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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现代儿童服装设计与装饰元素相结合为研究主题,针对当前儿童服装市场现状下的服装风格差异性的问

题,运用童装设计中的装饰元素审美特征概念研究的方法,发现目前儿童服装设计中的风格内容和发展方向的定位呈稳

步升级的态势。指出国内儿童服装品牌要从童装设计流行趋势中设计其装饰元素。还从童装市场现状、童装品牌风格和

流行趋势等方面总结了儿童服装中装饰元素风格的应用,为我国童装市场的发展方向提供构思和设计参考,并结合当下

童装设计进行传承发展,以提高童装品牌的竞争力。指出儿童的服装设计应该更全面的适应当下消费者的需要和市场流

行趋势的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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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服装的装饰元素是儿童服装视觉艺术的一种

展现形式。其中装饰配件、服饰构成、图案颜色、修饰

纹样和造型材质等都是在挖掘童装大众审美的印象和

时尚理念。服装离不开历史的发展,更离不开世界流

行潮流的传播。近年来,在服装市场大环境需求下,
成人装中男女服饰市场慢慢饱和,随着我国二胎政策

的实施,童装市场逐渐扩大,但儿童服装还处于成长发

展期。在儿童服装的装饰上应与儿童自身相结合,再
丰富其风格元素的形象,增加艺术性与审美性。本文

从童装设计中装饰元素对童装市场现状、童装品牌风

格和流行趋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童装设计应该

更全面的适应当下消费者的需要和市场流行趋势的变

换,以提高童装品牌的竞争力。

1 装饰元素对儿童服装的影响

1.1 装饰与儿童服装的关系

人类从历史文化发展到社会生产活动中,促使事

物的视觉性面貌进行改良优化、艺术创新等方式形成

了装饰,常常代表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原始认知和情感

再现,具有深层意味[1]。在儿童服装装饰上,其中涵盖

的所有图案款式、材料色彩、外形结构、细节刻画、配饰

构件等画龙点睛之笔,自发形成了以艺术功能为服装

特征的元素。童装中的装饰元素及风格,经过一层层

的处理方式与创新概念,更加完善了童装装饰元素的

艺术性[2]。
童装装饰需要满足于儿童身心健康,例如:生理心

理特点、视觉感官、功能舒适度等。从装饰色彩到图案

都是儿童对美的认知,以此更好的培养儿童成长中的

穿衣习惯与美感意识。在服装装饰中,其饰品、纹路、
色彩构图都是依托于服装之中所表达的风格理念。而

风格理念的形式被人们不断地刷新和改变,形成数以

万计的装饰设计风格特色。因此,具有统一性、整体性

的装饰元素显示了人体与服装紧密联系、互相链接的

关系。

1.2 童装造型与装饰元素

装饰艺术的基础是点、线、面三部分,在儿童服装

装饰中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基础构成的。点与

点之间、面与面之间、线与线之间相互转化相互解构,
给予童装无尽的想象。一般来说,饰品的设计要符合

儿童运动中、静止中等多种变化的防护安全性,以此保

护儿童发育成长和良好的心态。色彩选取上要具有代

表活泼阳光的特点,来适应儿童视觉与心理的感知[3]。

1.2.1 卡通装饰元素———趣味性

在日常生活中,儿童因为年龄的特殊性,童装上的

装饰要显现出积极向上、可爱纯真、活泼阳光等特点。
如表1所示,序号1是一个儿童运动裤,整体来看棕色

为主,其装饰只有一个小小的章鱼卡通形象,但不会显

得单调,因为这些卡通形象是从动画片里延伸出来的。
还有米老鼠、唐老鸭等都是孩子喜欢的卡通形象,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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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普通童装一种趣味性。儿童在成长阶段中,0-6
岁非常关键,除了外界的教育,在服装中做出的装饰元

