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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名称

1．专业名称：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

2．专业方向：服装设计与工艺方向、服装制版与工艺方向等

二、考核目标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技能考核标准的工作目标，是通过专业技能抽考考核标准

的实施，来检验该专业的教育教学水平，并以专业技能考核标准为蓝本，引导该专

业教学内容的改革，规范专业教学内容。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技能考核标准分为二大模块：一是必考模块，二是选考模

块。必考模块为专业基本技能模块，是该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技能，是该专业的学

生必须参加的考核模块。选考模块为岗位核心能力模块和跨岗位职业技能模块。岗

位核心能力模块是学生从事岗位工作必须掌握的核心技能，跨岗位职业技能模块是

学生将来从事综合性工作或迁移性工作需要具备的技能。根据区域经济特征、办学

定位和办学条件，可选择岗位核心能力模块和跨岗位职业技能模块中的任一项目进

行抽考。通过必考和选考两种形式，达到客观检验各校专业教学水平的目标。

在考核内容设计的导向上，主要突出专业技能考核标准与服装行业企业对人才

的需求的紧密关系，考核标准涵括了设计表现技法、产品设计、服装工艺、服装图

案、服装产品企划等专业技能，体现了服装企业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特点。

三、考核内容

（一）专业基本技能

模块一 时装画技法

基本要求：时装画技法包含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手绘服装款式图，二是手绘

服装效果图。

手绘服装款式图要求线条清晰流畅，粗细恰当；服装款式比例协调，结构准确；

款式细节描绘清楚，工艺特征明确；构图合理、美观，符合形式美法则。

手绘服装效果图要求人体比例、动态和各部位造型准确，线条流畅，衣纹表达

准确；服装款式造型准确，局部细节表达清晰；色彩表现技法娴熟，服装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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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料质地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图片保持一致；构图合理，美观，符合形式美法则。

按照服装企业产品设计岗位员工的工作过程完成手绘任务，符合服装企业产品

设计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创新、认真、细致、整洁、耐心)，能事前做好准备工作，

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符合企业基本的 6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管理要求。按要

求使用水彩、水粉、水桶等材料及工具，保持工作台及地面清洁，完成操作后及时

清扫杂物，保持环境卫生。

（二）岗位核心技能

模块一 服装单品设计

基本要求：按照设计订单任务中规定的服装穿用的对象、时间、场合、面辅料、

色彩等相应的设计要求，完成订单的服装产品设计任务。

完成服装产品设计稿 1套。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设计稿，（含服装的正、背面

线描款式图及设计说明）。表达色彩设计、面辅料搭配等，绘制的服装正、背面线

描款式图，不要着色。

服装单品设计必须与设计订单任务要求相符合，体现市场性和创意性，款式设

计、色彩设计、面辅料搭配等符合当今流行趋势，服饰配件设计与服装风格协调，

有图案设计要求的任务，要求图案设计与服装风格协调。

手绘效果图要求人体比例协调，动态准确，线条流畅，能准确表达服装的款式

造型，配色协调，面料特征表达清晰；款式图要求比例及造型准确，轮廓线与内部

结构线区分明显，装饰、辅配件及线迹表达清晰，符合企业款式图的技术规范，构

图美观。

符合服装企业产品设计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创新、认真、细致、整洁、耐心)，

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能事前做好准备工作，按照服装企业产品设计岗位的工作过

程完成设计任务。

符合企业基本的 6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管理要求。能按

要求进行工具的定置及归位、保持工作台面清洁、及时清扫杂物等，具有安全操作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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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 服装系列设计

基本要求：根据命题要求，完成二套服装产品的设计任务，按照主题风格等要

求进行设计，运用绘图软件 CorelDRAW 或 Photoshop表现服装正背面款式图。包

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的色彩设计表达、面辅料搭配等，并将它们

排版在一张 A3的页面上。

系列服装设计要与命题风格协调统一，主要设计元素在系列拓展产品中要具有

关联性与流动性，套与套之间要处理好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款式设计、色彩搭

配、面料设计及主要设计元素等符合当今流行趋势，体现市场性和创意性。色调明

确，主色与辅助色搭配协调，如有图案设计要求，图案须与服装风格协调。

款式图要求比例及造型准确，轮廓线与内部结构线区分明显，装饰、辅配件及

线迹表达清晰，符合企业款式图的技术规范，构图美观，色彩搭配协调，面辅料表

现清晰。

符合服装企业产品设计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创新、认真、细致、整洁、耐心)，

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能事前做好准备工作，按照服装企业产品设计岗位的工作过

程完成设计任务，正确操作电脑及保存文件。

符合企业基本的 6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管理要求。能按

要求进行电源开关的检查、工具的定置及归位、保持工作台面清洁、及时清扫杂物

等，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模块三 服装工艺制作

1.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基本要求：按照服装企业流水线生产的质量标准和工作过程，依据提供的服装

