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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痛点的婴幼儿服装安全性设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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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意义]现今市面上的许多婴幼儿服装中存在安全隐患，一些设计者忽略了通过逆向思维从服装的痛点问题
反推，寻找用户痛点进行针对性设计，导致对潜在危险性的预判缺失，没有消除婴幼儿服装的安全隐患。[研究方法]文
章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召回案例、抽检结果以及结合用户对婴幼儿服装安全性的评价从用户痛点的角度进行综合
性分析，提出了婴幼儿服装安全性的优化设计方案。[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①根据综合分析得出婴幼儿服装安全
性设计用户痛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质量安全性痛点和非质量安全性痛点；②文章针对质量安全性从结构、面料以
及色彩提出优化设计方案，能够有效地解决质量安全性痛点问题；③在质量安全性优化方案的基础上，提出针对非质量
安全性的两个方面——安全容错性以及安全辅助性的优化设计方案，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用户潜在的痛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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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afety Design of Infant Clothing based on User Pain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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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hidden safety hazards in many infant and toddler clothing on the market today. Some designers have ne⁃
glected to reverse the headache points of clothing through reverse thinking, looking for user headache points for targeted design,
which leads to lack of anticipation of potential dangers and failing to eliminate safety risks of infants clothes. This paper uses the
multi-case study method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 headache points through recall cases,
random inspection results and user evaluation of infant clothing safety, and proposes an optimized design plan for infant clothing
safet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the user's headache points in the safety design of infant and tod⁃
dler clothing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on two aspects, namely, quality and safety headache points and non- quality and safety
point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optimized design plan for quality safety from structure, fabric and color. It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problems; on the basis of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ptimization plan, we propose an optimized design plan for
the two aspects of non-quality safety, safety fault tolerance and safety assistance, and can solve potential headache points of us⁃
ers in a targeted manner.
Key words: user headache points; safety; infant clothing

婴幼儿服装安全性是指婴幼儿服装需符合国

品存在安全隐患，在文献中也多从顺向思维出发结

家制定婴幼儿产品的安全技术规范，在穿着使用的

合婴幼儿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需求进行设计，难以完

过程中不会对其造成心理或生理伤害，且应具有一

全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忽略了通过逆向思维从

定的保护功能。婴幼儿服装安全性是父母购买时

服装产品寻找问题进行反推，寻找用户痛点进行针

关注的首要问题，然而市场上较多的婴幼儿服装产

对性设计，对婴幼儿可能遇到的危险进行预判设
计，消除婴幼儿服装的安全隐患。在婴幼儿服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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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设计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根
据婴幼儿服装相关安全检测标准，提出相应的解决
措施[1-2]；二是根据婴幼儿心理和生理特点进行安全

师。周金洁，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皮肤性病主治医师、武汉

性设计[3-4]，对于安全性痛点问题研究不足。针对以

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校外硕士生导师。

上现状，本文以婴幼儿服装安全性设计作为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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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通过收集与分析召回案例、抽检结果以及用户

危害性的服装产品时，或是设计上不合理且有可能

评价进行交叉对比分析找出用户已知痛点和用户

会对婴幼儿身体造成危害的产品，主动依法向职能

潜在痛点问题，根据这两个主要方向提出针对性的

部门报告，并及时通知消费者，从市场上和消费者

婴幼儿服装安全性优化设计方案。也就是说通过

手中进行召回的制度。一般召回服装按照危险级

设计解决已经出现的痛点问题和解决用户深层次

别和缺陷等级分为三级 [5]，一级召回是服装存在健

的需求痛点。

康危险，可能导致严重不利于健康的影响或造成死

1 婴幼儿服装安全性设计用户痛点分析

亡并且属于 A 类缺陷的，例如化学物质超标对婴幼

通过对召回案例、抽检结果以及用户评价中的

儿造成毒害，或是机械性危害绳带过长造成婴幼儿

用户痛点问题的分析，能够找到用户潜在的需求，

绕脖窒息的危害；二级召回是服装存在不可能致命

在安全性设计时有针对性的进行设计优化，提升婴

的健康危险，或是危及健康的可能性较小，并且如

幼儿服装的安全性，并满足消费者的隐藏的消费需

若危及健康，也是暂时的或医学上可以被医治的并

求。婴幼儿服装安全性设计中的用户痛点是指在
深入分析了解消费者对服装安全性的需求、局限
性、期望或建议信息等后，利用消费者所反馈信息
进行分析，所得出的消费者在对于婴幼儿服装安全
性中未被满足并且渴望被解决的婴幼儿服装的问
题。用户痛点一般分为两类，已知痛点和潜在痛
点。召回案例和抽检结果属于已知痛点，用户评价
属于深入挖掘用户的潜在痛点。因此，如图 1 笔者