素也可以启发儿童想象力与智力。
表1 童装装饰元素类型

序号 童装图片 装饰提取 装饰造型 装饰类型

1 章鱼卡通

2
简约竖线、

字母

3 马赛克

4 波点、蝴蝶结

1.2.2 线条造型元素———简约性

在当前社会发展中,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非

常看重,在性格方面的培养也很上心,大部分都希望孩

子从小要有朴素的意识。所以家长在给儿童挑选衣服

时,会选择一些简约耐看的款式,而不是华丽花哨的款

式或颜色。如表1中,序号2的儿童裤子,所代表的装

饰就是简单的线条和字母元素结合。序号3的红色儿

童T恤,袖子部分由红黑马赛克进行装饰,不仅有卡通

印花的大面积构图,袖口的装饰也是亮点,虽是简单的

图案但呈现的是一种质朴、单纯的感觉,适合不同的场

合穿着。从装饰艺术上看,线条的使用是童装装饰中

使用最多的,线条的长短、位置、排列等都会产生不同

的视觉效果。

2 国内儿童服装品牌的现状与趋势

2.1 童装市场现状

近年来,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以及整个社会对儿

童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家长们在儿童身上的消费日渐

增多,据统计,当前市场上的童装品牌已经过百[4]。虽

然童装的数量很多,但是其服装上的颜色、装饰配饰、
图案样式等缺少更多的艺术设计感与故事趣味性,有

些童装中的装饰还趋向于成人化的设计,导致了一些

男童女童款式的模糊选择。因此,国内童装款式装饰

设计还有待提升。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过:“孩子生而为人,其价值

在于他或她自己,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非一个不完

整的小大人,应该给与重视和尊重[5]。”所以孩子的装

扮要符合自身生理特征和心理特点,要循序渐进而不

是过早受成人化的影响,从穿着上失去儿童的纯真样

貌。如图1的男童格子外套,与以往的色彩鲜艳、具有

童趣的款式装饰相比,这个外套与成人中的西装款式

类似,上面的格子也受成人服装中“千鸟格”的影响,孩
子穿上后看起来像个小大人小绅士。如图2的儿童棉

服是军绿色为主的色调,上面并没有任何卡通装饰和

其他色彩加入,只有几个大口袋进行层次叠加,儿童穿

上后有了成人的时尚范儿,给人视觉上的帅气与个性

风格。但由于受成人风格的影响,童装造型整体缺少

了儿童应有的稚气与童真。

图1 男童格子外套

图2 儿童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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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童装品牌与装饰流行趋势

2013年12月,我国开始实行“单独两孩”的政策,
面对社会与家庭需求的日益增长,童装企业为了扩大

规模吸引消费者的购买,也意识到了童装设计中风格

装饰元素的重要性[6],不仅是童装上的装饰,更多的还

涉及到品牌Logo标志、包装设计、广告宣传等方面。
通过市场走访调查,经典的童装装饰元素如表1

中序号4吊带波点裙很受小女孩欢迎,裙身中间附有

一个大蝴蝶结作为装饰,波点点缀裙身。整体偏向可

爱活泼风格。如表2中序号1是巴拉巴拉旗下的一款

2020秋冬款冲锋衣,衣服运用了流行的扎染设计装饰

元素,由粉色、黄色、绿色等色彩结合。款式有连帽与

不连帽,满足了儿童日常的各种需要。这样的甜美活

力运动风适合6-14岁的小女孩穿着。序号2的橙黄

色连帽长款棉服外套来自 A21kids旗下2019秋冬新

款系列,左胸添加了猴子公仔徽章,两侧是卡通样子的

纽扣口袋设计,带给孩子更多趣味感,后背的字母印花

装饰,给与一种休闲时尚舒适之感,男孩女孩都可穿

着。序号3是高梵童装2019秋冬款棒球领外套,有米

白、淡黄、浅粉、深蓝四个颜色,覆盖全身的涂鸦设计很

可爱,有水果小绵羊、开心怪兽、暴走恐龙、爱心小黄猪

等卡通形象。这样一款由卡通形象创新并转化到童装

上面的构思,带给孩子更多的惊喜。萌趣可爱风又伴

随着益智,符合父母在购买童装时的心理需求。
表2 童装品牌装饰元素风格

序号 品牌 童装图片 颜色造型 装饰元素 风格

1 巴拉巴拉
粉、黄、绿
连帽、不 连
帽冲锋衣

扎染设计
甜 美 活
力 运 动
风

2 A21kids
橙黄、连 帽
长 款 棉 服
外套

猴 子 公 仔
徽章、卡 通
纽扣 口 袋、
字 母 印 花
设计

时 尚 舒
适 休 闲
风

3 高梵

米 白、黄、
粉、蓝、短
款 棒 球 领
外套

水 果 小 绵
羊、开 心 怪
兽、暴 走 恐
龙、爱 心 小
黄猪、卡 通
涂鸦设计

轻 薄 萌
趣 可 爱
风

3 装饰元素与童装设计的发展

3.1 童装装饰元素设计

童装装饰元素的特点、视觉效果、设计形式的不同

决定了男童女童的服装装饰形式。在当前社会形态

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与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家长

