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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线性思维观

1.1 非线性思维的定义

非线性是当今科学界的前沿与热点,涉及自然科

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哲学等众多领域。它在20世纪60
年代兴起,虽其概念、性质至今仍在发掘之中,但无疑

已经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

识,在当今众多前沿学科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1]。非线性思维方式在艺术设计领域也逐渐渗透进

来,尤其在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等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

实践非线性思维的设计案例[2-3]。非线性思维中时空

观念的转变,以及对自然界复杂事物自组织规律、审美

原理的揭示,为艺术设计的现代发展注入了新的空气。
非线性思维广义来说就是与常规的线性思维不一样的

思维方式,看问题的逻辑与角度相对于线性思维而言

没有那么多惯性和常理。非线性思维是一种相互作

用、无限制、无边界、非单一立体化或平面化的交织结

构,类似于植物的根茎与叶脉。而线性思维可能只是

单一的、同一维度的、不多变的。
在非线性思维系统中,变化及变量是不可估摸的,

它很有可能因为当中的某一个微小的因素改变整个形

势的现状,而无从知晓形势发生变化的源头。相对于

许多线性思维看问题时需要通过大量以往的经验和信

息的分析形成的惯性思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可

变性的。非线性思维的未知性较强,所呈现相关的内

容的拓展性和可变性也更强。用非线性思维的角度看

问题能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问题的本质,也能使人们

更加客观地去看待许多问题。非线性思维实际上包含

了线性思维,非线性思维无处不在,但大多数情况下人

们由于思维局限、思维惯性而将其以线性思维去理解

和感受,从而使非线性思维这一概念,在艺术设计领域

还是比较陌生。

1.2 非线性图案的定义

非线性图案是运用非线性理论或非线性思维方式

产生的图形,非线性图案并不单一由直线或者曲线构

成,也不需要通过线条的组合及排列而形成千变万化

的图案,可理解为一种多维状态的图形,这一点与线性

图形是有所区别的。同时,它还具有一定的数学特性

和物理特性,也可通过数据运算、函数公式输出等,加
入计算机编程语言软件的辅助或将数据直接输入特定

的软件当中,所输入的内容将以图形的形式呈现在荧

幕上。

2 非线性思维设计方法

在展开设计之前,将设计思路分为几点:一是目前

关于非线性思维的图案其实并不多见,希望在传统的

图案设计方向上,加入非线性的思维,从而发掘并总结

出一些非线性图案的特征及特点;二是从收集的图案

资料中截取部分元素对其进行设计,其难点关键在于

设计过程如何保持非线性图案的特点,同时又具有独

特的审美风格;三是对于现有的图案形式通过解构、重
组、倒序等手段加以创新。

2.1 突破性———打破传统与形式美法则的新式设计

理念

从以往对于图案设计的经验来看,大多数设计师

的灵感来源于线性思维,对于美好的事物潜意识中将

其具象化或线象化,常采用勾线法和色彩平涂法进行

图案设计并且十分注重图案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而非

线性思维观希望能打破这一传统的设计惯性,通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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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表现手法、立体团内部空间的扭曲等等营造图案

从固定形态到动态美感这一审美形式的转变。其实在

非线性理论中存在很多现象,如混沌、频率与振幅的关

系、分谐波振荡、多值响应等。换而言之,在线性理论

中是很难得到这些奇怪的现象,比如在线性函数中,当

X 轴数值发生改变,随之Y 轴必定会随之变化,这种变

化是单一的、同一平面内的;而若在非线性函数中,将
一个数值带入其中可能会使得整个函数现象发生多种

形式的变动,而这种变动是多向的,甚至有可能延伸至

整个空间,产生多维度的变化。正是种种的不确定因

素造就了非线性的“标新立异”,这种“标新立异”也是

非线性思维奇妙之处。对比传统图案设计,是需要以

“标新立异”的思维进行创新和设计的,若能将非线性

思维融入到设计中,就算基础图案是一条简单的直线

或者四方形,在非线性思维中它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
可对简单图形组织、变换,形成新的图形,甚至形成立

