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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包括专业基本技能、岗位核心技

能、跨岗位综合技能三类技能共 5个模块，分别为时装画技法 1个专业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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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装画技法模块为必考模块，该模块考核手绘时装画技法方面的技能。主要

检验学生是否具备手工绘画表现服装着装效果图能力。时装画技法模块试题总量

为 40道。

服装产品设计为选考模块之一，该模块考核服装单品设计和服装系列设计二

个方面的技能。主要检验学生是否具备服装单品款式设计、色彩设计、面辅料选

配能力，检验学生是否具备系列服装款式、色彩、面料和主要设计元素的整体规

划能力、以及手工及电脑绘制款式图效果等基本技能。服装产品设计模块试题总

量为 80道，服装单品设计和服装系列设计各 40道试题。

服装工艺制作为选考模块之一，该模块考核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和裙、裤工

艺制作二个方面的技能。主要检验学生是否具备服装零部件、裙和裤的工艺设计

及工艺制作、熨烫等基本技能。服装工艺制作模块试题总量为 80道，服装零部

件工艺制作和裙、裤工艺制作各 40道试题。

跨岗位综合技能模块暂时不列入抽考范围，抽查时间由省教育厅另行通知。

跨岗位综合技能模块共包括图案设计、服装品牌企划两个选考模块。

图案设计模块主要考核学生的图案设计、图案运用以及图案工艺技能。图案

设计模块试题总量为 40道。

服装品牌企划主要考核学生对产品主题、品类规划、单套搭配、色系企划、

面料企划、细节企划等产品企划能力；考核学生的产品设计及表达能力。品牌服

装产品企划模块试题总量为 40道。

一、专业基本技能



模块一 时装画技法

1.试题编号：J1-1，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式表现。

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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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和图案与

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吻合，要

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与款式图

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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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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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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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试题编号：J1-2，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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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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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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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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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试题编号：J1-3，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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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学生自备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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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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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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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试题编号：J1-4，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图四)，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

图的形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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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

料质地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

式图片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

效果图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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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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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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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试题编号：J1-5，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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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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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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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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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试题编号：J1-6，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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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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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分 纪律：服从安排、不迟到等。 本项目只记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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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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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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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试题编号：J1-7，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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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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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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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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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试题编号：J1-8，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图四)，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

图的形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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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

料质地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



式图片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

效果图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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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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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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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试题编号：J1-9，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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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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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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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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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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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试题编号：J1-10，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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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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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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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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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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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试题编号：J1-11，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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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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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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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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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试题编号：J1-12，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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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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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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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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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试题编号：J1-13，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式表现。

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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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和图案与

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吻合，要

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与款式图

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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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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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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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试题编号：J1-14，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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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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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分 纪律：服从安排、不迟到等。 本项目只记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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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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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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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试题编号：J1-15，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图四)，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

图的形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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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

料质地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

式图片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

效果图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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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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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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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试题编号：J1-16，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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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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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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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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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试题编号：J1-17，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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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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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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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0

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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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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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试题编号：J1-18，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式表现。

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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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和图案与

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吻合，要

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与款式图

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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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 清洁：场地清扫等。



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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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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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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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试题编号：J1-19，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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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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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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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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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试题编号：J1-20，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式表现。

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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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和图案与



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吻合，要

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与款式图

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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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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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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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试题编号：J1-21，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式表现。

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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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和图案与

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吻合，要

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与款式图

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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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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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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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试题编号：J1-22，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式表现。

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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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和图案与

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吻合，要

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与款式图

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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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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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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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试题编号：J1-23，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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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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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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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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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试题编号：J1-24，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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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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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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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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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试题编号：J1-25，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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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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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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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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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试题编号：J1-26，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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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必备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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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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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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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试题编号：J1-27，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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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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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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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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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试题编号：J1-28，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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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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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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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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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试题编号：J1-29，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式表现。

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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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和图案与

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吻合，要

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与款式图

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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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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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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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试题编号：J1-30，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图四、图五)，以手绘效果图

和款式图的形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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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

彩、面料质地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

服装款式图片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

图案。效果图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必备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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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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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与提供的款式图片色彩基本一致。

面料质地与

图案
15 分 面料质地与图案表现与服装图片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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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试题编号：J1-31，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式表现。

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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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和图案与

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吻合，要

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与款式图

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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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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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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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试题编号：J1-32，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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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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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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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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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试题编号：J1-33，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图四)，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

图的形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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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

料质地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

式图片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



效果图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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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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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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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试题编号：J1-34，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式表现。

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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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和图案与

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吻合，要

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与款式图

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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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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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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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试题编号：J1-35，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式表现。

