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与艺术：
设计灵感

55

基于一衣多穿理念的婴幼儿服装设计研究
王

洋，王小雷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当今市场上婴幼儿服装的一衣多穿设计已初露头角，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婴幼儿服装的一

衣多穿设计具有多种实用功能，可以解决婴幼儿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方便家长照看婴幼儿。同时这类
服装具有多种穿法，可以提高服装的使用寿命，减少婴幼儿服装废弃物，达到服装功能性、生态性和美
观性的统一。文章运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和市场调研等方法，探讨一衣多穿理念下的婴幼儿服装设
计。研究认为一衣多穿理念下的婴幼儿服装设计应当从婴幼儿生理、心理和行为习惯出发，在设计多
种穿法的同时注重服装的功能性和实用性，同时在设计中添加细节性的装饰设计，使得一衣多穿设计
更加具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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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infant clothing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One-Piece-But-Multi-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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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wadays, the design of one -piece -but -multi -wear for infant clothing is budding in market,
which has broad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The design of one-piece-but-multi-wear for infant clothing
has a variety of practical functions, which can solve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infant's life and make it
easier for parents to look after their babies. At the same time, these kinds of clothing have a variety of
wearing conditions,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to increase the service life of garments and reduce the waste
of infant clothing. So as to achieve the unity of the functional performance, ecological performance and
aesthetic performance. The paper used the case analysis,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market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design of infant clothing under the concept of one-piece-but-multi-wear. The research held
that the design of infant clothing under the concept of one -piece -but -multi -wear should focus on the
phys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habits of infants, pay attention to the functional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garments, add details Decorative design, so as to make the design of one -piece -but multi-wear more 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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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一衣多穿理念的婴幼儿服装设计可

理、心理以及行为活动的需求。婴幼儿服装对

以延长婴幼儿服装的使用周期，降低消费频

安全性和舒适性的要求比成人服装更高，这

率，满足婴幼儿所特有的生理与心理需求，同

使得婴幼儿服装不能如成人服装一般采用扭

时为家长使用和清洗婴幼儿服装提供便利。在

曲、做省等方式进行造型变换。因此，根据婴

婴幼儿服装设计领域，相关学者从各个层面进

幼儿服装的特点及设计侧重点的不同，可将

行了分析探讨：有的学者从功能性设计的角度

婴幼儿服装中的一衣多穿设计分为组合式和

进行探讨［１－４］；
有的学者对婴幼儿服装的卫生安

替换式两类，如图 １ 所示。替换式设计是通过

全性进行分析［５－６］；
还有的学者尝试对婴幼儿服

前后衣片的替换、正反面的替换以及服装内

装的结构款式进行优化［７—１１］。笔者从婴幼儿的

外层的替换达到服装颜色、装饰的变化以及

生理、心理特点出发进行研究，发现婴幼儿服

服装脏污部分的更换。组合式设计是通过服

装具有以下特点：①婴幼儿体型生长快，服装

装与实用小部件的组合，服装各部分的不同

在短时间就会被更换，易造成服装产品的浪

组合从而达到服装造型的变化以及服装与其

费。②婴幼儿生理调节能力不健全，环境适应

他部件的功能集成。除此之外，组合式设计还

力差，对冷热的变化不能适应，其服装要凸显

能借助婴幼儿服装宽大且结构简单的特点，

防护和调节作用。③婴幼儿经常会生理性流

在服装末端增添加长端使得服装顺应婴幼儿

涎，
且没有安全卫生意识，
服装易脏污。④婴幼

体型的增长。

儿多处于周期性睡眠中，在睡眠中易凉肚、出
汗、蹬被子，婴幼儿服装经常需
要充当寝具。⑤婴幼儿对事物
具有浓烈的好奇心和新奇感，
在设计中要避免婴幼儿对单一
造型、颜色的服装产生厌烦情
绪。通过对以上五个特点的分
析，笔者基于一衣多穿设计理
念，尝试将一衣多穿设计与婴
幼儿服装设计相结合，在发挥
一衣多穿设计生态特性的同时
解决婴幼儿服装在穿用时遇到
的问题。笔者首先对婴幼儿服
装中的一衣多穿设计进行分

