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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装情感化设计诉求分析与应用
徐青青
岳岩俊川，
（西安工程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西安 710048）
摘 要院[研究意义]童装设计者必须要了解儿童心理与生理需求，设计出符合他们需求的产品。[研究方法]通过对相关研
究文献资料做搜索和处理将情感化设计与儿童认知和情感发展理论相结合，探究不同认知发展阶段童装情感化设计思
路与方法。[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得出：在童装设计中儿童的情感因素至关重要，情感化设计在童装设计领域的应用有
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不同认知发展阶段儿童的情感需求有所差别，因此童装情感化设计方法应依据儿童认知发展进行
转变；儿童情感需求不能盲目依随亦或过度刺激，童装设计产品应起到对儿童情感启蒙和指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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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children's clothing designed for their emotional appeals
YUE Yan-jun-chuan, XU Qingqing
（Apparel & Art Design College,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048）

Abstract:Designers of children's clothing must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needs of children and design prod原
ucts that meet their needs. Combining emotional design with children's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theories by
searching and processing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explores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emotional design of children's cloth原
ing at different stages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concluded that children's emotional factors are very important in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cloth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emotional design in the field of children's clothing design has its in原
evitability and necessity; the emotional needs of childre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are different, so the
methods of emotional design for children's clothing should be transformed according to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chil原
dren's emotional needs cannot be blindly followed or over-stimulated, and children's clothing design products should play a
role in children's emotional enlightenment and guidance.
Key words:emotional design;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children's clothing

情感化设计的基本内涵是以关注用户内心

次、
行为层次、
反思层次。人类大脑的生物因素决

情感需求为中心,将预期的用户情感因素融入到

定本能层次的情感反应，表现为颜色、重量、光

产品中,使用户在产品技术功能实现的过程中,获

泽、款式、
质地、手感等因素对儿童的影响。这些

[1]

得情感化的交互价值 。而童装情感化设计则是

感官体验在本能水平引起儿童情感表达，这里还

是通过产品的
设计者在创造活动中的情感表达，

包括视觉对色彩造型的要求、触觉对面料的挑

特性挖掘与展示让使用者被服务时的情感得以

剔，
甚至嗅觉对衣物新旧的评判，以及听觉在着

实现。根据知觉心理学中大脑反应的功能特性，

衣时的感知。情感化设计行为层次的诉求体现

可将不同的情感反应划分为三个层次：本能层

在童装的功能效用和穿着感受方面，即穿着的
工效和乐趣。儿童通过游戏互动丰富自己的认
知，爱动的行为特征需要童装讲究功能性和易
用性，以此满足儿童身心发展需求。反思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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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童装会激发儿童积极的情感反馈，形成