零部件组合款式图，完成服装零部件裁剪和制作。

根据服装零部件组合款式图，使用提供的白坯布完成服装零部件的裁剪和制

作。服装零部件缝制成品须与图纸规定的产品一致，不允许制作与图纸无关的产品。

零部件工艺成品规格尺寸符合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如有开线袋，则开

线四角方正，无毛漏，宽窄一致；如有开衩，则衩口平服，衩条不反翘；如有贴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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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袋身下部或方正、或圆顺，袋盖掩住袋身上端，袋身上端两侧不外露，袋盖不反

翘，自然窝服；如有领子，左右领角对称，绱领平服，翻领要有窝势，松紧适宜，

缉线宽窄一致；如有绱袖，要求袖山圆顺，袖位准确。

具有服装企业生产制作员工的基本素质要求（认真、细致、客观、整洁、谨慎、

耐心)，按照服装企业生产制作岗位的工作过程完成服装零部件纸样设计和工艺制作

工作任务。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能事前做好准备工作，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

楚、有条不紊。

符合企业基本的 6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管理要求。能按

要求进行工具的定置及归位、保持工作台面清洁、及时清扫杂物等；在服装工艺制

作过程中，离开缝制机器进行整烫或从事其他工作时，能及时关闭机器电源开关，

避免损坏电机；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烧焦台布和桌面。

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裙、裤工艺制作

基本要求：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依据提供的裙、裤款式图，完成裙、

裤的裁剪和制作。

裙、裤工艺制作必须根据裙、裤的款式，使用提供的白坯布完成裙、裤的裁剪

和制作。裙、裤缝制成品须与图纸规定的产品一致（不允许制作与图纸无关的产品）。

裙、裤工艺成品规格尺寸符合要求。裙、裤外观平服，腰身宽窄一致，不起扭；收

省顺直，左右长短一致，省尖平滑，省尖处无酒窝状凹面；绱明齿拉链及隐型拉链

平服，明齿拉链不露齿，拉链拉合顺畅，无卡住现象等；如有褶饰，则收褶自然美

观。裙、裤整烫无烫黄、污渍、残破等现象；如有口袋，左右对称，位置高低一致；

合缝处对接准确，缝份宽窄一致。

具有服装企业生产制作员工的基本素质要求（认真、细致、客观、整洁、谨慎、

耐心)，按照服装企业生产制作岗位的工作过程完成裙、裤纸样设计和工艺制作工作

任务。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能事前做好准备工作，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

有条不紊。

符合企业基本的 6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管理要求。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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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进行工具的定置及归位、保持工作台面清洁、及时清扫杂物等；在服装工艺制

作过程中，离开缝制机器进行整烫或从事其他工作时，能及时关闭机器电源开关，

避免损坏电机；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烧焦台布和桌面。

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三）跨岗位综合技能

模块一 图案设计应用

基本要求：根据命题要求，设计一个纹样，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

用到一款服装或服饰上，以着色正、背面款式图表现，并撰写说明图案的工艺。着

色颜料主要为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局部可采用彩色铅笔或马克笔。

图案的主体造型与辅助造型要素搭配协调，主次分明。图案结构正确，单元循

环衔接无误。色彩基调明确，主色与辅色比例恰当。勾线流畅，涂色均匀。

服装或服饰的款式图比例及造型准确。结构线位置准确，无遗漏；图案应用位

置恰当、合理。线条流畅，肯定。款式图轮廓线与内部结构线区分明显，结构线迹、

造型线迹、辅配件等表达清晰。文字表达简洁明了，书写规范工整。构图美观，版

式新颖。卷面整洁、干净。

符合服装企业设计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创新、认真、细致、整洁、耐心)，体

现良好的工作习惯，能事前做好准备工作，按照服装企业图案设计岗位的工作过程

完成设计任务。

符合企业基本的 6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管理要求。能按

要求进行工具的定置及归位、保持工作台面清洁、及时清扫杂物等，具有安全操作

意识。

模块二 服装品牌企划

1.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基本要求：以某一品牌为参考品牌，设计某一季节产品主题，撰写主题阐述。