从多种渠道收集，召回案例、抽检结果以及用户评
价相互印证分析，寻找出用户痛点问题。并且笔者
认为使用多种来源的证据能够进一步精确的寻找
到用户痛点。

且属于 B 类缺陷的，例如机械性伤害中的，小物件
脱落可能被婴幼儿吞咽或材料尖锐不合格等；三级

召回是服装不存在健康危险，不会或者不可能造成
任何不利于健康的影响，但是属于 C 类缺陷，也就
是服装外观存在质量缺陷的问题。

表 1 为消费品召回中 2015～2019 年欧盟 RA⁃

PEX 系统对中国服装、纺织品以及时尚用品类通报

数量。欧盟 RAPEX 系统是欧盟设立的对消费者安

全和健康存在危险的产品进行检测预警的系统之
一 [6]。 通 过 对 检 测 结 果 分 析 可 得 出 从 2015 年 至

2019 年的中国被通报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但据统

计婴童装召回在整体纺织服装中占 90%左右，这意
味着所通报的产品主要是婴童产品，并且是质量安
全的重灾区。
表1

欧盟 RAPEX 2015～2019 年中国纺织品召回通报案例

EU RAPEX 2015～2019 China Textile Recall Notification

Tab.1

Case

图1
Fig.1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通报数量

169

106

97

102

62

多种渠道挖掘用户痛点问题

Multiple ways to mine user headache points

1.1 婴幼儿服装安全性召回案例及抽检结果
分析

通过统计这五年的婴幼儿纺织品主要召回原
因得到表 2，根据所公布的六种主要危害类型，归类

到三个大类，为机械安全性、化学物质危害以及阻
燃性。这些危害类型大多是潜在的，但通过产品召
表2

召回案例和抽检结果属于用户已知痛点，在寻
找婴幼儿服装安全性用户已知痛点中，这两个证据

Tab.2

of the notified cases

来源具有代表性和准确性。召回案例是由生产商
主动发现产品问题并召回，抽检结果是产品被动由

召回通报案例主要危险类型及潜在危险原因

The main types of hazards and potential hazards and causes

对象

危害类型

潜在危险及原因

机械安全性

主要为绞杀、伤害、窒息：服装产品
绳索涉及不符合要求，对使用者存
在绞杀风险；产品存在易脱落的小
部件，有被婴幼儿吞食后窒息的风
险等

化学物质危害

化 学 物 质 主 要 包 括 ：六 价 铬 、镍 、
镉、
DBP、
偶氮染料，PAHs，
DEHP 等。
环境：
破坏生态环境

国家质检检测得出，两者都是从生产者角度来寻找
问题，但两者侧重点不同，并且所表现出结果有一
定的差异性，相互结合能更全面、准确的分析出已
知痛点。
婴幼儿服装召回是以服装安全性技术法规与

婴幼儿

标准为依据，生产商在得知产品由于某种原因不符
合有关标准与法规不合理有可能造成婴幼儿身体

阻燃性

易燃：
产品阻燃性不符合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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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信息，可以及时发现产品安全上的问题，准确地

时这也是消费者在购买服装时，明确的、直观的对

寻找到已知用户痛点问题，根据潜在危险分析出导

服装安全性的需求。

致问题的原因，以便在设计中针对这些原因消除不

1.2 婴幼儿服装安全性用户评价分析

安全的因素。

在寻找潜在痛点时，对用户评价的收集分析，

但是笔者认为，通报批评的召回案例所暴露出

能够探索出以消费者自身，在对服装安全性潜在的

的潜在危险及原因不够全面，他们更侧重于服装结

诉求和期望。并且与生产者角度召回案例及抽检

构以及面料等所表现出的一部分代表性物理和化

结果不同，用户评价是从消费者对服装产品的直接

学原因。因此接下来，笔者认为应该对抽检结果进

使用感受中获得。

行分析。

笔者认为，用户评价的内容相对于召回案例及

抽检结果是由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本地区

抽检结果的内容而言更为零散、细碎，并且根据消

服装产品质量进行了监督抽查的结果，一般在婴幼

费者的不同，对婴幼儿服装安全性所提出的问题或

儿服装中参照《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诉求角度也不相同。但对用户评价的收集是很重

