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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两用裤装结构设计分析
任

泽，钟安华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目前市场上的孕裤装多在女性下腹耻骨联合处以上采用高弹面料拼接，孕期产生的弹性形变无法在
产后或身材恢复后穿着，并且弹性对孕肚产生压力，服装舒适性和使用周期短等缺点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研究方
法]根据对女性孕期和孕后体型的分析，在裤装上裆处加入多块隐藏附加面料，使孕产两用裤装满足孕妇妊娠前、妊娠时
和产后不同时间维度的体型特征，增加孕裤装的使用周期。[研究结果与结论]文章通过裤装前片省道的转移，并且在裤
装前片横向加入宽为 19cm 的可收放式面料，在纵向加入底边长为 3cm，顶点在臀围线处的倒三角式可收放式面料，同时
辅助面料的创新选择，科学合理的设计出孕产两用裤装。从而实现了对孕裤装的创新结构设计，使孕裤装不仅能满足
孕期时的穿着，还能满足产后穿着，极大的延长了孕裤装的使用周期，合理的结构设计和面料选择也会减小服装对孕肚
的压力，
提高了服装舒适性，
满足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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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Structure Design of Trousers for Pregnancy and Postpartum
REN Ze, ZHONG 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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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t present, most of the pregnant pants on the market are stitched with high elastic fabrics above the pubic symphysis
of women's lower abdomen. The elastic deformation during pregnancy can't be worn after delivery or after body recovery, and the
elastic pressure on the pregnant belly, clothing comfort and short service life can't meet the needs of consumer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women's body shape during pregnancy and postpartum, a number of hidden additional fabrics are added to the
crotch of trousers to make the them meet the body shap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ime dimensions of pregnant women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pregnancy, and increase the service cycle of trousers. Through the transfer of darts in the front of trousers, the
retractable fabric with a width of 19cm is added horizontally in the front of trousers, and the inverted triangle retractable fabric
with a bottom length of 3cm and a top at the hip line is added longitudinally. At the same time, the innovative choice of fabric is
assisted, and the maternity trousers are designed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It realizes the innovative structure design of preg⁃
nant pants, thus pregnant pants can not only meet the needs of pregnancy, but also meet the needs of postpartum wear, greatly ex⁃
tending the service life of pregnant pants. Reasonable structure design and fabric selection will also reduce the pressure of cloth⁃
ing on pregnant belly, improve the comfort of clothing, and meet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f consumers.
Key words: trousers for pregnancy and postpartum; maternal and postpartum body shap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retractable fabric

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孕妇又变成一个庞大的

肚产生不同程度的压迫，降低孕妇的穿着舒适性，

群体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由于我国对孕裤装的研

更严重的会导致对胎儿的压迫，影响胎儿正常发

究起步晚，所以市场上的孕裤装还存在着一些问

育。其次，市场上的孕裤装只适合于怀孕中后期穿

题。首先，市场上的孕裤装大都款式单一，腹部的

着，且穿着后裤装腹部变形，导致孕裤装穿着周期

弹性面料会随着腹高的增加而面料压力增大，对孕

短、性价比低，降低了孕妇购买的欲望。服装的功
能性跟不上消费者的需求，使得孕裤装消费低迷。
目前，国内对孕裤装在人体舒适性和功能性的研究
比较少。叶清珠、陈东生在“应用于孕妇装开发的
孕妇体型数据分析”中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孕妇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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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怀孕周期，她的宫高、腹围、体重的特征值以及
变化规律[1]。叶清珠、陈东生和吕佳在“基于孕妇腹
围特征的孕妇下装号型研究”中采用 spss 统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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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指出孕妇腹围的大小不受身高影响，只随着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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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增长而逐渐增大的结果 [2]。吴改红在“孕妇下

孕期女性的体型与标准体相比较发生了较大

体体型特征与裤装原型”一文中用数理统计等方法

的变化，因此，为了适应女性孕期体型的变化，孕产

来把握孕妇的体型特征，并建立孕妇下体裤装原

两用裤装进行了新型的结构设计。

[3]

