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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哺乳装结构设计研究
钟安华
王春茹，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
武汉 430073）
摘 要院[研究意义]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哺乳装多为宽松家居款，不适合外出工作或参加社会活动，当哺乳期过后就失去
使用价值，降低了哺乳期女性购买专业哺乳装的意愿。[研究方法]通过对哺乳期女性体型变化的分析，采用服装结构转
移的方法在公主线处打开开口并加入可以拆卸的活片来延长哺乳装的穿着时间。[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在胸部加
腰部总宽度约为 6cm，活片加入时适合哺乳期穿着，活片拆卸后又可以作为正常服装穿
入活片的总宽度约为 5~7.5cm，
着，
活片与衣片的连接处可作为喂奶口使用，
从而得到新型哺乳装的上衣结构。创新设计的哺乳装既具有喂奶功能又能
够调节服装尺寸适应不同时期体型的变化，节约了成本并减少了资源浪费，同时提高了哺乳期女性的母乳喂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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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tructure Design of New Breastfeeding clothing
WANG Chun-ru，
ZHONG An-hua
（Schoolof Fashion，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Currently, most of the breastfeeding clothing sold on the market are loose household style, which are not suitable for
work or social activities. After the lactation period, it will lose its value, reducing the willingness of breastfeeding women to
buy professional breastfeeding cloth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body shape changes of the breastfeeding women, the
method of clothing structure transfer is adopted to open the opening at the princess line and add a removable piece to prolong
the wearing time of the breastfeeding clothing. The study haven shown that the total width of the live piece added to the chest
is about 5 ~ 7.5cm, and the total width of the waist is about 6cm. The live piece is suitable for lactation when added, and it
can be worn as normal clothing after removal. The connection can be used as a feeding mouth, so as to obtain a new
breastfeeding clothing structure. The innovatively designed breastfeeding clothing not only has the function of breastfeeding,
but also can adjust the size of clothing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in body shape in different periods, thus saving the cost and
reducing the waste of resources, andat the same time improving the breastfeeding experience of breastfeeding women.
Key words: body shape change; breastfeeding clothing; opening design; adjustment of size

新型哺乳装是指可以调节服装尺寸的哺乳

国内哺乳功能服装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装，既可以在哺乳期乳房增大时穿着，也可以在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市医院自行设计

哺乳期过后身材恢复时穿着，
并且与一般的哺乳

了哺乳期产妇哺乳衣，
该哺乳装方便哺乳但审美

装相比，新型哺乳装更加合体，适合工作场所与

性不足，
且单一款式不适合日常出行穿着[1]；杨素

外出穿着。随着科学喂养观念的深入和社会对母

瑞在哺乳装功能性设计研究中归纳总结了哺乳

乳喂养的提倡，越来越多的母亲选择母乳喂养，

功能服装的哺乳口打开方式、服装样式及特点，

哺乳期女性对哺乳装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目前，

并对哺乳功能服装面料的选择和色彩搭配给出
建议[2]；刘一萍等则提出了外出哺乳装的设计要
求[3]；李琼舟在针对都市育龄女性的哺乳装产品

2019-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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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之处，并且对哺乳装产品开发细分化提出

王春茹，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 院硕 士研究 生。

设计建议[4]；
刘一萍等在
“哺乳功能服装的发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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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设计思路探析一文中分析了外出哺乳装

状与趋势”一文中说明了哺乳功能服装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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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别介绍了哺乳文胸、哺乳秋衣裤、哺乳家居

平，腰腹都比孕前尺寸

服和哺乳外出服的特点，并提出了目前哺乳功能

要大，同时产后哺乳期

[5]

