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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装趣味性仿生设计的探析
陶

辉，何奕昂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文章旨在探讨现代童装趣味性仿生设计的设计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增加儿童趣味性的着装体验，激
发儿童对自然的好奇心，增强儿童对环保的感性认识，也为相关设计人员从事设计实践提供一定指导和参考。[研究方
法]主要采用文献分析、实证研究等方法，[研究结果与结论]经研究得出：童装中的趣味性仿生设计主要包括四种表现形
式，分别是趣味形态仿生、趣味色彩仿生、趣味材料仿生以及趣味功能仿生；并且在进行童装趣味形态仿生设计时应遵
循直观识别性与益智教育性原则；在进行童装趣味色彩仿生设计时应遵循色彩形式美法则；在进行童装趣味材料仿生
设计时应遵循人性化原则，将面料的安全舒适性放在首位；在进行童装趣味功能仿生设计时应重视功能的革新，结合科
技手段不断尝试与探索从而研制出符合儿童心理需求的功能性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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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teresting Bionic Design of Children's Clothing
TAO Hui, HE Yi'ang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is subject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value and social value of the fun bionic design of modern children's
clothing, so as to increase children's interesting dressing experience, stimulate children's curiosity about nature, and enhance
children's perceptual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 can also provide certain guidance and reference to related de⁃
signers in their design practice. This article mainly uses literature analysis, empirical research and other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fun bionic design in children's clothing mainly includes four forms of expression, namely fun form bionics, fun
color bionics, fun material bionics, and fun function bionics; and the fun form of children's clothing is in progress The bionic de⁃
sign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intuitive recognition and educational education; the color and form beauty rules should be fol⁃
lowed when doing the children's clothing interesting color bionic design; the humanized principles should be followed when mak⁃
ing the children's clothing interesting material bionic design, and the safety and comfort of the fabric should be followed. Put
first; when carrying out the fun-functional bionic design of children's clothing,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functional innovation,
combined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to constantly try and explore to develop functional children's clothing that
meets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children.
Key words: children's clothing design; fun; bionic design

趣味性是一种使人感到愉悦，引起人兴趣的特

思维为基础，从感性角度出发，以童装为载体将情

性。梁启超美学思想里有：
“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

感与趣味融于生活，从而满足儿童及家长物质精神

味干竭，活动变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燃料，发

方面的需求，创造愉快轻松、简洁舒适之生活氛围

不出蒸汽来，任凭他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这里的

的设计理念。仿生设计顾名思义即是“模仿、模拟

趣味就是指的一种爱好、喜好”[1]。童装的趣味性是

生物的设计”[2]。服装仿生设计主要是对服装各要

指在服装的设计过程中加入趣味性的元素，以理性

素（款式、色彩、面料、配饰等）及各服装部件仿照自
然界生物体某一特征或内涵的设计活动[3]。20 世纪
80 年代，基于仿生学与设计学之上，仿生设计发展
迅猛，其内涵与属性得到不断扩充与丰富，成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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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设计领域中的重要设计手法，在童装中得到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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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童装趣味性仿生设计即是将具备趣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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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仿生设计运用于童装设计中，此课题的研究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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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激发消费者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唤醒消费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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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自然的意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儿童着装时的趣
味体验，提高童装的亲和力，同时唤醒家长的童心
童趣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其缓解压力、放松心情；且
为后续研究此课题的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全面
二孩”政策在 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我国童装