种需求亦或梦想的本能行为。对于童装设计师而

良好的产品印象。

言，童装设计中展现出的童心、童趣并与儿童产

1 情感化设计在童装产品中缺失的具体表现
1.1 过于追求形式，普遍出现童装成人化设计

生共鸣，
是其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过分功利性的

误区

经济成本的投入上，选择材质低劣、色牢度低甚

童装设计主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淤在对必要

童装作为儿童的载体，
其设计需符合儿童的

至残留有毒害物质的面料，以及不规范的制作工

身心发展需求。成人化童装设计不时出现过于追

艺，则会导致产品的安全性存在问题，对儿童的

求形式的弊端，
机械的融入甚至直接照搬成人服

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于在设计时间成本的投入

饰款式和装饰，完全成为了成人装的缩小版，忽

上，对市场上的热销款生搬硬造，严重的抄袭现

视了童装所具备的童趣与童真。部分成人化设计

象影响到设计创新动力，出现大量同质化的产

会阻碍儿童正常的活动与发育。如 S 型、X 型此

品，缺失了个性特征的设计，产品本身就丧失了

类所注重凸显身材或调整身型的廓形设计，
使得

竞争力。

儿童肩部、腰部压力过大，不利于呼吸和血液循

2 童装情感化设计应用

环；蕾丝、亮片、贴钻、铆钉等装饰元素存在极大

儿童与成年人生
童装有别于其他服装类别，

的安全隐患，并且极易影响儿童的心理，催生儿

理和心理的不同使得童装有别于其他类别服装。

童心理的早熟。另外，
童装市场上还会出现贴身

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到：
“ 在整个儿童期和青

旗袍、
露背装、
露脐装，
甚至高跟鞋等的童装或饰

春期，
人的情感发展和认知发展是一致的。”[2]根

品服饰，
完全没有顾及儿童生理发育特点。儿童

据儿童认知发展的阶段论，可将儿童分为感觉运

并伴随着认知活
的情感伴随着认知过程而产生，

算阶段（0耀2 岁）、
前运算阶段（2耀7 岁）、
具体运算

动的发展而发展，
过度的童装成人化设计使得儿
童认知被误导，背离了他们的情感诉求，甚至危

阶段（7耀11、
12 岁）、形式运算阶段（12 岁以上）四
个阶段。可以看出，
不同年龄段儿童认知发展的

害身心健康。

差异，对情感需求有所不同，因此把握好不同年

1.2 忽视设计对儿童的启蒙和引导作用

龄段情感需求是童装情感化设计的关键。

儿童的智力和情感正处于发展阶段，童装
作为服饰文化的载体之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应该特别注重儿童的情
儿童的身心发展。因此，

2.1 感觉运算阶段（0～2 岁）的童装情感化设计
0耀2 岁的儿童处于感觉运算阶段，该阶段儿

童情绪反应与生俱来且笼统，主要通过视觉、听

感体验，以此引导儿童朝希望的方向发展。国内

觉、
触觉等进行最直接的感知反馈。比如西班牙

童装品牌不乏忽视设计对儿童的启蒙和引导作

童装品牌 NANOS 的婴儿系列面料则通常采用

用，如部分商家为了迎合儿童的游戏心理，不加
斟酌的在服饰上采用网络游戏图案，过分刺激

100% GOTS 有机棉及 BCI 棉，或以羔羊毛或 ZQ
美利奴羊毛进行设计制造，用最柔软亲肤的面料

儿童游戏欲望，不利于儿童健康发展；为了迎合

满足婴儿穿着需求。同时，婴儿服装的穿脱大都

部分家长的审美爱好，推出不符合儿童身心发

由家长进行，因此方便易穿的童装可以降低婴儿

展的服装款式和风格，忽视了儿童服饰的独特

在穿脱时的不适感。WGSN 流行趋势预测分析平

性。儿童作为特殊的群体，在童装设计时理应得

台推荐使用可方便家长更换的设计元素，以保持

到足够的关怀，儿童情感化设计同样是其不可

婴儿卫生舒适的成长环境，尽可能满足婴儿在着

或缺的一部分。

衣时的感知体验和行动时的安全防护。Fist Flag

1.3 功利性的童装设计，无法维护其童心童趣
的初衷
童装设计虽服务于商业社会，但赢利并不是
其唯一目的。究其根本，设计是一种源于人类某

利用 3D 制造技术制作的真丝无缝家居服，一体

成型 ，减 少婴 儿 皮 肤 与 衣 物 间 摩 擦 （图 1）；

Greenberry Kid 可开合宽松裆部连身裙方便更换
尿不湿和入厕（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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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t Flag 无缝家居服

In-house garment of Fist Flag without sewing thread

Fig.3

图 3 Efvva 蝙蝠袖卫衣

Sweater of Efvva with the sleeves like bat

2.3 具体运算阶段（7～11、
12 岁）的童装情感
化设计
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他们的高级情感
（即情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高级情感主
要可分为三种：
道德感、
理智感、美感。儿童在道
德发展方面产生了相互尊重的情感以及合作的
或自律的道德；儿童理智方面表现为求知欲的扩
展和加深；儿童的美感主要特点为对具体、直接
图 2 Greenberry Kid 婴儿连身裙

