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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形几何在服装静态展示空间中的初步探索
文 / 王 洋，
陈

炜

通过分形几何原理特征探索服装中的静态展示空间，利用分形几何所产生的有机体对服装静态展
示空间进行有效的联系以及起到的作用影响。通过分形几何的自相似原理，将企业文化元素、服装元素融
入静态展示空间，
让消费者从分形几何所产生的形体的视觉表现以及形体互动传达企业文化与服装特征，
从而使服装、
消费者、
展示空间三者之间的联系进行有效的融合。
分形几何；
静态展示空间；
视觉表现；融合

1 前言

体，
或者不规则形体、
或者模式是相似的。到目

分形（fractal）几何是一门新兴的科学，

前为止分形几何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也没

它是通过数学及其新技术发展而来，通过自身

有严格的数学解释，大多数都是描述性的解

的独特特征自相似原理，能够广泛的运用到各

释。美国学者比特·沼拉帕认为
“分形几何就是

行各业。研究分形几何在服装静态展示空间，

自然形态的近似再现。分形几何形式的放大或

也为
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有机形体的新的观点，

但没有必要出现雷同
是缩小都能做到自相似，

我们创造形体提供了全新的思路。研究的范围

。[2]因此分形几何具有自相似的特征在
的细节”

主要是通过分形几何所产生的有机形体在服

形体的控制上要比传统形体控制更为方便，同

同
装、企业文化、空间三者是如何精密联系的，

时也提高在创作方面的效率。在修改复杂的形

去理
时也是将设计方面增加全新的思维模式，

体的时候，
只要修改复杂形体中的某一个单独

解这门在理性的思维上建立的感性思维。

形体元素，
其它形体元素相应修改。

2 分形几何在服装静态展示空间的研究

2.2 服装静态展示空间的新设想

2.1 分形几何

服装静态展示空间普遍认为是利用艺术

“ 分形”是 1975 年 ，曼 德 勃罗（B.B.Man-

视觉传达服装元素展现在展示空间中，并且通

delbrot）提出的[1]。分形几何可以解释为是将

过这种传达的信息刺激消费者的视觉，使之

无规则的形体或者有规则的形体进行一种随

[3]
“行为产生影响的创造性艺术设计活动”
。通

机的设计。分形几何运用分形的自相似的原
理，将有规则形体或者无规则形体，在可操作

过冯荟学者认为服装静态展示空间设计它“必
[4]
须符合品牌的文化理念，符合品牌传递气质”
，

控制的基础下，随机产生一种繁杂并含有隐喻

才能更好的
因为只有符合这种品牌文化理念，

象征在感官上面能刺激的形体或者图形。其中

展示企业和空间的融合，
使空间在消费者的视

自相似是分形几何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自相

觉中相互转换，
让消费者在购物或者参观的同

似是在一个随机系统内，具有相同的规则形

时了解企业品牌文化，
同时也是展示空间所展

王洋，武汉纺织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陈炜，武汉纺织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62

