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与传播：
流行元素

75

亲子装的流行元素研究
文 / 梁文倩，
钟

蔚，
严

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亲子装在服装市场上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人们对于服装的需求
已经不只限于服装本身，
消费者期待更多的是能够彰显个性化的设计。通过深入市场调研发现绝大部分的
文
中低档亲子装品牌在设计上较为单一、
缺少设计感，无法满足于消费者追求个性的需求。针对这一现状，
章认为必须从面料、
款式、
色彩、
配饰、
图案等方面进行改进，从而使亲子装受到更多顾客的青睐。
亲子装；
设计感；
个性化

亲子装是现代流行休闲服装的一个分支，

加舒适。面料的二次设计，
又称面料再造，
是指

亦称亲情服饰。亲子装主要是由成人服装和儿

根据设计需要，对成品面料进行二次工艺处

童服装构成。亲子装发源于欧洲，2004 年逐步

选
理，
使之产生新的艺术效果。通过调查发现，

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亲子装近来十分流行，
主

购亲子装的家庭中孩子年龄在 10 岁以下的占

要原因有二：①由于国内许多亲子真人秀节目

了绝大部分，
由于这一阶段孩子的皮肤格外稚

的播出，明星与子女穿着亲子装出镜，引起众

嫩，
因此面料对于孩子的安全舒适性成为家长

人的效仿。②随着人们现代生活压力的增大，

在选择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儿童穿着的服装面

导致父母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这时

料通常选择吸汗、透气的棉质、亚麻等天然面

亲子装为每一个家庭打造统一的服装款式和

料。随着科技的进步面料的科技含量也在不断

风格，能有效地填补现代都市快节奏的工作对

抗菌、防静电、防紫外
的提高，
譬如防水、防臭、

家庭亲情的疏忽，为家庭构建一个温馨的生活

线、
防蚊虫、
防污渍等面料。这些科技面料的出

氛围。虽然亲子装如此盛行，但仍有不少亲子

现在很大程度上对孩子的皮肤起到了极大的

装品牌的销售业绩令人堪忧。针对这一现象，

保护功能。由于儿童不完全具备自我保护的能

笔者将主要从亲子装的设计方面入手，
分别对

力，许多国家已经颁布了相关法律，要求童装

面料的再设计、款式造型、服装色彩、配饰、图

面料有一定的阻燃功能。为了保护孩子的安

案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全，许多服装面料中加入了荧光涂层面料，这

1 科技面料及面料的二次设计乃亲子装流

样更好的保护了孩子的安全。再如，儿童生性

行的基础

好动，衣服上常见脏水、
油渍，
如果得不到及时

科技面料通常指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对

的处理，
这些都为儿童的身体健康构成潜在的

面料进行相应的技术处理，使消费者穿着时更

威胁，由此中国自主研发由芳砜纶和桑皮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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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一款经编面料，具有“三防一阻一抗”的

面上绝大部分的中低端亲子装品牌对面料要

特征，即防水、防污、防紫外线及阻燃和抗菌的

求不高，
多为未经过二次设计加工处理的规整

性能，保护儿童的同时，也具有广阔的市场前

面料，加入数码印花纹样、图案或是加以简单

景。[1]