象动作逻辑结构，认知仍具有直觉性与集中性；7～

11 岁是具体运算阶段，该阶段的思维结构是内化的

可逆动作逻辑结构，即是儿童开始进行心理运算；
11～15 岁是形式运算阶段，最后一个阶段的思维结

构为命题运算逻辑结构，此时期是儿童认知发展的

业势如破竹，趣味性仿生童装设计发展十分迅猛。

最高阶段，能区分形式和内容，并根据假设进行逻

王芳认为需要以仿生元素与科学技术结合的功能

辑推理与运算 [5]。综上所述，不论儿童处于何种年

性童装来满足未来童装市场的需求；程静总结归纳

龄阶段，是否具备心理运算能力，都是基于直观感

了植物仿生童装设计的方法和设计流程；许琪晨从

受来记忆或判断客观事物并对其做出反应。因此，

形态仿生、色彩仿生、肌理仿生、功能仿生四方面分

在进行童装趣味的形态仿生设计时，若想更快博取

析探讨了趣味性仿生设计在服装中的表现形式及

儿童眼球，服装的外形特征应具备直观识别性。基

其发展前景；温礼研究了童装的仿生设计方法，即

于认知心理学可知，儿童常常把复杂的事物简单

仿真仿生法、抽象图形仿生法、对比仿生法、形象夸

化，以感性、具象、图画式思维模式来认知世界，因

张法、综合仿生法以及局部仿生法。以上研究人员

此具备生命力与亲和力且特征鲜明的自然物态可

从趣味性仿生设计的表现形式与应用方法、童装市

令其获得丰富的感觉体验[6]。一般来说，体态丰满、

场的现状与发展需求以及未来仿生设计的发展前

五官圆润的动物，如呆萌的小狗、聪明的公鸡、肥硕

景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其研究成果对本文有

的小猪、美丽的蝴蝶，其独一无二的形态特征与丰

着重要的意义，并为本文提供了充实的理论依据。

富多样的色彩组合能深深吸引儿童的注意力，符合

因此，本文从趣味性仿生设计的概念及其在童装中

儿童认知发展的特征。在此过程中，认知与想象的

的发展现状出发，依次围绕童装中趣味形态、色彩、

趣味自然地萌生于儿童心中，故抓住自然生物最典

材料、功能仿生设计的概念展开阐述，针对其设计

型的特征，并以拟人、夸张等手法对其变形、概括、

原则与设计元素进行分析，并分别对趣味形态、色

延伸与提炼，最终用简单直白的形式表现儿童心中

彩、材料以及功能仿生设计做出设计实践，意在为

的自然景象，另其感受趣味，进而产生某种情感共

趣味性仿生设计在童装中的运用提供一系列思路。

鸣。

1 童装趣味的形态仿生设计

若要抓住家长心理，设计则需具备益智教育

“形态仿生设计，是将自然或生物物体的高品

性。新鲜事物易引起儿童的关注，同时也会带来干

质特征应用于产品的形状，使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

扰作用，正确引导必不可少。益智教育性正是现代

视觉习惯产生自然联想，从而创造与自然外形相似

趣味童装不断追寻的特性，即是一种有利于知识输

的美感、趣味感、舒适感。
” 自然界包揽万物，可以

入、智力开发、品格塑造、审美提高的特性 [7]。社会

说是趣味性的集结地，形态各异的自然生物本就是

的飞速发展促使竞争日趋激烈，新一代的年轻父母

趣味性的载体，可概括为具象与抽象形态仿生。所

对儿童的教育问题十分关注。趣味形态仿生设计

谓具象形态仿生主要是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法，逼真

巧妙地将一些自然界的知识与信息融入到童装中，

再现自然界生物的原始形态，最大程度的保留其鲜

帮助儿童提前接触到神秘美丽的大自然，对自然界

明特点，使之易于辨认，进而引起儿童的注意，激发

的某些物态形成初步概念，顺理成章地激发出他们

他们对神秘自然未知的向往；而抽象形态仿生则是

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同时形态仿生手法拥有情感与

基于自然界某物象的原型，运用拟人、夸张、延伸、

趣味性，
为儿童接收外界知识的过程带来快乐。

变形等设计手法对其进行抽象的概括并提炼出最

1.2 形态仿生设计元素

[4]

能表现其物象的元素应用于设计之中，动漫人物是

尹定邦将图形定义为“认为创造的图像”。
“形”

抽象仿生典型的例子。

通常被认为是传达视觉语言的载体，是对客观事实

1.1 形态仿生设计原则

的提炼与总结[8]。 以自然界生物形态为设计元素，

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不同的年龄阶段伴

按仿生生物种类来分，可分为动物形态仿生、植物

随着不同的思维结构与认知特点。他从认知发展

形态仿生、昆虫形态仿生、人类形态仿生和微生物

角度将儿童期划分为四个阶段：0～2 岁为感知运算

形态仿生。但童装趣味形态仿生多是以自然界动

阶段，此阶段的存在的思维结构是感知动作逻辑结

植物形态为仿生原型，因其更具有亲和力与生命

构；2～7 岁为前运算阶段，此时期的思维结构是表

力，契合儿童天生易亲近可爱亮丽事物的特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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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动物形态可分为飞禽、走兽、水族、昆虫等；植物

