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大观ˉ艺术与设计ˉ 154

自我控制困境驱动的积极体验设计路径
文ˉ吴春茂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了用户自我控制困境驱动的积极体验设计路径，包括增加积极体验点、可视化长期目标、困境自我反思；结合了发现困境、分析困境、

解决困境的设计流程，提出了多款用户在自我控制困境下的设计案例。设计师可根据此设计路径在用户面临长期目标实现与短暂欲望诱惑困境时进行积极

体验设计，以提升用户的主观幸福感。

[ 关 键 词］积极体验  自我控制困境  设计路径  主观幸福感

设想如下情景：面对一桌美食，小丽

既想通过控制饮食来减肥，又无法抵挡美

食诱惑；明天就要开学，小明既想完成作 

业，又希望在足球场踢会儿球；早上闹钟

响了，小李既想起床去上班，又情愿在床

上赖一会儿。以上情境中的主人公正面临

一个自我控制困境：长期目标实现与短暂

欲望诱惑之间的冲突。

以上困境涉及体验多少及先后之间的

平衡。通常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受其所经历

的积极与消极情绪以及生活整体满意度影

响。通过对思维、情绪、行为等过程调节，

以平衡长期目标实现与短期欲望诱惑之间

的困境是提升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基础。本

文目的在于通过积极体验设计路径促进用

户在面临长期目标和短期欲望冲突困境时

进行自我调整，鼓励用户追求长期目标，

提升主观幸福感。

一、积极体验

积极体验源自积极心理学。这是一种

利用心理学现有实验方法与测量手段，研

究幸福要素与追求美好生活策略的心理学。

作为心理学的一个新兴领域，积极心理学

是揭示人类的优势和促进其积极技能的应

用科学，致力于识别和理解人类优势和美

德，帮助人们提升幸福感和生活得更有意

义。①目前，关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热点主

要专注于积极情绪、积极认知、亲社会行为、

积极环境等方面，以上均由积极的交互体

验产生。其中，积极体验主要研究交互与

感知设计对用户情绪、认知以及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

基于用户主观幸福感的提升，Desmet

提出了“积极设计”这一概念，将其作为

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的设计研

究、方法、路径的总称，并提出了一种积

极设计层次框架②，由三个部分组成：快

乐（实现愉悦体验）、意义（实现长期目

标）以及美德（实现人生价值）。这一框

架强调积极设计需考虑三个要素，同时避

免以上要素之间冲突，包括长期目标(意义)