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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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和图案与

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吻合，要

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与款式图

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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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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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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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试题编号：J1-36，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式表现。

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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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和图案与

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吻合，要

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与款式图

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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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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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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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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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试题编号：J1-37，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

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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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

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

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

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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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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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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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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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试题编号：J1-38，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图四)，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

图的形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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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

料质地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

式图片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

效果图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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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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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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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试题编号：J1-39，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图三、图四)，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

图的形式表现。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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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

料质地和图案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



式图片吻合，要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

效果图与款式图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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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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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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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试题编号：J1-40，手绘时装画技法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图一、图二)，以手绘效果图和款式图的形式表现。

手绘效果图中人体动态以正面或 3/4侧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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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中服装的色彩、面料质地和图案与

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保持一致；手绘款式图造型与提供的服装款式图片吻合，要



求绘制正、背面款式图，以线稿为主，不要求着色和绘制图案。效果图与款式图

绘画于试卷的正面。

图一 图二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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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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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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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一 服装产品设计

1.试题编号：H1-1，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制服企业承接了旅游公司一项设计订单任务，要求为其设计导游春季服

装一套。适合 20-30岁女性导游穿着，色彩简洁明快，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适

合户外活动。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必备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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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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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2.试题编号：H1-2，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客户要求以英文字母作为设

计元素，为年龄 18--24 岁的女青年设计一套休闲风格的春装，梭织或针织面料

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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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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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3.试题编号：H1-3，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客户要求以花为设计元素，

为年龄 25-35岁的女性设计一套具有民族风格的礼服，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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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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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4.试题编号：H1-4，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客户要求以垂褶为设计元

素，为年龄 18-25岁的女性设计一套休闲风格的夏装，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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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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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5.试题编号：H1-5，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企业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以条格为设计元素，为 15-20岁的

少女设计一套休闲风格的春装，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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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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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6.试题编号：H1-6，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元素，为

35—45岁的女士设计一套秋冬服装，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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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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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7.试题编号：H1-7，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以花为元素，为 25-35岁的

女性设计一套具有优雅风格的夏季连衣裙,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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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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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8.试题编号：H1-8，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少数民族运动会开幕式的

礼仪小姐设计一套夏季服装，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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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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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9.试题编号：H1-9，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一名年龄为 22岁的女大

学生设计一套夏装，参加某学校教师面试（试教）穿着，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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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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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10.试题编号：H1-10，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客户要求给中国某航空公司

空姐设计一套春季制服，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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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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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11.试题编号：H1-11，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以民族传统图案为元素，为

一名 30岁的都市女性设计一套秋装，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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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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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12.试题编号：H1-12，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某中学设计一套秋冬季校

服，男女装不限，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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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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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13.试题编号：H1-13，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以贴袋为设计元素，为 25-35

岁的男性设计一套休闲风格的春秋服装，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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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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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14.试题编号：H1-14，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以长带子为设计元素，为

25-35岁的男性设计一套军旅风格的冬装，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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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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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15.试题编号：H1-15，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某高校的男子羽毛球队设

计一套夏季比赛服装，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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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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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16.试题编号：H1-16，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以卡通形象为元素，为 3-8

岁的男童设计一套秋季休闲服装，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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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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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17.试题编号：H1-17，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以传统纹样为元素，为 25-30

岁的时尚女性设计一套秋装，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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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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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18.试题编号：H1-18，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某设计学院的服装系学生

设计一套系服，男女装不限，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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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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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19.试题编号：H1-19，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某咖啡厅设计一套女服务

生的春夏制服，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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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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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20.试题编号：H1-20，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 28-35岁的成熟女性设计

一套简约风格的春装，客户要求服装的廓形为 A型，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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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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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21.试题编号：H1-21，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 18-22岁的时尚女性，设

计一套街头混搭风格的秋冬装，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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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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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22.试题编号：H1-22，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某五星级酒店设计一套中

餐厅服装，男女装不限，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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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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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23.试题编号：H1-23，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客户要求给中国银行的柜台

女职员设计一套春夏制服，以冷色系为主，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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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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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24.试题编号：H1-24，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以抽象几何图案为元素，为

一名 30岁的都市女性设计一套简约风格的秋冬装，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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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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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25.试题编号：H1-25，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一名 25岁喜爱运动的时

尚女性设计一套秋冬户外登山服，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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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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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26.试题编号：H1-26，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以植物为设计元素，为 3-8

岁的女童设计一套冬季休闲装，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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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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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27.试题编号：H1-27，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中国女子篮球队设计一套

秋春夏队服，要求具有中国民族特色，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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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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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28.试题编号：H1-28，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企业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中国女子网球队员设计一套参加

