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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适应 信息时代 现代设 计的 转型 变 革, 需 要从 设计 哲学 的高 度, 从 设计的 多义性 认识 设

计; 从设计的本质理解设计; 从设计方法论掌握设计; 从设计发展 趋势研究 设计。通过理性 的深入与 开拓, 构
筑设计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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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以 知识经济 为代表的 第二次产业革
命 和 信息时代 的来临, 我们熟悉的现代设计体
系正在步入一个高速发展的 转型 期。它所赖以
生存的工业基础、社会形态、
系统结构、作业方式

从不同层面和角度, 为设计作出许多不同的定义。
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的观点:
1. 抉择论。设计是一种选择和决策, 是为满
足一定的需要, 精心寻找和选择满意的备选方案

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计算机和数字
化、
网络化不仅改变了设计的手段和过程, 同时也

的活动。

改变了 工业设计 时代对设计概念的狭义理解。
因此, 有必要对现代设计的一系列概念、
方法、
工

求解活动, 侧重于寻找问题答案的总进程。

2. 问题求解论。设计是一种针对目标的问题

具、
语言重新认识, 重新理解。我们高兴地看到,
国际设计界对于广泛的设计活动, 从理论上展开
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其理论框架大致包括了以下
四个层次( 见图 1) 。 设计哲学 位于设计研究金
字塔的最高层次。它是从哲学的高度研究设计的
概念与本质、设计思维与逻辑、
设计观念与价值、
设计智能与方法的新兴交叉学科, 是指导各门各
类设计实践的纲领之学、智慧之学。设计需要理
论的自觉。对于从事艺术设计的专业人员而言,
在设计走向综合化的今天, 能使我们从 大设计
的宏观角度得到许多启发和教益。并能从容面对
信息时代数字化设计引发的一系列设计观念的根
本变革。

一、从设计的多义性认识设计
人类一切有目的活动都离不开设计。在如此
广阔的领域, 探求究竟 设计是什么? 人们自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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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3. 创新论。设计是一种创 造性行为, 创造前
所未有的、
新颖而有益的东西, 侧重于创造性思维
的表述。
4. 价值论。设计的基本出发点是要告诉人们
应当如何 , 这就离不开价值的因素和价值判断。
设计是一种 价值决定 过程, 集中于价值规范的
调节和把握。
5. 表 现 论。英 语 desig n 的 词 源 可 追 溯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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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ign re 这个拉 丁语 画上记号 的本意。设计
以图形、符号、模型表示出来, 设计变成了设计构