Fig.1

图 1 婴幼儿服装中一衣多穿设计的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One-Piece-But-Multi-Wear designs in infant clothing

类；然后通过详细的案例分析，阐述一衣多穿
设计的价值，为一衣多穿设计在婴幼儿服装中

２ 替换式设计
一衣多穿理念下婴幼儿服装的替换式设

的应用与推广提供合理思路；最后结合市场现

计将设计重点放于服装本体各部件的替换上，

状对一衣多穿设计的发展前景进行简要分析。

替换部分的备用衣片可以采用不同的细节设

１ 婴幼儿服装中一衣多穿设计的分类

计，使服装的衣片结构相同，但风格与质感不

一衣多穿设计可通过服装连接件巧妙的

同。替换设计所体现出来的服装清洗的方便

将衣片和实用性的小部件连接起来，以此来

性、服装造型的变化性以及服装使用率的提升

解决普通婴幼儿服装的缺点，满足婴幼儿生

为婴幼儿服装增添了诸多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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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服装前后片的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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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面料和图案也提高了婴幼儿对服装的新奇

婴幼儿服装设计中，前后片的替换可以使
服装产生至少两种穿法。如图 ２ 所示，前后片

感，
大大提高了服装的穿用次数和使用价值。
２．３ 服装内外层的替换

可替换的婴幼儿服装；该服装采用挖领无袖设

服装内外层的替换可以在婴幼儿外套的

计，前后衣片完全一致，两者由肩线上的纽扣

设计上得到充分体现，图 ４ 所示的可替换内外

以及前腋点与后腋点下的两列系
带连接，系带一列仅设有两个，这
是因为服装下摆重合部分较多，无
需连接件就能覆盖婴幼儿皮肤；轻
薄系带的使用保证了其牢固性的
同时也避免了婴幼儿在睡觉和翻
滚时会感觉不适。由于前后片可以
互相替换，因此在装饰与图案设计
上，该服装的两片衣片采用了不同
的设计。图 ２ 列举了两种：一片使
用不规则的横竖条纹设计，可以使
人造成一种服下摆装有普利兹褶
的错觉，一片采用兔子形状的图案
设计，兔子耳朵可以使用立体装

（a）

（b）

前后片可替换的婴幼儿服装
注：
（a）为服装正面，
（b）为服装背面，背面的两列系带在服装内部
Fig.2 Replaceable infant clothing with front and back
Note: (a) is the front of the clothing, (b) is the back of the clothing, the lace is inside
the clothing
图2

饰，使服装更加活泼可爱。家长还
可以准备许多不同材质、图案和装
饰的衣片进行替换，不仅方便了个
别脏污衣片的清洗，服装的风格还
可以在衣片的替换中进行转变。
２．２ 服装正反面的替换
在婴幼儿服装的正反面分别
运用不同的面料和图案可以达到
一衣多穿的目的，四针六线的无骨
缝制方法以及正反面可用的拉链

（a）

（b）

可正反面替换穿着的婴幼儿爬服
Fig.3 Replaceable infant one-piece suit with obverse and reverse
图3

为服装的双面穿用提供了工艺手
段。图 ３ 所示的可正反面替换穿着
的婴幼儿爬服由双层面料制作而
成，一层采用卡通图案的纯棉面
料，活泼可爱；另一层使用条纹的
彩棉面料，天然质朴。这类服装的
优点在于：当服装的任意一面产生
不可恢复的脏污或损害时，服装的
另一面还可以继续穿着。正反面不

（a）

Fig.4

（b）
图 4 可替换内外层的婴幼儿外套
Replaceable infant coat with inner and o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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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婴幼儿服装灵感来源于贺义军 ［１２］所设计