奥运会开幕式的春夏服装，要求设计具有中国民族特色，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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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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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29.试题编号：H1-29，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企业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湖南省运动会设计一套颁奖仪式

礼仪小姐夏季服装。要求设计具有湖湘文化特色，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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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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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30.试题编号：H1-30，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以卡通形象为元素，为一位

20岁的都市女性设计一套时尚裙款家居服，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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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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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31.试题编号：H1-31，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以蝴蝶结为元素，为 18-25

岁的女性设计一套浪漫风格的冬装，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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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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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32.试题编号：H1-32，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一位 30岁左右的女性设

计一套瑜伽服装，要求针织面料，舒适透气，便于活动。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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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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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33.试题编号：H1-33，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一名 22岁的女性设计一

套秋季郊游时穿着的服装，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须舒适透气，便于活动。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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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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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34.试题编号：H1-34，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 以花卉为设计元素，为一

位 30岁女青年设计一套春季睡衣，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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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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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35试题编号：H1-35，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一名 30岁的孕妇设计一

套休闲风格的秋装，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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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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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36.试题编号：H1-36，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一名 25岁的女青年设计

一套甜美风格的冬装，客户希望能在约会时穿着，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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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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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37.试题编号：H1-37，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某乐队中的一名 25岁的

女歌手，设计一套舞台服装，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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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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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38.试题编号：H1-38，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一名 25岁的女青年设计

一件冬季羽绒服，客户比较喜欢冷色调。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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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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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39.试题编号：H1-39，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一名 25岁，特别喜爱蕾

丝的女性，设计一套浪漫风格的春夏装，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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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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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40.试题编号：H1-40，服装单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某服装设计工作室承接了一项设计订单任务，为一名 30岁，特别喜爱扎

染、蜡染等民间工艺的女性，设计一套秋季休闲服装，梭织或针织面料均可。

②要求手绘着装效果图（着色），和服装正、背面线描款式图，款式图不着



色。

③着装效果图、主题名称、设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排版在一张 8开的页面

上。其中主题名称、设计说明以文字书写形式呈现；着装效果图、正背款式图以

手绘图示的形式表达，着装效果图须着色并表现面料特征，款式图不着色。右上

角写明“考生编号-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绘图桌。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水粉笔、水彩（水粉）颜料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张 8K 水彩（粉）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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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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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 分，扣完为止。

41.试题编号：H1-41，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环保”为主题，设计二套秋冬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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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试题编号：H1-42，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战争”为主题，设计二套秋冬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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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试题编号：H1-43，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青花瓷”为主题，设计二套秋冬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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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试题编号：H1-44，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苗绣”为主题，设计二套秋冬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橡

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1张 8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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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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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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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

人体动态比例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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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动态比例失调扣 2分，

扣完为止。

10分

款式图比例及造型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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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面 5 分 卷面整洁、干净。卷面脏乱扣 5分。

45.试题编号：H1-45，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魅力中国”为主题，设计二套秋冬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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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试题编号：H1-46，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自然之旅”为主题，设计二套秋冬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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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试题编号：H1-47，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海洋”为主题，设计二套秋冬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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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试题编号：H1-48，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褶皱”为主题，设计二套秋冬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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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试题编号：H1-49，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保护动物”为主题，设计二套秋冬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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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试题编号：H1-50，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科技”为主题，设计二套秋冬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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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试题编号：H1-51，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蝴蝶”为主题，设计二套秋冬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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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试题编号：H1-52，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拼图”为主题，设计二套秋冬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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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试题编号：H1-53，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苗族服饰”为主题，设计二套秋冬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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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试题编号：H1-54，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竹编”为主题，设计二套秋冬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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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试题编号：H1-55，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沙漠”为主题，设计二套秋冬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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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试题编号：H1-56，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涂鸦”为主题，设计二套秋冬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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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试题编号：H1-57，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线条”为主题，设计二套秋冬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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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试题编号：H1-58，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蝴蝶结”为主题，设计二套秋冬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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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试题编号：H1-59，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剪纸”为主题，设计二套秋冬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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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试题编号：H1-60，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雪”为主题，设计二套秋冬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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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试题编号：H1-61，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樱花”为主题，设计二套春夏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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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试题编号：H1-62，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褶裥”为主题，设计二套春夏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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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试题编号：H1-63，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唐朝服饰”为主题，设计二套春夏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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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试题编号：H1-64，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水墨”为主题，设计二套春夏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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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试题编号：H1-65，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黑白随意”为主题，设计二套春夏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必备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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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试题编号：H1-66，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视错”为主题，设计二套春夏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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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试题编号：H1-67，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玩转运动”为主题，设计二套春夏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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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试题编号：H1-68，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缤纷色彩”为主题，设计二套春夏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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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试题编号：H1-69，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炫动舞者”为主题，设计二套春夏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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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试题编号：H1-70，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知性女人”为主题，设计二套春夏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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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试题编号：H1-71，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荷塘月色”为主题，设计二套春夏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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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试题编号：H1-72，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冰清玉洁”为主题，设计二套春夏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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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试题编号：H1-73，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菊花石雕”为主题，设计二套春夏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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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试题编号：H1-74，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田园”为主题，设计二套春夏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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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试题编号：H1-75，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造梦空间”为主题，设计二套春夏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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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试题编号：H1-76，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遨游太空”为主题，设计二套春夏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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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试题编号：H1-77，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水珠”为主题，设计二套春夏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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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试题编号：H1-78，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春天”为主题，设计二套春夏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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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试题编号：H1-79，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光效应艺术”为主题，设计二套春夏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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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试题编号：H1-80，服装系列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折纸”为主题，设计二套春夏季服装，材料不限。