的机绣。通常成人与儿童的服装在面料上并没

面料除了具有一定的科学技术基础外，
其

有区别。笔者认为这种在面料上高度的相同、

外观也能够吸引消费者购买。通过了解发现，

缺少设计感是很多亲子装品牌无法在激烈的

消费者在购买亲子装时会首先考虑孩子的喜

市场竞争中获得大众青睐的重要因素。

爱程度，这一点就告诉我们设计师在进行亲子

2 亲子装的款式廓形对其风格起到决定性

装的面料设计时不仅要考虑到孩子的喜好，又

作用

要避免大人穿着时的“尴尬”
。譬如图 1 所示是

服装的款式廓形的变化直接影响服装风

杜嘉班纳的发布会，同样的色彩系列面料采用

格的变化，对亲子装而言，常见的风格有休闲

了不同的装饰手法：在童装中采用了简单的镂

风格、运动风格、前卫风格、田园风格、民族风

空镭射手法，但在成人装中采用了珠绣和亚克

A 型，
格等。在童装中常见的廓形有 H 型、O 型、

力钻作为装饰。再如图 2 所示，孩子的服装是

有时也会使用 X 型，但一般不会使用 T 型。对

简单的数码印花面料，成人的则选用立体印花

亲子装而言，廓形设计是它非常重要的设计

装饰。这两组设计（图 1、
图 2）在大人与孩子的

点，如在设计一件亲子装时，孩子的服装我们

既有统
面料选择上选用了同色不同质的面料，

可以用圆润可爱的 O、
A 型，这是一种活泼可

一性又具有巧妙的差异性。两者的孩子服装在

爱、
造型生动、
体积感强的趣味样式。母亲的服

面料的处理手法上均采用了二次设计，这与孩

装我们就可以采用 X 型或当下十分流行的 H

子简单纯真的天性相吻合，而在成人服装面料

型、X 型，最具女性化的廓形，能较好的突出妈

中，采用的设计手法就相对复杂，这也满足了

妈的角色。对于父亲的服装就可以采用简单利

成人追求精致生活的期望。正是由于设计师恰

落的 H 型。[2]总之，
好的亲子装在设计时款式上

当的对面料进行改造，从而衬托出成人与孩子

一定是有所差别，
根据孩子、母亲、
父亲之间的

角色定位，也成为服装的亮点所在。但目前市

角色定位不同而进行差别化的设计。然而目前
市面上的多数亲子装品牌在款式设计上都是
简单的放大缩小，没有任何变化，这样的服装
就导致孩子穿成了
“小大人”
。要不就是家长穿
着过于幼稚，
不符合自身的身份。因此作为设计
人员要考虑到儿童、父亲、母亲的三种身份，进
行区别化的设计在款式上满足他们各自的身份
和生活需求。[3]如图 3 所示，
整体看上去三组图
片都有各自高度的一致性，系列感很强，但设

图 1：镂空和钉钻在亲子装中的应用

计师在款式上对他们进行了差别化设计，如第
一组组中儿童穿着的是 A 廓形具有立体感的
蓬蓬裙，
而母亲穿着的则是裁剪利索的 H 型连
体裤；
第二组中儿童同样穿着体积感强的公主
裙，
母亲的服装在裙摆部位将蓬蓬裙改成了更

图 2：数码印花和立体花朵装饰在亲子装中的应用

加干练、职业的直筒裙，并在领部加入了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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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更加强调了母亲干练的职业风格；第三

色彩是视觉设计三要素中视觉反应最快

组图中母亲裙子的下摆较儿童的服装而言缩

的一种，
当家长与孩子进入服装店选购亲子装

短了很多，这样的设计使母亲穿着的服装更具

时，映入眼帘的便是服装的色彩、花型和服装

女性化的特点。再如图 4 中，我们可以看到两

的配色。所以亲子装的色彩设计是亲子装设计

组同样为亲子装设计，图 4 中的亲子装设计较

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了解不同年龄的儿童

图 3 中的三组亲子装而言更为日常化。在图 4

与家长对色彩的喜好是对亲子装设计师而言

的第一组图片中为风衣款的亲子装，成人与孩

重要的专业素质。在服装色彩上，
有单种色彩、

子服装的不同之处除了领型的变化之外，成人

无彩色系、
多种色彩等组合应用方法。如春天

服装增加了腰带的设计，这些特点的变化既凸

要穿明快的色彩，
给人亲近之感。夏天以素色

显了亲子装的差别设计，又使母亲的风衣更加

为基调，
给人以凉爽感，
如蓝色、浅灰色、白色、

成熟和具有干练的职业风格。图 4 的第二组图

玉色、
淡粉红等。秋天穿中性色彩，如金黄色、

片是一组背带裤亲子装设计，这组图片属于可

翠绿色、米色等。冬天穿深沉的色彩，
如黑色、

爱休闲风，但他们同样在款式上进行差别化的

藏青色、
古铜色、
深灰色等。[4]