尽管设计包揽千行百业, 需要解决的问题千品万
端, 但是归结到一点就是 人类应当如何生存和生

思表现的缩略语。它不是在概念或概念联系上的

活 。那么设计的本质就是对人类生存方式和生

思维, 而是一种用特殊的 图形语言系统 进行构
思和描述, 用图示或者想像与专门材料、
功能的联

活样态的抉择行为。古往今来, 从原始石器到航
天飞船, 牢笼百代、
熔铸万物, 一部设计史就是人

系意义上的思维。离开了设计表现, 设计也无从

类生活方式和生活样态的连环画卷。放眼未来,

谈起。

设计最终要回答 我们存在于何处? 、 我们将走

6. 艺术 论。设计 可以理 解为造 形的思 想计
划, 并把美的规律与艺术想像贯注到设计作品中。

到哪里去? 这样一类问题, 回答设计对人类的终
极目的和贡献。现代设计科学奠基人赫伯特 西

设计的造形活动被看作是一种艺术活动。迪扎因

蒙这样说: 在相当大程度上, 要研究人类便要研

( design) 也被视为一种艺术的特殊门类。推而广
之, 人类怎样掌握和从事设计活动, 确是一门艺术

究设计科学。它不仅是技术教育的专业要素, 也
是每个知书识字人的核心学科。

和科学。
7. 文化论。设计是在某种文化网络里结成的

三、从设计方法论掌握设计

行为, 服从人的文化指令。参与社会文化的演进,
承载着对文化模式演进中 物的演绎 向 文化符

设计方法论可以涵盖设计任务、
设计过程、
设
计技能、
方法的研究。包括设计任务分解、
方案搜

号 转译的功能。设计决定了文化和文明的形态

寻、
建模、表达、
评价以及设计过程组织、
计算机应

和发展, 是文化和文明程度的标志。
8. 智能论。设计是人类特有 的心智活动、能

用等等, 本文不可能一一展开叙述。其中最重要
的是人类抉择理论的 有限理性说 。美国著名管

力和行为。是人的自觉意志和才智技能的突出展

理学家、
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家、
诺贝尔奖得主赫

现。一切设计活动最 根本的因素是 人类设计技

伯特 西蒙创立这一理论。他在批判神话理性谋

能。从这种令人神往 的智慧和技能 的本来面目
上, 去描述一般设计过程, 提出普适的设计过程模

求最优不可行的同时, 提出了更接近实际的 寻求
满意 的有限理性概念。他认为我们预言决定未

式, 探讨设计活动的规律。

来的能力是有限的。设计是在多层次、多角度、
多

9. 本体论。设计 人为 和设计 为人 是本体

系统、
多因素的空间和多变量的过程中, 不断寻找

论的核心思想。从设计发生学的人类本体固有特
征出发, 把设计本体视为人类自由自觉的创造性

期望值的定位。其中重要的机制是选择性启发式
搜索 ( 分析式 串行思 维和 整体 式综合 思维 的组

本质力量最杰出的体现, 又在合乎人性和人的全

合) 。 我们所做的是为未来的决策者提供尽可能

面发展原则下, 创造更合理的生存方式和更宜人
的物态环境。这种本体论不同于海德格尔
萨

多的备择方案 , 要使他们能以更多、
更丰富的方
式去体验世界 。设计问题的哲学基础本身, 是人

特以人为中心的狭义本体论, 而是强调自然、社会

的主体意识、
文化意识的觉醒, 并以人类需求的多

和人的优性调节的当代广义本体论。总之, 设计

样性和人类天性的多面性为目标。从设计面的多

的广义性有助于我们从多层面去 透扫 和认识设
计的丰富含义, 构筑设计的新理念。

元性、
抉择行为的权变性、
问题求解的各种不同的
可能性出发, 开发设计思路, 建构、组织、
创造更合

二、从设计的本质理解设计
设计哲学要回答设计的本质问题, 必须从设
计是什么? 设计为什么? 这一根本问题作出理论
概括。首先, 设计是人的意图与客观世界相互作

理的生存方式和更广阔的选择空间。最后纳入人
类文明前景这个领域, 引入了一些对人类命运至
关重要的问题, 成为当代设计哲学方法论的一个
重要特色。

四、从设计发展趋势研究设计

用而发生的一个过程。设计因人的需求、
期望、
意
图而起, 愿望水平机制是一些 选择机制 。设计

从本质上讲, 设计是指向未来的。先有设计

的最终目标也不在产品, 而在人本身。我们看到,

观念的前瞻性, 才有设计方案的超前性。因此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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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研究必须紧跟设计形势的发展, 而且这也是设
计成败的关键。

早就预言: 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 似乎结果使
物质力量具有了理智的生命, 而人的生命则化成

21 世纪是 设计 文明 的 时代。设计领域的

了愚蠢的物质力量。 爱因斯坦把 非人化 看作是

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设计范围的
迅速扩展, 从工业设计到信息设计、系统设计、
组

科学技术发展的灾难性副产品 。现代文明社会
病的一系列问题, 有待设计的参与解决。三是设

织设计、
观念设计、
全面涉猎社会生活的综合设计

计手段突破性的进展。由计算机 CAD 辅助设计

以及新兴的 非物质设计 等等。比如 2008 年奥

转向人工智能。采用崭新的信息处理、数码、
网络

运行动规划, 北京文化环境建设即是一例。曼菲
斯学派的代表人物索斯萨斯说: 应当把设计活动

技术和计算机模拟途径, 它不仅改变了设计的过
程和方法, 而且设计将实现 脱胎换骨 的 转型

从工业需求与计划的单纯机制结构中解脱出来。

演化。四、结合我国形势, 21 世纪随着亚太地区

使它进入一个有着一切可能性和必要性更广阔的
领域。 二是相关学科的迅速发展, 信息论、
控制

经济的强劲发展, 我国加入 WT O 后国际市场一
体化的机遇与挑战, 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与融合对

论、
系统论、
决策论、创新思维、
人工智能等取得了

设计理念、
价值取向、
发展定位的深刻影响。设计

巨大成就。信息分析是设计的前提; 智能开发是

作为知识经济时代最有活力也最有威力的手段和

设计的核心; 广义优化是设计的宗旨。如果不能
广泛吸纳前 沿学科的研究成果, 不 考虑资源、环

武器, 承载着实现中华腾飞、民族复兴的历史重
任。因此, 认真和大力开展设计研究已经是迫在

境、
人性化和文化多元化对设计的深刻影响, 设计

眉睫的事情。中国的设计正在路上, 让我们为她

必然会造成许多不可逆转的损失和教训。马克思

修筑一条与国际一流接轨的高速公路。

注

释:
人工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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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design
M EI Ying- xue
( A rts and Design College, Hebei N ormal U 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91)

Abstract: T o adapt to the transforming change of modern design in t his informat ion age,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d design and it s multi interpret iveness f rom a perspect ive of design philosophy. T o underst and desig n w e must underst and it s essence. T o master design w e must m aster it s met hodolog ies. T o research design w e must grasp t he trend of desig n. As such we need t o construct new philosophy of design
throug h rat ional in- depth and pioneering w ork.
Key words: mut-i int erpretiveness of design, essence, tr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