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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智性婴幼儿服装设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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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研究意义] 益智性设计的原则与方法探析是婴幼儿服装设计领域极易忽视的问题之一。 [研究方法]通过对婴
幼儿大脑发育特征的影响因素分析，推导出适用于益智性婴幼儿服装的设计原则与方法。[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
①根据婴幼儿大脑发育特征，
总结出适用于益智性设计的启发性原则、教育性原则以及易玩性原则；②遵循这三个原则
前提下，
根据婴幼儿脑部发育特征的影响因素与互动性设计、感官性设计以及仿生性设计相结合，并根据婴幼儿服装的
设计趋势与可持续性设计，从不同角度结合设计充分的体现婴幼儿服装中益智性效果；③精细化、专业化的益智性设
计，能够满足父母对婴幼儿服装的功能性和创新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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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Educational Baby Clot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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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2.Wuhan Textile and Apparel Digi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puzzle design is one of the most easily overlooked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infant clothing desig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and the study of the rules of early intelligence develop原
ment of infants and kids, the design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intellectual baby and infant clothing are deduced.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According to the brain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hree principles are summa原
rized including the enlightening principles, educational principles, and playability principles applicable to educational design;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combined with interactive design, sensory design and bionic design, and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trends
and sustainable design of infant clothing,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combined design fully reflects the intellectual effect of
infant clothing; The elaborative and professional puzzle design can meet the parents' needs for functional and innovative cloth原
ing for infants and kids.
Key words: intellectuality; design method; infant clothing

益智性婴幼儿服装是指在父母对婴幼儿智

服装。婴幼儿服装中的益智性是一大设计趋势，

力开发的需求下，
利用服装与婴幼儿早期智力发

但是益智性的设计方法很多都是与仿生学相结

展规律相结合，
有针对性地利用服装适当的刺激

合，对于设计方法的探讨相当缺乏，导致服装中

婴幼儿神经系统发育，
发展婴幼儿的感觉、
动作、

的益智性不能够充分地体现出来。在婴幼儿服装

言语、
认知、情绪和社会性发展等能力的提高，具

功能性设计领域，多数研究集中在安全性、卫生

有这些功能的婴幼儿服装被称为益智性婴幼儿

以及结构等基础研究方面[1-4]，
这方面研究已经相
对成熟，但是对于婴幼儿服装的益智性、趣味性
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完善的专业理
论。基于以上现状，
对婴幼儿脑部发育特征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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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婴幼儿益智性设计作的影响因素切入
点，从中推导出设计原则与方法，从而使益智性
满足婴幼儿智力
在服装中得到充分全面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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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需求，并且让父母对产品精细化、专业化

