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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成人风元素风格与儿童服装装饰设计相结合为研究主题,针对当前服装市场中的童装受外来成人风影响

的问题,运用童装设计中的装饰风格艺术理念研究的方法,发现目前儿童服装对于接受成人风风格的设计呈现上升趋势,

但对成人风中可适用元素认知度不够,男童女童服装风格分类不清晰。指出了国内童装在追求成人风过程中要选出更加

适合儿童的服装装饰设计。结合实例,从图案、色彩、款式的运用总结了成人风影响下儿童服装装饰设计途径。得出童装

设计应该更全面地适应当下消费者的需要,同时在大环境下的流行趋势中寻求适合国人儿童穿着的服装,为我国童装企

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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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儿童穿着的服装,称为童装。而童装“成人

风”现象,指的是当前儿童身穿的服饰、装饰设计、款式

图案、价格设定等有了成人服装的特征面貌。从2011
年以来的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来看,我国青少年儿童

数量达到2亿以上,童装企业的发展随之逐渐扩大。
家长们对于儿童服装的需求从生活功能性穿着转变到

了追求档次与时尚中去[1]。根据走访和观察,女童中

吊带式露肩上衣、蕾丝清透的连衣裙随处可见,已然不

是以前那种简约纯朴型、天真可爱型、卡通动漫型的服

装了。男孩们的衣服出现了小西装、宽松夸大式嘻哈

风、破洞牛仔裤、复古工装风等。在这样的环境下,成
人风元素慢慢地流入童装市场,成人装的流行趋势也

逐渐影响到童装,但童装的装饰设计要呵护儿童身心

健康,不要盲目跟从成人装中的装饰设计,可以取成人

装中适合儿童的装饰款式,避免不适合儿童穿着的设

计。本文从成人风元素风格对童装的影响、儿童服装

装饰设计、图案色彩款式的运用进行分析,从儿童身心

健康发展角度出发,在借鉴成人风元素中,找到适合国

人儿童穿着的服装并使童装市场能更好地发展。

1 成人风影响下的童装设计

1.1 成人风对童装的影响

服装风格是在某一历史阶段、某一时间节点、某一

季节流行趋势到来时人们在穿着形式、款式内容所展

现出来的艺术特征、视觉表现、美学表达。“成人风”的
服装风格是指童装的设计给人视觉上的效果已经覆盖

了儿童原本年龄段适合穿着的风格,展示了成年人服

装中成熟化的视觉效果。
在当前社会中,有部分儿童出现早熟的现象,其中

童装的服装装饰与设计造型不符合儿童实际的年龄层

面,让儿童变成了小大人的模样,缺少了年少的天真与

纯质。当成人风这一时尚潮流席卷到童装中来的时

候,人们更加关注的焦点是童装的装饰设计符不符合

儿童穿着的效果,见表1,为保护儿童稚嫩的皮肤,对童

装面料材质、配饰功能、装饰安全性等的要求非常高。
目前我国有些成人服装仿照欧美流行的中性风格的样

式来设计服装,将男女的服装板式设计为一体,这种影

响力渗透到了童装市场中,很多好看的衣服,消费者已

然无法分清是男童还是女童的款式。

1.2 成人风中的装饰手法

在服装发展过程中,风格装饰元素的设计与层次

定位是设计师所要追求的独特艺术,反映的是当时社

会发展、时尚圈中的时代定位与流行现象。成人风中

所有的装饰设计概念都取决于成年人的年龄大小、身
段形体、生活方式、心理思想等达到的一种可接受的程

度。
当成人风涉及到童装时,风格元素装饰可以适当

采用,但是材质一定要适合儿童。在面料装饰方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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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能采用对儿童皮肤产生刺激感的材质,因为儿童