针对某一波段的杆架产品，完成品类及数量企划、色系企划、面料企划、细节企划、

搭配企划；其中，产品主题、主题阐述、品类及数量企划、搭配企划以表格或段落

文字表现，采用WORD或 EXCEL办公软件编制；色系企划、面料企划、细节企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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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图示及文字表现，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根据编制的产品企划方案，选择一个品类，设计一款产品，以款式图形式呈现

设计创意，正、背款式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采用 CorelDRAW 或

Photoshop软件绘制。

四、评价标准

（一）专业基本技能评价标准

模块一 时装画技法评价标准

1.时装画技法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操作规范与职业素养（10

分）

1 分 纪律：服从安排、不迟到等。

本项目只记

扣分，扣完为

止。

4 分 清洁：场地清扫等。

2 分 安全生产：按规程操作等。

2 分 职业规范：工具摆放等并符合“6S”要求。

1 分 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工作不超时等。

作

品

（9

0

分）

手

绘

效

果

图

人体造型 15分
人体比例准确，动态协调；并能很好地展现服装的亮点。

五官刻画准确，面部表情生动、自然。

款式造型 10分 款式造型及比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吻合。

服装色彩 10分 色彩与提供的服装图片色彩基本一致。

面料质地与

图案
15分 面料质地与图案表现与提供的服装图片相似。

手

绘

款

式

图

比例及造型 10分 款式图比例及造型准确，造型特征与提供的图片一致。

结构 5 分 款式图结构线位置准确，无遗漏。

局部造型 5 分 局部造型准确，与整体比例协调。

线条 10分
线条流畅，肯定；款式图轮廓线与内部结构线区分明显，

结构线迹、造型线迹、辅配件等表达清晰。

排

版

画面构图 5 分 构图美观，版式新颖。

卷面 5 分 卷面整洁、干净。

（二）岗位核心技能评价标准

模块一 服装产品设计评价标准

1.服装单品设计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操作规范与职业素养

（10 分）

1分 纪律：服从安排、不迟到等。

本项目只记扣

分，扣完为止。

2分 清洁：场地清扫等。

3分 安全生产：按规程操作等。

3分 职业规范：工具摆放等并符合“6S”要求。

1分 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工作不超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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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90 分）