②完成系列服装款式设计，以电脑服装款式图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设

计说明、正背面款式图（着色、表现面）。

③所有完成作品以文件夹的形式提交，文件夹命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考生学校”。同时将文件夹保存在电脑本地磁盘（D）盘中。提交的文件包括：

系列设计稿 1张（含两款款式图的正背面彩色效果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图软

件 CorelDRAW或 Photoshop表现款式效果并排版）。要求提交源文件以及 JPG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设计稿-考生编号-考生学校”，A4规格，图片像素 300dpi。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1GB 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 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扫描仪。

必备

根据抽考学校

实际情况选择

软件

工具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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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试题编号：H5-1，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领、拉

链及口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领、拉链及口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领围 后领高 插袋长 插袋宽 拉链长

规格 46 9 14 2 30

③茄克领、拉链及口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



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衣领为一片式夹克领，后领高 9cm，明线宽 0.5cm，绱领平服，领里、领

面窝服自然，翻领领角方正，左右领角长短一致。

⑤拉链长 30cm，两边明线宽 0.6cm，拉链缝制平服，缉线宽窄一致，拉链

左右长短一致，拉链拉合顺畅。

⑥无明线插袋长 14cm，宽 2cm，袋角方正，无毛漏，插袋宽窄一致，袋口、

口袋布均做无毛缝处理。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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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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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H5-2，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休闲裤

拉链、斜插袋及单嵌线拉链口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休闲

裤拉链、斜插袋及单嵌线拉链口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布长 布宽 休闲裤拉链长 斜插袋长 单嵌线口袋宽

规格 40 40 17 16.5 13

③休闲裤拉链、斜插袋及单嵌线拉链口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

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休闲裤拉链长 17cm，门襟止口明线宽 0.15cm，门襟明线宽 3cm，缉线平

服、顺直，宽窄一致，拉链左右长短一致，拉链拉合顺畅、不外露。

⑤斜插袋袋口长 16.5cm，明线宽 0.8cm，袋口上端距离布边 4cm，缉线顺直，



宽窄一致，袋口平服、无毛漏，袋垫布扣烫缝份，明线宽 0.1cm,袋口、口袋布均

做无毛缝处理。

⑥单嵌线拉链口袋长 13cm，单嵌线宽 1.5cm，四周明线宽 0.1cm，袋角方正，

无毛漏，口袋拉链安装平服，不外露，缉线顺直，宽窄一致，袋垫布扣烫缝份，

明线宽 0.1cm,袋口、口袋布均做无毛缝处理。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2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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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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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试题编号：H5-3，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隐形拉

链、弧形插袋及二片式立体贴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隐形

拉链、弧形插袋及二片式立体贴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布长 布宽 拉链长 弧形插袋 立体袋宽

规格 40 40 16 16.5 13

③隐形拉链、弧形插袋及二片式立体贴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

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隐形拉链长 16cm，松紧适宜，平服顺直，密封严紧，左右拉链长短一致，

拉合顺畅。

⑤弧形插袋袋口长 16.5cm，袢带两端长 4cm，宽 2.5cm，尖角长 1cm，袢带

明线宽 0.15cm，袋口明线宽 0.6cm，缉线顺直，宽窄一致，袋口平服，袋垫布扣

烫缝份，明线宽 0.1cm，口袋布做无毛缝处理。钉扣不锁眼。



⑥立体贴袋为二片式，口袋宽 13cm、口袋长 15cm，口袋立体条宽 2cm，袋

口明线宽 2.5cm，贴袋布、立体条明线宽 0.1cm，袋口封结明线宽 0.7cm。袋面

与立体条重叠，缉线顺直、宽窄一致，贴袋左右长短一致。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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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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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试题编号：H5-4，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双明线

