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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一体服装结构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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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鼠式护理对于母婴健康和促进新生儿发育具有积极意义，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袋鼠服都需要搭配婴
儿背带或腰凳才能解放母亲双手，不具备母婴一体的功能。[研究方法]通过对婴幼儿生理特征的分析，在服装前片加上
可以包裹婴儿的育儿袋来进行母婴一体服装研究。[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育儿袋分内窄外宽两层设计，在外层设
置两个头部开口，第一个头部开口适合新生儿竖抱使用，第二个头部开口适合婴幼儿坐立使用，并在育儿袋侧边留出
18cm 的上臂开口和 25cm 的腿部开口，育儿袋通过两条开口拉链与上衣本体连接，拆卸后可作为母亲独立穿着的服装。
创新设计的母婴一体服装可以适应婴幼儿成长的多个阶段，减轻了母亲育儿负担，并减少了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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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tructure Design of Mother-Infant Integrated Clothing
WANG Chunru，
ZHONG Anhua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rtact: Kangaroo care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health of mother and infant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borns. Kangaroo suits sold on the market at present need to be matched with baby braces or waist stools to liberate
mother's hands and do not have the function of integrating mother and infa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fants and kids,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ed garment of mother and infant is carried out by adding a baby
bag to the front piece of the garmen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child-care bag has a two-layer design with a narrow
inside and a wide outside, and two head openings are arranged on the outer layer. The first head opening is suitable for
newborn babies to hold vertically, and the second head opening is suitable for infants to sit on. 18cm arm openings and 25cm
leg openings are reserved on the side edge of the child -care bag. The child -care bag is connected with the jacket body
through two opening zippers, and can be used as clothes for mothers to wear independently after being disassembled.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the mother-infant integrated garment can adapt to multiple stages of infant growth, reduce the burden on
mothers and reduce the waste of resources.
Key words: kangaroo care; mother-infant integrated clothing; child-care bag; structure design

母婴一体服装是指母亲和婴儿可以同时穿

使婴儿能够更加充分地感受母亲的体温，有利于

着的服装，其主体是成人服装，再加上可以将婴

亲子关系的建立和母婴健康。目前家长们携带婴

儿包裹的附件，
从而形成母婴共穿的服装。母婴

儿较多地采用婴儿背带，
但是婴儿背带一般体积

一体服装可以很方便地帮助母亲将婴儿带在身

较大不易携带，同时也造成了婴儿与父母的分离

边，解放母亲的双手，使母亲们能够在育儿的同

感。我国母婴市场前景广阔，
越来越多的母婴用

时做一些生活琐事，
同时婴儿与母亲的亲密接触

品进入市场，但是对于母婴一体服装的研究甚
少，
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对于一些母婴服和婴儿背
带的专利研发。如朱静南等人提出了一种适用于
三个月内初生婴儿的袋鼠式母婴护理服[1]，郑娟

2020-01-06；

2020-07-03。

王春茹，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

等人发明了一种包括上衣本体和单片式背心的

通信作者：钟安华，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硕士生

袋鼠式产后护理服[2]，崔红霞等人发明了一种袋

导师。

解决了现有产妇服与新
鼠亲子依恋产妇专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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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儿接触时因产妇疲累造成婴儿滑落问题[3]。以

