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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动的发声智趣性童装设计研究
沈

雷，黄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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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智趣性童装市场的现状及多维度需求，分析影响儿童视觉、听觉、触觉发育的因素，提出以互动为
导向的发声智趣性童装设计，满足现今学前教育对市场的需要。通过分析阐述色彩、形状、声音、质感对刺激儿
童感官认知的作用，引导儿童在穿着过程中实现与服装即时互动，打破服装与玩具的界限，重新定义智趣性童装，
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与科研价值，对童装市场的消费结构产生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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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趣性童装调查
近几年我国童装市场保持良好的稳步增长趋势。2013 年国家出台“单独二胎”政策到 2015 年允许“普
遍二孩”政策，2012 年开始迎来了第四次生育高潮。根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我国 15 岁以下儿童
[1]
约 23957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 17.5% 。根据联合国测算，到 2020 年中国儿童人口数量达到峰值 2.61 亿人。

（一）智趣性童装市场现状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跨领域技术结合的设计涌现市场，使服装不仅仅是服装了，
它被赋予了新时代的意义。同时，国家不断放宽的生育政策以及儿童人口稳定增长的态势促进了童装行业
进行新的产业转型升级。这对童装行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国内传统的童装企业以生产基本能满足大多数市场需求的童装为主，造型方面多以模仿国内外大品牌
为主，甚至没有自主研发团队，直接买款贴牌；材质方面选择童装常规用的柔软、舒适、安全、健康的面
辅料；工艺方面在达到国家安全标准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成本。面对中国巨大市场潜力的诱惑，大量国外
品牌纷纷入驻中国，且衍生出同品牌童装。这无疑对国内童装企业产生了巨大冲击，刺激国内童装企业提
高自主创新意识，在研发新型智趣性童装方面投入更多，增加产品的附加值，逐渐从价格竞争向产品研发
[1]
竞争转变，从营销手段竞争向品牌文化竞争跨越 。从发展走向看，新型智趣性童装将会成为童装消费的
主流趋势和童装企业的产品研发方向。

（二）智趣性童装的心理需求
首先，从父母的角度出发。近 5 年内，80、90 后年轻人开始进入婚育高峰期，成为新一代父母，他们
受教育程度高，收入水平及购买力有很大提升，消费观念以及审美能力也有很大改善，更注重孩子的教育，
[2]
尤其是对孩子智力开发方面的投资 。对现代年轻父母来说，给孩子挑选服装不仅要从安全性、舒适性、
功能性出发，还要考虑时尚化、个性化、品牌化，这就要求童装在满足其穿着功能的同时还要拥有帮助孩
子智力开发、寓教于乐的功能。
其次，从孩子的角度出发。3-6 岁的儿童属于学龄前儿童，这个阶段的儿童思维能力有限，记忆、想
象、言语能力相对较低，对周边事物充满强烈的好奇心，有一定的模仿能力和辨识能力，能够对物体的某
些表面特征产生感性认知，对鲜艳的色彩、新奇的图案、漂亮的造型和奇特的配饰极其注意，自主意识逐
[3]
渐增强，对服装的选择有了自己的主见 。儿童都喜欢玩具，玩具在诞生的时候就被赋予了教育功能，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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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激起儿童强烈的好奇心，引导儿童动手、联想，甚至喃喃自语与玩具互动，对促进身体发育、培养学
习兴趣、促进思维能力以及培养良好的性格与品质有着重要作用。服装区别于玩具，是日常贴身穿着的，
与人体接触时间尤其长，对儿童视觉、触觉等感官认知能力的影响最早，若将服装与玩具结合起来，使儿
童在日常穿着的过程中享受玩具的乐趣，不仅能满足儿童的好奇心理又能实现更有效的学前教育。

二、如何实现与儿童互动
学龄前儿童身体各部分机能已有一定发育，性格活泼好动，是智力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所接触
到的物体对其智力开发尤为重要。实验表明，色彩鲜艳、造型奇特，尤其是还能发出声音的物体，能够引
起儿童强烈的好奇心，引导儿童将其与动漫卡通故事联系起来。若将玩具的概念巧妙地融入童装中，设计
出能与儿童互动的智趣性童装，这将是童装行业为转型升级迈出的策略性一步。童装成为儿童早期认识世
界和了解世界的媒介，儿童在穿着智趣性童装的同时与之玩耍互动，不仅使肢体行为与服装之间形成互动，
而且还会促使儿童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活动与脑部活动，引导儿童充分发挥想象能力与动手能力，锻炼其
神经反射能力，全面提升儿童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的感官认知能力，从而实现在儿童穿着服装的过程
中开发其智力，做到“寓教于衣”。