服饰导刊 2013 年 3 月第 1 期
FASHION GUIDE 服饰与艺术：设计界

现的个性特

示空间和它进行对比，可能被这种效果所淹

征。因此普遍

没。如果服装静态展示空间要在“市场竞争中

所认为的只

独树一帜，
尤其能让消费者方便的辨认其企业

是通过艺术

[5]
文化”
，
同时展示空间又能让空间与消费者进

的视觉效果

行互动，
在互动过程中企业文化深入到消费者

去思考如何

的潜意识中。而服装将是空间中的一个元素，

表现商品或

消费者对服装的体验，
使服装与人又能够融合

商品元素，想通过这种商品或商品元素去体现

在这个空间。这三者的联系可以通过新的形式

企业文化理念。因而是一种单方面诠释。例如

作为桥梁，
使三者进行互动循环。因此通过上

三宅一生的“褶皱”服装店。keisuke fuji-

面的思考对服装静态展示空间新的设想：是通

wara 设计的第一个东南亚三宅一生“褶皱”服

过新形式所特有视觉表达的一种互动空间，同

装店（图 1），整个室内空间运用了半圆形拱顶

时将服装、企业文化、消费者三者有机的联系

结构，这种拱顶样式是通过线条样式一块一块

在一起，
而这种新形式就是分形几何。

的处理的，将美学中的重复和韵律发展到一定

2.3 分形几何在服装静态展示空间的视觉表达

程度（图 2）。拱形与拱形之间又进行对比，
使空

分形几何在服装静态展示空间中应用，可

间加强呼应。同时将这种效果和三宅所创造的

以打破以往的空间格局。分形几何的主要特征

褶皱服装进行对比，使简单的空间形式烘托褶

是自相似，
利用服装以及企业文化最具有代表

皱的服装形式。通过服装店可以看出设计师运

性的元素运用到分形几何这种特征中，
使消费

用了极简主义风格，摆脱了西方的造型模式，

者在进入这种空间进行互动的时候不自觉地

以深向的反思维进行创意。但是对于空间来说

吸收企业文化元素和服装元素。

图 1：
来自 www.51prop.com

服装的特征烘托上去了，而对消费者可能是一

服装可以算得上说是一种“包裹在人体上

种冷清，一种空间和人的不自觉分离。尤其是

[6]
的造型”
，
从某种角度来说服装设计的形式也

在不同文化的国家中，这种接受性可能会比较

是属于一种雕塑样式的感觉，这种形式主要是

差，并且这种造型在很多层面上来说都在运

通过创作者通过自身的学术修养以及对生活

用，没有一个对企业文化最直接的展示方式。

的体验从中总结而提炼出来的，因此给“人以

空间的整体形式并没有打破服装展示空间的

很强的感染力的视觉冲击。[7]”
而分形几何所展

一般样式，如果一种带有视觉冲击力的服装展

现的形式同样也是如此，并且在某些方面同样
也具有雕塑式的感觉。然而分形几何只需要控
制一个单体元素或者说一种单体形式，
通过分
形几何的自相似原理进行随机组合或者数据
控制来展现整体形式。将服装的这种形式与分
形几何结合，
在展示空间可能会产生更加刺激
（图
的效果。比如“Akio Hirata 的的帽子展”
3），虽然这个空间不是服装展示空间，
但是帽
同时这个展
子与服装在某些程度上是相似的，

图 2：来自 www.51prop.com

让空间与人进行
示空间运用了分形几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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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来自 http://www.fxysw.com）

图 4：来自 http://www.fxys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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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来自 http://www.fxysw.com

互动。帽子与人进行互动（图 4）。让人在帽子下

钢管组
生一种趣味性。钢管一组一组的整列，

产生乐趣，让人融合在空间中并且对人的视觉

成的大型与钢管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图 7），很

刺激又是非常强烈的（图 5）。然而这空间正好

容易让人产生设计者在空间设计中可能一种

是设计过三宅一生的团队工作室 Nendo。

不自觉地状态下运用了分形几何原理。犹如在

企业形象它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而展现

店面中营造一种花园的感觉。因此，通过三宅

的，尤其在于企业文化。这种文化是它独特的

一 生 的 keisuke fujiwara 与 Nendo 进 行 比

个性气质所发散出来的，能够直接的展现该空

较，
keisuke fujiwara 的展示空间虽然能够更

间的经营理念与店铺的经营方针，可以使消费

好衬托服装，空间上面也能把握的到位，然而

者直接深刻的感受该空间与其它空间区别以

却没有后面这个空间展示更加的具有趣味性，

及印象。因此将企业文化与分形几何结合可以

同时后面这个展示空间能够让消费者更加吸

使企业形象

引眼球，更愿意去体验；以及企业的皱褶文化

更加体现得

让直线性样式对比烘托的淋漓尽致。

淋漓尽致，

2.4 服装、企业文化、空间展示在分形几何中

使服装空间

的融合思考

更加具有个

图 6：来自 http://bj.efu.com.cn

服装样式对于服装本身来说，它是一种随

性化。例 如

着季节以及潮流不断地改变。对于空间来说，

“三宅一生

它是一种不稳定的元素，
随时都会打破过去的

的 店 面 设

空间或者以前所建的形式。因而服装样式与空

计”。是三宅一生邀请 Nendo 团队为他们设计

间来说双方在一定时间段可能是相互融合的，

的展示店面（图 6）。在店面设计中，
运用了大量

而在整体来说却是相互矛盾、
相互排斥。因为

的陈列架子和衣架结构直径为 7mm 常见的钢

服装样式要“符合消费者期望心理的设计”[8]。

管，这些钢管组成在一起犹如展柜一样，但是

对于企业文化来说服装样式却是一种补充，企

图 7：来自 http://bj.efu.com.cn

远看视觉上

业文化通过服装样式来展示自我的引导潮流。

形成一种漂

企业文化通过服装样式这种媒介传递给消费

浮在空中的

一种[9]
。
者一种明确的信息，
“人体感官的延伸”