体图案。
同时,在传统的图案设计中形式美法被十分看重,

希望通过图形直接的冲撞重叠,打破平衡感,营造出

“不完整”的视错效果,使得图案在视觉效果上得到新

的开发。

2.2 自相似性———从生活中寻找灵感再归于生活

自相似性这一特点最初是在非线性思维中一个分

支———分形理论中发现的。分形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

著名数学家本华·曼德博提出的,在他1967年发表的

著名论文《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 统计自相似和分数

维度》中提到:英国的海岸线长度是无法确定的,在测

量过程中它存在的变量太多,而单纯依赖于测量的尺

度是无法将其精准测量出来的。简单来说,由于大大

小小的岛屿及海峡轮廓有着数以万计的变化,所以在

可视范围内,我们无法很清楚地将其局部形态和整体

形态很好地区分完整,但它们之间是具有自相似性的。
而类似这种整体与局部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又有

所区别,可以理解为分形[4]。实际上,分形理论就是非

线性理论的一个分支,它的自相似性、不完整性等都与

非线性理论中的概念十分接近。浅显一点来理解,它
与相似有一定字面上的相同,而在实际中是不一样的,
所谓自相似性,是图像与图像直接具有相似之处,无论

整体图像是如何变化,其内部图像之间总是保持着一

定的自相似性。但自相似性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某一

个图像和某一个图像一样,它们只是处于一个相似的

状态下,同时具有自己的特征[5]。生活中随处可见分

形的踪影,如铁锈、干裂的土地、叶片、扎染图案、刺绣

等,可见分形是一种非常贴近人们生活的概念,而图案

设计本身也是服务于生活,因此更应该注重对其的理

解和运用。

2.3 整体性———运用非线性思维把握整体与局部的

关系

整体性的简单概念是图案无论从整体上看还是局

部上看,它都是具有美感的,尽管遵循不完整原则,但
一定要把握住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参考现有的部分非

线性图案设计,发现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在局部过于繁

杂导致形成整体图案时便显得累赘。在非线性的概念

中,其中的变量会引起无穷大的变化,但这种变量是关

系到整个图像的,简单来说就是它小的变量形成的影

响是一整个部分的而不是单一存在的。无论是服装设

计还是家纺设计,都会注重作品的系列感,所谓的系列

感即整体视觉上的感受,所以整体性在此就显得尤为

重要了。而当前图案设计中的系列普遍来说都是简单

的复制、组合,并没有过多的组织或者完善,在设计图

稿的过程中,能做到的就是将设计的思路连成一个整

体,设计的风格、种类可以是多样化的,但每一个系列

设计中必须注重的就是整体性。不仅考虑到结果,还
要注重过程,这是非线性蕴含的又一思维方式,根据这

一点也有助形成系列化图案。
同时,为了使得图案不局限于某类服饰或纺织品

的应用,尝试在应用中尽量拓展图案的使用率,而为了

能扩大使用范围,在设计图案时就要考虑到图案的可

延伸性,所设计的图案必然是具有一定可塑性和可转

换性的,这也是非线性整体思维的体现。

3 非线性思维设计实例分析

在设计的过程中,想法和创意是最重要,经过对非

线性的分析及设计思路的整理,总结了非线性图案具

有其自身特性[6]。如不完整、破碎、无限性、自相似性

等,这些特性的发现为之后的设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将这些特有的性质相互交织,融会贯通,最终成功实现

一系列的设计方案。

3.1 病原体系列

病原体系列图案设计的灵感源泉是基于分形理

论,但并不同于一般数理运算形成的分形图案。许多

非线性函数中,分形本身就是一种会随着数据变动而

产生不同节奏和韵律的无规则、无限定的图形。在传

统的图案设计中,十分注重图案之间的构成感,比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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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美法则中的对称、统一、对比等,很多时候都成为人