(GB18401-2010)、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

要的，这些评价被提取分析后，所得出的用户潜在

术规范》
（GB31701-2015）进行检测 ，这两个标准

痛点，对安全性的设计有指导性的作用，甚至会引

是国家强制执行的，参照这些标准对儿童及婴幼儿

导服装的创新。从网络搜集以及现实访谈提取消

服装服饰的甲醛含量、pH 值、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费者对服装产品安全性的评论，就质量安全性和非

[7]

料等 18 个强制性项目，以及纤维含量等 1 个推荐性
项目进行检测。笔者将婴幼儿服装抽检 2019 年不

质量安全性进行归类（表 4）。
表4

合格主要原因进行归纳（表 3）。根据图表统计，抽

检不合格项目主要以纤维含量、pH 值、耐湿摩擦色

婴幼儿服装安全性用户评价归纳表

Tab.4 Infant user safety summary table
对象

分类

用户评价

牢度以及绳带要求为主，其次是甲醛含量、附件抗
拉强力、使用说明、邻苯二甲酸酯、耐光色牢度、可

格项目中作为主要的四个项目属于危害类型中的
表3
Tab.3

2019 年各监管部门抽检不合格原因

The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random inspections by various
regulatory authorities in 2019

抽检单位

抽检品类

不合格项目

甲醛含量、pH 值、耐湿摩擦
市场监管总局 儿童及婴幼儿
色牢度、纤维含量、绳带要
办公厅
服装
求、
附件抗拉强力
甲醛含量、邻苯二甲酸酯、
深 圳 市 市 场 监 儿 童 及 婴 幼 儿 pH 值、绳带要求、其他要求
督管理局
服装
（锐利物）、耐湿摩擦色牢
度、
纤维含量
纤 维 含 量 、甲 醛 含 量 、pH
值、耐光色牢度、耐干摩擦
广 东 省 市 场 监 儿 童 及 婴 幼 儿 色牢度、耐湿摩擦色牢度、
督管理局
服装
附件抗拉强力、绳带要求、
可萃取重金属含量、使用说
明（标示）
纤 维 含 量 、pH 值 、绳 带 要
福建省市场监 儿童及婴幼儿
求、附件抗拉强力、色牢度
督管理局
服装
不合格

头 颈 部 有 绳 带 、拉 链
拉 伤 、带 有 亮 片 或 珠
子装饰等

化学物质危害

洗 水 脱 色 、荧 光 剂 超
标等

质量安全性

萃取重金属含量以及其他要求（锐利物）。在不合
机械安全性与化学物质危害的不同方面。

机械安全性

婴幼儿
服装
非质量
安全性

分体装婴幼儿运动时，
容易凉肚子；
活动时膝盖不受保护，
磨损严重；
衣服不透气，
容易起疹子；
皮肤病时希望能够起到辅助作用；
穿脱不方便；
学步时，
穿袜子易摔倒等

在质量安全性问题中，主要归类为机械安全性
与化学物质危害两个方面，以消费者的角度看问题
虽然没有那么专业，但是依然在绕脖、拉链以及繁
杂的附件等中暴露出明显的安全性问题，消费者通
过浣洗衣服过程中发现的脱色以及用荧光剂检测
装置测出的荧光剂超标的问题，这些都会在婴幼儿
穿着过程中危害生命健康。从用户评价中所总结
出的非质量安全性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是潜在用户
痛点的体现，
也是安全性设计创新的一个突破口。

2 基于用户痛点的婴幼儿服装安全性优化
设计方案
根据从生产者角度的召回案例和抽检结果与

总的来说，召回案例与抽检结果相互印证得

消费者角度的用户评价对其进行交叉对比分析，所

出，在婴幼儿服装安全质量方面，用户痛点主要集

得出婴幼儿服装安全性的用户痛点主要集中在两

中于机械安全性与化学物质危害两个方面，这两项

个方面：一是三者都存在的质量安全痛点，属于用

直接威胁到婴幼儿的生命安全，成为用户痛点，同

户已知痛点；二是在用户评价中体现较多的非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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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痛点，属于用户潜在痛点。对于这两点问题

