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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婴幼儿不同时期的体型特征,分别从面料、图案、工艺、服装安全隐患处理等方面阐述了人体工效学在

婴幼儿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结合婴幼儿不同时期体型特征得出了婴幼儿服装纸样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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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工效学是一门基于人性化的设计、改善并优

化人-机-环境系统的科学,应用到服装方面就是通

过研究人体的心理、生理等特点来设计服装,使服装-
人-环境系统达到和谐匹配,力求使人在工作或者生

活中达到最舒适的状态[1]。婴幼儿自理能力较差,在
体型特征、生理特征、心理特征等方面都与成人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因此研究人体工效学在婴幼儿服装设计

中的应用是十分必要的。

1 婴幼儿体型特征及生长发育规律

1.1 婴儿体型特征

婴儿期是指宝宝从出生至1岁,婴儿的正面体型

呈A型,头部大,颈部很短,肩部浑圆,无明显肩宽[2];
上身较长,下身较短,胸腹部较为突出,腹部突出更为

明显,呈纺锤形;背部弯曲程度随着婴儿逐步增长的过

程中也在增大,逐步呈现出小S型,婴儿臀部较窄,腿
型多呈O型。

1.2 幼儿体型特征

幼儿期儿童是指自从1岁至6岁年龄段的儿童。
幼儿期时间较长,此阶段生长发育较快,体型及身体各

部位比例变化都较大,主要表现为:颈部长度增加,肩
宽增加,下肢长度增加,O型腿逐步消失,幼儿的正面

体型逐步由婴儿时期的 A型变为 H 型,肩部厚度减

少,胸腹部突出减少,但背部脊柱的弯曲仍然很大,下
肢变得细长。

2 人体工效学在婴幼儿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人体工效学主要是从人体和服装两个方面来研究

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婴幼儿时期是人体生长发

育的初级阶段,身体防御系统弱、调节能力较差,自理

能力也较差,还没有形成正确的判断意识和价值观。
针对婴幼儿的这些特点,婴幼儿服装有着对婴幼儿的

防护、教育、修饰功能,主要体现在造型结构的设计、面
料的选用与图案的设计、工艺的设计等方面。

2.1 婴幼儿服装面料设计与人体工效学

服装面料的选择要与穿着它的人所需要的功能相

匹配。婴幼儿身体还未发育成熟,如果面料选择不合

适或者标准不达标,会让细菌、蚊虫等有害物质有机可

乘,危害婴幼儿的身体健康。所以,婴幼儿服装面料的

选择,对儿童的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2.1.1 婴儿服装面料

婴儿是处在人体生长发育的初期阶段,婴儿皮肤

娇嫩,体温调节系统还未发育完全,抵抗力差,同时活

动较多,出汗多、皮脂腺分泌多、排泄物也较多,所以婴

儿的贴身内衣面料要求柔软舒适、吸湿透气、天然无

害,使婴儿通过服装与外界环境达到较为和谐舒适的

状态[3]。夏季选择纯棉面料,冬季可选用触感好、保暖

性能较好的棉织物、毛织物,尽量避免使用普通化纤织

物,因为大多数化纤织物吸湿透气性都较差。面料的

颜色不宜太过复杂强烈,因为染色过程中添加的一些

化学物质会伤害婴儿皮肤。

2.1.2 幼儿服装面料

幼儿阶段活泼好动,喜欢在地上爬,容易把衣服弄

脏磨坏,这就要求服装面料在穿着舒适的基础上耐磨

性要好,而且服装要易洗快干。幼儿处于长身体阶段,
服装面料应该缩水率较小且富有弹性,细平布、劳动布

以及毛织物或混纺交织物等可以满足幼儿服装的穿着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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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服装图案

图案设计在服装人体工效学中的体现可以表现为

展现儿童活泼可爱的一面,增加儿童对世界的认知,帮
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甚者好