儿服装设计中，可以直接增添加长端来延伸服

的可替换表层的儿童外套，但本设计在连接部

装长度。也可以如图 ５ 邢云芳［１３］所设计的婴幼

位和细节设计上又有所变化。本设计将外套设

儿爬服一样，在服装的袖子、裤腿和腰身中增

计为两件套，一个内胎、一个外套，外套和内胎

加合缝，合缝内的布料重叠折合，当拉开拉链

都可以进行替换，
以满足场合、
冷暖的变化。对

时布料伸展开来，就可以达到服装长度增加的

外套来讲，在家使用的外套可以采用较为柔软

目的。在这类设计中，折叠的布料就是服装的

舒适的外套，在外玩耍可使用易洗耐脏，防风

加长端。服装与加长端的组合设计符合婴幼儿

防雨的外套，不同的外套有着不同的款式和装

体型发展特点，通过服装的加长可以延长服装

饰，可以适应不同的场合。内胎的材质应当柔

的使用寿命，
增加服装的使用价值。

软亲肤，主要可分为薄厚两款，以适应季节变
化造成的冷暖差异。内胎衣袖以及衣摆罗纹口
的上沿设有拉链，用于连接外套。内胎的领型
为扁领，可以翻出覆盖于外套之上。连接件位
置的选择以及领型的设计使得婴幼儿只能接
触到柔软舒适的内胎面料，保证了服装的舒适
性。可替换内胎与外套的设计使得服装易于替
和材质，不仅具有实用性，还具有多变性，大大
提高了服装的资源利用率。

３ 组合式设计

（b）

（a）

换清洗，同时还能方便更换外套的色彩、纹样

可调节长度的幼儿爬服
Adjustable length infant one-piece suit

图5

Fig.5

３．２ 服装与实用小部件的组合设计
婴幼儿服装与实用小部件的组合设计是

一衣多穿理念下的组合式设计将服装衣

开发新型婴幼儿服装的一种思路，小部件的添

片及各类部件的组合作为设计手段，以此来实

加不仅为服装增加了多样的功能，提高了服装

现服装本体与各类部件的功能集成。根据婴幼

的使用价值。同时，
具有趣味性、
装饰性的实用

儿生理与心理特点量身制作的实用部件，不但

小部件还能为服装增添童趣。如图 ６ 所示，一

可以解决婴幼儿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后背易出

款带有可拆卸熊猫图案围嘴的上衣。该上衣在

汗”“肚子易着凉”“服装易短小”等问题，还

领口中心两侧设置了两列纽扣，一列三排。纽

可将小部件设计为卡通形状或在部件上添加

扣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自由开合，方便服装穿

可爱美观的图案，实现功能性与装饰性的融

脱，另一方面是为了固定围嘴。围嘴使用吸水

合。同时，服装本体的解构和重组可以解决婴

性较强的竹纤维或纯棉材质，可以让婴幼儿感

幼儿服装结构简单的弊病，使得服装本身具有
多种穿着方法，
呈现出多样化的外观。
３．１ 服装与加长端的组合
由于婴幼儿体型在短期内迅速变化，婴幼
儿服装经常会遇到袖子变短、裤腿变短的问
题。与此同时，婴幼儿无腰身的体型及其对服
装的舒适性要求使得婴幼儿服装的廓形多为

（a）

宽松状态。因此，
婴幼儿服装的松量在其衣长、
裤长不够时依然能满足婴幼儿的需要。在婴幼

带有可拆卸熊猫图案围嘴的上衣
Infant clothing with detachable panda pattern bib

图6

Fig.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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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i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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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 7 带有护兜与汗巾的上衣
Infant clothing with a bib and sweat towel