具有防护性的结构[8]。因而在进行结构优化时需具

作者将其细化分别提出安全性优化设计方案。首

备以下三点（图 3）：一宽松舒适，使用插肩袖增加腋

先，针对用户已知痛点的质量安全性进行细化分

下活动范围不受衣服拘束，裤子腰部使用松紧带，

类，从结构、面料、色彩以及辅料工艺来提出优化方

有一定弹性不会压迫身体；二防护性，幼儿在半独

案；其次，在质量安全优化方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
用户潜在痛点问题，从安全容错性和安全辅助性两
个方面进一步提出优化升级方案，来解决婴幼儿服
装中的安全性用户痛点问题，并根据婴幼儿的生理
特征分 0～3 岁婴儿期和 3～6 岁幼儿期两个阶段来
具体分析。

立状态下，没有家长时时看顾，玩耍时容易因动作
幅度大，出现裤子下坠现象，或者是睡觉时翻身露
出小肚子着凉，可拆卸的松紧宽带能够使裤子变成
高腰，保护幼儿的小肚子，也避免裤子容易掉落；三
实用性，幼儿这一时期生长迅速，最常见的就是
“裤子又短了”，但此时的腰围不会变化太大，在长

2.1 用户已知痛点优化设计方案

高后就可以拆除裤脚，延长裤子长度，使裤子更耐

2.1.1 婴幼儿服装安全性设计结构优化

穿。这样既能够解决因机械安全性问题带来的潜

的机械安全性紧密相关，婴儿和幼儿时期可能会受

保护。

婴幼儿服装结构安全性的优化与危害类型中

在危险，又能在幼儿需要独立时，对他们提供安全

到由机械安全性问题带来的绞杀、伤害以及窒息等
危险。因此，在结构设计时应注意以下三个基础
点：一颈部周围避免使用绳带，如果要使用长度应
在安全范围内，尾端不应该有结；二在设计纽扣、拉
链以及装饰品时应该使用柔软的材料，并测试其抗
拉强力；三设计的款式易于穿脱，尽量减少裁片和
缝线。除此之外，在婴儿结构优化设计时应该更注
重服装造型简单，穿着舒适，以父母方便穿脱、容易

图3
Fig.3

幼儿服装的结构优化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f children's clothing

更换尿布为主，例如图 2 这款婴儿内衣的结构优

2.1.2 婴幼儿服装安全性设计面料优化

按扣的设计来避免绳带的绕脖危害，在底部用按扣

化学物质危害、阻燃性密切相关，这些危害不仅会

固定方便父母为婴儿更换尿布。这样既能够有效

对婴幼儿的健康直接造成伤害，而且废弃时也会对

的避免因机械安全性问题带来的潜在危险，又能为

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一般来说，婴幼儿服装使用最

父母和婴儿带来方便舒适的体验。

多的是棉质材料，大部分商家倡导原生态纯天然的

化，利用外部缝合来解决婴儿穿着的舒适感，通过

婴幼儿服装面料安全性的优化与危害类型中

有机棉、新疆彩棉或者植物纤维等[9]，但是并非棉质
的就是安全的，棉质材料的加工工艺和化学染剂、
助染剂的使用，会导致化学物质超标。针对以上的
两个问题，首先，面料染色可以使用天然植物染料
进行染色、印花。其次，婴幼儿服装面料的阻燃性，
可以使用耐火织物的面料或者经过阻燃处理，这样
可以离开小的火源后不会继续燃烧 。但是有些阻
燃剂存在健康和环境问题，最好使用无毒化学品作
为阻燃剂。婴儿和幼儿在具体选择时有所区别：婴
儿的皮肤娇嫩，自我调节能力弱，应选择柔软、透气
婴儿内衣的结构优化

性以及保暖性强的棉织物，而幼儿能够除了柔软和

Optimiz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baby underwear

透气性外，更偏向选择柔软、伸缩性强以及耐磨的

图2
Fig.2

幼儿结构安全性优化设计时有所不同，除了应
注意的三个基础点外，在这个时期幼儿处于快速增
长期，身体发育迅速，运动量增长快，并且随着幼儿

棉织物。
2.1.3 婴幼儿服装安全性设计色彩优化

婴幼儿服装色彩安全性对于检测来说主要原

进入幼儿园，开始半独立的生活。此时的幼儿具备

因是色牢度不足。色牢度不足直接影响婴幼儿的

一定的自理能力，应更注重考虑幼儿方便穿脱并且

健康安全，会对皮肤产生刺激产生过敏、皮炎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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疹等症状，而且大部分婴儿喜欢啃咬衣服，这样会