（一）视觉
视觉是指视敏度和颜色视觉。视敏度就是我们俗称的视力，据研究结果表明，3 岁儿童的视力可以达
[4]
到 1.0，4-5 岁视力趋于稳定，3-6 岁学龄前儿童的视力随年龄增长而提高 。视力发育与遗传因素有关，
不过适当的眼球运动能缓解眼部肌肉疲劳，降低外界对视力的伤害，从而保护视力，所以常常会出现这种
情况：喜欢户外运动的人视力大多优于喜欢宅在家里看书的人。学龄前儿童识别颜色和辨认颜色种类的能
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强，在视觉发育成熟之前，以做颜色辨别游戏的方式可以一定程度上达到提高颜
色辨别正确率的目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开发得越来越深，视觉分辨的层次会划分得越来越细。学龄前儿童接触到的事
物种类有限，不同的颜色和形状对视觉刺激区域不同，所以在智趣性服装设计方面，尽可能多的丰富颜色
和形状轮廓的种类，儿童在选择不同颜色和不同形状组合搭配的过程中，由一开始的无意识选择到后来有
自主偏好选择，这一过程正是由于视觉感知能力逐渐增强从而影响并支配儿童进行选择。由此可见，智趣
性服装主要从色彩、形状方面来锻炼儿童的视觉感知能力。

（二）听觉
听觉是个体对声波刺激的物理特征的感觉，包括对声音高低、强弱、品质等特性的感觉，是人重要的
[5]
感觉通道，更是儿童学习语言的基础，对于学龄前儿童而言意义重大 。儿童对声音的敏感程度随着年龄
增长而增强，环境对听力的提高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语言和音乐。婴儿从一出生就被激活听觉神经，
听到的声音信息通过中枢神经传输到大脑，刺激人去分析判断，婴儿来到陌生的环境中感到惶恐不安，通
过大脑神经反射做出肢体反应，然后啼哭不止。
发声智趣性服装是在市场现有智趣性童装的基础上做创新升级，将发声装置安放在服装中，当儿童在
玩耍过程中听到有趣的故事或对话，会本能地联想到看过的动漫卡通情节，大脑搜集重要的声音信息，进
行分析判断，支配四肢做出相应的反应并组织语言表达出来。整个过程促使儿童进行大脑活动，完成一个
完整的听觉反应，在儿童动手玩的过程中锻炼其信息搜集能力、分析判断能力、肢体协调能力以及语言表
达能力，从而更全面地提升脑力。

（三）触觉
触觉是外界环境刺激人体表皮时，表皮细胞产生条件反射给人造成的感觉，婴幼儿最早是靠口腔来感
受外界的，逐渐发展成手的触觉。人从出生起就有触觉反应，如吮吸、抓握、踢打等一些先天的无条件反
射动作，还有对粗细、软硬、轻重等的辨别属于触觉的表现。学龄前儿童主要依靠触觉与视觉、听觉、味
觉、嗅觉、痛觉、动觉等感知协同活动来认识世界，其中触觉在此阶段占主导地位。学龄前儿童需要用触
[6]
觉与视觉相互配合才能操控物体 ，是感觉认知发展的第一步，且触觉比视觉更加真实，能使儿童更全面
地感知和认识事物。
国家关于婴幼儿服装安全标准要求较高，且我国童装出口召回事故频频发生，多数童装企业为了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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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节省研发成本不敢轻易尝试，导致生产出来的童装千篇一律，没有新颖有趣的设计点，无法打动消
费者和吸引儿童。而服装是儿童唯一能够时时刻刻接触的物体，如果在服装上做既安全又丰富的立体触感
设计，实现儿童在穿着服装的过程中通过触摸体会到不同质感、不同轮廓、不同体积带来的感觉刺激，提
高儿童的形象思维能力，锻炼大脑，激发想象力。

