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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国外义乳文胸形制演变及设计趋势研究
文 / 梁惠娥，
李

骄

如何弥补因手术治疗带来的身体缺陷，
义乳文胸的
乳腺癌是全球范围内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设计成为重要论题。文章简述了国外义乳文胸从 20 世纪 70、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发展演变，通过对义乳文
胸形制、材料、
细节等多方面的变化分析，
总结归纳了未来义乳文胸的设计趋势，为义乳文胸的设计提供借
鉴。
现代；国外；
义乳文胸；
形制

乳腺癌是困扰广大女性主要疾病之一，
发

常会由一些技术不熟练的人员进行，
这使改后

病率为 10%～15%，目前对其以手术治疗为主，

的文胸缺少必要的舒适感，也不会有自然优美

经过手术治疗后对女性形体线条造成影响，
因

的外观形态。即便一个商店可以提供这种服

此如何弥补因手术治疗带来的身体缺陷，义乳

务，
患者也需要把文胸返厂或者需要花费珍贵

文胸的设计成了重要论题。本文将对国外义乳

的时间去等待改修。为了克服这些不便、
不理

文胸形制发展演变及形状进行归纳总结，分析

想的效果以及昂贵的费用，人们已经设计出特

21 世纪义乳文胸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以期

殊的义乳文胸。这些文胸一般会在每个罩杯前

为中国义乳文胸设计者提供借鉴。

设有一小块覆盖物，类似于一个口袋的形状，

1 20 世纪 70、
80、
90 年代国外义乳文胸的

用于插入义乳塑形垫来维持胸部形状。因为手

形制演变

术情况不相同，术后伤口大小面积也不相同，

乳
随着医疗手术的规范、治疗效果理想，

而所插入的义乳大小一样，方向是固定的，所

腺癌患者在术后越来越重视美体的问题。术后

以不同手术人群穿戴后会出现不贴合，伤口不

康复中，患者要面对乳房重建的问题，需要一

舒适，
不能满足外形需要的问题。为此，
人们在

个近似原始的胸部形态，这对身体、心理和美

改善乳腺癌患者术后舒适性能方面做了很多

感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术后的患者需要

努力。

去商店购买一个标准的文胸，然后在罩杯里缝

1.1 形态单一的 20 世纪 70 年代

入一个储存结构来放置需要的义乳胸垫，这给

20 世纪 70 年代义乳文胸仅仅满足基本形

术后患者带来许多不便和尴尬：她必须购买一

态的需要，
在罩杯的一边或两边内设置可插入

个标准文胸，然后要求商店设置一个口袋或者

义乳的口袋。研究人员通过对义乳大小和位置

一个替代垫，并不是所有的商店都有专门负责

的配置与调节，
而不影响文胸支撑乳房的基础

人员。另外，
这种修改费用也是昂贵的，
并且经

功能，
并且覆盖住胸部和腋下区域创伤。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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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Marguerite R. Williams 把传统文胸转换

性保有一边自然乳房的改良型义乳文胸。义乳

为适合术后患者穿戴的可插入配件式的义乳

文胸由一个左和右的文胸单元组成，每个作为

文胸。在实践中，
由于手术不同程度的严重性，

独立分开的个体。每个左边和右边文胸组成部

即涉及移除周围不同数量的肌肉或淋巴结，可

分包含罩杯和胸部固定绑带，文胸固定绑带环

根据不同患者要求改变义乳的大小和形状。

绕在下胸围，
包住女人的胸并能稳固罩杯。胸

1976 年英国人 Frank G.Farino 在最初生产的

前配置钩扣设定在固定绑带上，当解开钩扣时

义乳文胸上，
总结经验改良义乳文胸。他保留

只露出一边自然乳房，另一边插入义乳的罩杯

了原有的插垫设计装置，在传统文胸的罩杯内

不会被解开，
能遮住伤疤。

部缝制一个大致三角形的上开口，是由两个独

设身处地为用
研究员不断改进义乳文胸，

立的有弹力的侧翼相互交叠，在文胸外罩和重

户考虑生理等方面细节问题，使文胸符合人体

叠的侧翼里形成夹层，用于悬挂义乳（图 1）。这

运动属性、生理属性和质量属性，并逐渐把目

既适用于保有一个乳房的术后患者穿戴，
也可

光转向提高面料的性能。由于皮肤的延伸度最

以应用于移除两个乳房的患者。

高为 30%~40%，而文胸面料与皮肤接触的弹力
程度要略高于皮肤延伸度，
否则会因牵制而存
在僵硬感，
所以面料的选择对义乳文胸的舒适
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面料要有吸湿、
透气、抗菌的功能，而且考虑患者术后恢复阶
段的不同时期，
文胸对胸部压力的要求亦各不
相同。压力过小，
不利于人体防护和义乳的稳
定；
压力过大，
会对伤口挤压造成不适。特别是