和短期愉悦（快乐）之间的冲突。因此，

积极设计不仅要赋予用户短暂愉悦，同时

也能促进用户长期目标的实现。

积极设计是一项可能性驱动的正向价

值创造活动③，通过创新的产品、服务、系

统为个人、社区提供愉悦且有意义的交互

体验，以提升个人幸福④、社区繁荣⑤，并

构建美好未来。积极体验设计将积极心理

学研究的幸福要素与策略转化为可操作的

设计方法⑥。换言之，在人与产品或服务的

交互过程中，可通过设计行为刺激用户有

意义的积极体验，以促进主观幸福感的提

升。例如，蚂蚁森林是支付宝为用户设计

的一款公益产品。用户通过完成步行、地

铁出行、网上缴费等环保行为获取绿色能

量，用来种植虚拟树。待虚拟树长大后，

相关公益组织会帮助用户在沙漠种下实体

树。该产品通过激励用户选择绿色行为来

为环境保护贡献力量，以收获参与公益的

积极体验与幸福感。因此，积极体验设计

是基于积极心理学与积极设计、体验设计

相关理论知识，运用交互设计手段提升用

户愉悦的情绪感知、用户个人意义及长期

目标实现的设计。

二、自我控制困境

（一）理论背景

在心理学中，个体内在的冲突困境代

表着人类体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是一种

被广泛研究的心理现象。Hare 等人⑦提出

执行自我控制的能力是人类成功和幸福的

关键。Wil l s 等人⑧的研究将自我控制分

为自我控制特质和冲动特质。自我控制特

质是面对诱惑时更高阶心理活动产生的原

因，包括深思熟虑的评价和抑制标准。冲

动特质是在面对诱惑时会自动激起一个相

应的冲动行为，包括正向的归因于诱惑刺

激的享乐评价以及接近诱惑的行为图式。

Giner⑨从个体情感的角度来分析自我控制

困境，区分了享乐情绪（例如自由、兴奋）

和自我反思情绪（例如内疚、羞愧），并

将同时感知到这两种情绪作为自我控制困

境的标准。例如，周末在家时，一个人既

想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世界里，又反思不能

陪伴家人而感到内疚。此时，主人公感受

着自我娱乐与他人陪伴之间的自我控制困

境。Fishbach⑩认为，在一个同时存在长

期目标和短期欲望的自我控制困境环境中，

选择任一目标都可能导致冲突发生。基于

此，自我控制困境的关键特征可定义为：

个体同时存在两种以上可供选择的需求冲

突，但只能选择其中一种通过自我控制解

决困境。

（二）设计框架

自我控制是个体在困境中心理能动性

的重要表现 , 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

特性。Berkowitz!认为解决自我控制困境

可由抵制诱惑、控制冲动和延迟满足三种

方式完成。王利刚等 @ 提出了自我控制困

境的干预技术，即改变冲动系统成分、提

高自我控制的能力等。尽管自我控制困境

在心理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研究，但尚未提

供关于控制困境整体性、情景化的具体设

计框架。为将心理学中的相关研究成果引

入设计学中，Ozkaramanli#对相关文献

进行了整合，提出了自我控制困境的三个

要素：认知层面上的冲突目标、情感层面

上的混合情绪、行为层面上的互斥选择。 

在冲突目标中，认清用户选择短期欲望 /

长期目标背后动机、基本目标，并作出相

关解释或自我陈述；在混合情绪中，用户

实现不同目标时，分别会获得哪些积极 /

消极情绪；在互斥选择中，用户最终会做

出何种选择？此设计框架能够针对用户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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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目标与短期愉悦之间的自我控制困境提

供详尽的分析定义。

（三）设计策略

Fishbach$ 在反作用控制理论中提

道：用户能够预测困境可能带来的后果，

并使用个人策略来控制困境，包括自我惩

罚或奖励、抵制诱惑或刺激长期目标等。

Ozkaramanli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自

我控制困境的三种设计策略：可视化新信

息、创造障碍和激励因素、自我惩罚和奖励。

“可视化新信息”为用户追求长期目标提

供新的可能路径；“创造障碍”增加了满

足即时欲望所需的过程，而“创造激励因素”

为用户追求长期目标增加了激励要素；“自

我惩罚”使用户满足眼前的欲望变得沮丧，

“自我奖励”使追求长期目标的过程变得

更加令人愉悦。以上通过“降低”或“增加”

