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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装饰在童装中的应用
陶

辉，何奕昂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文章旨在弘扬我国的立体装饰艺术，结合童装设计以培养儿童审美，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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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文献分析、实证研究等方法，[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立体装饰在童装中
的应用手法主要有四类：添加相对独立的附加物或独立配饰、使用填充物、再造面料肌理以及合理选择相应的装饰部
位；并且在将立体装饰应用到童装中时需从安全、舒适、美观三方面入手，应分别遵循符合规范、设计安全；行动方便、饰
戴简单；形式美观、内容积极三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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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Decoration in Children's Clothing
TAO Hui, HE Yi'ang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mote my country's three-dimensional decorative art, combine the design of chil⁃
dren's clothing to cultivate children's aesthetics, and provide certain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relevant designers in design
practice. This article mainly adopts literature analysis, empirical research and other methods.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re
are four main types of three-dimensional decoration in children's clothing: adding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dditions or indepen⁃
dent accessories, using fillers, recreating fabric texture, and selecting appropriate decorative parts.And when applying three-di⁃
mensional decoration to children's clothing,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with three aspects of safety, comfort, and beauty. They should
follow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compliance with the specifications, safe design; convenient movement, simple decoration and wear⁃
ing; beautiful form and positive content.
Key words: three-dimensional decoration; clothing design; application method; case study

立体装饰作为我国古老的装饰艺术之一，早在

装饰在服装中的的装饰形式与装饰要素、装饰功能

远古时期便已问世。所谓服装中的立体装饰即是

与装饰价值以及未来立体装饰的发展前景等多方

一种空间造型，也是将某种具有空间感的物体装饰

面进行了深入剖析，其研究成果对本文有着重要的

[1]

在服装上的一种装饰手法 。它可以是独立于服装

意义，并为本文提供了充实的理论依据。因此，本

之外同时又与服装进行搭配呼应的独立配饰，也可

文从立体装饰的概念及其在童装中的重要性出发，

是单独加工处理后与服装结合但又相对独立的点

依次围绕立体装饰在童装中的应用方法与应用原

缀物，亦能是对面料进行二次改造后所呈现出的凹

则展开阐述，针对立体装饰在运用过程中需注意的

凸肌理效果。此装饰手法囊括了多种多样的设计

一些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并进行案例分析，意为

元素，打破了服装中设计单调乏味的局面，尤其在

同行提供实际参考。

童装设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了童装设

1

立体装饰在童装中的应用方法

计的关键环节，进而被设计师们所偏爱。如何将立

立体装饰在童装中的应用方法主要从形式上

体装饰更好地应用于童装设计中是本文研究的关

如何添加装饰物；手法上如何使用填充物；面料上

键。赵竹青[2]、兰子薇[3]、沈谧娴[4]、陈竞婷[5]等从立体

如何再次加工处理；装饰部位上如何选择这四方面
依次介绍立体装饰在童装中详细的应用方法。

收稿日期：2020-10-23；
修回日期：2021-01-18。
基金项目：
湖北省哲学社科重大项目（19ZD033）。
作者简介：陶辉，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硕士生导
师。何奕昂，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