感，选取最能表现青蛙特点的青蛙眼睛作为仿生对

类可分为花、草、树、果等。设计师可从这类自然物

象，采用夸张延伸手法设计应用于帽顶两侧装饰，

态中以多种手法提取设计元素。

与此同时在其中填充棉花，从而增加其空间感，构

1.3 形态仿生设计应用

建二维与三维的对比，提高其视觉冲击力与触摸

据调查研究表明：3～12 岁儿童都喜欢动物形

感，并直观的向儿童展示自然界青蛙的典型特征。

象。在女孩最喜欢画的形象中，动物占比达 43％，

图３展现的是设计元素的提取过程，设计将以嫩绿

在男孩中占比也达到了 34％ [9]。自 3 岁起，动漫就

色太空棉面料为主，加固其保暖性的同时保留一定

对儿童日常生活影响巨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动画

的挺括性，并且契合大部分儿童偏爱清新色彩的特

形象在儿童喜爱的形象中排行第一。

点以及不脱离青蛙的固有绿色系。该造型设计以

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的著名动画电影《海

拟人化的手法，在帽子正反两面可翻折部位分别印

底总动员》中的主角小丑鱼“尼莫”外形憨厚可爱、

染笑脸以及吐舌头图案，同时其翻折部位可根据儿

简单独特、便于记忆，符合儿童认知特征，因此此动

童头型和个人喜好翻起或折下，使得整体设计不仅

画形象深受儿童喜爱。图 1 是对中的主角小丑鱼

易于辨认且有助于开发儿童智力，具备自然性的同

“尼莫”展开的趣味形态仿生设计，由鱼儿形态拟人

时还兼具人性化和趣味性。康定斯基认为：
“美就

变化而来的经典小丑鱼装，对小丑鱼原型的某些特

是图形的形式唤起人的某种心理反映现象。
”因此，

点进行了漫画式的抽象与提取后应用于童装中。

对童装进行趣味形态仿生设计有利于儿童认识的

此作品通过对小丑鱼进行形态仿生弥漫出统一与

发展。

变化的趣味、可爱与亲和的趣味，让儿童清楚认识
到小丑鱼长着两只鱼鳍与背鳍和一条鱼尾，且全身
橙白相见，由一圈黑边勾勒轮廓，好似用画笔在纸
上创作出的童话形象，轻松自然的对儿童发挥出益
智教育作用。整个设计不仅寓教于乐还拥有极强
的视觉冲击力，从而深受消费者的青睐。设计者往
往能通过趣味形态仿生设计传达自己的思想，设计
出新颖独特的作品。

Fig.1

图 2 青蛙帽专利（以 5 岁左右儿童为例）
（图片来源：笔者原创）
Fig.2 Frog hat patent (taking children around 5 years old as an ex⁃
ample)（Image source: by the autors）

图 1 现有童装形态仿生示例图（图片来源：百度）
An example of bionic shapes of existing children's clothing
（Image source: www.baidu.com）

据统计，3～7 岁左右的儿童大约能掌握 30 多

种形状，这些形状可以是单个图形，也可以是组合
图形，具有简单明了、易识别的特性，以圆形、三角
圆的眼睛、弯弯的嘴巴、大大的肚子……丑萌的外

图 3 青蛙帽设计元素提取过程（图片来源：
笔者原创）
Fig.3 Extraction process of frog hat design elements（Image
source: by the authors）