两种策略来解决自我控制困境，即降低短

期欲望诱惑强度的设计策略——“损失可

视化” “创造障碍”和“自我惩罚”；增

加长期目标实现强度的设计策略——“收

益可视化”“创造激励”和“自我奖励”。

三、积极体验设计路径

心理学者们将自我控制困境策略定义

为个体用来解决长期目标与短期欲望之间

冲突的心理活动或行为系统模式。现有的

设计策略是在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并存的

基础上提出的。当长期目标与短期欲望发

生冲突时，设计路径旨在激励用户追求长

期目标的行为，但采取降低短期欲望诱惑

强度的设计路径会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

因此，本文在前人学者提出的设计策略基

础上，在激励用户积极情绪、降低用户消

极情绪前提下，提出了基于积极体验的解

决自我控制困境的三个设计优化路径，包

括了增加积极体验点、可视化长期目标、

困境自我反思。

增加积极体验点。自我控制困境的 

热 / 冷分析表明，短期欲望受热（情绪）

知识系统控制，而长期目标受冷（认知）

知识系统控制。热知识的享乐情绪比冷知

识的反思认知情绪更容易、更快出现。用

户在追求长期目标的过程中，受短期欲望

热情绪的影响，可能会忽视对长期目标的

追求。虽然热情绪能给用户带来愉悦的体

验与感受，但是可能与其长期目标（冷知识）

不一致，即不助于其幸福感的提升。因此，

在用户追求长期目标实现的过程中，为了

保持对长期目标追求的动力，以及增加愉

悦感，可从增加用户的积极体验点出发，

从用户的感知、交互、行为等角度提出相

关概念设计。

可视化长期目标。相比较短期愉悦，

长期目标的实现更有助于用户的幸福。文

中的愉悦与幸福的主要区别在于：愉悦是

指短暂的开心时刻；幸福是指长期的生活

满足。长期目标可视化包括长期目标整体

流程的可视化，以及实现长期目标预期成

果的可视化。通过可视化流程，可将长期

目标细分为多个子目标，通过分阶段的方

式实现，帮助用户预见长期目标中每个阶

段的实现以及长期目标的完成情况；可视

化预期成果是运用视觉可视化的手段，呈

现给用户可视化的预期成果，以激励用户

实现长期目标。

困境自我反思。短期欲望能够给个体

带来即时快乐体验，但有些快乐体验并不

利于个体长期目标的实现，即短期的欲望与

长期目标具有不一致性。在此情境下，短

期快乐诱惑是对长期目标实现的现实挑战。

因此，消除或减少与长期目标实现中不一致

的短期诱惑，可促进个体长期目标的实现。

但通过设计干预过度抑制短期欲望可能会

让个体产生消极情绪。反思短期欲望与长

期目标，通过积极暗示的手段来刺激个体

自我反思，以提升对短期欲望与长期目标

的消极与积极结果的认知，从而鼓励个体

对长期目标实现的追求。具体体现在以不

同目标的获益与损失的比较为起点，以自

我反思为方法（当下与过去的自我反思、

自我与他人的现状反思、不同选择可能造

成结果反思等），提出相关的概念设计。

四、案例分析

作者从专业设计师与设计专业学生两

个维度分别对该设计路径进行案例分析，

以验证该方法路径有效性与可行性。首先，

作者选取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设计师一名，

按照发现困境、分析困境、解决困境、分

析讨论的过程进行设计实践及有效性分析；

其次，选取 30 名设计专业大三学生，分成

9 个小组，每组 3 ～ 4 人，生成 90 余款设

计概念，并筛选30个概念深入设计；第三，

让参与学生从方法创造性、新颖性、实用性、

易懂性角度进行打分，以对不同设计路径

进行可行性评估。

（一）案例 1：设计师设计实践

1. 发现困境

拖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严重的

拖延症会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带来消极影响，

如自责、后悔等。设计师以大学生消极拖

延与积极学习之间的困境为案例，在自我

控制困境驱动的积极体验设计路径指导下

提出一款设计案例，以验证积极体验设计

路径的有效性。

2. 分析困境

运用测试卡片和半结构化的非正式访

谈，同参与者讨论其当前所面临的困境，

以及在困境中的冲突目标、混合情绪、互

斥选择，并通过设计框架将其可视化。参

与者当前面临着消极拖延和积极学习之间

的自我控制困境。一方面，选择消极拖延

可以在短时间内享受悠闲生活（短暂获益），

但从个人长期发展角度存在一定风险（潜

在损失）；另一方面，选择积极学习可以

提升自身能力（潜在获益），但将花费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短暂损失）。因此，参

与者选择消极拖延将会导致短暂获益（刺

激、轻松、自由）与长期损失（后悔、自责、

失望）；选择积极学习将会导致短暂损失（枯

燥、焦虑、疲惫）与长期获益（骄傲、自信、

充实）。

3. 解决困境

图 1 是一款为解决用户消极拖延与积

极学习之间的自我控制困境而设计的手机

应用程序“碎片拾光”。该应用程序可帮

助用户将碎片化时间整合起来积极学习，

以实现其长期目标。此应用程序主要交互

流程如下。（1）点击图 1-1“程序页面”

中的“碎片拾光”图标，进入图 1-2 中的

程序“加载页面”，该页面可视化了用户

长期目标的预期成果；约 2 秒钟后进入图

4-3 中的“添加目标”页面，用户可按加

号键添加学习目标；在该页面下有三个功

能图标：打卡、周报、标签。（2）用户点

击“打卡”图标，进入图 1-4 所示的“今

日打卡”页面；每个子学习任务完成后，

小红旗将自动插到对应任务的山头上以示

意打卡成功；完成一整天的学习任务后，

点击“今日打卡”页面顶部的右侧箭头，

进入图 1-5 所示的“目标进程”页面，查

看可视化长期目标进程。（3）完成一周任

务后，点击“周报”图标进入图1-6所示“我

的周报”页面，该程序提供了“个人分析”

（图 1-7）与“好友 PK”（图 1-8）2 个

功能页面，以自我反思过去一周的学习状

态。（4）点击“标签”图标，程序会显示

图 1-9 所示的“个性标签”页面，用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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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相关个性化设置；设置完成后，程序