三、发声原理阐述
随着电子科技的飞速发展，儿童创新产品层出不穷，逐渐
渗透到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手机遥控技术的出现给人们
带来诸多便捷，例如手机控制防盗门闩开关，控制笔记本播放
音乐，控制空调等家用电器开关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生
活品质，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电子产品及家用电器中。
通过手机遥控技术将手机变成一个随身携带的智能遥
控器，操作原理如图 1 所示，只需打开手机上相应的 APP
向电器发射信号指令，便可以进行远程操控。在智趣性童装
中安装发声电路元件，家长可用手机控制总开关，并设置、
调换和更新发声电路元件里面的内容。只有在手机总开关开
启的情况下，服装部件被触发开关时才会发出声音，若没有
在手机上开启总开关，则服装部件不会发声，正常穿着。手
机遥控技术使该智趣性童装在穿着过程中一切控制权都掌
握在家长手中，更加令人放心。

图 1 手机遥控操作原理图

四、以互动为目的的发声智趣性童装创新设计
根据目前童装市场现状，迎合年轻消费者们寓教于乐的心理需求，同时响应国家对新一代希望的加强
培育，尝试创新设计一种以互动为目的的发声智趣性童装。
该童装为强调其正面图案的多功能展示采用基本卫衣款型。可爱的小狗图案印花，耳朵为立体缝制，
内置可变形记忆材料，可以弯曲成不同造型。附带多个供搭配的替换部件，分平面部件和立体部件两类：
平面部件包括帽子、眼镜、围巾、胡子、烟斗、蝴蝶结、领结、领带以及男孩女孩风格的衣服，均为平面
贴布绣，立体部件包括骨头、星星、爱心、圆球、翅膀等形状的立体充棉材料。立体部件内部有发声电路
装置，在与平面部件混合搭配的过程中通过手捏立体部件，可触发侧边开关听到故事或对话的声音，儿童
根据所听内容进行分析判断，动手搭配出与之想象相符的动漫形象，引导儿童在玩耍过程中与玩具进行思
维上和肢体上的互动，培养其逻辑分析能力、语言沟通能力和色彩形状辨识能力。替换部件背面缝有魔术
贴材料，儿童可轻松粘贴或拆卸，玩起来更简易。
根据替换部件可以搭配出男孩女孩两个形象的多种状态，搭配状态示意图如图 2。示意图只提供了部
分可能的组合搭配，上面为男孩感觉的搭配，下面为女孩感觉的搭配，共同展示了休闲、时尚、运动、绅
士、淑女等几种风格。该设计从构思开始便从安全性以及产业化角度考虑，面辅料及工艺要求完全可以达
到国家标准，且市场潜力巨大。

图 2 搭配状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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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现代人越来越注重人文艺术氛围的渲染，对产品的审美要求也越来越高。于童
装企业而言，面对我国良好的市场发展态势，应当抓住机遇加强生产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组建自己的研
发团队，增加产品附加值，生产出消费者最需要的产品。于设计者而言，童装设计要兼顾安全性、时尚性
与智趣性，要全面掌握设计对象的年龄层次、心理特征、身体构造，巧妙地将有利于开发智力的趣味性元
素融入到款式造型中，赋予童装早期教育的功能，这样的童装才能够满足新形势下年轻父母的消费要求。
该创新实践属于尝试性设计，在趣味性设计基础上，加入了能引导儿童互动的发声功能，使智趣性童装设
计上升到新的高度，让学龄前儿童拥有一件既可以玩又可以学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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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Intellectual Interesting Children's Wear based on Interaction
SHEN Lei, HUANG Yan
(School of Textile and Garment,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China)

Abstract：In the light of present situation of intellectual interesting children's wear and multidimensional demand,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actors affecting visual, auditory and tactil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it proposed the interaction-oriented design of intellectual
interesting children's wear, to meet the needs of preschool education.Researchers explained the action of color, shape, sound,and texture on
stimulating children's sensory perception. It should guide the children conducting instant inter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wearing clothing, break
the boundaries between clothing and toys, and redefine the intellectual interesting children's wear. Meanwhile, it has high commercial valu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value,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children's wear market.
Key words：interaction; sound; intellectual interest; children's w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