图 1：
改良义乳文胸款式

患者在刚结束手术后的恢复阶段，皮肤脆弱、

在研究过程中，义乳文胸性能得到实质性

伤口没有完全痊愈的情况下，患者对内衣的舒

的改善与提高，它可以使术后患者显示出正常

适度要求是非常敏感苛刻的。因此，有研究员

的胸线。在很大程度上，这可以防止或者缓解

为患者术后初期阶段所设计的能立即穿戴的

患者的紧张情绪。因此佩戴义乳文胸已经成为

文胸采用传统的男子无袖背心款式 （图 2），选

一种常见的现象。

用良好弹性和回复性的针织面料使其穿着舒

1.2 结构完善的 20 世纪 80 年代

适、
且能缓解压力与不安。

20 世纪 80 年代义乳文胸形制结构考虑穿
戴的便利性、稳定性。美国癌症协会统计数据
显示，每年美国接受乳房切除手术的人群数量
惊人。当时，已有几种不同类型的乳房切除手
术。一般来说，切除女性一边的乳房和相邻组
织是为了保证完全删除所有的恶性细胞。因
此，大多数患者术后都只保留一边正常的自然
乳房。大量心理和情感上的不适影响女性与伴
侣的关系，尤其是她们的婚姻和对性生活的不
满意。义乳文胸设计意图帮助女性在性活动中
露出胸部时减少心理或情感压力，出现适于女

图 2 ：无袖背心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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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功能多样的 20 世纪 90 年代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随着需求的扩大、
材

后恢复期的患者，手臂活动受限制，前扣的设
计便于穿脱。

料的丰富、义乳文胸款式形制多样化，在满足

2 国外义乳文胸发展趋势

结构的基础上，义乳文胸外型开始改变，不仅

2.1 义乳文胸向美体性能发展的趋势

是单一的文胸形式、背心、T 恤等样式，并将义

随着义乳文胸功能的不断完善与健全，义

乳应用于各种各样的服装类型中，包括休闲、

乳文胸的审美属性愈来愈被人们所重视。市面

家居服。有相关调查，术后患者不愿或无法在

上提供的义乳文胸款式普通，
通常局限于一种

任何时候都一直穿戴义乳文胸，为了解决这一

或两种单一的颜色，如白色和黑色。用户希望

难题，
在家穿着舒适的衣服内能使用轻质柔软

寻求不同款式和多样色彩的义乳文胸，无论是

的义乳，适用于休闲家居的义乳服装出现。这

穿着的舒适感还是美感都同样重要。21 世纪，

种设计在服装上配置各种类型的能承装义乳

随着知识文化水平和审美意识的提升，新科技

的口袋，
是把口袋夹层直接并入附加于服装上

的增强，
义乳文胸款式便捷、功能多样、
审美个

的紧身胸衣（图 3、图 4），并选用有弹性的轻质

性化发展趋于成熟。并且义乳文胸市场从款式

材料。

分类严谨，
更多为
上、
功能上等方面被细分化，
用户考虑。
按外型款式设计分为：
①抹胸式义乳文胸
和非抹胸式义乳文胸。在 2005 年有关抹胸式
义乳文胸的专利发明中，采用镂空的花边和蕾
“犹抱琵琶半
丝，
裁剪成三角形置于胸前。这种
也提
遮面”的含蓄美，不仅提升女性整体气质，
供了一个相对隐蔽功能。②有钢圈义乳文胸和
无钢圈义乳文胸。③开扣方向分为前开扣义乳
文胸和后开扣义乳文胸。按颜色分为：
黑色、白
图 3：可放置义乳的家居服装一

色、
肤色、
香槟色等。色彩的选用偏重柔和、清
淡。
按功能分为：①基本型义乳文胸。承托义
乳的文胸，内设夹层可放置义乳。②家居义乳
服。适于睡觉和休闲时穿着，
内设有口袋放置轻
便型义乳，选用柔软舒适的莫代尔面料。③泳
衣。采用四面弹力面料，
可放置游泳专用义乳。
可见，
义乳文胸的发展趋势之一是通过完
善功能性，
提高安全性，
趋于美观性，运用多种
色彩，蕾丝面料，实现设计、面料、色彩的相互

图 4：可放置义乳的家居服装二

在义乳文胸的款式上亦出现新概念，前开
扣式义乳文胸，这种新颖的设计更加人性化，

结合，
提高义乳文胸的整体设计水平。
2.2 义乳的高科技发展趋势
义乳文胸的更新发展带领高科技的医用

特别是在睡觉时，调节前扣的松紧度，把钩扣

义乳也在逐步成熟。现今义乳向更加人性化、

调至舒适的位置，缓解对胸部的压力。对于术

科学化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义乳在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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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形状上的选择多样分类细致，每款义乳的用

原因除了消费水平因地差异外，更重要的源于

途也不一样。根据的材质分类，分为棉质义乳

国人深层的人体观念以及对内衣的消费观等

和硅胶义乳，棉质义乳呈三角形，适用于术后

方面。目前，
国内义乳多以硅胶材料为主，
价格

初期使用；硅胶义乳适合术后伤口完全愈合后

偏贵，可供选择的类型较少，对于经济困难的

日常佩戴。硅胶义乳的款式全面，根据形状分

用户能找到代替硅胶义乳的其它价廉产品不

类，分为三角形义乳（图 5）、水滴形义乳、螺旋

多；义乳文胸在穿戴、固定方位和舒适度等方

形义乳、
腋下弥补义乳（图 6）、游泳专用义乳、

面具有改进的空间。因此，
在不断学习国外义

多汗更年期女士专用义乳等等。三角形义乳适

乳文胸生产技术和设计理念外，加强观念意识

合各种体型和手术类型，能与带钢圈或无钢圈

的传播，开发具有防护保健功能的新产品，带

软杯文胸匹配。腋下弥补义乳适用乳房切除腋

领义乳文胸走向更加智能化的道路，将是国内

下、锁骨部位较少、
较小用户使用。

义乳文胸内衣企业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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