的皮肤过于稚嫩,所以需要柔软、亲肤的材质。例如市

面流行的竹纤维、莫代尔等面料运用到童装中,成人装

也会采用这种面料,这是人们都可以接受的[2]。在衣

服的配件装饰中,很多成人装为了表现个性、独立的风

格,会在衣服上加入很多柳丁、链条、破洞等装饰元素,
穿上之后可体现成年人的个性美。但如果运用到童装

中,就会增加负重感,影响儿童的穿着舒适性。年龄小

的孩子有一定的好奇心,这样的个性设计有可能会造

成儿童吞食的问题,不利于儿童的成长。适合儿童的

成人风装饰设计如果能够保护儿童并促进其成长发

育,是可以进行适当借鉴的。
表1 成人装与童装装饰类型对比

序 号 成人装 装饰类型 童 装 装饰类型

1

深色拉链连帽卫
衣

简约纯色拉链
连帽外套

2

灰调卡通连帽卫
衣

个性字母图案
套头卫衣

3

廓形抽绳休闲长
裤

宽松廓形束口
格纹裤

4

性感小心机露背
收腰中长款不规
则吊带裙

吊带露肩泡泡
袖连衣裙

5

破洞阔腿九分老
爹哈伦牛仔裤

宽松大破洞韩
版牛仔裤

2 “成人风”风格元素的运用

2.1 从极致简约到经典形式的融合

从幼儿到大童这个年龄层孩子的服装色彩搭配与

图案装饰设计,首先要根据流行色进行创新与改进,成
人风中的明亮色彩可以进行筛选和采纳。色彩具有三

大属相———色相、纯度与明度,这就是色彩的三要素。
服装中熟悉和掌握色彩这3个要点,对于设计与考量

色彩极为重要。鲜艳的颜色与丰富的图案可以带给儿

童更多活力与童稚之感,但不能过于繁复和华丽。
表1序号1中,2款都是同样带有拉链的卫衣款

式,但可看到成人装中的颜色是暗调的色彩,棕色、深
灰、黑色都符合成年人的成熟风,对比起来发现童装中

装饰类型为浅色、藕粉色为代表的设计,让儿童轻松穿

着的同时又给予了可爱、干净、纯洁之感。甚至有些服

装企业也制作出类似的亲子装服饰,可供消费者一家

三口便捷选择。同样款式的卫衣,从成人极简式到儿

童简约风的装饰设计,提升了童装风格多角度的发展

空间,使服装变得更加经典。

2.2 从卡通字母到多变字体图案的叠加

童装上所呈现的图案是基于款型、颜色色调、材质

面料之上的又一个重点装饰元素。从童装来看,图案

形式可以大大增强服装美学美感与设计艺术再现,而
且具有不同的设计理念和思想[3]。每款服装中的图案

形式与精美纹路一方面可以促进儿童想象力的开发,
以此促进思维的提升,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培养儿童

对图案表象的视觉感知[4]。
表1序号2中,成人装连帽卫衣与童装套头卫衣,

一款灰色一款黑色,除了颜色,更加注意的亮点是衣服

上的图案。成人装中胸前为字母与色块的拼接,腰侧

方为一个米老鼠的卡通图像。对比来看,童装中可看

到简单的黑色卫衣胸前的字母与彩色方块的衔接叠

加。这种从成人装中卡通与字母到童装中字母色块图

案的叠加是适用的,跳跃的色彩与字母的结合不仅大

方美观而且更能展现儿童的开朗性格与积极活跃的一

面。设计出的图案叠加并转化借鉴到童装中,符合儿

童年龄层面可以接受的审美认知[5],增加了消费者与

儿童的喜爱程度。

2.3 从休闲廓形到复古韩版类型的碰撞

在服装中,版型、廓形是指穿着到人身上所呈现的

立体效果。随着经济的发展,国人开始追求个性化、潮
流化、主流化的服装款型。款式从以前的保守、陈旧转

换为新颖中带些小心机、浮夸廓形、强立体感强等。
表1序号3中成人装与童装都是休闲宽松版型的

长裤,两者差别不大,成人裤单一暗沉的颜色(如黑色)
是为了营造成年人的成熟、稳重、冷酷风格。但童装版

型多了一个束口的样式,使得裤子更加有了韩版的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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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黑白格子相拼接显露出一丝复古年代感。童装设

