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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医用防护服的发展历史
张 盼，王秋寒，王诗雪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随着新冠性病毒的出现，国内外越来越重视医用防护服的研究，但是却忽视了医用防护服历史的研
究。[研究方法]文章基于大量的国外文献，进行归纳总结，[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①每一世纪不同年代，医用防护
服的设计、形制、结构、材质、功能都会随着战争、政治、文化、经济的变化而变化。②一套具有防护特征的服装体系在人
类的先进思想下，逐渐富有创新性和功能性，防护服装不仅可以保护医患人员免受感染，还可以使医护人员在工作时具
有识别标志性。③医用防护服在未来的发展中，需将传统防护服为参考对象，对医护服装不断的改良创新，给医护服装
注入新的生命力，
在服装的舒适性和密闭性上，
还需要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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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History of Foreign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ZHANG Pan, WANG Qiuhan, WANG Shixue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oronaviru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research of medical protec⁃
tive clothing at home and abroad, but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is ignored, which makes it partic⁃
ularl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protective clothing.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foreign literature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1. The design, shape, structure, material and function of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will change with the
changes of war, politics, culture and economy in different times of every century. 2. A set of protective clothing system is gradual⁃
ly full of innovation and functionality under the advanced thinking of human beings. Protective clothing can not only protect doc⁃
tors and patients from infection, but also equip them with identification marks when they work. 3.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traditional protective clothing as the reference object, constantly improve
and innovate the medical clothing,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the medical clothing, and further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needed in the comfort and airtightness of the clothing.
Key words: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development; history; chronology

医用防护服是在规定的卫生区域的医护者所

最有效的措施。对医用防护服的款式、形制、结构、

使用的防护服装，防护服的作用是防止病菌、有害

面料、功能的进一步研究设计，保护医务人员降低

粉沫、溶液、电磁辐射等有害物体进入身体，保证人

感染率的同时也让病人能快速恢复，减少交叉感

员的安全和保持环境清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

染。本文将国外医用防护服在不同时期下的服装

提高、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医护人员精神面貌加

特征进行归纳分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为现代

强，卫生部门越来越重视医护人员的防护设备。近

医用防护服的实用性、审美性、识别性上提供有价

些年卫生事件此起彼伏，例如 2003 年的 SARS、2009

值的参考。

年 H1N1 流感、2015 年寨卡病毒、2018 埃博拉、2020

新冠性病毒肺炎等卫生事件，人们面对突发性疾病
措手不及，因此有效地穿戴医用防护服是预防疫情

1 中世纪时期的医用防护服(14 世纪 40、
50 年代的欧洲)
最早期的医用防护服可以追溯到 14 世纪。当

时出现了一种烈性的鼠疫传染病—黑死病，该传染

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致病性，夺走了三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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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的生命。由于来历不明的传染源，疫情不断
扩散，使整个欧洲都陷入了绝境，当时的医生一般
用棉布或麻布来遮掩口鼻，这种防护措施收效甚
微。到了 16 世纪，为了防止医务人员在接触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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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被感染，出现了最初的生物防护服（图 1），它是

19 世纪中叶之前，欧洲医院里面很多都是穿着

由法国的皇帝路易十三的御医、来自法国的查尔

黑袍的医生，护士通常脸部围着面罩，身上穿着黑

斯·德·洛姆在 1619 年发明的“鸟嘴服”防护装备，

色修女服（图 3）。

医务人员穿上防护服后，通常被人们称之为“鸟嘴
先生”或瘟疫先生。
鸟嘴服的防护
装备，头戴宽檐大帽
子，宽檐帽子可以防
止病人离脸太近。
戴皮制白手套，手上
还持有一根特制的
木棍，是对病人进行
检查时用的，来增强
防疫，减少感染。上
身穿着一件皮子或
蜡帆布制成的长衣，
利用过了蜡的表面

图 1 Beck Doctor 防护衣
袍 ，防 止 细 菌 浸 入 。Fig. 1 Beck doctor protective clothing

密闭材料制成的长

下身会穿上与山羊皮质的靴子连为一体的皮裤，手
腕和脚腕处呈扎紧的状态。鸟嘴服的面具外还会
戴上护目镜，防止感染。面具的鼻子形似一个鸟
嘴，有半英尺长，鸟嘴下方开小孔，用来帮助呼吸，
鸟嘴里面装满了香水，用来格局有毒空气和闻到的
异味。医生穿黑色套头长袍。

