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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国医用防护服的变迁探析
张

盼，王秋寒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20 世纪中国医用防护服的发展历史尚没有详细的系统研究。[研究方法]文章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
中的医用防护服图片信息进行分期排序、归因分析，[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发现：①在 20 世纪初期，医用防护服受西方
影响很大，自 20 世纪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思想水平提高，中国的医用防护服设计、形制、结构、色彩和功能都
在随之不断加强和完善，并赋予特殊含义。②当今医用防护服更具专业性，日常工作服、手术服、防疫服、隔离服等都是
随着环境变化应运而生，
标示性和功能性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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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Changes of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in China
ZHANG Pan ,WANG Qiuhan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no detaile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article sorts and analyzes the attribution of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picture information in rela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Wes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ideological level, the design, shape,
structure, color and function of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in China have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and improved, and
given special meanings. Today's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is more professional. Daily work clothes, surgical clothing, epidemic
prevention clothing, isolation clothing, etc. have all emerged as the environment changes, with clear indications and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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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医用防护服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的

发展历程。

位置，尤其 2019 年新冠状病毒的传播［1］，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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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服装设计方面的论文有很多，如倪洁诚的论文

继来我国开办医院，出售西药，医用防护服随之流

“医护服装与设计研究”中详细的分析了国内外医

入中国医护类市场。在当时护理行业并未受到国

护服装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总结出医护服装在不同

民重视，但随着西方文化迅速的传播，护士服装被

历史阶段的标识性特征，但缺乏对防护服具体的研

带入中国，且服装具备显著的西方特色 [5]。在服装

究价值和成果 [2]。李心宇的“河北省中医院医护服

款式方面，医生穿着教士装，女护士服为粉红色衣

装设计与研究”、王群山的“关于医护服装设计的变

裙，头梢上系上红头绳，男护士穿 H 形的蓝色长衫，

的人开始关注医用防护服的设计应用。关于中国

迁分析”等论文也都谈到了医用防护服变迁史和医

20 世纪初～1922 年的中国医用防护服

20 世纪初随着西方各国派遣传教士和医生相

长衫的袖口一般较为宽大，也有收紧的样式。在服

护服饰文化发展战略的相关内容[3-4]，但弱化了对医

装结构方面，女护士服的结构是上下分体式，分为

用防护服明确具体的特征探析。本文基于中国医

上衣和下裙，男护士身套蓝色长衫，连体式结构。

用防护服的发展历史，主要从服装的设计、形制、结

在色彩方面，医生着黑色教士装，男护士的长衫选

构、色彩等要素为切入点，探索中国医用防护服的

择蓝色为标志色，女护士的连衣裙则选择粉红色为
服装的标志色。
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医用防护服并没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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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服饰规格：

（1）1920 年协和护校的医用防护服的特点：①

在服装款式方面，协和护校女护士服为浅蓝色衬衫

服饰与文化：
源流考据

（3）1922 年广东戴维·格雷戈医院的医用防护

与围裙，袖口较小，并有直领，外加白硬领子和袖
口，女护士围裙为蓝色，毕业后为白色，头上戴一顶
方形护士帽，女护士服穿浅蓝色衬衫与白裙，头戴
小方帽。男护士上衣穿白色的，衣长至腰间，前身
有两排扣子，并有立领，袖口较小，裤子为西装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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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特点：女护士服装款式方面，如图 2 所示，服装

并没有采用当时多数医院的连衣裙式，而是采用分
体式上下套装，下裙是 A 型的形制，
颜色为白色。

样，鞋袜均为白色。男护士帽的佩戴不严格，可以
戴，可以不戴。②在形制方面，协和医院护士学校
制服为西式长衫、小袖口、直领袖口和领子的外面
再加上一层白硬领子和袖口，下身穿四周起皱的围
裙。男护士服装通常为白长衫。男护生服是白色
上衣到腰间的部位，领子是立领的形制，袖口的形
制较小，裤子是西装裤的样式。③在结构方面，医
生上身穿白长衫，下身穿西服裤，护士上身穿西式
长衫，下身穿围裙。④服装色彩方面，护士着装时，