拉链、休闲装借缝开衩及西装口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双

明线拉链、休闲装借缝开衩及西装口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布长 布宽 拉链长 开衩长 西装口袋长

规格 40 40 17 11 16

③双明线拉链、休闲装借缝开衩及西装口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

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双明线拉链长 17cm，双明线宽 1cm，拉链缝制平服、无褶皱，缉线宽窄

一致，拉链左右长短一致，拉链拉合顺畅、不外漏。

⑤西装口袋为有袋盖的双嵌线口袋，袋口长 16cm，袋盖高 5.5cm，嵌线宽

0.5cm，双嵌线四角方正，无毛漏，缉线顺直，袋口平服，袋盖里外有窝势，袋

盖左右圆角圆顺、宽窄一致，袋垫布扣烫缝份，明线宽 0.1cm，袋口、口袋布均

做无毛缝处理。

⑥休闲装借缝开衩长 11cm，明线宽 0.1×0.8cm，缉线顺直，无毛漏，开衩



平服，左右长短一致。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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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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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分 成品无烫黄、污渍、残破、断线等现象；发现一处扣



质量 2分，扣完为止。

5.试题编号：H5-5，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西装领

及驳头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西装领及驳头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胸围 肩宽 后领高

规格 100 47 7

③西装领及驳头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

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西装领为二片式翻领，翻领高 5cm，领座高 2cm，驳折线深约 30cm，驳

头宽约 8cm，左右领角、驳头处尖角方正，左右对称、长短一致，领子、驳头要

有里外窝势，串口顺直，无毛漏，领面粘衬平整，绱领平服，无褶皱。

⑤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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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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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试题编号：H5-6，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衬衫立

翻领、门里襟及胸贴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衬衫立翻领、

门里襟及贴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领围 贴袋宽 门里襟长

规格 39 12 25

③衬衫立翻领、门里襟及贴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

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衬衫立翻领包括翻领和领座，翻领高 4.5cm，领座高 3.2cm，翻领领角长

7.5cm，翻领明线宽 0.3cm，领座明线宽 0.1cm，领角方正，左右对称，长短一致，

缉线顺直，翻领要有里外窝势，无毛漏，绱领平服。

⑤贴袋袋口宽 12cm，两端长 13cm，尖角长 1.5cm，无毛漏，袋口明线宽 3cm，

其余三边明线宽 0.1cm，缉线顺直，贴袋平服，左右对称，长短一致。

⑥衬衫门襟宽 3cm，里襟宽 2.5cm，门襟两侧明线宽 0.5cm，里襟明线宽

2.5cm，门里襟长短要一致，缉线顺直，不扭曲。钉扣不锁眼。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5粒

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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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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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试题编号：H5-7，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青果领、

胸贴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青果领、胸贴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胸围 肩宽 贴袋宽 贴袋长 后中领高

规格 92 37 11 12.5 7

③青果领、胸贴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

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青果领翻领高 4cm，领座高 3cm，驳折点深约为 40cm，领里与前片分开，

领面与挂面做无缝处理，外口无明线，领型左右对称，长短一致，翻领要有里外

窝势，无毛漏，领面粘衬平整，绱领平服，无褶皱，绱领时左右肩缝处长短一致。

⑤贴袋袋口宽 11cm，袋高 12.5cm，袋角圆顺，无毛漏，袋口明线宽 2.5cm，

贴袋明线宽 0.1cm，缉线顺直，贴袋平服，左右对称，长短一致。

⑥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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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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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试题编号：H5-8，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领、拉

链贴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领、拉链贴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领围 后领高 贴袋宽 贴袋长

规格 40 7 17 18

③领、拉链贴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

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衣领为荷叶边坦领，领围 40cm，后领高 7cm，荷叶边宽 1cm，荷叶边外

沿明线宽 0.15cm，每个褶量 2cm，褶裥均匀，绱领平服，无毛漏，翻领领角圆

顺，翻领无明缉线，领里、领面窝服自然，左右对称。

⑤贴袋袋布宽 17cm，长 18cm，拉链长 14cm，拉链距离贴袋上口 3cm，袋

角方正，明线宽 0.15cm，无毛漏，缉线顺直，贴袋平服，左右对称，长短一致。

⑥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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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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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试题编号：H5-9，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立领、

男西装袖及袖衩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立领、男西装袖及袖

衩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领围 袖长 胸围 肩宽 袖衩长 袖口

规格 41 60 110 47 10 30

③立领、男西装袖及袖衩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

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立领领围 41cm，领高 3cm，领里不反吐，领角圆顺，左右对称，无明缉