2 19 世纪的医疗防护服
2.1 变迁
19 世纪，法国医生亚历山大·耶尔辛分离出了

鼠疫菌，鼠疫才被人类所战胜。在鼠疫过后，鸟嘴

图 3 19 世纪中叶以前的护理人员
Fig.3 The nurses before the 18th century

19 世纪的年代，欧洲的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

头戴礼帽，身穿西装外套，打扮的像个优雅的绅士，
针对外套的扣子做出合理化设计，方便医生在做手
术的时候，可以在不脱外套的情况下撸起袖子做手
术，也可节省时间，增强手术效率和质量。一些医
生还穿上了屠夫的衣服，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患者喷
溅出的血液弄脏了自身的衣服。
1868 年巴斯德消毒法深入人心，一是医生在进

行手术前先要洗手消毒，二是将传统的礼帽和西装
改进为戴白布瓜皮帽、穿白大褂，也就是现在白大
褂的雏形。1886 年蒸汽灭菌法得到了普遍的推广，
库尔特·席梅尔布施设计了敷料灭菌筒，如图 4 所

示，艾思斯特·冯·贝格曼还设计了手术服。黑色长
袍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贝格曼经过消毒之后的白
色外套，与长袍合为一系列的，还有无菌白帽，口罩
和超薄的橡胶手套，自此之后，医务人员开始真正
意义上穿上了白大褂[3]。

面具从此消失，
医生们恢复了正常的形象。
1804 年，北美战地医生的防护服装是用白色衬

衣打底，衬衣领口较高，长袖，在工作时通常将袖口

卷起，衬衣外面围上一条深色围兜，围兜款式简单，
胸前用一根细条带圈套在脖子上，以脖子作为受力
支撑点，胸以下的部分用一块灰黑色的布围住，腰
部用左右两条系带的方式固定，这是早期的医护服
装样式[1]，
如图 2[2]。

Fig .4

图 4 早期的医生手术服
The early doctors’operating clothes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如图 5 所示（见下页），美

国的护士服在袖型的设计上流行泡泡袖，还在腰部

加入宽腰带，作为收腰和装饰效果，此类设计深刻
图 2 1804 年北美医生、
北美医生服装款式图
Fig.2 The doctors of North America in 1804

影响着英国伦敦的护士服设计。外出时候，护士通
常穿着短斗篷，这类穿衣搭配使护士更具有识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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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这个时期，因为受到了

殖民地统治的影响，护士会被频繁的调动岗位和区
域来完成救援工作，因此为了方便，他们总穿着短
斗篷，
仅能作为外套防寒，又具有防疫效果。

3 20 世纪的医疗防护服
3.1 变迁
20 世纪以前，医生以戴瓜皮帽、穿白大褂作为

图 5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护士服
Fig.5 The nurses' uniform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
tury

防护服装。如图 6 所示，20 世纪初的护士服，一方

的标志特征。在这一时期里，英国的护士服还出现

交叉性感染，而且还能防尘防污垢，使穿在围裙里

了可拆式高领的设计元素。与此同时，很多医生都

面的护士服保持洁净。一方面是为了取暖的同时

换上了清洗干净的白罩袍[4]。

还可以行动便捷。

2.2

面出于对卫生的考虑，不仅可以隔离病原体，防止

变迁的原因
1804 年医生的服装过于简单，防护性能不强。

到了 19 世纪中叶之前，受到了宗教的影响，护士身

穿黑色修女服，当时还有修道派护理之称广为流传
开来。
在 19 世纪以前，因为现代微生物与手术装备

消毒的概念没有建立，人们认为穿工作服的目的只

是为了防尘抗脏，因此每一件都不会消毒和清洗，
导致了每年存在大量因院内感染而死的患者。19
世纪，人们的审美意识的提升，以及在进行手术的
时候，为了便捷，在西装外套的扣子上做出便捷式
设计，
医生可以直接穿上西装做手术。
19 世纪，医生以西装作为手术服，因手术服没