Fig.2

要求鞋子、袜子、裤子的颜色均为全白和全黑，女护
士服装为白色，女护生服为蓝色围裙，白色领子和
袖口，
男护士服装为白色。
（2）1921 年上海伊丽莎白医院的医用防护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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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广东省戴维·格雷戈医院的护士服
Nursing uniform in David Gregor Hospital of Guangdong
Province

1924～1928 年的医用防护服

从 1924～1928 年，医用防护服的款式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尤其凸显在护士服上面，体现在服装

特点：①女护士服在款式方面，如图 1 所示，护士服

的局部细节，如袖口、领部、腰身部位。1926 年第八

领口较高，小方领，袖口非常大，呈喇叭状，7 分袖的

防护服呈 H 型白大褂样式，护士服腰部收紧，上下

制上，分为两种，一种是连衣裙式，呈现 A 型的样

1924 年，在服装款式方面，如图 3 所示，当时的

饰为白色 A 型宽松连衣裙样式，裙摆较大，不收腰，

届全国护士代表大会提出意见，在形制上，医生的

长度，裙长至小腿中部，离地面约 25cm。②服装形

装连体，
呈 X 形制。

式，裙子下摆较大，留出很大省量，腰部宽松，裙子

医生穿的是白大褂的服装，护士服是连衣裙式，袖

是从上身领围到下身裙摆处逐渐宽松，为 A 型、方

口宽大。护士除了佩戴中华护士会特别佩戴的专

领、领口高，袖口呈喇叭的形制，袖长到小手臂中

属别针外，一律不能佩戴其他的首饰。带护士帽成

部，裙子的长度在小腿中部。另一种是围裙式，它

为和护士服装形成一套服制，并且只有正式护士才

是由围裙和衬衫组成，袖口较小，护士帽是方形

能佩戴，男护士在佩戴护士帽上面没有特殊要求。

的。③服装结构上，护士穿 A 型白色连衣裙式，裙

服装形制方面，医生穿白大褂式样的服装，呈 H 形

长至小腿中部，戴方形白帽，穿白鞋，白袜。④服装

制，护士服是连衣裙的形制，袖口宽大。服装结构

功能上，服装的功能性增强，医生穿白大褂，行动便

方面，医生穿白大褂的式样，护士穿连衣裙样式。

捷，服装受到污染，立刻清洁，防止交叉感染。女护

服装色彩方面，医生穿白大褂，护士穿白色连衣裙。

士服的款式选择多样性，也是为了增强便捷性和审
美性，
男护士的袖口收紧，
使得工作更加方便。

Fig.3

图 3 医护人员服装
Clothing for medical staff

1926 年，在服装款式方面，护士服的主要样式

Fig.1

图 1 上海圣伊丽莎白医院护士服
Nursing uniform of Shanghai Saint Elizabeth Hospital

是短马褂，外套长马甲。护生外套长马甲为蓝色，
女护士为白色。这一时期，北京协和医学院护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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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样式为上下分体式
套装，上衣内穿短白褂，
外套长马夹，裤装属于直
筒 宽 松 型 ，裤 口 较 大 [6]。
如图 4 所示，男护士服为

白长衫，下摆宽大，宽袖

口，衣长至脚踝，左袖上
绣有护士学校校名。服
装 形 制 方 面 ，如 图 5 所

示，护生服样式为上下分

图4 男护士服装
Fig.4 Clothing for male nurses

图 6 女护士服装
Fig.6 Dress for female nurses

体式套装。上衣穿短白

捷。服装形制方面，护士服装腰部宽松，
袖口收紧。

褂 ，袖 子 是 宽 松 直 筒 样

3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医用防护服

式，短白褂的外面套上一
件长背心，背心宽松，成

H 型，长度盖住臀部。下身穿直筒裤，裤口很大，裤

子的长度在膝盖以上 5cm 的位置。男护士服装是
长白衫一体式，圆领，下摆宽大，款袖口，衣长至脚

踝，服装呈 H 型。服装结构方面，护士分上下分体
式套装，上身穿短白褂，外套长马甲，下身穿直筒
宽松式，裤口较大。男护士身穿蓝色长马甲。男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经过前期医护服装不断

地发展，针对服装设计，积累了很多实际性和功能
性地经验。服装逐渐规范化、标准化。医护服装简
洁大方，并统一佩戴白帽，并且为了加强识别性，在
服装的款式和色彩有所区分，色彩通常以白色居
多、白帽、白裙、白鞋，面向不同岗位科室的医护人
员局部部位色彩会不同。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款式设计方面，护生服装