设计。譬如儿童的服装采用的是圆润的 O 造型

对于儿童而言，
不同年龄段对色彩有不同

为主，并加上领部和口袋部分的翻折设计，
从

的喜好，如幼童服装宜采用明度适中、鲜艳的

而可以更加形象的突出儿童可爱的一面。就成

明快色彩，常采用鲜亮而活泼的对比色、三原

人装而言，同样延用了可爱的风格，但不同的

色，
给人以明朗、
醒目和轻松感。对幼童而言，

是将 O 廓形转化为更适合大人穿着的 H 廓形，

这阶段的孩子有好学好动的特点，
喜欢看一些

既表现大人与孩子可爱面的同时，又不失自己

明度较高的鲜艳色彩，
而不喜欢含灰度高的中

的身份。

性色调。中童正好处于学龄期，这时的服装可
以较鲜艳的色彩，但不宜对比过于强烈，以免
在平生的生活学习中分散孩子的注意力过多。
大童的服装在色彩上要降低色彩的明度和纯
度，灰度和明度又不能太低，表达这一阶段儿
童积极向上、
健康的精神面貌。对成人而言，在
服装色彩的选择上多与自身的性格和工作环
境相关，不过通过调查显示，人们在选购亲子
图 3:亲子装中款式廓形的变化

装时，多半会遵循孩子的意见，所以对于亲子
装设计是在设计大人服装的时候要尽可能的
注意配色比例。通常情况下亲子装在色彩选择
因为这样的色
上常选用相对柔和一点的色彩，
彩不仅能够适应于更多场合及成人的选用，又
与稚嫩的儿童气质相吻合。
我们同样发现在现在的亲子装品牌中，许
多服装大人与儿童服装的色彩相同，色彩所占
的服装比例也完全相同。这就要求亲子装设计

图 4：亲子装中的风衣、
背带裤款式变化（笔者设计）

3 色彩的选择要兼顾成人与儿童的角色转换

师在设计服装时可以选取同类色的设计手法，
如儿童和成人的服装同属于一个色系，
在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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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灰度上做相应改变，另外也可以在色彩所占
服装比例上做改变，如同样的色彩在孩子的服

4 配饰增添了服装的整体搭配效果
亲子装的配饰设计在服装整体搭配中起

装中可以充当主色出现，在成人的服装中可以

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常见的亲子配饰有鞋、

做辅助色乃至点缀色出现。这种变化的设计不

帽、
围巾、
背包、发饰等。同样运用差别化的设

仅更好的符合孩子与父母不同的身份，还为亲

计方法，
对配饰进行进一步设计，
以背包为例，

自装的整体增加层次感，成为亮点所在。如图 5

儿童背包可以是一个立体的小熊样式，母亲的

所示，在第一组中父亲与儿童的服装色彩是相

包包上可以是一个同样图案的挂饰，或是增加

同的，母亲的服装色彩通过明度的降低和灰度

一个精致刺绣的小熊图案，
又或者是包包的面

的提高来增加变化，使整体效果看起来更加丰

料印有小熊图案的纹样，父亲的公文包上就设

富，
但又不失和谐。在第二组图片中，
整体色调

计一个简易化的小熊徽章。这样三者之间都有

都选用卡其色，通过改变每件衣服色彩所占的

共同的元素相互贯通，又符合各自的身份。除

比例不同和辅助色的穿插来增加服装整体的

此之外，儿童戴着一个王冠状的发饰，这时母

层次感与丰富性，但整体效果依旧非常和谐，

亲可以搭配一个王冠形状精致的发卡，或者一

有很强的系列感，从而形成很好的穿着效果。

才使亲
个王冠形状的胸针。正是这些细节变化，

再如图 6 所示，在第一组图片中的卫衣设计，

子装的设计更加的完整丰富。

儿童与成人的服装同样都为蓝色与粉色搭配

在目前中国的亲子装品牌中，大多品牌只

构成的面料图案，通过图片我们可以看出，成

是涉及服装本身，很少有相应的配饰供人们直

人的服装色彩在儿童的基础上将色彩的明度

接选择。反而有许多快时尚的品牌如 ZARA、

降低，更适合成人穿着。在第二组图片中，
运用

H&M、
UR 等品牌，为了更好的供消费者挑选购

的是改变色彩在成人和儿童服装中所占的比

买，
会搭配好鞋子、
背包等配饰。对于国内中低

例来进行设计，即便所占的色彩比例不同，
但

档亲子装品牌而言，增加自身的配饰生产线是

同样具有很强的系列感。

存在一定困难的，
这不但需要有相关技术支持，
更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但这将会是亲子装
品牌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配饰的增加不
仅会为顾客提供更多的选择搭配空间，带来一
定的利润，最重要的是很好地提升了品牌在顾
客心中的完整度。如图 7 所示，
在第一组中，
母
亲与儿童在配饰上选用了同系列的背包和鞋