计师发挥了多变的思维创造能力和细致的观察与创

新,把成人风的设计加入童稚之风,通过颜色调配、款
式构造、模仿与借鉴等手段,使得儿童在表现纯真的同

时又不失潮流。从成人休闲宽松的运动廓形式裤子到

儿童复古韩版的创新设计,这就是新旧风格的融合与

廓形款式类型之间的相互碰撞。

3 童装品牌中的“成人风”现象

3.1 国外品牌的影响

在艺术与文化相交中,服装是其中的一种内容。
影响童装市场大环境中不可缺少的就是文化环境、文
化生产活动。文化文明、风俗习惯、教育程度等不断改

变着服装市场。在经济限制、物质短缺的年代,人们只

觉得服装保暖、结实、耐穿就足够了。21世纪,随着欧

美国家的童装品牌进驻到中国,我国国内的童装也从

童稚风格转变到潮流时尚的成人风风格。

3.2 成人风元素风格的设计内涵

众所周知的国际品牌 H&M、ZARA、GAP、优衣

库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品牌文化所反映的成人化特

征。图1是H&M的一款女童吊带连衣裙,与表1序

号3连衣裙款式相似,表1序号3成人装的连衣裙的

风格定位是性感小心机露背收腰中长款的气质轻熟

风,成年人穿起来透出的性感是儿童不能展现的,但童

装也选择了吊带露肩的款式,与图1类似。表1序号4
的牛仔裤,本来是为成年人设计的个性浮夸牛仔裤,双
腿膝盖的破洞营造出嘻哈、原宿的个性特点。但是儿

童的裤子设计成与成年人一样的款型,这样过于个性

的款式不适合儿童日常的装扮。经过走访调查,有些

消费者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穿着过于暴露或个性浮夸

的款式,认为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图2中

ZARA的一款男童小西装套装,整体款式廓形非常精

美,颜色选择黑灰白的色调,在小男孩调皮活泼的同时

带有稳重的气质。大体上还是借鉴了成人西装的特

征,如果颜色做出适当调整,如使用浅色莫兰迪系列的

色调,也是不错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凸显孩子稳

重的气质与开朗阳光的特点。所以童装设计的风格还

是要基于适合国人儿童的观念,在追求国外品牌童装

成人风的同时多从儿童与消费者的角度进行设计。

3.3 成人风童装设计创新的意义

在设计成人风风格类型的童装时,可以从儿童上

学、运动、居家等场合的穿着需求进行研发,促进儿童

生长发育良好的同时设计时尚款式与流行色彩图案。
色调的选择一方面可以借鉴成人装的色彩,另一方面

可以使用更多简朴却又潮流的纯天然颜色,试着感知

儿童丰富的内心世界。

图1 HM女童连衣裙

图2 ZARA男童小西装

图案上的创新设计可以选择富有设计感的造型,
变形的字母与数字可引导儿童产生美学意识[6]。欧美

国家的文化环境促成服装开放式的特点,这些品牌追

求细节的极致、图案的清晰刻画和色彩的流行程度,甚
至连搭配的首饰小配件都相互统一,我们中国童装品

牌要学习这一点。当今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童装的

装饰设计更加丰富多样,学习国外童装的大胆创新的

同时,我国的童装也走向了多元化趋势,设计出更加适

合儿童的成人风元素装饰,便于对现在不同家庭不同

需求的服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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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当前成人装的流行装饰元素一定要符合儿童穿着

的感官与体验,不要盲目采用不合适的装饰,这样会缺

失童装的稚嫩与纯真形象。在呵护儿童身心健康的同

时更重要的是创新与借鉴适用于国人的成人风装饰元

素,多从儿童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提升童装的整体艺

术气质,从而建立良好的童装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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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PhenomenonofAdultStyle
onChildren'sWearDecorationDesign

LIYi-li,CHENXiao-ling*

(CollegeofTextileandGarment,HunanInstituteofEngineering,Xiangtan411201,China)

  Abstract:Takingthecombinationofadultstyleelementandchildren'sclothingdecorationdesignastheresearchsubject,inview

oftheproblemthatchildren'sclothingwasaffectedbyexternaladultstyleincurrentclothingmarket,themethodofdecorativeart

conceptresearchinchildren'sclothingdesignwasused.Itwasfoundthatchildren'sclothingforacceptingadultstylepresentedanup-

wardtrend,buttheawarenessofapplicableelementsinadultstylewasnotenough,theclassificationofboys'andgirls'dressstyle

wasnotclear.Itwaspointedoutthatintheprocessofpursuingadultstyle,children'sclothingshouldbemoresuitableforchildren.

Combinedwithexamples,thedesignwayofchildren'sclothingdecorationundertheinfluenceofadultstylewassummarizedfromthe

applicationofpattern,colorandstyle.Itwasconcludedthatchildren'sclothingdesignshouldbemorecomprehensivetomeetthe

needsofconsumers,anditwasnecessarytoseeksuitableclothingforChinesechildreninthecontextofpopulartrends,toprovide

referenceforthedevelopmentofchildren'swearenterprisesinChina.

Keywords:adultstyle;children'sweardecorationdesign;elementstyle;children'sclothing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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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ExtractedHeavyMetalCopperinTextilebyICP-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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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ExtractedheavymetalcopperintextilewasdeterminedbyICP-OES.Themathematicalmodelofuncertaintywasestab-

lished.Thesampleweighing,solutionextractionvolume,standardsolution,standardworkingcurvefitting,samplerepeatabilityde-

tectionandICP-OESinstrumentwhichcouldinfluencetheuncertaintyofmeasurementwereanalyzedandevaluated.Theresult

showedthatthestandardcompositeuncertaintywas0.177mg/kgandtheexpandeduncertaintywas0.354mg/kgwhenthecontent

ofextractedcopperintextilewas7.097mg/kg.Itcouldbeseenthattheuncertaintyofthedeterminationofextractedheavymetal

copperintextilemainlycamefromtheICP-OESinstrument,samplerepeatabilitydetectionandstandardsolution.

Keywords:uncertainty;ICP-OES;textile;extractedheavymetalc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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