1.1

装饰物的添加
装饰物在童装设计中可以两种形式添加：①单

独加工处理后与服装结合且相对独立的附加物，②
与服装搭配的独立配饰。

服饰与艺术：
应用研究

105

相对独立的附加物是依附于服装而发光发热

独立配饰也是立体装饰的一种形式，它独立于

的，经过单独的加工处理后与服装融为一体，但以

服装主体之外且类别繁多，但常在童装中搭配时用

相对独立的形式展现出来

[2]97

。换句话说相当于服

的配饰主要有五大类，分别是头饰，比如帽子、发

装领域的一个零部件，没有服装作为载体，其价值

夹、发箍、发绳等；颈饰，多指围脖、围巾这类柔软亲

可能会大打折扣，甚至失去它原本存在的意义。例

肤安全性较高的配饰；腰饰则指各种腰带；脚饰多

如口袋、拉链、带扣等具有一定功能性且本身可作

为各类袜子，比如长筒袜、针织袜、毛绒袜、花边袜

为一种装饰的物体，以及蕾丝缎带、布贴线球、各类

等；包饰，如手提包、斜挎包、单肩包、双肩包等 [7]。

边饰等极具装饰效果的立体点缀物[6]。这些相对独

如图 2 所示，从左往右第一个设计运用灰紫红格子

立的附加物可谓是童装设计中的点睛之笔。如图 1

围巾搭配奶白色大衣，再点缀粉红粉紫毛球发夹，

所示，左图展示的童装中国味十足，独具中国特色

使得整体干净清新、简洁大方；第二个设计则时尚

的立体盘扣分别以中山装与旗袍的形制排列组合，

潮流、个性十足，利用与服装颜色相呼应的米色贝

加以盘扣与衣身撞色形成对比，使得服装整体风格

雷帽、米色斜跨小包以及红黑相间的针织中筒袜作

突出且视觉效果强烈。此设计简单大方并无繁复

为搭配，令整体时尚感暴增；第三个设计使用了发

细节但令人印象深刻，只因盘扣在发挥其功能性的

绳与粉色腰带做装饰，营造出收腰显瘦的视觉效

同时，本身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综上所述，利

果，加上连衣裙与打底衫的粉白配色，使整体风格

用好带扣、拉链等这一类自身具备功能性的装饰物

淑女秀气、甜美可人。若利用好配饰这一装饰物，

对童装进行设计是一个简单有效且不会过时的设

无疑是给童装设计大大加分，再普通的服装，只要

计方法。右图呈现的童装则偏森女风格，其领口加

搭配好合适的配饰，瞬间焕然一新令人眼前一亮。

入白色荷叶边领饰，彰显出儿童的天真与纯洁；胸

1.2

前饰有粉色毛线球做点缀，符合儿童可爱活泼的天

使用各类填充物来增强装饰物的空间体积感
与触摸手感，打造出圆润饱满的视觉效果，令童装
设计张力十足 [5]313。其中，羽绒、棉花、泡沫粒子常
用作童装装饰物中的填充物。如图 3，在服装上添
加了三角布片并将羽绒填入其中，赋予布片立体效
果，好似一个个挺拔的恐龙角，在这些立体装饰的
加持下，呈现出一只只活泼可爱的小恐龙。因此，
在立体装饰中适当使用填充物来强化童装效果亦
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性；整体选用明度偏低的高级灰配色，散发着原始
森林古老、自然且神秘的气息。此时，荷叶边如森
林之发，毛线球似森林之眼，增添了童装的趣味与
生命。由此可见，利用好这些极具装饰效果的立体
点缀物能轻松地升华整个设计，亦是进行童装设计
时可采用的好方法。

1.3

填充物的使用

面料肌理再造
平整面料经过二次再造后形成凹凸的肌理效

果，其本身亦是立体装饰的一种 [4]90。在设计中，面
料肌理再造方法有很多，如裁剪法、线迹法、镂空
法、磨损法、打磨法、抽纱法、贴片法、印染法、褶皱
法、高温定型法、叠加法等，这些方法的运用使面料
图 1 相对独立的附加物
Fig.1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dd-on

图 2 独立配饰
Fig.2 Independent accessories

可进行再次成型、破坏，改变原有外观，使其表现形
式更加多样化[8]。童装设计中常使用的方法有立体

图 3 羽绒填充物
Fig.3 Down f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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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图 4 面料再造
Fabric Reengineering

编织法、钉珠亮片镶饰法、刺绣法、褶皱法、镂空法
等，可用于局部面料再造也可用于整块面料再造。
如图 4 所示，左数第一个设计应用了立体编织法，
将湖蓝色的毛线运用不同的针法编织成一件可爱
的带帽连体衣，从内到外散发着慈母的亲切，仿佛
穿上它便被妈妈的温柔与疼爱包围；接下来的设计
将钉珠法与褶皱法相结合，首先在蓝灰色半透明薄
纱上钉满白色珠饰，再放置于紫罗兰色薄纱上层，
图 5 部位选择案例
Fig.5 Part selection case