原则进行设计。

的需求也得到满足，让益智性设计思路更加丰

2.1 启发性原则

富，
为益智性的服装创新设计奠定了基础。

1 益智性婴幼儿服装设计的影响因素

在益智性设计中首先倡导运用启发性原则。
就其本质的意义来说，
启发性原则是以婴幼儿为

婴幼儿是婴儿和幼儿的统称，
一般是指 0～ 6

学习主体，
在教授中充分调动他们的学习的自觉

岁的幼小儿童。从婴幼儿脑部发育特征来说分为

性、积极性，并引导他们通过独立思考，获得知

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婴儿（0～ 3 岁）、第二个

识，
发展能力[7]。通俗的来讲，
婴幼儿在穿着益智性

层次为幼儿（3～ 6 岁）。婴幼儿大脑发育又存在

达到智
服装时，
能循循善诱引起主动学习的兴趣，

遗传与环境。我们所
两方面的因素：
先天与后天、

了解
力开发的效果。比如服装中渗透着一些信息，

要做的就是在后天与环境上作出干预，
科学的刺

自然知识、
社会知识等等，
让孩子能在穿衣观察时

激婴幼儿脑部神经快速发育[5-6]。同时，
婴幼儿通

进行学习。
获得启发，
引导他们感到兴趣，

过视觉接受信息比其他感官更多，
所以在服装上

在婴儿时期，根据生理特征来说，应以视觉

加入益智性元素能够满足婴幼儿智力开发需求。

和听觉的启发性为主，触觉、嗅觉以及其他感觉

通过对 婴幼儿 大脑 发育 特征 的 总结 得到

可
为辅，
婴儿培养在此时重在启蒙。所以一方面，

表 1，由于婴幼儿大脑发育的生理特征不同，婴

以在婴儿服装中可加入一些简单的动物、植物等

儿和幼儿智力开发能力也呈递增式上升。婴儿阶

图案，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十二生肖以及二十

段更注重整体感知能力的培养，
以视觉与听觉为

四节气代表性植物等等一系列能够引起宝宝注

主，
其他能力为辅；而幼儿进入了学龄期，
这个阶

意的图案；
另一方面，
可以在服装中加入铃铛、动

段更注重综合性的能力培养。笔者认为，这些影

物声音、音乐等声音；最后辅以不同面料的触觉

响因素决定了益智性婴幼儿服装设计原则，
应根

以及味道来辅助，启发婴儿对其产生兴趣，主动

据婴幼儿的大脑发育不同特征，
有针对性地进行
设计。
表 1 婴幼儿脑部发育特征
Tab.1

Infant brain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对象

大脑成长阶段 智力开发能力 影响作用因素

婴儿
（0~3 岁）

以视觉、听觉
感觉、动作、言
大脑神经节超
为主，触觉、味
语、认知、情绪
速形成
觉、嗅觉以及
和社会性发展
其他感觉为辅

幼儿
（3~6 岁）

感觉、动作、言
语、认知、情绪
视觉、听觉、触
和社会性发展
大脑神经节高
觉、味觉、嗅觉
之外，逻辑思
速发育
以及其他感觉
维、
语言能力、
等齐头并进
创 造 性 思 维、
性格形成等

2 益智性婴幼儿服装设计原则
笔者认为，
婴幼儿智力开发是通过被服装引

思考，获得一些知识。例如日本 SOULEIADO 品

牌设计的一款婴幼儿铃铛腕带（图 1），它通过腕
带外形的视觉刺激、
面料的触感刺激以及铃铛的
听觉刺激等，
促进婴幼儿感官发育。也就是说，
利
用服装带给婴幼儿适当的感官刺激，可以更好的
促进神经系统发育，
培养婴幼儿的兴趣。

Fig.1

图 1 日本 SOULEIADO 动物型婴幼儿铃铛腕带

Japan SOULEIADO animal-type baby bell wristband

在幼儿时期，也就是学龄前期，此时的幼儿

导感知、学习这个世界，服装能够带来的益智性

大脑已经逐步成熟，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习、

相较于书本而言，有所不同，更多的是在日常中

认知能力，
并且要进入幼儿园进行学习。这一时

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故而就益智性的教育

创造性思维以及性
期，除基本能力外，
逻辑思维、

作用而言，应该遵循启发性原则与教育性原则；

格的培养等更多地被涉及到。此时在服装设计中

就婴幼儿自身的生理特征来讲应该遵循易玩性

应适当的增加难度，
可以逐渐加入一些有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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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案来引发内心的想象力，或加入字母、数字
等知识元素，
培养学习兴趣。如图 2 是英氏设计
的一款婴幼儿龙的传人 T 恤，婴幼儿能轻松地通
过拼音、简笔画以及汉字等来激发好奇心，让他

使爱国情怀在他们
们主动地想要了解这是什么，
心理生根发芽。

图 3 教育性婴儿苹果哈衣（笔者自绘）
Fig.3 Educational baby apple robe (painted by the author)

幼儿时期是多方面能力进步飞跃的阶段，这

时候对知识有着强烈的吸收能力。因此，在服装
中发掘能够适应其发展的元素，
越能抓住孩子的
服装中
心理，
学会更多的东西。相较于婴儿而言，
体现教育性应更注重目的性，引导幼儿通过运用
Fig.2

图 2 英氏婴幼儿龙的传人 T 恤

YEEHOO- infant T-shirt of the series "Legend of Dragon"

总的来说，如果益智性设计遵循启发性原
则，那么就能在穿着服装时，引导婴幼儿对知识

某种思维能力来思考。例如，一款幼儿萝卜哈衣
用幼儿能够快速接受
（图 4），
选择了基础的加法，
并引发兴趣的萝卜形象设计在衣服上，
能在潜移
默化中起到教育性作用。

的渴望，能够潜移默化的培养他们探索、思考和
学习等能力，
有利于婴幼儿的早期教育。

2.2 教育性原则
教育性原则是以启发性原则为基础，强调益
智性的培养作用。教育性原则是指在服装穿着使
用的过程中能够开发婴幼儿的智力，可以起到培
养婴幼儿认知能力、
开发想象力、观察力、逻辑思
维能力以及良好的性格习惯等作用[8]。
对婴幼儿而言，
教育性是益智性服装重要的
作用之一，
它可以直接或间接的促进婴幼儿早期
蒙台
智力开发。意大利杰出的幼儿教育思想家，

