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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中国童装市场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如企业品牌意识不强,过度成人化,文化底蕴不足等,在品牌设计、

渠道建设、市场营销上也有很大提升空间。针对这些问题,分别从增加童装设计的趣味性、提高童装的适穿性及完善品牌

营销策略三方面进行分析,为童装行业在新形势下提升品牌竞争力,实现逆势突围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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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2013年人口普查统计,我国0~16岁的儿童接

近3.8亿,其中0~6岁幼儿约为1.71亿,且每年还将

增加1000万以上的新生儿人口。而随着“80后”生育

高峰的到来,6个大人围绕1个小孩,且还以一次性消

费为主,按每人每年保守300元服装消费,童装市场规

模就高达近千亿。由此可见,我国童装市场前景广阔,
尤其是0~6岁幼儿阶段的童装。近期,二孩政策的全

面开放,童装行业得到重大利好,并且面临着一片市场

蓝海。如图1所示,根据智研咨询汇总预计,到2017
年中国童装市场规模将达到1777亿元,同比增速

10%,另外童装市场也将经历消费升级。但由于我国

童装行业发展起步较晚,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发展体

系,过去一段时间一直以代加工、组装为主,这也给当

前的童装行业发展带来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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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童装市场规模及同比增速预测

1 国内童装市场面临的问题

1.1 成人化问题

儿童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群体,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人们对孩子的关注度也不断地上升,童装也越

来越多彩多样,然而童装设计趋向于成人化的现象也

在市场上显而易见。由于我国的童装起步时间还不

长,儿童的消费文化长期被成人的心态所代替,童装设

计依照成人服装的设计风格,把童装作为成人服装的

缩码版等,这些现象在童装色彩与图案的运用、款式风

格的确定等市场流行趋势中都有所体现。如图2所

示,当消费者去购买童装时会发现很多儿童服装是成

人服装的缩小版,成熟的款式、暗沉的颜色及服饰搭配

都与儿童的心理、生理发展不相匹配。童装成人化现

象其中一个成因就是童装品牌在设计服装时以消费对

象为中心进行设计,也就是所谓的迎合家长消费。童

装消费不同于成人服装,由于儿童身心发展的特殊性,
在他所处的阶段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生理和心理机

制,不具备独立选择服装的能力。因此,通常是由父母

根据自己的审美喜好去帮助完成童装的购买。但大多

数的家长受成人流行趋势的影响,在选择和购买童装

时,往往忽略儿童的审美喜好,在追求潮流的同时,把
孩子打扮得个性时尚,丢失了孩子本身所具有的童真。

童装成人化不利于儿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
抹杀了儿童原有的认知功能。过度成人化的童装使得

孩子过早的丧失童真,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此外,儿
童处在生长发育时期,衣服的舒适度和安全性十分重

要,但成人化童装往往过于注重设计感,而忽视了儿童

穿着的感受。童装成人化设计需适度,要摆脱成人化,
为他们打造一个充满童趣的生活,保留一份健康快乐

的童年印象。

1.2 安全健康问题

对于儿童,特别是婴幼儿时期来说,身体的保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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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童装成人化设计

第一重要的,服装的安全健康问题不容忽视。据某国

际环保组织2014年度发布的最新报告《全球品牌童装

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显示,阿迪达斯、耐克、李宁、
迪斯尼、C&A、GAP、H&M、Primark、优衣库、Ameri-
caApparel等12个国际知名品牌的童装被检测出有

毒有害物质[1]。面对儿童娇嫩的皮肤、特殊的体型特

点,童装在面料、辅料、色彩的选择及结构的设计上稍

有疏忽就可能对其造成伤害。传统童装印染过程中使

用的化学染料和化学助剂中均携带有毒有害物质,在
印染过程中残留的有害物质,如芳香胺、邻苯二甲酸

酯、壬基酚、甲醛等,都会给儿童的身体健康带来危害。
此外,童装零部件设计、束带设计不合理及设计制作不

良造成的潜在机制性伤害事故在着装过程中时有发

生,绊倒、吞咽、颈部束带绕颈等事故是童装着装过程

中的“隐形杀手”,给儿童的安全健康带来巨大隐患。
对于童装着装过程中发生的安全问题,各个国家都提

出了相应的法律法规。童装的设计与生产必须严格遵

循各地区的安全标准执行,以减少对儿童的伤害。
1.3 品牌意识不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内服装在国际服装产业