Fig. 6

图 6 围裙式的护士服
The apron type of nurse's clothing

20 世 纪 初 ，如 图 7 所 示 ，以 伊 迪 丝·卡 维 尔

有经过消毒处理，导致了伤亡病死率严重，这种着

（1865～1915 年）为代表的一些护士，受到宗教的影

装模式逐渐消退。1868 年，在李斯特主持下的格拉

响，护士服带有浓重的修女服色彩，比如说，头上戴

斯哥医院进行全面改革，如手术器械提前用苯酚浸
泡，医生手术前要洗手消毒的改良方法。该医院的
术后死亡率同比之下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将原来很
高的手术率死亡率大幅度的降低，护理人员被传染
风险过大的安全问题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需
要对织物的防疫面料标准的不断提升的同时也到
对医院的卫生条件作出有效的改善监督，只有对织
物技术的不断改良，才能保证抗菌
性能服装的研发尽快实现。1886
年，白大褂的有效防疫的理念很快
在欧美地区席卷开来，白大褂作为
医务人员抗菌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医生穿上白大褂，能迅
速发现污染源头，深色的医护服装

面纱，会将头发梳成一个发髻，镶嵌在护士帽里面，
发髻被帽子和面纱完全笼罩起来。如图 8 所示，以

宗教的名义创办的护士学校，选用的护士服也会借
鉴采纳相同的设计理念和设计元素，由以前的完全
包裹式样的高领设计改变为敞开式的领口设计是最
主要的设计点。护士喜欢在护士服的外面再套上一
件长达脚踝的围裙，
袖口的设计采用封闭式设计[6]。

太容易藏纳污垢细菌，
人们开始注重
对白大褂的清洗和消毒，
此举在一定

图 7 20 世纪初的护士服
The nurses' clothing in the ear⁃
ly 20th century

程度上保护了患者免受感染，
降低医 Fig.7
患之间交叉感染的伤害率[5]。

Fig.8

图 8 1910 年的护士装
The nurses' uniform in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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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如图 9 所示医生的服装款式

条纹图案设计，从护士帽的

已经接近了现代医师的手术服，但是比现代的手术

条纹数量来辨别职位的类

度宽松。医生的着装样式为圆领、
反穿衣式样，
服装

别，设计增添趣味性和生机

廓形宽松，
腰部用系带固定住，
防止因服装廓形太大

性。
1936 年，南丁格尔逝世

对医生工作造成干扰，
衣服的长度接近脚踝的位置。

11 年之后，这一时期护士服
变化不大，最大的变化是护
士帽的廓形逐渐缩小，像是
一件精美的服装配饰，也是
护士职业的象征，如图 12 所
示。

图 12 一战后的护士服装
Fig.12 Nurses' clothing af⁃
ter World War II

1923～1960 年，美国海军护士服分为室内和室

外护士服两种类别，室外护士服和传统典型的护士
服的款式相似，室外的护士服发生了质的变化，总
体款式看起来与职业正装相像，通常上身在外套的
领脖处佩戴领带，下身穿裙子，一样的款式会分两
Fig. 9

图 9 一战时期医生的服装
The clothes of doctors during World War I

个色系，分为白色和蓝色，还有与之配套的袜子和
鞋子。美国海军护士服中还有雨天专用的护士服，

如图 10 所示，芬兰的随军护士依旧延续修女

此外，短小保暖的毛衣也被引进美国海军护士服

会有红十字的标志，具有识别标志。天气变的寒冷

二战时期（1939～1945 年），护士服采用最小化

的时候，护士通常会在护士服的外面套上一件厚厚

设计—小翼领衬衣，袖子很短，此类设计取代了以

的大衣来御寒，
如图 11 所示。

前的开襟羊毛衫。

式样的头饰造型。在护士的额前和左臂臂章上都

里。

战争期间，德国红十字会的护士都会穿上统一
的护士服。中等灰色或者蓝色细条纹衬衫和裙子
与可拆卸的白领搭配，头上戴着笔挺的白色护士
帽，并且穿着黑色丝袜和黑色系带的鞋子。
1943 年，匹兹堡大学被授权组织美国实习护士