创意设计

15 分
服装设计的风格须与任务要求保持一致；风格偏离扣

7分，风格不符合任务要求扣 8分。

20 分
款式造型设计新颖别致，服装设计具有市场性与创意

性；设计平淡无创新点扣 10 分，设计不实用扣 10分。

15 分 色彩搭配协调，美观；色彩搭配欠和谐扣 6分。

设计表达

10 分

服装款式造型及面料质感表达准确；造型不准确，服

装整体与局部比例不协调扣 6分，面料质感表达不清

楚扣 4分。

5分 人体动态比例准确；动态比例失调扣 5分。

6分
款式图比例及造型准确；款式图各部位比例失调扣 4

分，结构造型每错一处扣 2分，扣完为止。

9分

款式图轮廓线与内部结构线区分明显，装饰、辅配件

及线迹表达清晰；款式图线迹不清晰扣 2分，轮廓线

与内部结构线无粗细区分扣 2分，装饰、辅配件及线

迹表达不清晰，不正确每处扣 1分，扣完为止。

画面构图 5分
构图美观，版式新颖；构图比例失调，版式欠美观扣

5分。

卷面 5分 手绘表现时卷面整洁、干净。

2. 服装系列设计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操作规范与职业素养

（10 分）

1分 纪律：服从安排、不迟到等。

本项目只记扣

分，扣完为止。

4分 清洁：场地清扫等。

2分 按规程操作等。

2分 职业规范：工具摆放等并符合“6S”要求。

1分 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工作不超时等。

作品

（90 分）

创意设计

10 分
系列服装设计的风格与任务要求保持一致，符合主题

要求；偏离主题扣 4分，主题不符合要求扣 6分。

作品必须是原

创作品，发现抄

袭记 0 分。

20 分
款式造型设计新颖别致，具有市场性与创意性；设计

平淡无创新点扣 10 分，设计不实用扣 10分。

10 分
设计元素在系列服装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元

素在系列服装中无关联性扣 10 分。

10 分
色系明确，主色与辅助色搭配协调；色调倾向不明确，

配色混乱，色彩无主次，每项扣 5分，扣完为止。

10 分
材料搭配合理，面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不协调，

面料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分，扣完为止。

设计表达 20 分

款式图比例及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款式图轮廓

线与内部结构线区分明显，装饰、辅配件及线迹表达

清晰；款式图各部位比例失调扣 2分，结构造型每错

一处扣 2分，款式图线迹不清晰扣 2分，轮廓线与内

部结构线无粗细区分扣 2分，装饰、辅配件及线迹表

达不清晰，不正确每处扣 1分，扣完为止。

画面构图 5分
构图美观，版式新颖；构图比例失调，版式欠美观扣

5 分。

文件格式 5分 源文件、JPG 等格式文件齐全；少一个文件扣 2.5 分。

模块二 服装工艺制作评价标准

1.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操作规范与职业素养

（10 分）

1分 纪律：服从安排、不迟到等。 本项目只记扣

分，扣完为止；

出现人伤械损

等较大事故整

个测评成绩记 0

分。

1分 清洁：场地清扫等。

4分
安全生产：安全用电；安全操作机器、剪刀、熨斗等；

按规程操作等。

3分
职业规范：正确操作机器等设备；工具摆放等并符合

“6S”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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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 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工作不超时等。

作品

（90 分）

裁剪

质量

5分 裁片与零部件图片一致；不一致扣 5 分。

5分

各部位的尺寸规格符合要求，裁片修剪直线顺直、弧

线圆顺；发现尺寸不合理、线条不圆顺一处扣 1 分，

扣完为止。

缝制

质量
70分

1、缝份均匀，缝制平服；线迹均匀，松紧适宜；成

品无线头。

2、口袋：（1）贴袋：方袋袋身方正、圆袋袋身圆顺；

袋盖掩住袋身上端，袋盖不反翘，自然窝服；（2）嵌

线袋，四角方正，无毛漏，嵌线条宽窄一致；如有明

线则线迹均匀，宽窄一致。（3）插袋：缉线顺直，袋

口平服。成品符合图片要求

3、开衩：衩口平服，衩角规正、衩条不反翘，线迹

顺直，宽窄一致。

4、领：左右领角对称、长短一致，造型符合图片要

求，绱领平服，自然窝服，不反翘，明线线迹均匀，

宽窄一致。

5、袖：袖型符合图片要求，造型美观，装袖圆顺，

袖位准确。

6、拉链：安装平服，缉线顺直，拉链左右长短一致，

拉合顺畅，缝制工艺符合图片要求。

7、褶饰：褶皱自然美观，褶量分布均匀。发现以上

缝制质量不合格一处扣 3 分，扣完为止。

熨烫

质量
10 分

成品无烫黄、污渍、残破、断线等现象；发现一处扣

2分，扣完为止。

2.裙、裤工艺制作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操作规范与职业素养（10

分）

1分 纪律：服从安排、不迟到等。
本项目只记扣

分，扣完为止；

出现人伤械损

等较大事故整

个测评成绩记 0

分。

1分 清洁：场地清扫等。

4分
安全生产：安全用电；安全操作机器、剪刀、熨斗等；

按规程操作等。

3分
职业规范：正确操作机器等设备；工具摆放等并符合

“6S”要求。

1分 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工作不超时等。

作品

（90分）

裁剪

质量

5分
裙、裤版型与给定服装图片或款式图一致；不一致扣

5分。

5分
服装裁剪直线顺直、弧线圆顺；发现线条不圆顺一处

扣 1 分，扣完为止。

缝制

质量
68 分

成品各部位的尺寸偏差符合国标；绱腰平服，不起扭，

腰身宽窄一致；收省顺直，左右长短一致，省尖平滑，

省尖处无酒窝状凹面；如有口袋，袋位左右对称，高

低一致，方袋袋身方正、圆袋袋身圆顺；袋盖掩住袋

身上端，袋盖不反翘，自然窝服；如有嵌线袋，则嵌

线袋四角方正，无毛漏，嵌条宽窄一致；如有开衩，

则衩口平服，衩角方正、衩条不反翘；如有褶饰，则

褶皱自然美观；如有拉链，拉链平服、顺直；隐形拉

链不露拉链，拉链拉合顺畅；合缝对接准确，缝份宽

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无接线；明缉线按款式要求，

宽窄一致；串带袢的宽窄均匀，长短一致。发现缝制

质量不合格一处扣 5 分，扣完为止。

熨烫

质量
12 分

整烫平服，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发现一处错误

扣 2 分，扣完为止。

（三）跨岗位综合技能评价标准

模块一 图案设计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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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案设计应用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操作规范与职业素养（10 分）