及其流行趋势的影响下,取得了明显进步。但是,在服

装产业中唯独具有广阔前景的童装产业在品牌的建设

发展上与成人服装相距甚远。现在,我国市场上的服

装品牌接近三百多个,其中大部分为国际品牌和合资

品牌。70%左右国内童装未拥有自主品牌;20%需要

进口,这部分约占国内大型商场的50%左右;而国内相

对出名的品牌仅有10%左右[2]。我国的童装生产还是

以中小企业为主,且尚未形成一条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直到现在,中国的童装市场上还没有一家独占鳌头的

品牌,跟成人服装领域相比较,还没有所谓的领头羊,
缺乏童装品牌的领导。随着家长和社会对孩子重视程

度的不断提高,童装消费支出比例正在逐年上升,然而

童装行业仍是鱼龙混杂,没有出现主导型品牌。

1.4 文化底蕴不足

随着消费需求的变化,童装市场竞争日趋复杂化,

品牌竞争格局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最近3~5
年婴童潮的来临,将带来新的机遇和更为激烈的竞争。
童装不仅仅是儿童保暖御寒、装饰美化的必需品,也是

伴随孩子成长的心灵伙伴。优秀的童装设计应该是有

助于孩子的审美能力、感知能力的形成。童装设计的

文化传播也尤为重要。我国的童装品牌在产品设计、
文化底蕴、销售策略与国外品牌差距悬殊,竞争力薄

弱。童装市场发展迅猛,同时竞争压力增大,我国童装

企业大多是照抄照搬国外品牌,缺乏本土文化,这种文

化底蕴不足的现象也限制了我国童装品牌的发展。童

装市场的发展不仅仅是数量的体现,更是深度细分时

代的来临。这种市场细分要求童装企业突破年龄、档
次、地域的限制,更表现在文化、性格、功能等方面。未

来的品牌和产品必定是要带有文化属性的,所以应该

更多地通过文化去引导家庭产生消费。因此企业在做

好产品的同时,也必须塑造以品牌文化为核心的竞争

力[3]。

2 童装市场发展新策略

2.1 增加趣味性

趣味性作为童装设计的一个重要元素,其不仅能

吸引家长的购买欲望,从使用者角度讲,更是直接关系

到儿童的着装形象,有助于儿童情感健康发展。设计

师应收集一些趣味元素运用到童装设计中,并引导儿

童的情绪和情感表达出来,满足孩子的视觉需求和心

理需求。具体来说,童装的趣味性事实上就是通过一

种艺术形式浓缩孩子的情感和思想,其情感能真实地

反应儿童着装者的兴趣、爱好、性格及个性等,诠释出

的个性和情调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儿童特有的情趣符

号。而这种情趣符号是抽象的,需要用具体事物将其

以视觉的方式传达出来,也可以利用媒体或事物进行

表达,直观明了,可以直接触动幼儿或家长[4]。儿童在

成长过程中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童装设计过

程中,应该以趣味性为主,结合孩子生理和心理特征,
将趣味性这一无形元素融入到童装设计中,是一种人

性化的设计方法,是在充分考虑孩子情感和喜好的基

础上完成的。如图3所示,童装趣味性设计主要体现

在款式的趣味性、纹饰图案的趣味性、色彩的趣味性及

面料工艺的趣味性等4个方面。家长对童装的消费自

主意识过于强烈,忽略儿童的身体、心理需求,就会导

致儿童失去童真。为了迎合家长的需要,不少童装的

设计在面料及时尚元素的运用上缺少考虑儿童与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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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直接将其应用到童装设计中。儿童的身心发

展应该遵循自然规律,跳跃式及强加的早熟搭配,会丢

失儿童率真本色。因此,童装设计要在考虑家长选择

倾向性的同时,尊重儿童的独立审美需求,增加服装的

趣味性。

图3 童装趣味化设计体现

2.2 提高适穿性

近年来,国际时装周上发布的童装品牌有增无减,
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设计师将透视蕾丝、性感羽毛用