服装面临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 。前人的研究

由于乳汁分泌，乳房被

主要是归纳了哺乳装的结构设计，
并提出了哺乳

乳汁充盈，乳房增大，从

但
装的设计建议、面临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其胸

是缺少对哺乳装的细分化研究，
而目前我国市场上

腰部的变化。由于体型

销售的哺乳装的穿着时间和穿着场合都非常有限，

的变化，哺乳妈妈们穿

因此，
对新型哺乳装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对

着现有号型尺寸制作的

比不同时期女性体型的变化，
得出其胸部和腰部的

服装通常会出现各种各

变化尺寸，
通过活片的安装与拆卸达到调节服装尺

样的问题。图 2 展示了

图 1 孕前与哺乳期女性体型

态，比如穿着时不能满

Fig.1

寸大小的功能，
为新型哺乳装设计提供参考。

1 新型哺乳装的设计分析
1.1 女性体型变化的分析

原型未调整前穿着状

对比
tween lactation and pre-

足胸部的量，出现前胸

标准体型包含
人体分为标准体型和特殊体型，

领子处
绷紧、侧边起皱、

特殊体型指的是由于年
了绝大多数青壮年的体型，

不贴合人体、后衣片过

龄、
职业、
遗传等诸多因素使得身体某一部分发生

长、
前衣片较短、腰部余

畸形变化的体型[6]。体型变化对于服装结构的研究

量产生堆积等问题。为

至关重要，
女性在从怀孕到哺乳期由于一系列生理

了解决这些问题并能够

[7]

Woman comparison be原
pregnancy body shape

变化，
乳房会经历不同程度的体积增大 。育龄女性

延长哺乳 装的穿着时

哺乳期后这四个阶
的体型在孕前、
孕期、哺乳期、

间，新型哺乳装的结构

段各不相同，
以一位哺乳期女性为例，
通过测量，

设计要求有三：淤合适

得到其孕前与哺乳期数据对比，如表 1 所示，其

的喂奶口的设计；于在

图 2 原型未修正前的着装效果

哺乳期能增大胸腰部尺

Fig.2

表 1 哺乳期与孕前尺寸对比

寸；盂在哺乳期过后能

在哺乳期胸围增大 5cm，
腰围增大 6cm。
Tab.1

Size comparison of breast between lactation and pre pregnancy
时期

控制部位（单位：cm）

恢复原来尺寸。

The dressing effect be原
fore prototype is modi原
fied

1.2 喂奶口开口方式的分析
喂奶口是哺乳时需要在服装上打开的开口，

胸围

腰围

通过这个开口给婴儿喂奶。喂奶口的开口位置一

孕前

85

70

般分布在乳房周围，可以在胸部水平位置、胸部

哺乳期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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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位置、公主线上、两侧腋下、前中线上、领口

图 1 绘制了测量样本孕前与哺乳期体型对

处[3]114。哺乳功能服装通常使用纽扣、拉链、魔术

比图，
怀孕前体型较为匀称，
胸部大小适中，腰围

贴、暗扣等闭合开口，
并通过荷叶边、褶裥和花边

较细；生产后腹围增大，但并没有恢复到产前水

等装饰来隐藏开口[2]57。图 3 展示了喂奶口的几种

(1)胸部水平位置

(2)胸部垂直位置

(3)公主线上

(4)两侧腋下

图 3 喂奶口基本开口方式

Fig.3 Basic opening mode of feeding mouth

(5)前中线上

(6)领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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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方式，经过比较，公主线是服装的结构线且