线，绱领平服、无毛漏。钉扣不锁眼。

⑤西装袖长 60cm，袖口 30cm，绱袖圆顺，无褶皱，绱袖袖位准确。

⑥袖衩长 10cm，袖口折边宽 4cm，大袖袖衩尖角处做法同中山装大袋一致，

大小袖袖衩长短一致，缉线顺直，平服。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粒

盘扣。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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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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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试题编号：H5-10，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领、暗

门襟及无明线插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领、暗门襟及无明

线插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领围 后领高 暗门襟长 插袋长 插袋宽

规格 44 8 30 16 2.5

③领、暗门襟及无明线插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

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衣领为翻领，后领高 8cm。翻领领角圆顺，翻领无明缉线，领里、领面窝

服自然，左右对称，绱领平服。

⑤门襟为双层暗门襟，起于领口下 3cm处，暗门襟长 30cm，门襟明线宽 5cm，

缉线平服顺直，门里襟长短一致。锁眼不钉扣。

⑥无明线插袋长 16cm，宽 2.5cm，袋角方正，无毛漏，插袋宽窄一致，口

袋布做无毛缝处理。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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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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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试题编号：H5-11，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裙腰、

休闲裤拉链、贴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裙腰、休闲裤拉链、

贴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腰围 拉链长 贴袋宽 贴袋长

规格 66 15 13 14

③裙腰、休闲裤拉链、贴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

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裙直腰长 66cm，宽 3cm。镶里压面，明线宽 0.15cm，绱腰平服、顺直，

不扭曲，腰里不反吐，左右腰头对称，宽窄一致。钉扣不锁眼。

⑤休闲裤拉链长 15cm，门襟止口明线宽 0.1cm，门襟明线宽 3cm，缉线平

服、顺直，宽窄一致，拉链左右长短一致，拉合顺畅。

⑥贴袋袋口宽 13cm，两端长 14cm，尖角长 1cm，袋底宽比袋口宽小 1.5cm，

袋身无毛漏，贴袋双明线宽 0.1×0.6cm，贴袋平服，左右对称，长短一致。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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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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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试题编号：H5-12，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领、拉

链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领、拉链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胸围 肩宽 领围 拉链长 后领高

规格 110 47 44 30 10

③领、拉链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

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衣领为休闲服二片式翻领，翻领宽 6.5cm ，领座高 3.5cm，领角长 9cm。

领明线宽均为 0.15 cm，领角圆顺，领里、领面窝服自然，绱领平服，左右对称。

⑤拉链长 30cm，明线宽 0.8cm，缉线顺直，拉链安装平服，长短一致，拉

合顺畅。

⑥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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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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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试题编号：H5-13，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领、西

装口袋及一片式立体贴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领、西装口

袋及一片式立体贴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胸围 肩宽 领围 西装口袋宽 贴袋宽

规格 92 37 50 16 16

③领、西装口袋及一片式立体贴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

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衣领为圆领包边工艺，领围 50cm，包边宽 1cm，明线宽 0.1cm，包边平

服，宽窄一致，不扭曲。

⑤西装口袋的袋盖下有单嵌线，口袋长 16cm，袋盖高 5cm，嵌线宽 1cm，

袋盖圆角圆顺，袋盖里外有窝势，单嵌线四角方正，无毛漏，袋垫布扣烫缉缝份，

明线宽 0.1cm，口袋布做无毛缝处理。

⑥贴袋为一片式立体贴袋，口袋宽 16cm、口袋高 18cm，口袋立体条宽 4cm，

袋口明线宽 2.5cm，贴袋布、立体条明线宽 0.1cm，袋口封结明线宽 0.7 cm。袋

面与立体条重叠，缉线顺直、宽窄一致，贴袋左右长短一致。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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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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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试题编号：H5-14，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开衩、

荷叶边贴袋及袋盖贴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开衩、荷叶边

贴袋及袋盖贴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领围 开衩长 荷叶边贴袋宽 袋盖贴袋宽

规格 46 11 11 14.5

③开衩、荷叶边贴袋及袋盖贴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

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方型开衩长 11cm，门里襟宽均为 2.5cm，明线宽 0.15cm，缉线顺直，无