感觉。使整

反而消费者自身来说却对企业文化通过这种

个空间让人

媒介所产生的却是一种复杂或者是一种无法

感觉空灵，

通过自身去表达，需要外界通过反射让自己感

同时空间产

受。因此消费者在选择服装样式的时候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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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直觉——
—“直觉是最原始的工具”[10]。空
间展示对企业文化是一种更完整的表现，企业

分形几何的有机形体不仅在展示企业文

文化通过空间的元素来展示，让消费者能够直

化的同时，还可以满足服装的陈列、客流的疏

觉主观感受。但是却不是真实空间，不是一种

导以及 对 各部 分 区域 的 组合 与 协 调。例 如

互动空间，而是一种视觉的空间。因此视觉的

Nendo 设计的帽子展馆（图 3）

空间是不能满足消费者，正如非瑟斯所说“在
分形几何有机形体

[11]
消费过程中获得情感快乐和欲望的满足”
。

分形几何运用到服装静态展示静态空间

同样在展示空间中可以

中，服装这种动态元素对于空间来说可能不会

运用形式美法则对空间

或者较小的影响。分形几何它是以自相似特征

表达，用这种独特的视

来吸收空间内的各个元素进行展现空间环境

觉效果对消费者一种视

的气质，分形几何所产生的有机形体对于服装

觉刺激 和享受。例如

来说是一种静态的，但是这种静态是可变的，

Gabriel Dawe 室 内 空

可以通过元素的改变而改变，这是因为它的施

间彩色线条（图 8）。达

工技术而造就的。因此当服装进行变化的时
候，有机形体相对的改变，这只是针对服装单

图 8：来自 http://www.
fxysw.com

拉斯的室内装饰设计师
Gabriel Dawe 的 一 个

体元素而言。服装本身是属于时尚美学的范

精心的编织和
利用彩色线条构架的色彩装饰，

畴，同样分形几何它也包含时尚美学，这是因

颜色调和（图 9），
Dawe 让所有经过其手的空间

为分形几何有机形体是一种动态的，可以是曲

被这种彩虹色彩所包围。同时能够刺激人的视

线的并且美感独特，在这种形体内部存在一种

觉，产生内心的感

规律。所以分形几何的有机形体对于消费者主

受，
让人很难忘却。

观来看，它是一种“炫美”的“感性”[12]。因此分

如果这种思维用在

服
形几何和服装在某种程度上有相同的特征，

服装展示 空间 中，

装和分形几何是可以相互参透的。分形几何对

利用服装元素或者

于企业文化这种单体来说，分形几何抽取企业

企业文化 元 素，可

文化最独特的元素，将这种元素进行大量运用

能在空间展示中更

并且形成一种可以互动有机形体，从而展现给

加让人流连忘怀。

图 9：
来自 http://www.fxysw.com

消费者一种情境逻辑。因为情境逻辑是“时代
的元素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东西”[13]。分形几何

分形几何的自相似原理将企业文化的内

对于空间展示来说，分形几何所创造的有机形

涵准确事物表现出来，并且通过有机形体与企

体是一种动态的一种多维的艺术空间，
同时这

引起消费者
业文化结合能够反映时代的特征，

种形体本身可以融入很多科学技术手段，从不

的精神需要和情感共鸣，使企业文化对消费者

同的方面去表达传递的信息范围广泛。因此，

产生兴趣和认同。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空间也可以算的上说是

通过上面对的服装、企业文化、空间展示

一种动感的异性空间。同时又能满足空间的功

在分形几何中分析，分形几何在服装静态展示

能性、
审美性、精神性。

空间中的运用，
服装、企业文化、
空间三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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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更加的紧密起来。