表极具感官冲击。不管是八零后童年回忆的青蛙

2 童装趣味的色彩仿生设计

形、四边形为主[10]。青蛙平时栖息在稻田、池塘，圆

玩偶“跳跳蛤蟆”，还是动漫番剧《宠物小精灵》中人

“仿生色彩设计是在仿生学基础上发展起来

气形象“妙蛙种子”，无一不体现出该形象在儿童中

的，主要通过研究自然界生物系统的优异色彩功能

极高的人气。因此，笔者从青蛙原型中提取元素，

和形式进行色彩感觉仿生、色彩信息反馈控制以及

设计出图 2 所示的外观专利——青蛙帽。此作品

用色彩语言通信、定向和导航等来进行人机系统模

运用了形态仿生法，从自然生物青蛙本身获得灵

拟，并运用现代设计法中典型的对应论方法，有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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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应用这些自然原理进行人工色彩设计。
”[11] 简

绷着许多弦的琴，艺术家就是弹琴的手，有意识地

言之，色彩仿生是通过提取大自然的颜色进行创作

接触各个琴键，在心灵中引起震动。
”相关研究表

设计，但不仅仅是简单地复制与模仿，也可对其浓

明，色彩是一种主观性的感觉，它的视觉效果能够

缩、提炼与升华。色彩仿生法又分为单色仿生和多

引起观者大脑丰富的联想，并且色彩具有自身的性

色仿生，所谓单色仿生即是对某种单一色彩进行仿

格特点和象征意义[14]。

生，如藕褐色的儿童连体哈衣是将冬季藕褐色荷叶

白色代表着高贵与纯洁，天鹅象征着优雅与公

传递出的天然、温馨与轻柔融入其中，营造出一种

主，因此白天鹅成为美丽公主的代名词。每个小女

安逸、舒适的视觉效果。而多色仿生，顾名思义则

孩都心存一个公主梦，丑小鸭与白天鹅的故事广为

是对多种色彩展开仿生，此种方法运用得更为广
泛，通过提取大自然中不同色相以及不同饱和度的

人知，图 4 所示为澳大利亚高定童装品牌 MISCH⁃

KA AOK 的一款定制儿童礼服，其灵感来源于自然

色彩，将之结合起来并形成对比，既增强了仿生视

界的白天鹅，通过借鉴其雪白明亮的色彩，营造出

觉效果也形成了独特的心理感受，使得整个作品更

高贵优雅的特征。整个作品遵循形式美和韵律感，

加生动、
更为有趣。

将亮点集中于上半身，领部到裙摆营造出松紧松的

2.1 色彩仿生设计原则

视觉体验，虽单以白色为主，但利用褶裥与光线的

大自然的色彩绚丽缤纷，从如此众多颜色中提
取色彩进行搭配运用时，不免令人眼花缭乱，形式
美法则可为其提供一定的设计支撑。色彩的形式

作用，使得深浅不一的白在光照下交相辉映，因此
即使是单色仿生的手法并不会觉得单调空洞，反而
衬托出服装十足的空间感另其更耐人寻味。

美是指事物的色彩属性及其组合规律所呈现出来
的审美特征 [12]。包含了人类对色彩形式的审美意
识和感受，它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结合的产物，主要
包括色彩比例、色彩平衡、色彩节奏、色彩呼应、色
彩强调等 [13]。统一与变化、韵律与节奏、对比与平
衡等均是服装色彩形式美所囊括的艺术形式，而形
式美本身即是趣味的体现，能给人带来快乐，让人
产生兴趣，如韵律的趣味、平衡的趣味、变化的趣
味、对比的趣味等。例如以玫瑰花为色彩仿生对
象，玫瑰色的蝙蝠衫搭配墨绿色的打底裤且在领
口、袖口或门襟处点缀些许青绿色装饰，通过明度、
纯度和色相的的巧妙变化与对比，使得整个作品热
情奔放、独具特色且趣味十足。故在进行童装趣味
色彩仿生设计时应遵循形式美法则。

2.2 色彩仿生设计元素
据统计，约有 200 万到 800 万种自然界色彩目

前可被识别。大自然被五颜六色的飞禽走兽鱼虫
贝壳色、五彩缤纷的自然风景花草树果色等所环
绕，源源不断地播放着精彩绝伦的色彩电影，为趣

图 4 童装品牌 MISCHKA AOKI（图片来源：
百度/微博）
Fig.4 Children's clothing brand MISCHKA AOKI（Image source:
www.baidu.com/weibo）