阶段婴儿头占全身的 1/4[5]。婴儿从出生到 3 个月

上这些袋鼠服主要是为产妇和新生儿设计的，

左右，需要大量睡眠，卧床时间较长 [4]101，此时母

通常也不适合外出穿着，一些购物网站上销售

婴服的功能较弱。
4～ 6 月，
婴儿醒着的时间增加，

的袋鼠服虽然可以将婴儿包裹在成人服装里，

在大人的帮助下可以坐起来，
在上臂及肘关节的

但需要搭配背带或腰凳才能完全 解放母亲双

支撑下能够扬起头部和肩部[6]。根据其生长发育

手，本质上只是起到包裹婴儿的作用。本文在

的规律，
将其分为 0～ 3 月、3～ 24 月两个阶段。

研究目前母婴市场现状与文献之后，提出了母

身高、
体重和头围是婴儿生长发育的重要指

标，本文研究的母婴一体服装主要适用于 2 岁以

婴一体服装的概念，即通过妈妈的服装就可以

内婴幼儿，
其大小和承重都要满足 2 岁以内婴幼

将婴儿带在身上。

1 婴幼儿生长发育特征分析

儿的生长发育状况。根据首都儿科研究所发布的

中国 7 岁以下儿童体重、身长/身高和头围的生

婴幼儿的体型随着生长发育不断变化，在各

长标准值[7]，得到新生儿和 3 月份婴儿头围中位

个阶段都显著不同，身高、身体各个部位的尺寸

数平均值分别为 34cm 和 40cm 左右，身高中位

比、
围度等都具有明显的变化[4]，
其生长发育特征

数平均值为 50cm 和 61cm 左右，通过测量 5 名 2

肩
对于研究母婴服非常重要。婴儿期小孩头大，
部比较窄，与头部宽度比较相近，挺胸凸肚、
颈

岁左右儿童得到其身体部分尺寸数据平均值，得

短、四肢稍短，婴儿随着年龄增长这些短、窄、小

到后续母婴一体服设计所需要用到的数据，如表

的部位逐步增长、加宽、变大，生长速度较快，此

1 所示。

在 2 岁时的儿童 10 个身体尺寸

表1
Tab.1

Ten body sizes for 2-year-old children

测量项目

头围

身高

胸围

腹围

臀围

脚长

上臂根围

大腿围

臀部到腋
下高度

臀部到脖
子高度

平均值
（cm）

48

88.1

49.2

47.8

50.9

12.6

17.9

24.2

22.6

31

2 母婴一体服装设计原理

要将婴儿的头部用手托住，保护婴儿颈椎，如图

雌性袋鼠长有前开的育儿袋，小袋鼠在育儿
袋里被抚养长大，直到它们能在外部世界生存。
母婴一体服装就是创造一个
“人工育儿袋”
，妈妈
穿上这个服装就可以把小孩装进去，在外观上

1-（1）所示；婴儿能够抬头后，
可以打开育儿袋的

开口将脚伸出坐在里面，
妈妈可以更多的解放双
手，
如图 1-（2）所示；
当小孩长到一岁左右开始学
习走路时，
这时母婴一体服的作用逐渐减弱，
小孩

产生像袋鼠一样的效果，袋鼠式护理能有效促

完全独立行走后，可以回归母亲自身独自穿着的

进新生儿体格发育，降低营养不良疾病的发生

服装，
如图 1-（3）所示。

[8]

率，有利于新生儿健康成长 。母婴一体
服装有利于进行袋鼠式护理，产妇通过
袋鼠式护理，可以增进亲子感情，降低抑
郁等不良情绪，也有利于促进低出生体
质量儿的生长发育[9]。本文研究的母婴一
体服装的育儿袋采用可以拆卸的方式，
育儿袋安装即可将孩子带在身上，育儿
袋拆掉又可以作为母亲自身穿着 的服
装，具有一衣多穿的功能。
婴儿从出生到 3 个月左右时，可以

将婴儿竖抱着放置在育儿袋里，同时需

（1）竖抱婴儿

（2）婴儿坐在育儿袋中
图1

Fig.1

（3）拆掉育儿袋

母婴一体服装穿着方式

The wearing way of mother-infant integrated 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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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中，此时需要考虑婴儿的

“育儿袋”是母婴一体服装中最为重要的部

头围、大腿围、上臂围来确定

分，
其安置位置、
方式以及大小都非常重要。目前

头部、胳膊和腿部的开口大

市场上使用的婴儿背带有多种使用方式，
可以根

小。根据表 1 数据，
加入放松

据需要将婴儿放置在胸前、背后，婴儿也可以面

量和婴儿穿衣服的量后，婴

向母亲或背向母亲，
由于本文研究的母婴一体服

儿坐着时的头部开口大小不

要适应于宝宝成长的多个阶段，包括新生儿时

少于 52cm，上臂开口大小设

期，所以将育儿袋安置在衣服的前面，方便母亲
照看婴儿。育儿袋采用双层兜状，有两层面料重
叠而成，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穿法，要能够适应
因
竖着和坐着的不同情况。育儿袋要能够承重，