图4
Fig.4

教育性幼儿萝卜上衣（笔者自绘）

Educational infant radish top (painted by the author)

梭利研究指出儿童出生后头三年的发展，其重要

总的来说，早期教育对孩子一生的影响是极

程度超过他一生中的其它任何一个阶段[9]。在这

为重要的，
服装会时刻陪伴婴幼儿成长，
所以在设

个阶段既是发现婴幼儿自发倾向的潜能，加以诱

计过程中，
遵循教育性为核心原则是十分必要的。

导，
使其得到强化发展。

2.3 易玩性原则

对于婴儿的教育性，
讲究简单直观。举例来

易玩性原则目的是在遵循启发性、教育性原

图 3 中的服装能够直观地展现教育性原则这
说，

则进行设计时，婴幼儿不会因为难度过高而丧失

一点。这款婴幼儿苹果哈衣，选择了简单易辨认

与益智性产品互动的兴趣。易玩性原则是指服装

的苹果，
用婴儿能够快速接受的卡通形象设计在

益智性设计的难易程度在婴幼儿心理和生理的接

衣服上。这时候的婴儿看到衣服上的图案会产生

受范围之内，
使婴幼儿更容易接受和掌握[10]。

好奇心，父母就其讲解一些简单的小知识，也能
让婴儿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促进注意力的发展。

特别是对于婴儿阶段来说，
启蒙时期的兴趣
培养直接影响到幼儿阶段。例如，英氏的一款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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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

空系列宝宝哈衣
（图 5），既能圆梦

互动性设计是指通过婴幼儿与服装之间相

宝宝的“航天梦”
，

互影响产生的互动，
激发婴幼儿的兴趣来达到服

又能够激发宝宝主

装的益智性。互动性设计大致分为两种形式：一

动了解航天的知

种是婴幼儿与服装的互动形式。以婴幼儿为主体

识。在服装的益智

与服装直接互动，既能安抚情绪，又能产生安全

性设计上，必须要

感和好奇心，从而激发婴幼儿的兴趣；二是以互

建立在婴幼儿可接

动性服装作为中介与父母或其他人产生多项性

受的范围以内，之

互动。互动性在婴幼儿早期益智教育中是非常重

后再去进一步研
究如何培养认知
能力、开发想象
力 、观 察 力 、逻 辑

图 5 英氏太空系列宝宝哈衣
Fig.5

YEEHOO Space Series Baby
Robe

要的，与婴幼儿的良好性格、爱好形成有着重要
的影响。日本的 Naomi-ito 品牌设计了一款动物
型口水巾，如图 7。这款口水巾的精妙之处在于

，可爱的小动物形象深受
“软萌治愈，一巾多用”

思维能力以及良好的性格习惯等能力，这样益智

婴幼儿和父母的喜爱，并且具有口水巾、安抚巾

性服装更容易被接受和喜爱。

以及玩具的多功能性。口水巾与玩具一体使毛巾

在幼儿这一阶段受外界影响大，喜欢一些动

上具有相同的气味，
会使婴幼儿有安全感。作为

画片中的卡通人物，采用这些有故事背景的角

玩具既可以单独玩耍，
也可以作为父母与婴幼儿

色，
将兴趣点巧妙地运用在服装中。例如英氏的

互动玩耍时的选择。通过互动性设计，不仅可以

一款狮子王联名上衣（图 6），将可爱的小狮子拟

增加婴幼儿与父母之间的互动，还可以促进幼儿

人化与幼儿产生互动。既不会产生枯燥学习的抵

的性格爱好培养，
来达到益智性的效果。

触心理，
又能引导幼儿分辨善恶的判断能力。

图 6 英氏-狮子王联名上衣
Fig.6

YEEHOO -Lion King Joint Top

总之，玩是幼儿的天性，在玩乐中“寓教于

图 7 日本 Naomi-ito 动物型口水巾

Japan Naomi-ito animal type saliva towel

乐”
，也就是把教育寄予在乐趣里，以服装为载

Fig.7

体，
在潜移默化中激发婴幼儿对学习的积极性和

3.2 感官性设计

兴趣。

3 益智性婴幼儿服装设计方法
3.1 互动性设计
在婴幼儿的早期智力开发中的社会性发展，

感官性设计是根据人体视觉、听觉、触觉和
能够多层次刺激人体
嗅觉等感官系统进行设计，
感官机能，让使用者能更加真实地认识到产品。
运用感官性设计产品，更易于体现服装的益智