型 。王秀芝在“基于人体功效学的孕妇服装结构

2.1

根据孕妇的体型特点，提出了孕妇上下装的结构设
计[4]。目前对孕裤装的研究大都只停留在孕妇的体

省道设计
为使裤装更加贴合人体，图 1 展示了标准体前

解析”一文中阐述了正常装与孕妇装之间的差异，

裤片结构中设置省宽量为 3cm 的省道，该腰部尺寸

型分析和号型定制，忽视了功能性新型孕裤装的研

已经去除了省道量。通过省道的转移，将图 1 中的

发，孕产两用裤装的研发不仅可以提高孕妇在孕期

省道转移至图 2 中，裤装前横裆宽 1/2 点做平行于

前侧缝线的直线处即为下文中腰部加入可收放式

穿着裤装的舒适性，还可以解决孕裤装使用周期短

面料处。以下结构设计都是在省道转移的基础上

的问题，
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进行设计，把省道量转移至可收放式面料处可以加

1

孕期、
产后女性腰腹部变化分析

大孕产两用裤装腰部的松量，又可以使裤装外观更

女性在怀孕期间孕育一个新的生命，由于胎儿

加美观。

的发育不仅会使女性体重增大，还会使女性的体型
发生巨大的变化[5]。因此，根据孕妇体型的变化，设
计出合体的孕裤装十分重要。对于孕裤装而言，我
们主要考虑孕妇腰腹部的变化。腹部变化是孕妇
妊娠期变化最大的地方，腹凸点是腹部最突起的位
置[6]。备孕阶段与正常体形几乎无异，孕初期，体形
外观变化依然不大，在孕 4～6 个月，子宫底高度增
加约 15～25 cm[7]。随着怀孕月份的增大,下腹部隆

起从肚脐处上移至胃的位置，子宫高也在不断增
加，当妊娠十个月时，下腹耻骨联合处到子宫底的
长度约为 30～35cm[4]78。孕裤装想要包裹住孕肚且

不对孕肚产生较大的压力，腹部变化尺寸尤为重
要。腰围是裤装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尺寸之一，孕妇
在妊娠期体重不断增加，因此腰围的尺寸也在不断
的变化，想要设计出使用周期长的孕裤装就要把腰
围的变化考虑进去，通过调节裤装的腰围的长度来
适应孕妇腰部体型的变化。当孕妇生产后，腹部凸
起消失且腹部会因妊娠而变得松弛，腰部会因孕期
积累的脂肪而多出赘肉，并且大部分宝妈会选择母
乳喂养，月子期间腰围不会得到较大的改变。但月

图1

标准体前裤片省道设 图 2 标准体前裤片省道转移
置示意图
后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dart setting of stan⁃
dart setting of standard
dard body front pants
body front pants piece
piece
after transfer

2.2

孕产两用裤装横向结构设计

孕妇在妊娠期孕肚凸起，经上文分析已知孕期
女性的全裆长比标准体女性长 19cm，由于后片变

化较小，主要是由于腹部凸起导致前裆长的增加，
因此以腹凸点为中心点，从左侧缝线过腹凸点到右
侧缝线横向增加可收放式面料。图 3 为标准体的

裤装结构图（包含省道量），图 4 展示了以腹围线为

子期过后，女性体型开始恢复，腰部开始变得纤细，
腰围变小。由此可见，
孕妇在妊娠期、
月子期和产后
腰腹部尺寸变化较大，满足孕妇在孕期和产后两用
且服装舒适度达到要求的孕裤装势在必行。如表 1

是我国上海地区标准体与孕期女性体型[3]12 尺寸的平
均值。
表 1 标准体与孕妇体的数据尺寸（单位：
cm）
Tab.1 Data size of standard body and pregnant body (unit: cm)
腰围

腹围

臀围

全裆长

标准体

68

76

95

68

孕妇体

92

105

102

87

图 3 标准体裤装结构图
图 4 以腹围线为中心线向
Fig.3 Structure diagram of stan⁃
上旋转示意图
dard body trousers
Fig.4 Diagram of upward ro⁃
tation standard trou⁃
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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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心 线 、A 点 为 中 心 点 向 上 旋 转 ，旋 转 宽 度 为