队，灰色羊毛套装和大衣作为新的护士制服，受到

很多人的喜欢。红色简章，著名的蒙哥马利贝雷帽
和工装裤也被引入到护士服当中。
1950 年，二战结束，服装行业的飞速发展，护士

服开始流行短袖，无论是在领口、袖口、腰带、纽扣
图 10
Fig.10

芬兰随军护士服
Finnish army nurs⁃
es' clothing

图 11 澳大利亚护士
Fig.11 Australian nurses'
clothing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海军护士穿着彩
色的护士裙，搭配白色的上衣外套和黑色的海军护
士帽。
1918 年，在延续了之前医生戴瓜皮帽，穿白大

褂做手术以外，手术室工作人员开始佩戴上厚厚的
橡胶手套，手套的作用是防止医生在清理房间和设
备的溶剂时受伤。外科医生开始佩戴纱布口罩，为
了保护自身不被患者感染。
1921 年，一战结束后，美国海军护士服的款式

发生变化，设计的亮点主要体现在护士帽上出现了

还是口袋的设计上，功能性和美观性兼具。在当
时，在白色或者彩色两种色系的护士服的袖口部位
折起 2 英寸的白色边缘作
为装饰效果，或是在袖子
的边缘上再延伸长度为 3
英寸的蓬松袖口。

20 世纪 60 年代，护士

裙开始变短了，如图 13 所
示，护士服的领口：
“彼得
潘世”的小翻领被广泛流

行，受到很多女性的追捧，
在这一时期，同时出现了

图 13 彼得潘世小翻领
Fig.13 Peter Pan la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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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护士帽的廓形

男护士。
如图 14 所示，20

被缩小。1960 年，设计的变

世纪 70 年代，医生们

化不仅体现在帽子上，还有

头 戴 布 帽 和 口 罩 ，穿

款式和颜色上，以及鞋子袜

短 袖 V 领 上 衣 ，配 上

子的配饰上，如受到天气变

纯棉或涤纶布的裤

化，还会穿上毛衣，设计随

子 ，外 面套上一件手

着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术 服 ，被 称 之 为 刷 手
衣。剪裁合适，
有质感
的白大褂取代了肥大

29

图 14 刷手服
Fig.14 Brush hand clothes

1960 年，护士的着装还

比较单一，分为室内、室外、
下雨气候时所穿的服装。

图 17 护士帽
Fig.17 Nurse cap

宽松 的 白 大 褂 ，并 且

到了二战时期，战争因素的

还在口袋部位绣上医

涉及，护士服又开始在打破传统的禁锢下开始大胆

生的科室、姓名等，便

创新，引入了很多的时尚元素，贝雷帽、工装裤、短

于患者沟通。制服类

裙等。
二战时期，护士服的服装穿搭比较多元化。

的裤子被广泛的运用

1950 年，当时的设计是美观和功能性并存的，极具

到 了 护 士 服 中 ，一 次
性无纺布帽子也一度
成为时尚的产物。

图 15 一次性围裙
Fig.15 Disposable aprons

20 世纪 80 年代，开领设计和一次性围裙都被

广泛运用在护士服的设计中。如图 15 所示。

3.2

变迁的原因

20 世纪初，护士的服装还是会受到 19 世纪末

的影响，宗教色彩严重，穿着还在模仿，一时还未转

变过来。1914 年，一站期间，战争的硝烟，物资的短
缺，加上政治形势严峻，天气多变，导致很多从军护
士的穿着搭配色彩鲜明。
1914 年，医生穿宽松的白大褂，但是防护装备

上还有所欠缺。1918 年，医生和护士的卫生防范意
识逐渐增强，开始戴手套，口罩等一些服饰配件来
保证在医治患者的过程中，自身减少感染的风险，
[7]

来以此提高警惕性 。
1918 年，护士帽还是延续瓜皮帽的形制，1921

年，因战争原因，
护士帽上出现了条纹设计。
1921 年 ，如 图

装饰效果，比起外型时髦的护士服，简洁大方的款
式更受人们的欢迎和追求。
1950 年，因服装工业的崛起，主要体现在袖口

的设计上。20 世纪 60 年代，当时的护士服的时尚

标准是长度到膝盖，合身的护士服，此类服装非常
时尚流行。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了男护士。20 世纪 70 年

代，英国的研究数据发现，据报告分析，大多数的病
人都喜欢穿白大褂，大多数的医生喜欢穿刷手服，
并且服装的质地越来越精细，细节上考虑的更加齐
全，因此，白大褂越来越受到推崇。