会根据用户喜好呈现图 1-10 所示的“个

性屏保”及当下目标，通过增加用户视觉

体验的方式激励用户超越自我。

4. 分析讨论

以上困境案例设计中，设计师通过自

我控制困境驱动的积极体验设计路径提出

了整合碎片化时间鼓励用户积极学习的“碎

片拾光”应用程序。该程序的打卡、周报、

标签等交互页面设计，解释了可视化长期

目标、困境自我反思、增加积极体验点三

个积极体验设计路径的应用方法，以帮助

用户在自我控制困境下，积极完成长期 

目标。

可视化长期目标：将长期目标结果与

过程可视化，可激励用户追求长期目标。

该设计中有 2 个页面运用了可视化长期目

标的设计路径。（1）加载页面：用户点击

程序图标后，进入加载页面（图 1-2），

此页面可视化了用户的长期目标，如“六

级必过，超越自我”，激励用户开启美好

一天。（2）目标进程：用户完成今日打卡后，

系统进入长期目标进程页面（图 1-5），

以显示今天任务对长期目标完成所做的贡

献。用户每完成一天任务，就像登山一样

向前进了一步。当完成所有任务后，意味

着用户爬到了山顶。在本设计中，通过“加

载页面”来可视化长期目标结果，通过“目

标进程”来可视化长期目标完成情况，以

激励用户积极学习。

增加积极体验点：在制定长期目标

后，需要增加积极体验点，来抵消短期欲

望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保持追求长期

目标的动力。该设计中有 2个页面使用了

增加积极体验点的设计路径。（1）今日打

卡：在今日打卡页面（图 1-4）中依据用

户添加任务数量显示了相应的山头，用户

每完成一项子任务，对应的小红旗会插到

山头上。每日所有任务完成后，会给用户

一种红旗飘飘的成功愉悦体验。（2）个性 

屏保：在个性标签页面上，用户可设置个

性化的近期目标、未来理想、座右铭、个

人喜好等标签，系统会根据以上标签自

动生成相关个性屏保以及当下目标（图

1-10），以增加用户的积极视觉体验，激

励用户坚持目标。

困境自我反思：用户对过去行为展开

个人分析或好友比较，可反思自己的优势

与不足，以鼓励用户做出更加积极的决

策。该设计中有 2 个页面采用了困境自我

反思的设计路径。（1）个人分析：在我的

周报页面里，用户可选择“个人分析”图

标，以得出自己过去一周的学习情况（图

1-7），反思个人获益与损失。（2）好友

PK：用户还可选择“好友 PK”图标，得

出自己过去一周与好友相比较的学习状况

（图 1-8），以激励自己更加努力。应用

程序不会干预用户决策，无论“个人分析”

还是“好友 PK”，所有数据仅作为参考，

引发用户自我反思，以激励其提出有益于

自己的积极建议。

（二）案例 2: 学生设计实践

本次设计实践选取 30 名设计专业大三

学生，分成 9 个小组，每组 3 ～ 4 人，采

用工作坊的形式，在 8 周时间内完成。在

发现困境阶段，9 组参与者定义了 9 个生

活中的自我控制困境主题，分别是“啃老

VS 自立”“冲动 VS 理智”“约饭 VS 锻

炼”“享受当下 VS 积极奋斗”“一个人

的自由 VS 两个人的生活”“爆肝 VS 自

律”“放纵VS自律”“家里蹲VS出去浪”“舒

适VS突破”。经过分析困境与解决困境，

每组参与者对增加积极体验点、可视化长

期目标、困境自我反思三个路径各生成三

个概念想法。然后，针对每个路径筛选一

个最优概念进行深入设计。最终，30 名参

与者针对 9 组困境主题，共生成 30 个设计

概念。图 2 是作者随机选取的三组设计主

题，简要说明如下。

图 2-1，分析困境发现：目标用户毕

业后面临着“啃老”（选择消极享乐）和“自

图 2ˉ工作坊的三个设计案例图 1ˉ自我控制困境驱动的积极体验设计案例——“碎片拾光”

图1-1ˉ程序页面

图 1-6ˉ我的周报

图 1-2ˉ加载页面

图 1-7ˉ个人分析

图 1-3ˉ添加目标

图 1-8ˉ好友 PK

图 1-4ˉ今日打卡

图 1-9ˉ个性标签

图 1-5ˉ目标进程

图 1-10ˉ个性屏保

图 2-1ˉ实验设计案例——“啃老 VS 自立”

图 2-2ˉ实验设计案例——“冲动 VS 理智”

图 2-3ˉ实验设计案例——“约饭 VS 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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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选择积极奋斗）之间的自我控制困境。