毛漏，开衩平服，门里襟长短一致。

⑤荷叶边贴袋袋口宽 11cm，高 12.5cm，袋角圆顺，无毛漏，袋口明线宽 2cm，

贴袋明线宽 0.1cm，荷叶边宽 1cm，荷叶边外沿明线宽 0.1cm，缉线顺直，荷叶

边裁片长度为袋身外沿线长的 2倍，褶裥均匀，贴袋平服，左右对称，长短一致。

⑥褶裥型贴袋袋口宽 14.5cm，高 16cm，袋盖前角宽 6.5cm，后角宽为 4.5

—5cm。袋身中间褶裥宽 3cm，褶量为 6cm，明线宽 0.15cm，袋盖不反翘，袋盖

止口不反吐，贴袋平服，明线无接线。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必备



套梭心、梭壳。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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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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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试题编号：H5-15，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领、借

缝单嵌线口袋、及中山装大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领、借

缝单嵌线口袋及中山装大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领围 单嵌线长 贴袋宽 贴袋高

规格 50 11 17 18.5

③领、借缝单嵌线口袋及中山装大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

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衣领为 V型无领工艺，领围 50cm，领口左右对称，无毛漏，无明缉线。

衣领反面贴边宽约 4cm，贴边宽窄一致，不反吐。

⑤借缝单嵌线袋在分割线处缝制，分割线位于前领口深下 6cm 处，袋口大

11cm，嵌线宽 1cm，明线宽 0.1cm，明线无接线，缉线顺直，宽窄一致，袋口方

正，无毛漏，口袋平服，袋垫布扣烫缝份，明线宽 0.1cm，袋口、口袋布均做无

毛缝处理。

⑥贴袋为中山装大袋款式，贴袋宽 17cm，袋长 18.5cm，袋口明线宽 2cm，

袋口封结明线宽 0.15cm，袋角方正，贴袋底角缝份要分烫，缉线顺直，宽窄一

致，左右对称。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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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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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试题编号：H5-16，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领、双

明线插袋及贴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领、双明线插袋及贴

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领围 插袋长 贴袋宽

规格 60 16 14

③领、双明线插袋及贴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

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衣领为荷叶领，领围 60cm，荷叶领后领高为 9cm，荷叶边外沿明线宽

0.5cm，荷叶领自然下垂，波浪分布均匀，绱领平服、无褶皱，左右对称。

⑤双明线插袋长 16cm，宽 3cm，双明线宽 0.1×0.6cm，袋角无毛漏，插袋

宽窄一致，袋口、袋垫布、口袋布均做无毛缝处理。

⑥贴袋为有袋盖的褶裥型贴袋，袋口宽 14cm，高 15.5cm，袋盖下口、袋底

均为斜角，袋盖高 6cm，袋盖上端明线宽 0.5cm，其余三边明线宽 0.15cm。贴袋

中间褶裥宽 2.5cm，贴袋袋口明线宽 1.5cm，袋身其余三边明线宽 0.15cm，袋盖

不反翘，止口不反吐，贴袋平服，明线无接线，装袋盖时要与贴袋上端相距 1cm，

缉线顺直。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必备



套梭心、梭壳。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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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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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试题编号：H5-17，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立领、

男衬衫袖、一字袖衩及袖克夫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立领、

男衬衫袖、一字袖衩及袖克夫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胸围 领围 肩宽 袖长 袖口 袖衩长

规格 110 44 47 60 24 12

③立领、男衬衫袖、一字袖衩及袖克夫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

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衣领为立领，领围 44cm，后领高 3.5cm，明线宽 0.15cm，领角方正，缉

线顺直，左右对称，领里不反吐，绱领平服，无毛漏。

⑤袖子为一片式男衬衫袖，绱袖圆顺，袖窿明线宽 1cm，采用内包缝缝型工

艺，明线无接线。

⑥一字袖衩长 12cm，袖衩条宽 1cm，明线宽 0.1cm，缉线顺直，无接线，

封结牢固，开衩平服，左右长短一致。袖口大 24cm，宽 4.5cm，袖克夫为圆角，

明线宽 0.15cm，绱袖克夫要平服，无漏缝，左右对称。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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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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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试题编号：H5-18，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领、双

嵌线拉链口袋及立体贴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领、双嵌线

拉链口袋及立体贴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领围 双嵌线口袋长 贴袋宽 贴袋高

规格 47 14 15 16.5

③领、双嵌线拉链口袋及立体贴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

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衣领为一片式夹克领，后领高 8.5cm，领里、领面窝服自然，领角方正，