为孩子挑选的衣服不只限于保暖舒适,也注重于服装

上的局部装饰元素。简约线条装饰的外套,明朗率真、
清新自然;复古花纹装饰的裙子,优雅漂亮、温柔雅致;
卡通涂鸦装饰的图案,彰显纯真可爱[7]。从童装设计

角度来看,一件衣服的色彩给人既视感,并且可以吸引

注意力,对培养孩子的色彩敏感度有积极影响。童装

装饰元素是服装的基础,展示儿童朝气蓬勃、天真烂漫

的样貌,是装饰设计的重要部分。
“趣味性”是童装装饰的首选,各种卡通的形象与

颜色的搭配都是儿童所喜爱的,在卡通基础上,还要注

重的是安全性,装饰元素配件不能影响孩子的身体健

康发育[8],大多数孩子有多动习惯,因此首先要注重童

装安全,然后再去设计功能性的装饰。装饰元素在童

装设计中实用性能范围广泛,如表2序号2的棉服口

袋是整体服装的画龙点睛,口袋不仅是普通口袋,卡通

纽扣造型的装饰是服装设计的延伸,与主题相互对应,
增强服装本身的表现力,使普通黄色棉服更加丰富和

完整。

3.2 童装装饰风格设计

除了各种流行元素风格的应用,在中国传统文化

的基础上,蕴含大量中国风元素的艺术形式在适应全

球流行趋势下不断传播和发展。具有中国风的装饰元

素包括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思想及人文风情。童装装

饰中如果运用更多的民俗艺术色彩、纹样、结构等元

素,也凝聚了童装民族时代感与传统文化特色。在春

节新年的时候,有些童装企业设计出一些中式的旗袍

来宣传中国风风格的童装,其具有吉祥寓意的图案,裙
边的花纹刺绣等装饰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的关注。这可

以从小培养孩子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熏陶孩子对于

本土文化的知识概念。
童装中的装饰风格不计其数,童装中的设计理念

与文化意义由颜色、款式、装饰、图案等汇聚而成。中

国风的童装风格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浓缩。美好积极的

文化寓意让儿童服装风格具有丰富的艺术审美表达,
对孩子认识本土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4 结语

文中主要探讨了装饰元素对于童装设计的影响,
针对装饰与童装的关系,根据童装市场现状进行了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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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品牌风格的分析以及童装装饰元素设计的探讨。笔

者认为:当前童装设计装饰元素一定要符合儿童的身

心健康发展,不要因为成人风的影响,而缺失了原本的

纯真形象。首先要立足于本土的童装设计理念,从儿

童自身出发,再丰富其装饰风格元素的形象,增加艺术

性与审美性。使我国的童装设计更全面的适应当下消

费者的需要和市场流行趋势的变换,从而提高童装品

牌的竞争力,逐步增强消费者对本土童装品牌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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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akingthecombinationofmodernchildren'sclothingdesignanddecorativeelementsastheresearchsubject,inviewof

thedifferenceproblemofclothingstyleincurrentchildren'sclothingmarket,theresearchmethodofaestheticfeaturesofdecorative

elementsinthedesignofchildren'sclothingwasadopted.Itwasfoundthatthepositioningofthestylecontentandthedevelopment

directioninchildren'sclothingdesignwassteadilyupgarding.Itwaspointedoutthatdomesticchildren'sclothingbrandsshouldde-

signtheirdecorativeelementsfromthetrendofchildren'sclothingdesign.Theapplicationofdecorativeelementstyleinchildren's

clothingwassummarizedfromthepresentsituationofchildren'sclothingmarket,children'sclothingbrandstyleandpopulartrend.It

couldprovidetheconceptionanddesignreferenceforthedevelopmentofChinesechildren'swearmarket.Theinheritanceanddevelop-

mentwerecarriedoutincombinationwiththecurrentchildren'sweardesigntoimprovethecompetitivenessofchildren'swearbrand.

Children'sclothingdesignshouldbemorecomprehensivetomeettheneedsofcurrentconsumersandthechangeofmarkettrends.

Keywords:marketsituation;children'sweardesign;decorativeelement;children'swear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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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thenewretailera,thedevelopmentmodelofthefastfashionapparelindustryhadchanged.Accordingtotheresearch

ondevelopmentstatus,itwasfoundthatthefastfashionclothingindustryhadthecharacteristicsofonlinedrainageoffline,intelligent

upgradeofphysicalstores,intelligentlogistics,andonlinechannelprivacyprotection.Aimingatthedevelopmentoffastfashion

clothingbrands,thesuggestionsofhighlightingproductdifferences,branddigitalmarketingandbrandstoreexpansionwereputfor-

ward.Inresponsetothedevelopmentoffastfashionindustry,itwasproposedtobuildadigitalinfrastructure,takeconsumers'needs

asguideandprotectconsumers'privacy.

Keywords:newretail;fastfashion;clothing;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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