们评判一幅设计作品好坏的准则。病原体是细菌、病
毒、寄生虫、真菌等可造成生物感染疾病的微生物的统

称。大多数病原体在一定条件下是会自我进行培养和

繁殖的,而在繁殖过程中不断地分裂、破碎、结合成新

的病原体。这一生物特性和分形几何及混沌力学中提

到的打破、重构等概念十分类似,而在设计成果(图1)
中可以发现,绘制图案时并没有单独将某一种元素过

多地重复或相互对应,而是从整体上所有的内容都是

相映得彰,环环相扣的,这是对于传统图案设计概念的

一种打破和冲击,同时又成功将分形图案的自相似性,
局部与整体相呼应的特性表现出来。在图案的细节处

理上,放弃了传统图案的讲究和严谨,将细菌、真菌等

复杂难以表达的元素简单化,再通过彼此之间的联系

以及巧妙的布局,使得设计稿在不经意间被完整,富有

独特的韵律和张力。

图1 病原体系列图案设计

3.2 万花筒系列

万花筒作为一种利用物理光反射原理的玩具,将
不同形态的实物放于圆筒底部,通过窥孔即可看到其

形成的特殊镜像图形。这种对称图形会随着圆筒的转

动而源源不断地形成许多有趣的图像,是抽象而又千

变万化的,具有非线性图案的特征。这种图像的形成

并不由单一的点、线、面组成,而是互相交替产生的,所
以若单独将成像结果截取出来,人们很难根据成像猜

到原始物体的全部,这给予人们很大的空间去想象,拓
展了人们的思维,产生了趣味之处。

在设计该系列的初始阶段使用了手机软件对物体

做万花筒效果处理,发现简单地将物体以万花筒的形

式展现并不能使用且形成的图像十分粗糙。但大量的

拍摄工作和图像截取为设计提供了灵感及元素,因此

从中选取部分的图像用绘图软件将设计元素规整化,
从而形成图案,如图2所示。与其他系列的区别在于

万花筒系列图案中遵循了万花筒与传统图案共有的特

性———四方连续性。其原因在于使得图案能被更广泛

地运用在不同的产品当中;且在于由于万花筒特性所

致,形成的图案容易繁杂花哨,四方连续的形式可使保

证在不失去图案原本随意性的情况下保持图案完整

性,即趋于整体又不失局部,体现了非线性思维中整体

与局部之间的关系。

万花筒作为一种利用物理光反射原理的
玩具，将不同形态的实物放于圆筒底部，
通过窥孔即可看到其形成的对称图形

图2 万花筒系列图案设计

4 设计图案应用实例

在设计应用时,选择将细菌系列图案作品与女童

装相结合(图3)。在童装日常服饰设计中,衣服易穿脱

性十分重要,这是为儿童在没有成年人辅助的情况下

也能自行穿脱为出发点作为考虑,因此款式设计上我

们没有运用太复杂的服装结构,主要以基本款为主:连
帽卫衣、蓬蓬裙、针织外套、背带裤、T恤以及连衣裙

等。也正因为款式较为简单,因此我们选择了色彩较

丰富且具有趣味性的病原体系列图案,这样不仅能让

款式看上去没有那么普通,而且趣味性的图案能使人

产生愉悦的心情,并且符合孩童活力青春的可爱形象,
比市场上常见的卡通形象或日常的印花图案更能打动

消费者。

图3 病原体系列图案在女童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5 结语

自然界的非线性特征中隐藏着十分庞大的灵感源

泉,不是通过简单的概念性分析和设 (下转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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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ofGarmentCADVocationalQualificationExaminationunder
Backgroundof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Industry

NIJin-fang,SONGYao
(SchoolofClothingandDesign,GuangzhouNanyangCollege,Guangzhou510925,China)

  Abstract:InviewofthecurrentsituationandexistingproblemsofgarmentCADprofessionalqualificationexamination,andthe
backgroundof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moderngarmentindustry,reformoftheexaminationcontent,improvingtestmeans,

makingupdatemechanismandotherexaminationreformthoughtwereproposed.ItcouldprovidereferenceforgarmentCADprofes-
sionalqualificationexaminationsystemaccordedwiththeneedsoftheclothingindustry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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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4页)
计就能将其把握的。图案设计案例所使用的设计灵感

元素的病原体、万花筒等都是生活中十分常见而不起

眼的“小东西”,但往往这样不起眼的“小东西”却蕴含

了很丰富的变化和独特的美感。如何用非线性这一思

维去看待问题,在有限的范围内对生活进行无限的思

考,就如同非线性思维一样具有无穷的探索空间,从而

能够创造出更多美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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