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戏言，汽车是四个轮子加一个沙发。延锋江

森的汽车座椅设计师们可不这么认为。

上海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锋江

森）是一家汽车座椅制造商，由上海延锋汽车饰

件与美国江森自控国际两家公司共同投资，在

亚洲的汽车座椅生产领域有很高的知名度。企业

为通用、大众汽车、奇瑞、吉利、江淮汽车、东

风和日产提供配套汽车内饰产品。在诸多著名车

型，如通用GL8 小型厢式车、福特Fiesta、大众帕

萨特和南汽名爵中，都采用了延锋江森设计并生

产的座椅。

 “你见过每小时跑150公里的沙发吗？”延锋江森

座椅造型工作室的经理Gordon. W. Miller先生一句

话就轻松驳倒了开篇的说法。

汽车座椅是公认的汽车内饰项目中与驾驶体验联

系最为紧密的部件，座椅的安全、舒适与美观直

接影响购车者的购买决策。也难怪各大汽车制造

商在汽车座椅上不遗余力，希望能准确拿捏住消

费者的心态。别克GL8仿效飞机头等舱的U型座椅

宽大舒适， MG名爵沿袭英伦风的运动座椅承托

力及包裹性都无可挑剔，而福特Fiesta人性化的座

椅设计则把小型车时尚灵动的特点彰显无遗。

 

作为业界领先的座椅设计与制造商，延锋江森不仅

拥有出色的产品设计能力，还有一只具备全球化视

角的设计团队。无论是按时交付高质量的产品，还

是凭借出色的造型打动主机厂设计师的心，以欧特

克公司业界一流的造型软件Autodesk Alias为核心

的数字化设计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培养年轻设计

师时，延锋江森也注重通过引入业界先进的技术，

让中国设计向国际一流水平看齐。

风景这边独好

Gordon来中国已经9个月了，中国汽车市场的繁

荣与消费者的成熟程度让他感触颇深。“越来越

多的中国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世界市场上

的产品信息，从而掌握了最前沿的流行风与技术

趋势。尽管市场还很年轻，但中国的买家很有经

验，很识货，并且愿意为好车出大价钱。”

但机遇叩门的同时，挑战也接踵而至。

对座椅设计不了解的人会认为，座椅设计没有什

么特别。但由于座椅没有一定的造型，不像门板

等内饰部件比较容易做得比较赏心悦目，反而给

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座椅设计必须要考

虑与人的感觉，座椅的舒适性如何？坐好以后站

起来，或者经过长途驾驶以后，座椅是否变形？

舒适驾驭 设计先行

欧特克力助延锋江森设计汽车座椅

欧特克产品提高了我们

的速度和准确性。在效

率越来越受重视的情况

下，能够在几个小时内

拿出一项提案为我们带

来了优势。

 – Gordon. W. Miller
 造型工作室经理

 上海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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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锋江森）全球各地

的研发设计团队都统一

采用Autodesk Alias，进

行实时的设计与修订，

此次项目再一次证明

Autodesk Alias是设计师

们最好的选择。

 – Gordon. W. Miller
 造型工作室经理

 上海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

久坐以后会不会出汗？滑动座椅的时候是否会吱

吱响？另外也必须考虑座椅与其它内饰产品，比

如车门板、仪表盘等的协调。因此座椅是一款真

正的工业设计产品，人的因素被提到至关重要的

地位。此外，政府法规对座椅的安全性能也提出

极为严格的要求。

如何保持设计的领先性？如何在设计与工程的妥

协中保持符合客户要求的整体的设计风格？如何

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提高效率？这一系列问题

Gordon和他的团队能胜任吗？

 

把脉产品DNA

为了能和主机厂保持一致，把脉上游制造商的产

品的品牌DNA是延锋江森设计师们的必修课。

“座椅必须符合OEM品牌的特点。每家生产商的

每款产品都有自己独特的品牌DNA，座椅要展现

品牌特色。我们为通用生产的座椅就和为奇瑞生

产的不一样。” Gordon介绍说。

把准OEM的设计脉门，自然少不了与上游设计

师保持沟通。如何与上游厂商实现设计协同，

Gordon给出了答案。“当OEM厂商和供应商使用

相同工具的时候，沟通就会更加便利，而做决策

也会快得多。”

由于延锋江森的所有上游客户都使用Autodesk 

Alias作为建模工具，为了与客户的流程保持一

致，Autodesk Alias自然成为延锋江森的不二选

择。而无论客户选择何种设计数据格式，无论是

二维图纸还是三维模型，延锋江森都可以把设

计数据顺利导入Autodesk Alias，开展下一步的

设计工作。实际上，延锋江森以及江森自控使用

Autodesk Alias的历史已经长达20年。Gordon回

忆说，1984年他刚刚入行的时候就接受过Alias的

培训。

在具体工作中如何避免设计的同质化，主管设

计师俞瑾对此体会颇丰。  “一般我们设计座

椅之前，先会看一下整车的内饰，如果可能的

话，最好对整车的外饰也有所了解，然后尽量

去使座椅的设计能够融合到整体设计当中。毕

竟座椅只是汽车的一部分，需要服务于整体。

目前我们正在与通用在上海的设计室合作新一

代小型厢式车的项目。我们拿到他们大致规划

出的主题和需求，然后用Autodesk Alias制作模

型，再逐步产生设计。”