通过捏褶的手法做出较为规律的褶裙，最后将褶裙
与钉满白色珠饰的白色内搭面料结合，一条梦幻浪
漫、仙气飘飘又露出一丝珠光宝气的高腰长裙便呈
现眼前；第三个设计在上衣与下裙上运用了刺绣的
手法，刺绣是中国传统装饰的经典集合 [9]。点缀了

定的反差以达到此目的。后者则位于人们的视觉
中心，童装的整体风格多取决于此部位的装饰设
计，因儿童的胸、背部较其他部位而言具有相对平
坦、宽阔的特点，故在进行该部位的设计时宜选择

淡粉色花朵与绿叶纹样，借鉴了汉服的形制，具有

大而精或小而多的装饰，易成为童装的亮点设计，

浓郁的中国风，宛如从过去书香门第穿越而来的大
家闺秀，知书达理、温婉恬静；最后一个设计则打造

有利于锁住消费者的目光。如图 5 所示，左图领口

了一个知性成熟、端庄典雅的大姐姐形象，运用镂

形成对比，增强了服装轮廓感；右图胸前大面积精

空法似乎将整块面料雕刻成了一件艺术品，散发出

致的玫瑰刺绣，牢牢抓住人们的视线，奠定了传统

精致细腻之气。总而言之，不同的面料肌理带来不

复古的服装基调。同时，儿童阶段身心各项功能未

同的视觉感受，利用好这一装饰将会大大丰富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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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的内涵，
令其百看不厌。

2

部位的选择
立体装饰在童装上的装饰部位可概括为两类：

①衣边装饰，②胸背部装饰

与袖口处添加雪白绒毛装饰，与红色光滑衣身面料

[3]41

。前者主要分布在领

口、门襟、体侧、下摆、袖口、裤脚、裙边等部位，为了
强调、突显童装的轮廓感与款式结构，衣边装饰往
往不会与服装主色调太过一致，通常会与其形成一

80.83%[10]。由此可见，儿童迫切需要具备防摔功能

的童装来保护自身，可在装饰部位的选择上多考虑
此方面。图 6 是笔者针对此部分作出的设计实践
案例，左图作品同时选择袖口、裤脚、胸部以及膝盖
作为装饰部位，袖口选用 1.5cm 的彩色流苏装饰，裤

脚拼接彩色螺纹，以小面积的装饰与大块面作对

图 6 部位选择案例（笔者设计）
Fig.6 Part selection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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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加服装细节感，令其更为精致；胸前采用婴儿

威尔旗舰店销售的标称由其生产（或供货）的“班杰

柔软魔术贴连接可任意粘贴或取下的立体独角兽

威尔”牌常规双层斗篷（红）
（型号规格：80/48；货

形填充棉口袋，膝盖上则设计有立体云朵形填充棉
装饰，将趣味性立体装饰与功能性设计相结合，既

号：cgdp），如图 7，实测头部有绳带，不符合国家强

制性标准；上海靓阔贸易有限公司在京东商城衣木

满足儿童日常需要又对儿童的胸腔以及膝盖起到

堂靓阔专卖店销售的标称由河南奥斯佳儿童服饰

一定的保护与防摔功能同时兼具一定的审美与趣

有限公司生产（或供货）的“衣木堂”牌精品服饰（型

味性；整体选用明快糖果色彩，迎合儿童偏爱明亮
色彩的心理，同时清新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
解压愉悦心情的作用。右图是笔者采用白胚布制
作完成的作品——护膝裤，选择膝盖及裤腿作为装

号规格：150；生产日期或批号：6920064165269），固

定在腰部的绳带，左带实测长度为 545mm，右带实
测长度为 550mm ，超出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