图 8 带有手套和脚套的和尚服
Fig.8 Infant clothing with gloves and socks

觉舒适，还能可以保护婴幼儿的胸部不被唾液

折的护手手套，裤腿上有可拆卸的脚套。这些

和食物弄脏，减少换衣服的次数。在围嘴上施

部件可以给婴幼儿，尤其是新生儿的露出部分

加熊猫等卡通图案，可以使服装活泼可爱，更

起到防护作用和调节冷暖的作用。

显生动。在不使用围嘴的时候，可以将围嘴取
下，
或者固定于第二、
三列扣子上做装饰物。

图 ９ 所示的是一种可做睡袋的女式婴幼
儿服装，由连衣裙和下方半圆形的衣袋组成，

图 ７ 所示的带有护兜与汗巾的上衣源于

连衣裙本体呈 Ａ 型，在腰侧设有可做抽褶的绳

宫媛媛［１４］所设计的组合式婴幼儿服装，该服装

带，在保证合适松量的前提下进行抽褶操作可

包括服装主体以及与服装相连的护兜（汗巾）。

改变服装造型。连衣裙衣袖进行了加长设计，

服装前片的肩线位置各设两个扣子，后片相应

在日常穿着时将衣袖翻折，露出双手。当服装

位置设有扣眼。该开合方式的设计同样是为了

与下方衣袋组成睡袋时，衣袖被翻下来盖住

方便服装穿脱，但肩扣还可以连接图 ７ 所示的

手，使得婴幼儿身体被全面覆盖以达到保温目

起护兜作用，
吸水性布片。当布片置于胸前时，

的。当然，由于加长的衣袖和连衣裙本体 Ａ 字

可以在婴幼儿俯卧时增强服装的防护性，同时

形的宽松廓型，在松量足够的情况下，该款连

保护服装不被脏污。当布片置于服装内部，与

衣裙在婴幼儿体型成长到一定阶段时可以作

婴幼儿背部皮肤接触时，可以在婴幼儿睡眠和

为一件上衣进行穿着。该设计打破了服装品类

活动时起到吸汗作用，防止他（她）们着凉。护

的界限，实现了服装的多层次利用，完成了服

兜可以使用不同颜色和图案的面料进行制作，

装功能和服装造型的综合设计。

由于护兜面积大，因此在更
换不同图案的护兜时，服装
的外观会有大幅变化，从而
增添婴 幼儿对 服装的 新奇
感，增加服装穿着次数。除
围嘴、汗巾外，手套和脚套
也是婴幼儿服装中经常使
用的小部件，如图 ８ 所示，
带有手套和脚套的婴幼儿
和尚服，在袖子上设有可翻

（a）
Fig.9

（b）
图 9 可做睡袋的婴幼儿服装
Infant clothing which can be used as a sleeping 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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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服装各部位之间的组合

另一方面还能满足妈妈们的装扮欲，减少同质

服装衣片本身的不同组合有时便能打破

化服装的购买，节约开支。如图 １２ 所示，一款

服装单调性，实现服装美感和功能性的统一。

多造型的婴幼儿服装，该设计由上衣和裙子组

如图 １０ 所示，一款既可以做爬服，又可以做睡

成，该上衣在领口中心两侧设置了两列扁平的

袍的婴幼儿服装。该设计主要是通过裤腿部分

木质纽扣，一列三行。后背在相同位置设有纽

的组合达成的。当裤子前片与后片分别扣合，

扣。肩上设有用于固定系带的肩带，上衣下摆

便形成了爬服的两条裤腿。前片与前片、后片

设有一圈纽扣。裙子上沿前后中心线两侧与上

与后片扣合时，
就形成了筒状的睡袍。

衣扣子等宽处设有扣眼，裙子上沿设有用于缩
褶的系带。该款服装将胸前的开合设计和裙腰
处的系带进行了多层次的运用。通过上衣本体
与裙子的不同组合，该服装可出现图 １２ 所示
的三种廓形：
（ａ） 款服装是一件活泼可爱的有
褶上衣；
（ｂ）款服装廓形则类似斗篷；
（ｃ）款上
衣则是一件连衣裙。连接件的巧妙设置和服装
本体各部位不同组合可以实现服装造型的变
化，
使得婴幼儿服装富有创造性和趣味性。