置为 18cm，腿部开口大小设

置为 25cm，育儿袋设计图如
图 3 所示。

图 3 育儿袋设计图

（3）幼儿完全独立行走 Fig.3

Design drawing of
child-care bag

此在母婴一体服的腰部安置一条可调节的腰带，

后：婴儿逐渐长大，四肢健壮

增加腰部的支撑力量，
母婴一体服款式图正反两

此时育儿袋功能减弱，
起来，
能够独立行走跑动，

面如图 2 所示。

可以将育儿袋拆卸，变成妈妈独立穿着的服装，

（1）正面

如图 4 所示。

（2）背面

图 2 母婴一体服装款式图
Fig.2

Garment fashion drawing of mother -infant integrated
clothing

（1）新生儿时期（0～ 3 月）：此时婴儿身体较

图 4 加入育儿袋前的款式图
Fig.4

Garment fashion drawing be原
fore adding child-care bag

4 母婴一体服装结构设计
4.1 上衣结构设计

软，
脊椎发育不完全，
不能支撑头部，需要母亲将

母婴一体服装是上衣本体与育儿袋结合的

婴儿竖抱在育儿袋中并扶着婴儿的头部。在此阶

整体设计，本文先从上衣本体结构入手，再将育

段育儿袋对婴儿来说相当于
“妈妈的子宫”。男女

儿袋与上衣本体结合研究育儿袋细节结构设计。

童 3 月份头围中位数平均值为 40cm，加上 5cm

上衣本体结构采用 160/84A 的体型数据，胸围采

头占全身的 1/4 左右，故第一个头部开口的高度

原型绘图。由于母婴一体服装在腰部安置腰带来

放松量，第一个头部开口大小不少于 45cm；
婴儿

用值为 84cm，背长采用值为 38cm，并进行上衣

为身高的 3/4，为避免袋口太高将新生儿头部遮

增加承重，因此上衣不宜过长，将整个衣长设置

3/4 则为 37.5cm，因此第一个头部开口距离腰线

整体服
外的衣身部分长 45cm。装上育儿袋之后，

挡，因此取新生儿身高中位数的平均值 50cm，
取

为 50cm，其中腰带部分长度为 5cm，除去腰带以

处不多于 37.5cm。

装宽度会增加，故将上衣设计为稍合身型，由于

（2）婴儿开始抬头后（3 月后）：
婴儿头围逐渐

母亲怀抱婴儿时需要增加胳膊活动的空间，将袖

增大，
胳膊和腿需要伸出育儿袋的开口坐在育儿

窿省放开 2/3 作为松量，后片肩省在侧缝处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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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剩余 1/2 作为松量处理。腰带可以直接收紧

腰部，故腰部不设省量，前后领深都下降 0.5cm，
领宽减少 1cm。上衣基本结构图如图 5 所示。

（2）育儿袋外层结构设计：外层为分开的两
块结构，分别与内层边缘缝制，在两个头部开口
处开口，前文分析得到第一个头部开口不小于
45cm，第二个头部开口不小于 52cm，其中 H1 与

H3 之和为 49cm，满足第一个头部开口大小，H2

和 H4 之和为 54cm，满足第二个头部开口大小。
育儿袋内外层与前中心要进行缝合，三条线要相

近，通过调整设计育儿袋曲线，L1、
L2 与前中心
差值最多为 0.3cm，
可以忽略不计。内外层育儿袋
缝合时要留出胳膊和腿伸出的开口，上臂开口设
置为 18cm，腿部开口 25cm，根据表 1 测量臀部
到腋下高度为 22.6cm，故在距离腰线上部 22cm
图 5 上衣结构制图
Fig.5 Structural drawing of garment

4.2 育儿袋细节结构设计
婴儿作为儿童中的特殊群体，其体型特征要
求服装设计必须满足婴儿的需求，功能合理 [10]，

左右设置上臂开口，在腰线往上 12.5cm 处设置

大腿开口。由于外层育儿袋比内层育儿袋要宽，
故将外层育儿袋底部进行抽褶处理，一共 4 个
褶，
每个褶量大小为 5cm。图 7 为育儿袋外层结
构图。

母婴一体服中的育儿袋是整个结构设计的核心，
因此，要实现婴儿的健康成长，育儿袋就必须具
备安全舒适性。首先，
育儿袋的大小要能够满足
婴儿在里面活动舒适，将育儿袋设计为内层窄、
外层宽的两层结构，
整个兜状撑开以后要能够容
纳婴儿一圈的围度。根据表 1 的数据，
将育儿袋

的整个一圈的大小设计为 60cm，内层底部宽度
为 20cm，
外层底部宽度为 40cm。

（1）育儿袋内层结构设计：
内层为一整块面料，

将第一个
总长度和前中心相同，
根据前文的分析，
头部开口高度设计为 35cm，由表 1 可知，2 岁左

右儿童臀部到脖子高度约为 31cm，故将第二个

头部开口高度设置为 25cm，
图 6 为内层结构图。

图 7 育儿袋外层结构图
Fig.7

Outer layer structure drawing of child-care bag

4.3 整体结构设计
育儿袋外层结构与内层结构通过缝合的方
式连接在一起，有两个要注意的地方，纵向要留
出上臂和大腿的开口，开口部位不缝合，其他部
位进行缝合；横向要留出两个头部开口，将外层
育儿袋分成上下两个部分，分别与内层连接，自
然的留出头部开口，
外层育儿袋底部缝合褶裥再
图 6 育儿袋内层结构图
Fig.6

Inner layer structure drawing of
child-care bag

与内层连接。将缝合好的育儿袋通过两条开口拉
链与上衣本体连接起来，故育儿袋为可拆卸结
构。图 8 为母婴一体服装上衣前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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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上衣前片结构图
Fig.8

5 结论

Structure drawing of front peace of garment

本文研究的母婴一体服装，
通过“加法”
的方
式，在上衣前片前中心处加上“人工育儿袋”
，达
到将婴儿带在身上的目的。育儿袋设计为双层兜
状，外层育儿袋最大宽度为 40cm，
内层育儿袋最

上臂开口
大宽度为 20cm，
育儿袋两个头部开口、

以及腿部开口都能容纳 2 岁以内婴幼儿的尺寸，
将育儿袋安装到上衣本体就可以不费力地将婴

幼儿带在身上，
育儿袋拆卸也可以作为正常服装
穿着。本文提出的母婴一体服装具有以下优点：
淤具有通用性，并不只是适用于母亲，将此种设

计的育儿袋与其他服装本体连接同样可以使用，
方便于有育儿需求的人；于有利于在对新生儿进

行袋鼠式护理的同时减轻母亲负担；盂分为竖立

和坐立两个姿势，适合不同阶段婴幼儿；榆可拆
卸的育儿袋设计使服装具有一衣多穿的功能，为
袋鼠服的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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