子馆（图 14）。同样

3 分形几何在服装静态空间的实验性研究

也是产生一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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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验。

美国花花公子
PLAYBOY 商标是一个调

通过这个实验

皮的兔子头像，这个商

性研究，分形几何

标在任何 的消费产 品

在服装静态空间的

中都可以看见。因此，

运用与传统几何构成的空间在某些方面有一

将花花公 子服饰的 商

图 10：
商标分形设计

图 14：
服装元素分形设计

定的相似，同时它们之间的差距也是很大的。

标兔子 头像作 为元素

分形几何与传统几何构成中都有运用“重复构

（图 10），
进行分形几何

成和渐变构成”[14]，为了让视觉突出，
利用元素

结合，产生的形体，第

进行有规律排列，
元素与元素之间进行有效的

一个是以分 形几何随

组合，表现出和谐统一的图形以及形体的效

机调控展现的模型。形

果。同时在它们根据自身的规律进行有韵律、

体将空 间上部 与空间

图 11：
商标分形设计

有节奏性的变化，
例如图（图 10）。其次，
同样采

下部精密的联系在一起。形体的每个元素都是

用形态单纯化[15]。分形几何构成与传统几何构

由兔子组成的，将企业文化具象延伸到每个空

成都是将形态结构元素采取简洁，完整，例如

间，让以前的那种隐性展示，完全的具象直观

（图 14）运用服装这种简单的形式，
进行自相似

的展现在消费者面前，产生一种震撼力和视觉

运用，
而这种单纯不是指元素单调。但是它们

刺激。从而使消费者产生好奇，对这种品牌在

之间差别在于传统几何构成是直接运用于形

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冲动的购买热情。第二是以

式美法则，
而分形几何首先是在自相似原理的

分形几何数据控制展现的模型。形体类似于一

基础上进行思考，然后通过单体元素或者是整

种瓶子（图 11）或者是商标的本身（图 12）为形

体形状它们直接的联系再采用形式美法则。例

体，然后将兔子元素运用到这种形体中产生一

如渐变，对于传统几何构成来说，运用渐变主

种调侃的乐趣。数

要在于线条状的简单几何形体或者是色彩以

据控制需要人都主

及形状的大小，再通过规律进行展示。分形几

观意识控制，所以

何在运用渐变可能要比传统几何构成复杂，首

有机形体的产生的

先是分形几何内的单体元素是人为选择的，而

好坏与创作者有

这种人为选择的单体可能是简单的，也可能是

关。利用服装的形

复杂的。其次，
在构造单体元素的时候也可以

式作为元素运用到

运用渐变的方式，通过单体元素在通过自相似

分 形 几 何 中 （图

规律进行整体形体的渐变，而这种整体形体渐

13），服装这种形式

变的方式可以通过数据控制或者随机形式。因

将通过有机形体展

单体中
此分形几何的渐变是整体中包含单体，

现在整个空间。同

又能影响整体。分形几何在选择形体方面要比

时又能让消费者进

传统几何在选择形体
传统几何构更加多样性，

行互动，类似于帽

这主要是在制
基本都是来自最简单的几何形，

图 12：商标分形设计

图 13：服装元素分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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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面比较方便。但是这种大量方式运用后缺

修改。虽然好控制，
但是不能更加运用自由。分

乏个性的张扬，尤其在服装静态空间中更是如

很容易让创作者没有
形几何自相似理论不足，

此。而分形几何选择单体可以使复杂的，并且

很难判别单体元素是
方向性。在设计形体时，

组成整体后可以很方便的控制。因为通过自相

简单还是复杂的，
它需要创作者的学识与生活

似原理，只需要修改单体整体随之修改；而且

经验进行识别，而这种识别带有一定的盲目

在制作方面可以不需要施工图纸，只需要了解

性。分形几何创作需要技术的支持，
如果没有

这种规律、运用这种规律形体就可以完成。所

技术的支持很难去完成一个形体的设计，而这

以分形几何要比传统几何构成更加方便。分形

正是约束创作者思维及想像力的地方。

几何在实验中的运用，虽然是一种比较简单方
式，同时这种方式运用元素比较单一，并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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