其次对于安全辅助性来说，用户所提出婴幼儿

直接进入体内造成损害。因此，需要解决婴幼儿服

得皮肤病时希望能够起到辅助作用。这是由于婴幼

装色牢度的问题，导致色牢度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染

儿时期，皮肤抵抗力弱容易被细菌感染，患上湿疹、

料和染色工艺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天然荷染通过

丘疹等皮肤病。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荷叶的提取液

后媒染法与染色剂的结合，色牢度、染色均匀度和

中丰富的生物碱具有抗菌抑菌的作用 [12] 。实验证

稳定性更佳 [10]。并且荷染具有亲和性、无刺激性，

明，荷叶提取的染料，进行染色后，能够使得织物中

[11]

并且符合生态纺织品相关的技术标准 的优点。

保留荷叶的抗菌抑菌作用而且不影响织物的柔软

符合生态纺织品标准是指荷染能够从原材料的获

性和舒适性[13]。在临床研究结果表明，抗菌性的织

取，到作为燃料以及最后的废料处理，实现完整的

物比普通织物，在抗菌抑菌方面有明显的作用 [14]。

无污染生态闭环。选择荷染进行染色，荷叶染出的

因此，对婴幼儿内衣进行荷染可以在婴幼儿感染皮

色彩呈现自然的褐色，色彩饱和度低给人以温润、

肤病时，
起到抑菌的效用，对治疗起到辅助作用。

优雅、古朴自然的感受。对于婴儿来说，中性的颜

3 结论

色不会对视觉神经造成伤害。在幼儿阶段对服装

对于婴幼儿服装安全用户痛点问题的研究，在

色彩需求更丰富，不同的配比或与其他植物染料配

文献中存在不足之处，通过多案例研究法将召回案

合，能够增加色彩的丰富性。

例、抽检结果以及用户对婴幼儿服装安全性的评价

2.2 用户潜在痛点优化设计方案

从用户痛点的角度进行综合性分析，发现三个案例

用户潜在痛点优化设计方案是以用户已知痛
点的优化设计方案为基础，结合所总结的非质量安
全性问题，提出的针对性优化设计方案，是基础优

之间能够相互交叉、相互印证得出用户痛点。本文
认为：①分析案例中的用户痛点应从用户痛点的已
知痛点和潜在痛点两个类别出发，因而将分散的问

化设计的一个升级。将所收集的非质量安全性问

题归纳为两个主要痛点：一是质量安全性痛点，二

题进行归纳为两个方面的痛点问题：一是安全容错

是非质量安全性痛点。②案例中所体现的安全质

性，也就是说在婴幼儿发生意外危险时，不会因为

量问题，从结构、面料以及色彩三个方面，并根据婴

服装本身对婴幼儿身体造成伤害并且服装能起到

幼儿生理特征的不同，针对婴儿和幼儿两个阶段来

一定的保护作用；二是安全辅助性，在婴幼儿成长

提出安全性设计方案，能够有效地解决质量安全痛

过程中起到一定的安全辅助作用。首先对于安全

点问题。③对于用户对非安全质量的痛点需求，在

容错性，用户对婴幼儿活动量大膝盖部位常常破

质量安全性的优化基础上，从安全容错性和安全辅

损，膝盖不受保护提出了诉求。根据痛点提出了优

助性提出设计方案，有效地保护婴幼儿在发生意外

化方案（图 4），结合拼接的流行趋势设计了一款拼

时不会因衣服本身受到伤害，并且在他们患有皮肤

接裤，将不同的面料拼接在膝盖附近的部位，通过
双层面料来增加对膝盖的保护以及面料的耐磨
性。如果出现磨损，用户可根据自己喜好进行更
换，自由组合不同的颜色花纹的布片。这样不会
像市场上单面料裤子上填补破洞，显得唐突没有
美感。

病时，起到辅助性的抑菌作用，对治疗有辅助作
用。从召回案例、抽检结果以及用户评价，三个典
型案例进行了综合分析，寻找婴幼儿服装安全用户
痛点，不免有一些局限性。在之后的研究中，对于
婴幼儿服装安全性的用户痛点探索，还可以深入妇
幼医院，进行直接对话，获得更多的第一线更准确
的信息，
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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