心理学家指出：
“3 岁的儿童能正确分辨红、黄、

蓝、绿，4 岁开始可以区分色彩的深浅和饱和度，5

至 7 岁能鉴别全部的颜色，并且能与名称联系起
来”[15]。不同色调蕴含着不同的情绪，不同色彩的
搭配与运用能为观者带来不同的感知变化，如对
比、过渡、叠加等都能引起不同的情绪反应。
黄色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的、柔和的，此类颜色
可以减轻儿童对周围世界的恐惧感。综上所述，

味色彩仿生设计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灵感来源。研

图 5 是笔者进行的色彩仿生设计实践，作品灵感来

究表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对色彩的感知具有差异

渲染出荷塘的安逸之感，绿色盎然、生机勃勃的荷

性，色彩对其心理的影响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应

塘是美的，枯萎凋零、安静沉稳的荷塘也是美的，且

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心理特征来提取童装色彩

美得独一无二、美得引人深思。设计以黄色调为

仿生元素。

主，通过同色系的深浅、冷暖、大小等对比，产生素

2.3 色彩仿生设计应用

雅、舒缓、平静的感觉。黄褐色的荷有助于激发孩

源于大自然冬季的荷塘枯萎之美景，温柔的黄褐色

康定斯基曾经说过：
“一般说来，色彩直接影响

童对土地的热爱之情，对土地上辛勤劳作人民的敬

到心灵，色彩宛如键盘，眼睛好比音锤。心灵好像

畏之情。从秋冬季荷塘中提取不同明度、不同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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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藕褐色色彩仿生设计（以 5 岁左右儿童为例）
（图片来源：
笔者原创）
Bionic design of lotus root brown color (taking children around 5 years old as an example)（Image source: by the authors）

的黄褐色，选用天然的荷叶、莲蓬煮沸熬汁对具有

进行童装趣味材料仿生设计时，应遵循人性化设计

相似风格的棉麻布料进行植物染，为作品赋予天

原则，
在满足趣味性的同时更大程度的发挥功能性。

然、抗菌的特性，且以中间色为主，浅黄色与深褐色

3.2 材料仿生设计元素

作点缀，同系不同色蕴含着统一之美，变化之趣，韵

面料仿生包括织物面料的仿生，如仿飞禽、走

律之感十足。

兽、水族、昆虫、人类等动物皮毛，和纤维纱线的仿

3 童装趣味的材料仿生设计

生，如大豆纤维、蚕丝纤维、牛奶蛋白纤维、菠萝皮

材料仿生往往与科技发展密不可分，新科技与

纤维等 [18]。纹样肌理仿生包括仿自然界视觉肌理

新工艺的不断革新使得更多、更先进的仿生新材料

与触觉肌理两大类：自然界视觉肌理是一种用眼睛

应运而生。材料仿生分为面料仿生和纹样肌理仿

来直观感受的肌理，如斑马身上的条纹、蝴蝶身上

生。面料仿生是指模拟自然生物的皮毛特征，如仿

的花纹等，属于二维平面肌理；自然界触觉肌理一

绵羊毛、狐狸毛、仿鳄鱼皮、蛇皮等面料。肌理一般

般是用身体来触摸感受的三维立体肌理，如粗糙的

指的是能够体现物质材料的质感和组织特性的表

树皮，扎手的刺猬等。基于自然界对儿童身心有益

面纹理，通过采用不同的纤维与织物等的结构，使

的物质元素，加以科技手段的支持来进行童装趣味

织物通过一些手法的改变，展现出不同风格的表面

材料仿生设计，无疑会增强消费者对童装的信心。

[16]