图 5：
亲子装中同类色的选用和色彩比例的分布

图 6：
亲子装中的色彩和色彩比例变化（笔者设计）

母亲
子，
无论是鞋子还是背包都相对简单随意，

图 7：亲子装中配饰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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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则更加时尚化。在第二组中儿童与父亲选用

装中常见的有定制肖像，将平时的照片转换成

了同样的帽子和围巾，儿童的帽子选用偏亮一

动漫的形式，
或者有的加入一些有特殊意义的

点的蓝色，
看上去更加朝气，
而父亲则选用相对

文字到服装中。如图 8 所示，是一个设计感极

沉稳一点的深色系，
更符合自身身份，
正是由于

强的定制图案，
图案中将孩子与父母的手印做

这种恰到好处的差别化设计从而增加了整体的

为图案，除了设计感外，更重要的是对这个家

看点。[5]

庭来说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和美好的寓意。如

5 趣味图案在亲子装中的表现

图 9 所示，
这是杜嘉班纳品牌在一场以
“母爱”

图案是一种既古老又现代的装饰艺术，
是

为主题的发布会上所展出的一组照片，
这同样

对某种物象形态经过概括提取，使之具有艺术

是一组优秀的创意图案设计，图案的来源是孩

性和装饰性的组织形式。在亲子装设计中，图

子们平时的涂鸦作品，
人们将他们提取出来印

案设计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对低龄的童装部

在面料上，并制作成大人的服装，除了服装本

分中，几乎每件服装上可以看到各种形式的图

身，亮点更多的在于图案的创新和情感的表

案，图案可以用于装饰服装局部也可以用于整

达。再如图 10（见下页）所示，
为休闲风格的亲

体，使得设计非常有力度，从而吸引人们视线，

子装设计，除了在款式上做了相应的变化外，

这不仅可以丰富视觉装饰性，而且还可以有效

在图案上同样进行设计，成人与儿童的服装图

地弥补款式造型、结构工艺和人体形像的不

案都是运用了燕子图案为原型进行设计。不同

足。亲子装中常见的图案有两类。①自然素材

之处在于，
为了更加符合成人身份在图案的选

类：花卉、植物、动物、人物（简单夸张的卡通造

用上选择了图案较小、明度低的燕子图案，并

型）；②人文素材类：文字、工业产品、纯形态图
艺术等。图案的表现可
案、童话故事和动画片、
以最直观地表达出穿着者的期望或设计师想
要表达的寓意。如人们看到憨厚可爱的大白、
机灵的 MICKEY 以及喜洋洋与灰太狼后的感情
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一个图案往往可以是最直
观的表达。[6]
近来“感情消费”这个词不断的出现在人
们的生活中，但也同样作用于亲子装行业，
现
在许多年轻家庭，其父母都为 80 后的年轻人，
他们大多拥有高学
历，追求一定的生活
品味，对亲子装的要
求绝不仅仅停留在
表象上。他们希望服
装中有他们家庭自
己的故事或特殊意
义，这也就使得越来
越多私人定制化的
东西出现。[7]在亲子

图 8：亲子装中个性的定制图案

图 9：
D&G 中运用孩子的手绘元素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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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喜好和需求，同时对这些特性进行区别化
的设计，
这就要求我们在追求统一性的同时更
加重视个性表达，体现出一个家庭文化氛围温
馨与和睦的气氛。用简约、
自然、轻松、
浪漫的
设计语言不断超越，实现中国小家庭水乳交融
般情感盎然的情趣。亲子装是爱的载体，更是
一个家庭的标记符，使穿着者在穿着时能感受
到服装带给他们强烈家庭归属感的同时，也能
乐观的生活态
感受到亲子装所赋予他们健康、
度。即便现在的亲子装只是处于初期发展阶
段，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更多地家
庭所青睐，也坚信亲子装的发展一定会在中国
图 10：亲子装中的图案变化

进行有规则的排列，而在儿童的服装中，则采
用了面积较大，明度高的燕子图案进行设计，
夸张的图案从而突出了儿童的天真个性。

6 结语
随着亲子装的日渐普及，笔者认为作为亲

的服装市场大放异彩。
致谢院感谢叶服饰导刊曳编辑部李强博士的
耐心指导袁使本人受益匪浅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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