（1）绘制 160/84A

比较平滑，
在公主线处适合进行结构转移加入活

的新文化原型结构

片，图 3-（3）展示了在公主线处打开哺乳口的设

图，将袖窿省转移至

计，
喂奶时只需要打开公主线上的开口即可进行

肩线 后 绘 制 公 主 线，

哺乳。

从公主线处将前片分

1.3 活片大小分析

割为 A 和 B 两个样

活片的尺寸是新型哺乳装的结构设计要点，
本文主要通过活片的安装与拆卸来调节哺乳装

片，图 6 是公主线分

割示意图。

的大小。哺乳期和非哺乳期主要区别就在于女性

（2）根据上文的分

胸腰部的尺寸不同，
因此原型结构主要在前片胸

析，
以胸围变化的最大

腰部增加尺寸。哺乳期女性在哺乳前后，乳房的

值 7.5cm 为例，在原型

体积会随着乳汁的充盈和排空而变化，范围达
2~3 个罩杯[5]64，
即 5~7.5cm，通过人体测量与文献

胸围上增加 7.5cm，由

在前片加入，
一个前片

能性就体现在活片加入前后的尺寸变化，通过对

是具体加量方法示意

比可以看出其变化。

图：从裁片 A 的胸围

（1）哺乳期前：通过

the princess line

需要加入 3.75cm。图 7

将样片 A 绕着 E 点向

大的胸腰尺寸，图 4 展

右旋转，
将其刚好旋转
至 3.75cm 长的直线的

示了哺乳装加入活片后
的款式图，在左右两条

图4
Fig.4

加入活片的款式图
Styled

pattern

after

adding removable lin原

片，活片与衣片连接的

ing

地方打开后即可给婴儿
喂奶。

右端点即 d2 处，此时

图 7 公主线处加入活片示意图
Fig.7

Drawing of adding remov原
able lining at the princess

a1 旋转至 a2，
b1 旋转

line

至 b2，
c1 旋转至 c2，
d1

旋转至 d2，这样就保证了当中间的样片安装上

时，前衣片胸围一共增加 7.5cm，由于旋转所得，
d1 和 d2 下方需要连接的部位尺寸长度一致，通

将位
（2）哺乳期后：
于 公 主线 处的 两 个 活

过上方调整曲线形

态，使 L1、
L2、
L3 三条

片拆掉，胸腰部尺寸缩
小，适合哺乳期后女性
展示了不加入活片的

Segmentation drawing at

条长 3.75cm 的 直 线 ，

式来满足哺乳期女性增

体型恢复后穿着。图 5

Fig.6

线上向右延长画出一

在前衣片加入活片的方

公主线处分别加入活

图 6 公主线处分割示意图

于后半身变化较小，只

参考，
在胸围处活片总宽度约为 5~7.5cm，在腰围
处活片总宽度约为 6cm。本文研究的哺乳装的功

77

曲线长度相近并线条

图 5 无活片的款式图
Fig.5

款式图。

Styled pattern before

adding removable lining

2 新型哺乳装结构分析
2.1 胸部结构分析
新型哺乳装胸部的造型结构非常重要，
首先
对胸部结构进行设计。衣身的分割结构设计就是
将服装的衣片，
根据款式需要分割成多个衣片再
缝接[8]。本文结构设计是在衣身公主线分割处加
入可以拆卸的活片，
具体方法如下：

圆顺。
（3） 最终样片分
割结构图如图 8 所
示，共有 A、
B、
C 三个

样片，该结构图与原
型结构相比多了样片
C，
通过样片 C 来调节
服装原型的大小。

图 8 胸部调整后的结构图
Fig.8

Structure after adjusting
the breast

2.2 腰部结构分析
腰部变化主要体现在腰节线和腰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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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乳房增大，原型

果：将活片安装前的样衣在人台上进行试穿，图

的前片腰节线抬高，

11 为胸围 84cm 的人台试穿效果，用它来模拟哺
乳期女性身材恢复后的体型。可以看到，加入活

则需 要 增 加 前 片 的
长度，通过测试，在

片前，领子贴合颈部，
肩线平滑贴合人体，前胸后

腰 围 线 下 延 长 1cm

背都较为平顺，
整体较为美观合体。

4 结论

左右。一片衣片腰围

加入 3cm，在图 8 的

本文研究的哺乳装，通过哺乳口的设计和原

基础上直接在样片 C

型结构变化，在原型上增加胸腰围的量，将其设

腰围线处再加入腰
围增加的量即可，如
图 9 所示，将 E1 移

图 9 新型哺乳装最终结构图
Final structure of new

Fig.9

breastfeeding clothing

动至 E2，其长度为

3cm，
再重新连接上方曲线并修正。两用哺乳装前

计为一个活片，
其中胸围增加量为 5~7.5cm，
腰围

增加量为 6cm，在有哺乳需求时将活片安装上，
将活片拆卸，
即可满足增大的胸围，
身材恢复后，
又可以作为正常服装穿着。

片结构与原型结构相比，多了一个活片，此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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