纹理与纹样等 。纹样肌理仿生则是指模仿自然

3.3 材料仿生设计应用

物态表面肌理纹路图案，简单来说，仿鳄鱼皮用到

色彩是所有视觉元素中最活跃、最具冲击力的

了面料仿生，那么仿鳄鱼表面的凹凸肌理纹路则用

因素，儿童对色彩往往更为敏感[19]。因此以下设计

到了纹样肌理仿生，同样仿斑马纹、豹纹、蜂窝类织

案例与笔者设计实践通过仿生具备变色能力的自然

物等均用到了此手法。

生物特征，
研发出新型变色材料，
应用于童装领域。

3.1 材料仿生设计原则

变色纤维是从自然界某些随环境不同而改变自

面料是服饰之魂，服饰是人类的第二层皮肤，
我国明文规定，童装纺织面料必须符合 2003 年颁

布的 GB18401-2003《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
[17]

身颜色的动植物中获得启发研制出来的。具有光
致变色性能的纤维材料属于其中之一。所谓光致
变色性是指某些物质在紫外光或可见光的照射下

规范》国家强制性执行标准 。可想而知，面料的

会产生变色反应，而当光线消失后又会可逆地变回

安全非同儿戏，是童装设计的重中之重，不可一味

原来的颜色，也称“光变色性”或“光敏变色性”[20]。

追求面料肌理的与众不同、新颖独特而忽视真实穿

国外对此领域的研究早已展开，且累积了较为丰富

着感受，应把握面料的安全舒适性。儿童皮肤尤其

的经验，已达到较高水平，与此同时该新型变色材

娇嫩敏感，棉、麻、毛、丝等天然纤维织制而成的绿

料已投入生产，流通于市场。日本 Kanebo 公司通

色面料亲肤柔软、舒适透气、吸湿易干、天然无害，
对儿童的皮肤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也可将其和具

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将吸收了 350～400nm 波长的紫

外线后，自身由无色变为浅蓝色或深蓝色的光敏物

有抗菌消炎、防水防臭、防辐射、防静电等功能的面

质包覆在微胶囊中，用于印花工艺之中，从而制成

料合二为一，赋予其抗菌、除臭、防紫外线等特殊功

智能光敏变色织物，并进行市场销售。美国也已研

能，
应用于童装中将深得消费者的青睐。总言之，
在

制出多种具备变色特性的复合纤维，普遍运用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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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领域。图 6 是基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技术

时黄色指示灯亮起，此功能不仅趣味十足，还契合

研发出来的名为 Radiate 的运动衣，其能根据身体

家长的心理需求，更好的监测孩子健康成长。因

辐射出的不同热量而改变光子的反射方式，使得衣

此，设计师在进行童装趣味功能仿生设计时不要局

服对应部位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图中左右两边分别

限于基本的保暖功能，应探索更广阔的领域，不断

是变色后与变色前所呈现出的效果。该运动衣目

地进行功能的革新。

前已投入市场。

4.2 功能仿生设计元素
一般来说，温度调节、健康监测、心情监控、睡
眠提醒、精准定位、矫正身形、防辐射、防摔等功能
性童装是家长迫切追求的，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健
康茁壮成长，渴望更有效的监测儿童的发育过程，
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成长条件。由于儿童时期身心
发育不完全，以上所述功能契合其发育过程中常遇
问题，深得家长青睐。因此，设计师可以此为契机，
从大自然汲取灵感，探索如何将这些功能性元素与
童装结合以更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4.3 功能仿生设计应用
Fig.6

图 6 Radiate 智能变色运动衣（图片来源：
百度）
Radiate smart color changing sportswear（Image source：
www.baidu.com）

4 童装趣味的功能仿生设计
童装的功能仿生主要是通过研究自然生物独

英国童装品牌 NATURES PUREST 成立于 2005

年，模仿自然的特点，用环保的方式种植天然有机
彩棉，以达到安全、舒适等功能。其采用的原料不
添加任何化学染剂，也不含农药及有害杀虫剂等化
学物质，衣如其名，本着自然、简约、健康的宗旨，尽

特、有趣的功能原理与特征，运用于童装设计中以

可能还原自然界最原始的特点，具备天然无害性，

促进童装功能的改进与开发并增强其趣味性。功

致力于为皮肤娇嫩的儿童提供保护屏障。该品牌

能仿生在童装中的应用主要是以自然生物的防护

在细节设计上亦是从自然中来，提取自然元素，高

监测功能为灵感来源进行仿生设计，这种方法能对

档的品质增强了消费者的信心。

童装保暖的基本功能进行拓展，获得其他新的功能
来满足儿童的需求。例如，科技的快速发展导致辐
射大大提高，严重影响了儿童的健康成长，通过模
仿仙人掌的防辐射功能设计出防辐射童装，不仅可
以改进现有的技术从而形成新的技术，还可以促进
材料的更新、
研发和使用。