（a）

４ 一衣多穿设计在婴幼儿服装领域的发展

（b）

前景

可做睡袍的婴幼儿爬服
Infant clothing which can be used as a nightgown
图 10

Fig.10

图 １１ 所示的可做睡袍的女
式婴幼儿套装也有异曲同工之
妙，该设计包括宽松的上衣和带
有 １１ｃｍ 罗纹裤腰的裙子，上衣下
摆和裙子下摆设有拉链。当服装
分开时，高腰设计可以保护婴幼
儿的腹部，
使其免于凉肚。当上衣
与裙子结合形成保暖睡衣时，高
腰部分则成为了加长部分，使得

（a）

Fig.11

（c）

（b）
图 11 可做睡袍的女士婴幼儿套装
Female infant suit which can be used as a nightgown

该睡衣可以包裹至婴幼儿脚踝。
图 ９~ 图 １１ 的婴幼儿服装完成了
服装到寝具的转变，解决了家长
带婴幼儿出门时，婴幼儿陷入睡
眠却无寝具的窘境。
服装造型是服装设计的要素
之一，这一点在婴幼儿服装中也
并未改变。多造型的组合式设计
一方面能够满足婴幼儿的审美学
习需要，保持其对服装的新鲜感；

（a）

（b）
一款多造型的婴幼儿服装
An infant clothing with multiple shapes

图 12

Fig.12

（c）

服饰与艺术：
设计灵感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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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市场上开始展露头角。如今，图 ５ 所示的

正式实施。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将迎来一波婴儿潮［１５］，

带有手套、脚套的婴幼儿服装以及图 １０ 所示

婴幼儿服装市场也迎来了春天。现如今，中国

的可做睡袍的爬服已经在市面上普及，获得了

市面上的婴幼儿服装产品层出不穷。为吸引消

消费者的认可。一衣多穿理念下的婴幼儿服装

费者的目光，诸多品牌在面料、装饰上下足了

设计综合考虑了服装与婴幼儿的关系，婴幼儿

功夫。童泰、宜爽儿、麦拉贝拉、优婴宝贝和憨

服装与家长的关系以及服装与生态环境的关

豆龙等品牌在部分产品中采用了彩棉面料；

系。运用一衣多穿的设计方法，
可以开发出造型

佩爱选取了具有抑菌作用的草珊瑚棉及竹纤

多样、便于清洗替换且具有多种实用功能的婴

维面料。在服装款式与装饰设计上，粉滴滴、

幼儿服装，从而满足家长和婴幼儿多样性的需

依尔婴、千趣会等品牌开发了具有成人化趋

求。它符合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

向以及具有动物装饰与卡通装饰的婴幼儿服

求，
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装（图 １３、图 １４）。但是，由于婴幼儿服装廓形

５ 结语

多为宽松的 Ｈ 型与 Ａ 型，产品装饰也多为可爱

通过对一衣多穿理念下的婴幼儿服装进

与卡通风格，婴幼儿服装不可避免的呈现出同

行案例分析和设计实践，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质化的特点，
品牌的特色无法凸显。

①一衣多穿理念下的婴幼儿服装设计应当以
婴幼儿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点为设计出发
点，综合考虑服装与婴幼儿的关系、服装各部
件间的连接关系。强调“以人为本”
与设计的可
实施性。②婴幼儿服装的一衣多穿设计可分为
替换式设计和组合式设计两类，除却为实现一
衣多穿及各项功能所进行的款式设计本身，细
节性的装饰和图案设计是打破服装单调感，使

具有成人化特点的婴幼儿服装（千趣会）
Infant clothing with adult features (SENSHUKAI)

图 13

Fig.13

得一衣多穿设计更加具象的重要手段。③婴幼
儿服装的一衣多穿设计体现了服装功能性、美
观性和生态性的结合，不仅为婴幼儿提供了舒
适百变的多功能服装、为家长照顾婴幼儿、清
洗替换服装提供了便利、为家庭节省了婴幼儿
服装开支，还提高了婴幼儿服装的资源利用
率，有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持续推进，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图 14

Fig.14

带有动物装饰的婴幼儿服装（粉滴滴）

Infant clothing with animal decoration（FENDIDI）

因此，诸多企业开始顺应消费者与市场需
要，从婴幼儿和家长两个角度，综合考虑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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