和新奇的事物更感兴趣，
但审美趣味格调比较单

Baby dress of Greenberry Kid

一。因此，
该阶段的童装应该注重儿童高级情感

前运算阶段的儿童正处于入学前期和初期，

奇心、
求知欲，
培养儿童积极的审美情趣。如童装

Fig.2

2.2 前运算阶段（2～7 岁）的童装情感化设计
在教育上是非常重要的，儿童逐渐可以通过符号
表现认知，
但仍只能进行表象的思维活动，简单美
培养审美能力。在
观的图案可以激发儿童的兴趣，
此阶段的儿童刚具备最初的社会性情感，可进行

的培养，通过创设情境、运用移情调动儿童的好
品牌 Efvva 设计师伊娃（Ewa Wr佼bel）从艺术和自
然之中汲取灵感，并希望通过设计传递给孩子们
环保的理念（图 4）。

口头语言之类的表象行为，使得情感体验的创造
成为可能，
情感第一次能够被再现和忆起。因此，
童装可在确保防护功能的前提下考虑加入启蒙智
力、
培养情趣等带有情感化的设计元素。
儿童情感大部分通过游戏行为进行发展，儿
童在游戏过程中童装起到防护作用，
童装的安全
性尤为重要。如 Armani Junior 为防止金属拉链对

儿童的损伤，全部用塑料拉链替代。还有专注于
运动童装设计的 Reima、
CAMKIDS 等。同时，趣

味性元素更容易使童装富有情感内涵，如波兰童
装品牌 Efvva 的蝙蝠袖卫衣让儿童更容易代入角

色（图 3），在互动体验的形式之下带动儿童产生
情感共鸣。

图4
Fig.4

Efvva 的环保设计童装

Children's clothing of Efvva designe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服饰与艺术：
应用研究

2.4 形式运算阶段（12 岁以上）的童装情感化

73

3 结语

设计

童装情感化设计虽然比较抽象，但可以通过

按照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处于形式运算

造型表达和功能彰显，
使产品达到契合。这种外

阶段的儿童，他们的认知发展水平已经发展到了

在的审美与生理防护功能的完美结合，可以诱

成熟阶段，以后再增加的只是生活经验，思维水

导、激发消费欲望，从而形成设计者与使用者的

平不会再提升[3]，
同时意味着青春期的到来。儿童

安全、
满意；通过
情感共鸣。从而让使用者舒适、

自我中心化的青春期特点使得情感被自我理想

感悟的方式，
围绕
“功能”
和
“情感”
，寓情于理。童

化的推理所主导，
甚至出现叛逆行为。该阶段的

装情感化设计是人与物的内在交流，也是设计者

童装设计更应该关注使用者心理情感的变化，切

与使用者之间的情感互动。但童装情感化设计绝

造成儿童虚荣攀
勿将设计过度成人化或形式化，

非主观的随意而为、
盲目依随亦或刺激使用者的

比的负面心理，影响儿童身心健康，而且会严重

快感欲望，
因为这些方法是不可持久的。情感化

干扰误导童装设计的发展轨迹和方向，
应以正确

设计不仅是对使用者认知的启蒙，更是设计创新

使其产生积极的情
健康的设计理念引导使用者，

拓展的保证，
设计者和使用者可以由此进一步促

感态度。

以实现对产品创
进双方审美能力的融合与扩展，

在 WGSN 流行趋势预测分析平台有关童装

新发展的有效提高和突破。

未来设计专题中，
提倡用极简设计平复过度消费
主义，坚持“少而精”的可持续设计理念以及健
[4]

康、舒适、防护和克制主义设计 ，以此希望通过
实现该阶
加入文化性、艺术性、
时尚性设计元素，
段儿童对美和个性的追求。素然旗下的环保品牌
klee klee 与 绿 色 倡 议 机 构 合 作 了 一 个“RE：

FORM”旧衣新生的项目，唤醒消费者的环保意
识，尽可能避免盲目消费，向年轻人传递“慢生

活”
方式（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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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klee klee 门店

Fig.5

Store of klee k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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