要适合的面料。妊娠以后，孕妇的新陈代谢旺盛，

中心点向下旋转，旋转宽度为 9.5cm。因此，可收放

的透气性、吸湿性、亲肤性且穿着柔软、舒适的天然

的量大于等于孕肚横向凸起量。图 6 为孕产两用

料压力过大会对孕肚造

9.5cm，同样，图 5 展示了以腹围线为中心线、A 点为

汗液分泌增多，因此孕妇装最好选择那些具有良好

式面料宽度为 19cm，当孕肚凸起时，面料横向放开

材料[8]。并且在妊娠期，胎儿在孕肚中发育，如果面

裤装横向结构设计图。

成压迫，影响胎儿的发
育，如图 9，本文选择的

可收放式面料是采用
5%的氨纶与 95%的棉混

纺。该面料具有良好的
弹性回复性能，妊娠期
产生的形变可以在产后
得到恢复，另外，该面料

图 9 收放式弹性面料
Fig.9 Retractable elastic fabric

的弹性可拉伸到自身长度的 200～300%，对孕肚产
图5

以腹围线为中心线向下
旋转示意图
Fig.5 Diagram of the down⁃
ward rotation with the
abdomen
circumfer⁃
ence line as the center
line

2.3

图6

孕产两用裤装横向调整
结构图
Fig.6 Horizontal adjustment
structure of trousers
for pregnancy and
postpartum

生的服装压力较小，这款面料既可以保证面料有足
够的弹性，也可以保证面料的透气性和柔软度。为
使样衣能凸显出孕产两用裤装的结构设计，此处选
用黑色的面料，面料的颜色可以根据孕产两用裤装
的颜色选用相同或相似色系，使孕产两用裤装外观
更加的美观。

裤装纵向结构设计

孕妇在妊娠期体重增加，腰围和腹围成正比增
加，为了提高服装的适用范围，对孕产两用裤装的
腰腹部进行可调节式设计。由上文分析已知孕期
腰围相对于标准体腰围增加 24cm，由于孕妇腹部

3

样衣试穿
根据上述孕妇体型测

量数据，在标准体人台上
修补成孕妇体型，并在人

明显凸起是从臀围线开始，图 7 展示了孕产两用裤

台上进行孕产两用裤装的

为底边长为 3cm、前横档宽 1/2 处与臀围线交点处

度是展示服装舒适性的重

部增加一定的松量。图 8 展示了孕产两用裤装最

期穿着效果图来看，腹部 Fig.10

装在前片中加入倒三角形可收放式面料，以腰围线

为三角形顶点，既可以满足腰围的变化量，也为腹
终的版型。

样衣试穿。服装的合体程
要标准。从图 10 人台上孕

图 10

面料较为贴合人体，收放

孕期穿着效果图
Effect picture of wear⁃
ing during pregnancy

式面料正好满足孕期腹部凸起的量，没有出现紧绷
现象和大量的褶皱，说明孕产两用裤装在孕期穿着
不会对孕肚造成较大的压力，服装舒适性满足孕妇
的需求。
从 图 11 人 台 上 产 后 标 准

后片
前片

体来看，收放式面料能很好的
进行弹性回复，孕妇产后收入
弹性面料，孕产两用裤装可以
继续穿着，并且还可以包容哺
图7

孕产两用裤装腰部
设计结构图
Fig.7 Waist design struc⁃
ture of trousers for
pregnancy and post⁃
partum

2.4

图 8 孕产两用裤装版型
Fig.8 Pattern design of trousers for
pregnancy and postpartum

收放式面料选择

服装的舒适性不仅靠服装结构的合理性，还需

乳期发胖的女性，进行腰围的
调节，孕产两用裤装在孕妇产
后穿着合体、平整。由此说明
设计思路满足实体需求。

4

结论
通过对孕期女性的体型分

图 11 产后穿着效果图
Fig.11 Effect picture of
wearing
after
childbi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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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采用裤子结构设计原理，同时辅助面料的创新
选择，科学合理地设计了孕产两用裤装。通过省道
的转移，将标准体裤装结构中的省道转至腰部可收
放式面料处，在裤装前片横向加入宽度为 19cm 的

收放式面料，在裤装前片腰部设置底边长为 3cm、
顶点在臀围线处的倒三角式可收放式面料，以满足

不同孕期女性腹部的凸起和腰围变化的着装需
求。因此，孕产两用裤装，不仅可以满足孕期不同
阶段的合体性调节，还可以满足女性产后的穿着要
求，极大的延长了原有孕裤装的使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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