4

21 世纪的医疗防护服

21 世纪医用防护服大多是采用闭合门襟设计，

在内部拉链闭合的情况下，外部粘合上门襟。连体

式三片帽设计避免皮肤暴漏在外面造成感染风
险。帽子、袖子、脚踝部位为弹性收口设计。防护
服的腰部呈收紧状态是利用弹性橡皮筋来把控的。
下巴部位不干胶粘合、橡胶型袖口和脚踝口、

16 所示，因为受到一

橡筋面部收紧、双开式拉链、胶条密封缝线、不干胶
粘合门襟、橡筋腰身。如图 18 所示。

战的影响，海军护士
服上有了新的设
计。1936 年，因为南
丁格尔逝世后，护士
的帽子开始变得千
奇百怪，各式各样的
帽子应运而生，帽子
更像是一件配饰是
护士职业的一种象
征，如图 17 所示。

图 16 20 世纪 30 年代防护服
Fig.16 Protective clothing in the 1930s

Fig.18

图 18 一次性医用防护服
Disposable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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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防护服采用闭合门襟设计，内部拉链闭

织品很接近，并且价格偏低，在医疗领域，运用最为

合，外部粘合门襟，这样的设计有助于穿脱防护服，

广泛的是隔离衣和防护服[8]。

也能让服装和人体更加贴合和密闭。连体式三片

5

结语

帽设计避免皮肤暴漏在外面造成感染风险。袖子、

本文综述了国外医用防护服的历史发展现状，

裤口、帽子都是弹性收口设计为了加固防护服与其

对国外医用防护服的分期发展和演变过程，进行详

他防护用品搭配时，密合性更高，防止液体和粉尘

细的梳理、归纳，并总结出医用防护服在不同历史

进入防护服内部。防护服的腰部利用弹性橡筋收

时期的服装特征，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医护

紧，方便医护人员行动和工作同时，更好的施展身

服装的设计、形制、结构、面料、功能的影响，随着人

躯，有利于救援效率和使用安全性。

们对防疫防菌的意识住家增强，医用防护服的功能

帽子的松紧设计，贴合面部的线条，防止粉尘

性也在随着标准要求不断靠拢，但在便捷和舒适性

或者液体进入耳朵、头发或者身体。收紧腰部，方

能上仍所欠缺。此外医用防护服在未来发展前沿

便医护人员的行动，和提高工作的效率，在使用过

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使用效率和功能性等问

程中确保安全性。袖口设计也是呈松紧状态，简洁

题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利落安全，防止粉尘或者喷溅液体接触到身体。
款式分为连身式和分身式。现在市场上普遍
的都使用一次性连身防护服，虽然在穿脱上比分身
式防护服增添了很多的步骤，都很多的繁琐的穿戴
细节，但是在防护和密闭性上还是比分身式安全性
能更强一些。防护服是由连帽上衣、裤子组成。
防护服的表面不能有粘连、孔洞、裂缝等缺陷；
防护服在连接的部位采用针缝粘合或者热合等方
式，粘合或者热核加工后的部位，应该平整并且无
气泡，在针缝的针眼的部位应该密封处理，线迹应
均匀、平直，不能有跳针。门襟内部拉链闭合，呈现
自锁状态。这些结构外观上的设计是为了能够确
保防护服穿在医护人员身上的安全可靠性，防止因
为穿着上的小小的失误对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造
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在此时期，细菌和病毒防护纺织材料领域上面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涂层织物或者阻隔织物、层压
以及复杂共聚物涂层的非织造物都得到了发展，杜
邦的 Biowear 材料，具有防护血液携带病原体的功
能，日本产品 Bactekiller 是在聚酯纤维抽丝过程中

加入抗菌剂，在染色、整理及洗涤的一系列过程中，
一直驻留在纤维中。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是美国的 NIOSH 标准

和欧盟的 EN 标准。医用防护服分为重复使用型防

护服和一次性防护服。重复使用型防护服一般用
在医护人员的日常工作服和手术服之中。一次性
防护服很多都是采用聚乙烯透气膜制作而成的复
合无纺布，具有透气的功能。非织造布类的防护材
料基本都是一致的，非织造布类防护服具有更好的
防护性、抗菌、抗静电，在手感和性能上和传统的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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