无论是对于婴儿还是幼儿阶段来说，都极为重

听觉、
触觉和
性。服装产品的益智性是通过视觉、

要。适宜的父母互动、
环境以及益智性产品的刺

嗅觉等在内的更丰富的感觉系统，刺激婴幼儿的

激，
将会给婴幼儿早期发展带来全面的益处。在

认知能力、
观察力等，
来达到益智性。从产品设计

与父母互动的过程中有助于启发性、
教育性原则

来看，运用感官性设计的产品更易于被父母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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睐。例如阿卡手工旗舰店的一款的孕妇手工 DIY

虑现有技术、材料和能源条件，结合服装生命周

帽，
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情感。从产品使用

种方式，一种是在设计之初进行多种穿法的设

来看，父母既能够通过虎头帽向婴幼儿传达情

计，可以减少婴幼儿服装废弃物 [14]；另一种是在

感，
孩子又能在使用过程中受到多层次的感官刺

穿着过后，
改造成其他物品。

虎头帽如图 8，父母亲手为婴幼儿缝制一顶虎头

激，
起到培养认知能力、
开发想象力、观察力等效
果，
发挥产品的益智性。

期因素, 进行合理的可持续设计[13]。主要分为两

婴幼儿时期是出生后生长发育的快速时期，
在这个阶段婴儿身体迅速长大，同时大脑的发
育、
动作发育以及感知觉发育快速。身体的快速
成长会淘汰一些衣物，婴幼儿的衣服存在特殊
性，
不宜送给其他人，
或者是捐赠。穿过的衣服或
多或少都会有细菌的残留，即使清洗过也很难去
除。扔掉也很可惜，
无论是家长还是婴幼儿都对
衣服寄予了感情，舍不得丢弃，所以可以进行旧

图 8 中国 阿卡手工旗舰店 DIY 虎头帽

Fig.8 China Aka Handmade Flagship Shop DIY Tiger Hat

3.3 仿生性设计
仿生性设计是指通过研究自然界中事物的

达到可持
衣改造来延长婴幼儿衣服的生命周期，
续性设计的目的。可以改造成婴幼儿的玩具、新
衣服、包包、配饰或是爬行毯等等，如图 10 被改
造成玩具和爬行毯，
好玩又实用。父母在改造过

就是模仿
某一特性运用在服装上。狭义上来讲，

程中和婴幼儿一起合作，达到“寓教于乐”的效

自然界生物体或生态现象某一形象对服装进行

果。这样利于婴幼儿的大脑、动作以及感知觉发

设计，
属于视觉艺术范畴；
广义上来讲，
就是以自

育，
达到益智性的目的。

然界生物体或生态现象的本质作为依据探索内
在审美特征和文化内涵作为设计灵感来源，
属于
艺术实践活动[11-12]。如图 9 是一款仿生性设计的

益智性抱被，仿生模拟妈妈子宫的环境，给婴幼
儿安全感，
使新生的婴幼儿能够在离开子宫的环
境之后，
迅速的适应外界的环境。既能够通过外
观的仿生增加婴幼儿对自然界的认知，
又能通过
结构培养其独立性。

图 10
Fig.10

4 结论

可持续玩具和爬行毯

Sustainable toys and crawling blankets

对于益智性婴幼儿服装的设计原则与方法
探析，学界存在不足之处，笔者通过对婴幼儿脑
部发育特征深入分析，
针对婴幼和幼儿大脑不同
的发育特征，并结合影响作用因素，拓展了新的
设计原则与方法，研究认为：淤以早期智力开发

为目的益智性，就其教育作用而言，应该遵循启

图 9 仿生防惊跳可拆卸羽翼婴幼儿抱被
Fig.9

Bionic anti-shock detachable wing baby quilt

3.4 可持续性设计

发性原则与教育性原则；就婴幼儿自身的生理特
征来讲应该遵循易玩性原则进行设计。于根据婴
幼儿脑部发育特征的影响因素与互动性设计、感

其中一个重
从婴幼儿的服装发展趋势来看，

官性设计以及仿生性设计相结合，并根据婴幼儿

要方面就是服装的可持续，这也是一个负责任的

服装的设计趋势与可持续性设计相结合，能够更

设计师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可持续性设计是考

好的在婴幼儿服装中体现益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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