解决困境：一套“职场舒压抗抑郁操”增

加积极体验点，工作之余，通过夸张的形

体动作和朗朗上口的歌词进行积极心理暗

示，肯定自身努力，使自己对未来有所期待，

增加自立的愉悦；一款“自立要素泡泡膜”

可视化长期目标，当满足某一关键要素便

可戳破对应泡泡，在底部晕开色彩，当所

有条件都满足时，泡泡膜呈七彩状态并留

白“开启你的自立人生”；一款“奶嘴仙

人掌盆栽”刺激自我反思，看到这一抹怡

然时，却惊觉奶嘴有刺，暗示成年后啃老

做法不妥，达到自我反思的效果。

图 2-2，分析困境发现，当情侣间争

吵时，面临着“冲动”（选择放纵情绪）

和“理智”（选择管理情绪）之间的自我

控制困境。解决困境：一款“情绪输入法”

增加积极体验点，将因心情不好发送伤人

的话转换为赞美的话，既舒缓了自己心中

压抑，又给对方积极关怀体验；一款“情

绪记录 APP”可视化长期目标，通过设定

目标以打怪形式，帮助自己记录每次情绪

管理，最终成为自律的人；一款“针对冲动”

设计的自我反思水壶，以水为载体，通过

水壶内水温的变化让对方感知到自己心情

变化，从而反思自身行为。

图 2-3，分析困境发现，目标用户经

常面临着“约饭”（选择聚会）和“锻炼”

（选择锻炼）之间的自我控制困境。解决

困境：一款“趣味鞋履”设计增加积极体

验点，随着运动次数增加，鞋面本身可改

变颜色，增加运动乐趣；一款“智能跑步机”

设计可视化长期目标，根据不同运动强度，

屏幕上呈现对应未来状态，如越努力奔跑，

就会看到越完美的自己；一款“酒杯设计”

让用户自我反思，当酒水倒得越来越多时，

基于折射原理，杯底倒影人脸会随着酒的

高度越来越胖，提醒用户反思自我，注意

饮酒健康。

从设计结果可知，参与者能较好掌握

该设计方法，并针对自我控制困境，从不

同设计路径提出相关设计方案。为了进一

步测试参与者对该方法的认知度与接受度，

作者进行了问卷调研，数据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是由 30 位设计实践的参与者从 

1～ 7（1分代表最低分，7分代表最高分）

打分统计得出。增加积极体验点在方法实

用性（5.967）与易懂性（6.167）的均值

较高，说明该设计路径比较实用，同时较

容易被参与者理解掌握；可视化长期目标

在方法创造性方面均值（5.933）较高，说

明参与者对可视化长期目标产生的创造性

结果比较满意；该方法在实用性方面的标

准差（1.149）较高，说明在实用性方面不

同参与者对其认知不同；困境自我反思在

方法新颖性方面均值（5.733）较高，说明

参与者认为从困境自我反思的视角出发进

行设计思路比较新颖；在易懂性方面标准

差（1.179）较高，说明该参与者对困境自

我反思理解有偏差，导致标准差偏大。三

个设计路径的整体均值（5.647）较高，说

明了该设计路径的可行性。

结语

本文基于积极体验与自我控制困境理

论，提出了一种自我控制困境驱动的积极

体验设计路径，即增加积极体验点、可视

化长期目标、困境自我反思。作者从专业

设计师视角出发，以用户的积极学习与消

极延迟困境为例进行了“碎片拾光”应用

程序设计，并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使 30

名设计专业学生以工作坊形式掌握并实践

该设计路径，产生了大量概念，并通过问

卷调研验证该设计路径的可行性。本文探

讨在长期目标实现与短期欲望诱惑发生冲

突时，支持采用积极设计路径给用户带来

积极设计体验，以提升用户的主观幸福感。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

目资助 (19PJC00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7ZDA020）、上海市设计学 IV 类高峰学

科资助项目（DD18003)、东华大学 2017 年度

人文社会科学预研究项目 (107-10-0108027)

及上海高校知识服务平台—海派时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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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ˉ设计路径评价分析

方法创造性 方法新颖性 方法实用性 方法易懂性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增加积极体验点 5.833 0.913 5.533 1.306 5.967 0.928 6.167 1.147
可视化长期目标 5.933 0.740 5.400 1.037 5.300 1.149 5.333 1.061
困境自我反思 5.633 1.098 5.733 1.388 5.633 1.033 5.300 1.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