 



Autodesk Alias 是一款方

便快捷的设计软件，可

以大大减少设计开发的

时间及人力资源，从某

些程度上可以帮助制作

油泥模型，从而协助设

计师达成设计目标。

 – 范广岭

 造型工作室资深数模设计师

 上海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

同一个目标，同一种语言

除了平衡与上游企业的关系，工程与设计团队、

以及身处不同地区的团队之间的协同也曾经长

期困扰座椅厂商，不过在延锋江森，由于使用

Autodesk Alias，这个问题早就迎刃而解了。

造型设计师必须理解客户所要求的产品特征、形

状、材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工程师在技术

规格、性能技术以及制造工艺方面是专家。双方

彼此需要，必须密切合作，而使用集成性能高的

设计工具使这种合作成为现实。

俞瑾介绍了一种戏剧性的转变。“原来进行设计

的时候，工程师会给我们很多限制，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尽管我们很不愿意自己的设计走向

平庸，但是别无选择。但现在，基本上二维的设

计师出二维的草图或者是效果图，然后跟三维设

计师一起沟通，做三维效果。其中大部分的工作

都是在Autodesk Alias中进行的。同时在涉及一些

工程问题，比如进行可行性分析的时候，我们会

和工程师一起工作。而Autodesk Alias可以与工程

团队使用的工程软件集成，共享数据。造型设计

团队与工程团队使用相同的语言，交流也就更为

简便了。”

 “几年前有另外一个项目，在澳大利亚，延锋

江森和通用Holden一起为投放美国市场的新款

CAMARO设计座椅。全球各地的研发设计团队都

统一采用Autodesk Alias，进行实时的设计与修

订，此次项目再一次证明Autodesk Alias是设计师

们最好的选择。”Gordon则举了一个经典的全球

协同设计例子。

当座椅从工程主导，向造型与工程趋于平衡转

变，当设计从独立运作到全球协作转型，一款开

放性好、集成度高的造型软件能发挥的作用将更

为突出。

见证中国速度 

有人说，汽车设计是一个妥协的过程，是造型、

工程、成本、效率等影响因素之间的博弈。而判

断一个优秀汽车供应商的标准，在于它是否能够

快速有效地提供解决方案，在看似彼此冲突的因

素之间，寻找平衡点。

 “我发现中国的OEM厂商对设计的速度要求更

高，有了问题总是要求更快地得到答案。”中国

速度给Gordon留下很深的印象。



Autodesk Alias可以与工程团队使用的工程软件集成，共享数据。造型设计团队与工

程团队使用相同的语言，交流也就更为简便了。

 – 俞瑾

 造型工作室主管设计师

 上海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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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特克产品提高了我们的速度和准确性。在效

率越来越受重视的情况下，能够在几个小时内拿

出一项提案为我们带来了优势。”

设计室的另一位资深数模设计师范广岭表示，

Autodesk Alias 是一款方便快捷的设计软件，可以

大大减少设计开发的时间及人力资源，从某些程

度上可以帮助制作油泥模型，从而协助设计师达

成设计目标。

设计跨界

时下流行跨界，服装设计师做汽车设计，家具设

计师做建筑设计都不新鲜。但在延锋江森还有另

外一层意义上的跨界。

江森自控在北美和欧洲的设计工作室中，采用了

一种新的设计模式：采用Autodesk Maya（欧特

克公司的一款动画特效设计软件，在影视动漫领

域占有统治性地位。）设计座椅的软体部分，用

Autodesk Alias设计曲面要求较高的塑料部分。选

择Autodesk Maya是因为其易学易用，与Autodesk 

Alias的文件格式兼容性好，而且相对成本较低。

由于座椅的软泡沫部件并不需要G-3 A级曲面的精

度，Autodesk Maya足以胜任这一工作。其优点是

能够在评审会议中直接根据意见更改设计，并使

该设计即时获得客户的确认。在美国，福特Fiesta

的一个项目中就全部采用了Autodesk Maya进行开

发。因此，虽然延锋江森的设计师在目前主要还

是应用Autodesk Alias进行日常设计，但是员工也

在接受Maya的使用培训了。

看到电影特效工作室里的明星产品成为汽车设计

师的挚爱，我们不得不感叹延锋江森设计师们灵

活驾驭设计工具的能力。而设计本就应该超越工

具的束缚，正如欧特克公司一致坚持的，用数字

化设计工具把设计师从繁重的绘图工作中解放出

来，体验设计，放飞灵感。

（图片由上海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