的图案设计还具有益智功能。

2.2.1 婴儿服装图案

婴儿时期,视觉神经还未发育完全,是视力敏感

期,这一时期图案的设计要以活泼的浅色系列颜色为

主,图案可以采用浅色条纹或者细小的动物图案设计,
启蒙婴儿对新的世界的认识,设计风格以简单素雅为

主。

2.2.2 幼儿服装图案设计

幼儿阶段的孩童正在逐步认识世界,已经开始对

颜色有了辨识度,装饰图案的设计应该采用活泼鲜亮

的颜色,图案设计可以是花卉、动画片里的小动物,增
加服装的童趣;也可以是具有启蒙、益智内容的图案,
帮助幼儿增长知识,迎合这个年龄段儿童的成长需求。

2.3 婴幼儿服装造型结构的设计与人体工效学

婴幼儿服装的设计必须依照婴幼儿在其相应发育

时期的心理特征及生理需求进行科学的款式设计、裁
剪与缝制,从而为婴幼儿的生长发育提供一个良好的

生活环境。

2.3.1 婴儿服装造型结构

在婴儿服装的结构设计上,结构线简洁,多采用宽

松的H型或A型。婴儿时期颈部很短,衣领多采用圆

口领或者底领为零的翻领结构。婴儿仰卧的时间较

长,其上装为无背缝的结构形式,婴儿的胸腹部较突

出,胸围腰围差几乎没有,故不采用收省或者分割线的

处理方式。为了保证婴儿腹部的保暖及穿脱方便,上
装采用斜门襟结构,不用套头的款式。婴儿胸腰臀差

较小,为了使裤子不滑落一般采用上下连装的结构设

计形式。由于婴儿的生理需要,裤子设计为开档结构。

2.3.2 幼儿服装造型结构

幼儿时期时间段较长,其体型变化大,颈部及四肢

的长度增加显著,胸腹部突出量减少,比婴儿时期的活

动范围增大,故服装的合体型要求也应该比婴儿时期

要求略高,但是为了方便穿脱,服装也不宜太紧。幼儿

时期为了培养儿童自主穿脱衣服的能力,宜采用上下

装分开组合的服装款式。此外幼儿年幼无知,对世界

充满了好奇心,活泼好动,容易席地而坐,穿着开裆裤

到处爬会使幼儿的臀部受到外来脏污的污染,应该及

时更换为封裆裤,这样有利于儿童爬行玩耍时保暖,也
有利于家长培养孩子及时表达排便意识。年龄较小的

幼儿服装穿着以上下连装形式以保证服装不会滑落;
年龄较大的幼儿可以考虑背带裙、背带裤,下装采用松

紧带结构。另外,这个阶段的儿童喜欢往口袋里加东

西,故口袋的设计一定要有。

2.3.3 婴幼儿爬行服纸样结构设计

儿童处于成长发育的阶段,具有好动天性,婴幼儿

服装不仅需要满足其生理最低允许量,还要在此基础

上加出这一阶段婴幼儿发育可能的余量和运动余量,
不能太紧身,否则会对儿童的骨骼器官的成长发育不

利。
婴儿挺胸、腹部突出,故前衣身长大于后衣片长。

腿呈O型,要适当增加档宽。不采用收腰省、分割线

处理方式,浮余量全部下放至胸围线以下,前胸宽与后

背宽相等[2]。婴儿服装结构图见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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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婴儿服装结构示意图

2.4 婴幼儿服装工艺与人体工效学

服装的制作过程与服装的舒适性息息相关,因此

服装工艺在人体工效学中的作用也非常明显。例如,
婴儿皮肤娇嫩,缝边在缝制时应该使缝份向外或者尽

量减少缝份以避免粗糙的缝份伤到婴儿娇嫩的皮肤。
幼儿成长发育迅速,而他们的衣服一般要穿2年左右,
出于经济考虑,在裁剪时,可以将衣服下摆和袖口的折

边适量放宽,以便随时放出余量调节衣、袖长度。此

外,儿童运动量大,动作幅度大,在缝制成衣时要力求

牢固。

2.5 婴幼儿服装的安全隐患处理与人体工效学

相对于成人来讲,婴幼儿的自理能力较差,故服装

在起到防护作用的同时对于婴幼儿也存在一定的安全

隐患。因此减少婴幼儿服装上的安全隐患也是服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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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功效学的一部分。例如,婴儿服装大多使用纽扣和

系带的方式闭合,纽扣一定要使用小纽扣,而且一定要

钉牢固,避免婴儿发生吞食纽扣的危险;所采用的系带

宜短不宜长,长带子容易让婴儿抓到嘴里吸食或者玩

耍时缠住脖子,发生危险。在婴幼儿服装上缝制钉扣

时要注意与成人服装相反:门襟上缝凹扣,里襟上缝凸

扣,这样可以使按扣时受力向外,避免手滑伤到婴幼

儿[3]。婴幼儿服装上的装饰物应该避免尖锐的东西伤

到幼儿。

3 结语

人体工效学在婴幼儿服装设计领域的应用主要就

是以婴幼儿为本,围绕着环境—人—服装这一系统,从

人体工效学的角度充分考虑儿童的生长发育情况,结
合婴幼儿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来为婴幼儿设计舒适、安
全、实用的服装,使婴幼儿穿着最适合自己的服装茁壮

地成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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