饰部位，由于摔跤跪地的一瞬间，不仅膝盖落地受
伤的几率大，膝盖以下部位也易受伤，故将荷叶形
的填充棉立体装饰设计于裤子膝盖部位，并在左右
腿膝盖偏下处分别添加另一个荷叶形布贴装饰与
荷叶边装饰，进而呈现出不对称的个性之美，令其
在具备审美性与趣味性的同时也不失功能性与实
用性。
针对装饰部位的选择，每个设计师应用心斟
酌，不是仅仅为了美而随意的在服饰上加个装饰，
刻意的去表现，选择合理的装饰部位不仅能更好的
展示服装特色、提升服装档次还能增加其实穿性，
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令其感受到物有所值、别出
心裁。

3

立体装饰在童装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儿童阶段缺乏生活自理与自我防范能力，且处

于智力开发期和品格养成期，易接受各种新鲜事
物。鉴于儿童不成熟的生理状况与心理因素，在将
立体装饰应用到童装中时应注意安全、舒适、美观
三方面的问题，应分别遵循符合规范、设计安全；行
动方便、
饰戴简单；
形式美观、
内容积极三个原则。

3.1

安全方面

2020 年 9 月 15 日中新经纬客户端报道：
“近期，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集中组织执法力量对天猫商城、
苏宁易购、1 号店、i 百联、小米有品、东方 CJ、当当
网、网易考拉、京东商城等 9 家电商交易平台 58 个

图 7 “上海市场监管”微信号：不合安全标准
案例
Fig.7 "Shanghai Market Supervision" WeChat
ID：Cases of non-compliance with safety
standards

图 8 则是我国童装品牌 YeeHoO（英氏）2019 年

推出的两款冬季保暖服装，为了减少服装的安全隐
患，设计师在颈部拉链结束处增加了一块布料，刚
好盖住拉链头，避免在穿脱过程中过硬的金属拉链
误伤儿童皮肤。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设计细节，却大
大提升了服装安全性，设计师用心的童装作品进一
步为儿童提供了安全保障。

品牌 97 批次婴幼儿及儿童服装进行了市场检查和
质量抽检。经检测，有 28 批次不合格，不合格检出
率为 28.9%，不合格项目主要是绳带要求、pH 值、色

牢度、纤维含量和产品使用说明五项。
”其中对装饰
物 的 要 求 主 要 体 现 在 绳 带 的 使 用 上 ，根 据
GB18401-2003《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国家对童装绳带使用的强制性标准是：婴幼儿及 7
岁以下儿童服装头部和颈部不应有任何绳带，7 岁

及以上儿童服装绳带不应超过 360mm。而抽查结

果显示：上海肯雀儿实业有限公司在苏宁易购班杰

Fig.8

图 8 实体店拍摄：
英氏冬季服装
Store shooting:winter clothing of Yee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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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免疫力较低且皮肤娇嫩，切忌使用有毒、

爱玩是每个孩子的天性并且随着儿童年龄的

有害、超出标准 PH 值的面料与坚硬或易碎的材质

增长其活动量也不断增加，因而在设计时应充分考

做装饰，如荧光面料、塑料硬壳等，这类不合标准的

虑儿童活动的便利性以及穿着的舒适感，可结合不

面料与材质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构成了极大地威胁，

同时期儿童的体态特征以及生活习惯，不能为了装

易刺激皮肤出现瘙痒、过敏等症状，严重则会危及

饰童装而阻碍其行动的自由与身体的轻松。此外，

生命。在选择纤维纱线制作时可选用天然可再生

还应考虑着装的便利性，在款式设计上应避免太过

纤维，如大豆纤维、蚕丝纤维、牛奶蛋白纤维、菠萝

复杂而影响儿童自行更衣的能力，从而需依靠家长

[11]

皮纤维等 。除此之外，绳带要求是婴幼儿及儿童

来完成，以此占用、消磨家长的时间与耐心，致使家

服装安全性的重要指标，应严格遵循国家强制要求

长产生抗拒心理而不买单。所以，设计师们在应用

童装中绳带的使用标准，不合格的绳带装饰在儿童

立体装饰时不仅要注重儿童行动时的舒适度还应

玩闹过程中易导致牵扯、勾绊、摔跤、甚至勒脖窒息

抓住家长心理上的舒适感，坚持行动方便、饰戴简

的严重后果，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因此，设计者

单的原则。

不应为了追求独特新颖的视觉效果而不考虑装饰

3.3

美观方面

设计在童装中的安全性，始终应将安全性放在首要

在社会发展迅猛的今天，人们对美的追求越来

地位，多注重增强安全性的设计细节，应秉持符合

越狂热，正如王受之的书中所描述的玛丽·匡特服

规范、
设计安全的原则。

装设计师一样，
“我们再也不想看上去跟父母那代

3.2

人一样”[12]。正因如此，加之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舒适方面
图 9 是某童装品牌设计的粉色刺绣蕾丝公主