护生穿白色长衫，护士穿内穿短白褂，外罩长坎

素雅大方，护士学校的学生服为蓝衣、白裙、白袖

肩，裤装为直筒宽松式，服装样式为上下分体式套

头、白色护士鞋、白袜、白色燕尾帽，衣裙下摆利用

装，为了人体着装的舒适度，也方便行动，服装易

10 英寸涤棉制作而成，统一制作的半高跟网眼帆布

做易洗。色彩上，护生的长坎肩为蓝色，护士的长
坎肩为蓝色。

护士鞋，走起路来，非常整齐并且十分精神。我国

公共卫生护士的服装与医院护士服不同，他们穿深
蓝色中国式围裙，外面加白色袖口及白色领子，中
西结合，合乎时宜。形制方面，医院护士是上下分
体，上身穿蓝色衬衣，下身穿白裙。白色燕尾帽。
公共卫生护士穿深蓝色中国式裙褂，白袖口和白领
子。1940 年，如图 7 所示，护士毕业生身穿连衣裙

式，外廓形是 H 型和 A 型，立领、克服、收口、收腰，
小型裙摆，袖口收紧。结构方面，护士学校的学生
图 5 北京协会医学院护士服装
Fig.5 Clothing for nurses of Medical College of Beijing Association

1927 年，服装款式方面，女护士服装的样式为

背心式上装，收腰，A 型大裙摆下装，内搭小方领长

上身穿白领蓝衣、白色袖头，下身穿白裙，衣裙离地
19 英寸，脚上穿白色袜子再套上白色鞋子。头上戴

白色燕尾帽[7]。女护士服的另外一种是穿山蓝色的

袖衣服。服装形制方面，如图 6 所示，女护士服装

样式上装是背心式，收腰导致上衣着装效果呈现倒
三角的形制，下装是 A 型大裙摆，内搭立方领长袖
衣服，裙长至小腿中部。服装结构方面，女护士服
的样式为背心式上装，下装是 A 型大裙摆，内穿小
方领长袖衣服。

1928 年，服装款式方面，护士服装改变了袖口

过大等缺陷，为了显得护士的着装端庄，同时也改

变了硬领和收腰等缺陷，便于护士在工作中更加敏

图 7 护士毕业生连衣裙
Fig.7 Nurse graduate dress

服饰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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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裙褂。功能上，服装穿在身上，显整齐并精神，
穿着统一制作的半高跟四眼白帆布鞋，走起路来，
舒服并无声。色彩方面，护士穿蓝衣、白裙、白领、
白袖头、白鞋、白袜、白色燕尾护士帽，另一种是穿
[8]

深蓝色的中国式裙褂 。
1940 年，设计上，广西梧州思达公医院护士毕

业生的服装为连衣裙式，外廓形是 H 型和 A 型之
间，领口较高，遮住脖子，长袖、克服、收口，收腰，小
A 型裙摆，
裙摆离地 25cm。

1948 年，设计上，护士必须穿白色服装并佩戴

白帽，护士学校的学生着蓝色和白色亮色，护理员
不得戴帽，不可穿蓝白两色服装。色彩上，护士穿
白色服装、佩戴白色帽子，护生着蓝、白两色，助理
员不得带帽，并且不准穿蓝色、白色两色服装，总

之，护士、护生、助理员的着装，在当时已有严格区
分[9]。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现代医疗制度

的不断完善，医护服装基本进入规范化的白大褂阶
段。1992 年，又有部分医院参照当前国际上的流行
做法，
按照服装款式和色彩上进行了区分[10]。

4

结语
通过对国内医护服装不同时期的发展历史

分析，可以观察到医护服装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
步日趋完善，医护服装逐渐实用化和功能化，医
护服装的款式、形制、结构、色彩根据医护人员日
常工作需要和环境适应不断更新，使之符合医护
如人员和病患人员的需求。我国的医护服装在
适应现代化的医疗需要中还需要不断的提升品
质，将服装与人体的关系密切联系起来，国内，在
防疫防护服的面料、款式、穿脱、功能上需继续的
探索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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