于童装设计,暴露的肚兜和火红的婚纱也成为童装的

一部分。人们不禁深思,这种过于重视视觉效果的服

装形式应不应该出现在童装设计中。童装的设计和成

人服装的设计从根本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使家长注

重童装的时髦性,但在童装设计过程中也更应该注重

面料的舒适性及服装款式的适穿性。棉、麻等天然织

物,柔软、透气、环保,应该成为童装面料的首选。宽松

舒适的廓形可以满足孩子好动的天性,提供更加舒适

的穿着体验。另外,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体体型特征有

着明显的区别和差异,童装在穿着美观时尚的同时更

要满足儿童体型特征。在童装制版过程中,要考虑放

松量、舒适度、舒服度与成人制版的区别。目前,童装

的制版原型较少,国内大多数童装企业都在使用成人

样版的缩码版,这样反而忽略了儿童身型的特殊性。
同时,很多成人服装品牌延伸到童装领域,奢侈品品牌

CUCCI、ARMANI,快时尚国际巨头优衣库、ZARA、

H&M都扩大了卖场中的童装区域范围。尽管不断有

国外成人服装品牌抢占童装市场,但消费者仍会发现

衣服好看但不好穿,这就对成人服装品牌进入童装设

计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就是适穿性。童装市场看

似简单、门槛低,实际做起来要求高,产品设计需要考

虑到儿童的穿着感受、穿着环境、品质标准等综合因

素。提高童装设计的适穿性,是童装设计发展的一个

重要途径。

2.3 品牌营销

纵观整个童装市场,童装品牌正从以前的粗放式

走向精细化,从杂乱化走向规模化。可以说童装品牌

之间的竞争日益增长,包括价格上的竞争和产品上的

竞争,因此,营销手段成为了重要的品牌推广竞争

力[5]。与国际童装品牌相比,国内童装的销售及品牌

消费人群的定位,一直以来受重视的程度都不是很高。
随着国外品牌的进入及童装消费模式的改变,国内童

装行业开始关注品牌的营销手段,从认知—信息收

集—评价比较—购买决策—购买后行为,从产品风格

的定位到品牌的打造再到品牌文化的传播,逐步去完

善童装品牌营销手段。另外,随着互联网+传统产业

的全面融合,传统的高投入、高增长、高回报率的童装

行业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消费市场,信息更对称、价格更

透明都使得童装品牌更加重视在产品设计及销售渠道

等方面的加速转型和突破。同时,网络营销的兴起,也
促使童装品牌市场迈向新的营销领域。虽然现在国内

童装行业还没有较大的品牌,也没有较好的营销策略,
但有特色、有坚持、有文化理念的童装品牌,以及在运

营能力、终端零售等方面做得好的品牌,肯定会走得更

远。关注品牌营销策略,并按照科学的手段进行童装

设计,童装行业发展前景才会更好,竞争力也才会有所

提高。

3 结语

新一轮的生育高峰给童装品牌带来了无限商机,
同时也给童装市场带来了空前的竞争。上游原材料价

格的不断上涨,生产成本的不断增加,渠道端的促销活

动愈演愈烈,潮流的风云变幻,消费需求的变化,使得

童装行业的未来具有极大挑战。新一代的父母们大多

生活在物质富足的时代,对童装的需求也从单纯地注

重童装的实用性到注重服装的品质,再到注重童装的

品牌,他们对于自己的孩子的着装要求越来越高,品牌

消费意识也逐步增强。童装的经营如果要适应新型的

消费模式,就必须改变以往单靠分散经营来赚取利润、
无品牌、无规模的产品消费,在品牌的经营策略上逐步

转化为一体化的经营管理模式,创设和形成自己的品

牌,并且努力维护品牌的文化,多渠道对品牌进行推

广,保证自己产品的质量,不断地优化品牌自身管理系

统。儿童是家庭的希望,儿童是祖国的栋梁,做好童装

品牌自身的影响力,提高客户对品牌的认知度,加强品

牌的管理能力,对童装市场的优速发展 (下转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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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rdesign,improvingchildren'swearingcomfortandperfectingthebrandmarketingstrategytooffernew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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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Using9μmdiameterchoppedglassfiberandstudyingthedispersingperformanceofglassfiber,formingprocessand
dryingprocessoftheproduct,theglassfiberwasproceededwithdilutesulfuricfor3minutesatpH=4.Untilthefibersloosen,add-
edPEOandPVAwithpercentageondryfibers0.01%.Itshapedanddriedinwetformingvessel.Thebasisweight,thickness,per-
meability,tensilestrengthandotherpropertiesoftheglassfiberwallpaperweret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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