1分 纪律：服从安排、不迟到等。
本 项 目

只 记 扣

分，扣完

为止。

4分 清洁：场地清扫等。

2分 安全生产：按规程操作等。

2分 职业规范：工具摆放等并符合“6S”要求。

1分 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工作不超时等。

作

品

（9

0

分）

印 花

图 案

设计

图形 15 分 主体造型表现生动，辅助造型要素搭配协调，主次分明。

作 品 必

须 是 原

创作品，

发 现 抄

袭 记 0

分。

结构 10 分 图案结构正确。

色彩 15 分 色彩基调明确，主次分明。

技法 10 分 勾线流畅，涂色均匀。

款 式

图

比例及造型 10 分 款式图比例及造型准确。

结构 5分 款式图结构线位置准确，无遗漏；

图案应用 10 分 图案应用位置恰当、合理。

线条 5分
线条流畅，肯定；款式图轮廓线与内部结构线区分明显，

结构线迹、造型线迹、辅配件等表达清晰。

排版
画面构图 5分 构图美观，版式新颖。

卷面 5分 卷面整洁、干净。

模块二 服装品牌企划评价标准

1.品牌服装产品企划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操作规范与职业素养

（10 分）

1分 纪律：服从安排、不迟到等。

本项目只记扣

分，扣完为止。

4分 清洁：场地清扫等。

2分 按规程操作等。

2分 职业规范：工具摆放等并符合“6S”要求。

1分 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工作不超时等。

作品

（90 分）

产品企划

10 分

产品主题符合品牌风格，主题阐述简明扼要，突出中

心思想。主题与品牌不吻合扣 10 分，主题阐述中心

思想不明确扣 5分。

作品必须是原

创作品，发现抄

袭记 0 分。

5分
品类规划符合季节及品牌特点。数量企划合理。品类

规划不合理扣 3分，数量规划不合理扣 2分。

5分
单套搭配合理，兼顾不同套次之间的产品互搭性。搭

配不合理扣 5分。

15 分

色系企划中主色与辅色主次分明，色调明确。色系规

划中，主色调不明确扣 10分，色彩杂乱扣 10 分，扣

完为止。

10 分
面料企划符合季节特点与品牌风格。面料之间的可搭

配性强。面料企划与季节、风格不吻合扣 10 分。

5分
细节企划符合主题风格，重点突出，不杂乱。细节与

风格不吻合扣 5分。

款式设计

及表达

15 分

款式设计新颖，合乎流行，与品牌风格吻合。可搭配

性强。设计过时扣 10 分，设计与品牌风格不吻合扣

10 分，扣完为止。

8分
款式图比例及造型准确；款式图各部位比例失调扣 4

分，结构造型每错一处扣 2分，扣完为止。

7分

款式图轮廓线与内部结构线区分明显，装饰、辅配件

及线迹表达清晰；款式图线迹不清晰扣 2分，轮廓线

与内部结构线无粗细区分扣 2分，装饰、辅配件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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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表达不清晰，不正确每处扣 1分，扣完为止。

画面构图 5分
构图美观，版式新颖；构图比例失调，版式欠美观扣

5 分，扣完为止。

卷面 5分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分，扣完为止。

五、考核方式

根据专业技能考核基本要求，本专业（类）技能考核设计了时装画技法 1个专

业基本技能模块，服装产品设计、服装工艺制作等 2个岗位核心技能模块，图案设

计、服装品牌企划等 2个跨岗位综合技能模块。每个模块下设若干操作试题。考核

时，要求学生能按照相关操作规范独立完成给定任务，并体现良好的职业精神与职

业素养。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学生专业技能考核为“1+1”形式，即 1个必须掌握的专

业基本技能模块加 1个选择性掌握的岗位核心技能模块。其中，时装画技法模块为

必须掌握的专业基本技能模块，为第一个抽考模块。服装产品设计服装工艺制作等

2个模块为选择性掌握的岗位核心技能模块，学校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与特色，可

从 2个选择性掌握的岗位核心技能模块中选择其中一个模块的一个内容作为第二个

抽考模块。

测试前三天，由各被抽测院校上报选考模块与被抽测学生的人数，由抽考承办

学校工作人员登记备案。

必考模块的试题抽取：在测试前 2小时，由现场考评组长或考评员从试题库中

抽取 1道试题作为本场测试试题。

选考模块的试题抽取：在学生进入必考模块的试题测试 30分钟后，即开始选

考模块的试题抽取工作，由各院校领队负责抽取选考模块的试题。

根据各校选择的选考模块，依据服装产品设计、服装工艺制作的顺序，确定抽

题顺序。

抽考承办学校事先准备好各选考模块的抽签箱，制作好密封的试题抽签条码，

每个院校的领队须抽取 1道试题，作为本校参加抽查考试学生的试题。

参加测试的学生须在测试前 40分钟到达侯考地点，考评员组织学生抽签确定

工位号，并登记备案。

跨岗位综合技能模块暂时不列入抽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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