人们对美与个性的追求越来越高，童装设计师们渴

蝴蝶结连衣裙，细节丰富，颜色粉嫩，款式俏皮，较

望设计出与众不同、独具一格的作品以博儿童与父

为符合小女孩的审美，但从图中不难发现：偏高偏

母的眼球，如图 10，一拉到顶的拉链设计搭配似乎

紧的白色领子显然约束儿童的颈部活动，易造成呼

被铁牢禁锢在其中的阴暗人脸形态装饰，采用网眼

吸不畅的后果，给其带来不舒适的穿着体验以及安

面料营造头戴面具的情形，再结合胸前暴力凶猛的

全隐患，并且此作品以带扣的设计形式从背部穿

装饰图案，如龇牙咧嘴、凶神恶煞的、伸出利爪的恶

脱，这无疑导致儿童无法自行穿脱，需在家长的帮

狼，如严肃犀利、冷漠无情的红色老鹰，让人闻到浓

助下进行更衣，增加了更衣难度与时间，降低了儿

浓的暴力血腥之味，使得整个作品看上去的确个形

童与家长的生活便利性。

十足，但传递出的思想与感觉却让人不寒而栗，无
疑会对身心发展还不完全、正在建立三观的儿童带
来负面引导。

Fig.9

图 9 穿着不舒适案例
Uncomfortable wearing case

Fig.11

Fig.10

图 10 暴力凶恶童装装饰
Violent and vicious decoration of children's clothing

图 11 皮卡泡泡卡通童装
Cartoon children's clothing of Peekaboo

服饰与艺术：
应用研究

图 11 则是广州小星辰品牌集团旗下的童装品

牌 Peekaboo（皮卡泡泡）在 2015 年推出的经典卡通
装，将童装与风靡儿时的卡通动漫人物相关联，如
搞怪有趣的蜡笔小新、鬼灵精怪的樱桃小丸子，另
成衣上的装饰图案与动漫形象一致，增加儿童的代
入感，并且采用丰富明亮的色彩，形式美观同时给

人以积极阳光、活泼开朗之感，对儿童性格的养成
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
立体装饰的使用应对童装起到锦上添花、修饰
美化的作用，应对儿童的审美起到积极的引导作
用，装饰设计的形式应是美观漂亮的，所展现的思
想内容应是积极向上的，不宜融入恐怖丑陋的元素
于其中，比如妖魔鬼怪的形象等，易对儿童造成心
理上的不良影响。可爱的动物、美丽的花草以及有
趣的动漫形象深受儿童的青睐，可成为设计师的灵
感来源。由此可见，立体装饰在童装中的应用还应
遵循形式美观、
内容积极的设计原则。

4

结语
科技与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大众对个性化的崇

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儿童受到潜
移默化的熏陶，从而多元化的童装设计更能吸引其
眼球，鉴于立体装饰有着悠久的发展历程且可包揽
多样化元素，使得其在童装设计中占据着不容小觑
的地位。在多样化、个性化的童装发展趋势下，不
同的装饰手法不断地涌现出来，立体装饰能更好地
突显童装款式风格、丰富童装面料肌理、创新童装
穿搭形式、赋予童装独特魅力，将在童装设计中占
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同时不难发现，集审美趣味
性与实用功能性于一体的立体装饰更为消费者所
喜闻乐见。设计师应把握好装饰方法、原则与规
律，重视应用于童装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找出相
应的解决措施，为立体装饰能更好地应用在童装上
奠定基础，从而为儿童审美与想象提供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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