4.1 功能仿生设计原则
婴幼儿阶段是发育的初期，是极其脆弱、需加
倍呵护的一个阶段。此时期缺乏自我调节体温的
能力，且由于大脑神经未发育完全，此阶段还未形
成一定的自我控制、自我保护及自我选择的能力，
仍需依附于父母。科技的融入能促进童装功能性
的突破，为儿童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还进一步满足
家长期望儿童健康平安的心理诉求。智能服装是
儿童与父母的心之所向。每一次新功能的革新，不

图 7 现有童装功能仿生示例图（图片来源：
实体店拍摄）
Fig.7 Examples of bionic functions of existing children's clothing
（Image source: physical store shooting）

儿童阶段身心各项功能未发育完全，据统计，
0～4 岁是跌倒的高发期，1～2 岁最为显著，4 岁以

下的跌倒患儿占跌倒总数的 80.83%[21]。由此可见，
儿童迫切需要具备防摔功能的童装来保护自身。

仅为消费者带来新的便利，并且在享受这种科技成

综上所述笔者对童装趣味功能仿生设计做出设计

果的过程中，另其心生快感，感受趣味，如经研发为

实践：通过对自然界生物豪猪的防护功能进行研

童装着装者开启心情监控功能，心情开心时绿色指

究，意在减轻儿童跌倒带来的后果。豪猪为了与外

示灯亮起，心情郁闷时红色指示灯亮起，心情平静

界形成阻隔以更好的保护自身，不断进化使得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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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豪猪外观结构特征元素提取（图片来源：笔者原创）
Extraction of characteristic elements of porcupine appearance structure（Image source: by the authors）

Fig.9

图 9 豪猪外观功能仿生（图片来源：
笔者原创）
Bionic appearance of porcupine（Image source: by the authors）

外部附着长长的尖刺，以降低自身受到伤害的程

秘自然的崇尚与向往，同时也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

度，故笔者对其刺的形式进行改造与延伸，运用于

热爱与追求，其设计理念与儿童纯真、自然、原生态

儿童服装的胸前、
肘部、
膝关节处等易造成儿童受伤

的特点完美契合，再加以科学技术的支撑，将家长

的部位。图 8 即是元素的提取及改造过程，
图 9 是融

盼望已久的健康监测、心情监控、温度调节、矫正身

入防护功能的趣味童装款式设计图，此功能设计可

形等功能融入其中，趣味性仿生设计势如破竹，前

尝试医用弹性硅胶材料，具备安全、防震特性，在摔

景远大。综合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可知，

倒时可形成一定的缓冲，
降低伤害，
不仅为趣味童装

对童装进行趣味仿生设计，能够更好地满足儿童需

融入了防摔功能，
还可进一步为其增添趣味性。

求。一个好的童装设计，更是一本好的教科书，能

5 结语

够为单纯的童年增添快乐的味道，进而做到寓教于

自然界神秘又美丽，是仿生设计的主要灵感来

衣、寓教于乐、寓教于生活中，也为家长渴望培养孩

源，它拥有着源源不断的素材，人类和自然是命运

子认知力与创造力提供平台，从而将其设计价值与

共同体，应相互汲取养分，共同成长。每一个设计

社会价值完美融合。

者应有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的觉悟，探寻自然
之规律，倾听自然之旋律，体验自然带来的震撼，开
拓自己的视野；且深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以及掌握
市场发展动向，不断提高自身的修为，从多种角度
出发设计出与众不同、独具特色的产品。趣味性仿
生设计拥有多种表现形式与设计手法，大大地拓展
了童装领域创作设计的空间，它不仅仅是一种基于
自然生物原型不断延伸的设计方法，更表明了对美
好生活向往的态度，亦是人类与自然的碰撞与结
合。它来源自然、融入自然、诠释自然，表达了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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