包括地域特色尧历史底蕴尧人文价值尧宗教信仰尧研

与美观遥

发背景等各个方面遥 很多产品本身就具有高辨识度

3.3.2 交互过程遥 品牌包装也应考虑消费者行为节

的历史元素及特定的形式语言袁其固有的文化背景

点的流畅袁这涉及人机工学尧包装结构尧生产流程与

使品牌设计拥有非常宽广的发挥与创新空间遥 若目

工艺方面的合理设计遥 例如在包装撕口处袁为增加摩

标产品有显著的地域特色袁 可以考虑从强烈的地方

擦力袁常采用表面粗糙度大的材料袁这样可以为消费

特产尧宗教尧民族特色出发来选取应用色彩袁凸显地

者的使用过程提供优质的体验袁反向树立良好的品

域特征遥 三是消费群体遥 消费者对色彩是敏感的袁不

牌形象袁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依赖性与消费黏度袁巩固

同性别尧年龄段的人群都有不同的色彩偏好遥 在当今

客源遥

产品市场逐渐细分的趋势下袁应针对不同消费群体

4 基于 CMF 的区域农产品品牌设计案例分析

采用不同设计策略遥

4.1 色彩在区域农产品品牌野寻林记冶中的应用

[4]

色彩的选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出发院一是情

维度来区分袁不同的色彩具有其独特的情感与象征

3.2 材料应用方法

3.3 表面处理工艺应用方法

等特殊印刷工艺能够赋予单一材料精致与细腻的观

在野寻林记冶品牌的菊花系列包装中袁用色颠覆

材料是产品具象化呈现的载体袁是实现产品落

了传统菊花包装以暖黄为主的色调袁选择其相对色

地的物质依托袁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纹理与立体观感袁

蓝色为主基调袁以反差色来吸引眼球袁使其能够在同

在传达视觉效果的同时也能形成丰富的触觉效果袁

类产品中脱颖而出渊图 1冤遥 其插画设计有彩绘与白

并支撑产品的使用与人的操作行为遥 因此袁在设计时
需兼顾外在与内在的实用特性遥
3.2.1 场景的适配性遥 区域农产品材料所表达的视

描 2 种类型袁能够形成虚对照袁色彩的应用与基调尧
产品本身相呼应遥

4.2 材料在区域农产品品牌野寻林记冶中的应用

觉效果应与所处环境相适应袁以此实现产品与环境

在野寻林记冶品牌的菊花系列包装中袁除了运用

的高度和谐遥 不同场合有不同的材质需求袁例如原

常规的 PE 塑料膜以外袁还添加了卡纸精装这款创新

石尧原木尧棉麻织物等所呈现的氛围感袁与质朴清幽

程度较高的包装设计袁能使整体具有更高的品牌

的环境适配度更高袁与现代极简风格则无法融合遥

辨识度遥 在番薯包装中袁适当应用了透明塑料膜袁形

3.2.2 视觉的美观性遥 材料选取需要配合品牌视觉

成了内容产品透视效果袁 具备一定视觉美感的同

整体效果袁可从地域文化特征出发袁强调产品特色袁同

时袁也能够清晰地观察内置农产品遥 蜂蜜包装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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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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参考文献

的应用
在野寻林记冶品牌的蜂蜜系列包装中袁外包装用
覆亚膜处理的铜版纸袁并在其上进行 UV 印刷袁强调

品牌名称与图形纹理袁赋予整体包装更高级的质感遥

5

特色袁彰显文化与品质遥
[1] 左恒峰.设计艺术中 CMF 的创意策略与方法[J].南京艺
术学院学报渊美术与设计冤袁2018渊1冤院193-200.

[2] 左恒峰.CMF院从哪里来袁到哪里去?[J].南京艺术学院学
报渊美术与设计冤袁2020渊1冤院97-104.

结语
在区域农产品品牌设计过程中袁CMF 设计占有

[3] 孙明明.基于感性工学的智能空气净化器 CMF 设计研
究[D].哈尔滨院哈尔滨理工大学袁2021.

很大的比重遥 因此袁其 CMF 设计应当服务于品牌视

[4] 刘沙.基于 CMF 的儿童化妆产品设计研究[D].广州院广

渊上接第 215 页冤

色彩尧材质尧表面处理工艺等 3 个方面进行设计袁将

时间袁让设计更高效遥

在包装上体现出农产品品牌文化与理念遥

觉体系尧包装体系与应用体系袁强调区域农产品自身

上进行农产品品牌包装的设计袁可以避免浪费很多
在农产品品牌设计中袁色彩尧材料与表面处理三

东工业大学袁2021.

会给农产品包装设计带来不一样的设计思路袁也能

5 参考文献

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遥 因此袁在农产品品牌的包装

[1] 孙新竹.基于感性工学的消费电子产品 CMF 设计研究院

相互融合袁包括前期所提炼的颜色尧图案尧材料及加

[2] 赵雯.工业设计中 CMF 设计流程和方法[J].科技经济市

[5]

设计中袁应整体考虑三者之间的关系袁将各方面元素
工工艺等袁然后根据实际情况以及品牌理念等袁将它
们灵活地应用于包装设计之中遥
农产品包装的作用不仅限于保护尧盛装农产品袁
还能有效地推广与宣传品牌遥 CMF 设计在工业设计

领域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袁将其应用于农产品品牌包
装设计中袁根据农产品的类别与特点袁对其外包装的
218

以电视机为例[D].无锡院江南大学袁2017.
场袁2018渊9冤院1-2.

[3] 任磊.农产品品牌包装设计浅议[J].科技经济市场袁2018
渊10冤院111-113.

[4] 王丽袁徐浙青袁林紫芳袁等.CMF 设计在茶品牌包装中的
创新应用研究[J].包装工程袁2020袁41渊22冤院278-286.

[5] 李磊袁汪婷袁徐浙青袁等.用户研究在家居产品 CMF 设计
中的应用[J].家具与室内装饰袁2020渊1冤院102-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