长短一致，左右对称，绱领平服，无褶皱。

⑤双嵌线拉链口袋长 14cm，单嵌线宽 0.6cm，四周缉明线，明线宽 0.1cm，

拉链安装平服，拉链齿不外露，缉线顺直，宽窄一致，袋口平服方正，无毛漏，

袋垫布扣烫缝份，明线宽 0.1cm，袋口、口袋布均做无毛缝处理。

⑥贴袋为有袋盖的立体贴袋，贴袋宽 15cm、袋高 16.5cm，袋盖高 6cm，袋

盖与袋角均为直角，袋盖上端明线宽 0.5cm，其余三边明线宽 0.15cm。口袋立体

条宽 4cm，贴袋袋口折边宽 1.5cm，贴袋布、立体条明线宽 0.1cm，袋口封结明

线宽 0.7cm。装袋盖时要与袋身上端相距 1cm，袋面与立体条重叠，缉线顺直、

宽窄一致。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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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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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试题编号：H5-19，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西裤拉

链、双嵌线口袋及立体贴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西裤拉链、



双嵌线口袋及立体贴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布长 布宽 拉链 双嵌线长 贴袋宽

规格 40 40 17 13.5 15

③西裤拉链、双嵌线口袋及立体贴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

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西裤拉链长 17cm，门襟明线宽 3cm，缉线平服、顺直、宽窄一致，拉链

左右长短一致，拉合顺畅。

⑤双嵌线口袋长 13.5cm，单嵌线宽 0.5cm，袋口方正，无毛漏，嵌线宽窄一

致，缉线顺直，口袋平服，袋垫布扣烫缝份，明线宽 0.1cm，口袋布做无毛缝处

理。

⑥贴袋为有袋盖的一片式立体贴袋，贴袋宽 15cm、袋高 16.5cm，袋盖高

5.5cm，袋盖为圆角，袋底为尖角，袋盖上端明线宽 0.5cm，其余三边明线宽

0.15cm。贴袋立体条宽 4cm，袋口折边 1.5cm，贴袋布、立体条明线宽 0.1cm，

袋口封结明线宽 0.7cm。装袋盖时要与袋身上端相距 1cm，缉线顺直，贴袋左右

长短一致。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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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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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试题编号：H5-20，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斜插袋、



西服手巾袋及立体贴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斜插袋、西服

手巾袋及立体贴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布长 布宽 斜插袋袋口长 手巾袋宽 贴袋宽

规格 40 40 17 11 15

③斜插袋、西服手巾袋及立体贴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

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斜插袋袋口长 17cm，明线宽 0.8cm，斜插袋上端距离布边 4cm，缉线顺

直，宽窄一致，袋口平服，无毛漏，袋垫布扣烫缝份，明线宽 0.1cm，袋口、口

袋布均做无毛缝处理。

⑤西装手巾袋袋口宽 11cm，高 2.3cm，袋角方正，无毛漏，缉线顺直，袋

口平服，手巾袋两侧明线宽 0.15cm，袋垫布扣烫缝份，明线宽 0.1cm，袋垫布、

袋口、口袋布均做无毛缝处理。

⑥贴袋为二片式立体贴袋，口袋宽 15cm、袋高 16.5cm，袋盖高 5.5cm，袋

盖与袋身均为方角，贴袋立体条宽 2cm，袋口折边明线宽 1.5cm，贴袋布、立体

条明线宽 0.1cm，袋口封结明线宽 0.7cm。装袋盖时要与袋身上端相距 1cm，缉

线顺直。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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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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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试题编号：H5-21，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双明线



拉链、贴袋及男西装口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双明线拉链、

贴袋及男西装口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布长 布宽 男西装袋口大 拉链 贴袋

规格 40 40 16 17 13

③双明线拉链、贴袋及男西装口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

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男西装口袋为双嵌线有袋盖口袋，袋口长 16cm，袋盖高 5.5cm，嵌线宽

0.5cm，袋角方正，无毛漏，缉线顺直，袋口平服，袋盖里外有窝势，袋垫布扣

烫缝份，明线宽 0.1cm，口袋布做无毛缝处理。

⑤双明线拉链长 17cm，拉链两边明线宽 0.8cm，缉线平服、顺直，无褶皱，

拉链左右长短一致，拉合顺畅，拉链不外露。

⑥贴袋袋口宽 13cm，袋高 14cm，袢带长 4cm，宽 2.5cm，袋角方正，袋口

双明线宽 2×2.5cm，其余三边明线宽 0.1cm，缉线顺直，无接线，口袋平服，左

右对称。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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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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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试题编号：H5-22，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单明线

拉链、贴袋及借缝插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单明线拉链、



贴袋及借缝插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布长 布宽 拉链长 贴袋宽 借缝插袋

规格 40 40 16 13 15

③单明线拉链、贴袋及借缝插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

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拉链长 16cm，单明线宽 1～1.2cm，缉线平服、顺直，无褶皱，拉链左右

长短一致，拉合顺畅，拉链不外露。

⑤贴袋袋口宽 13cm，袋高 14cm，袋盖中间宽 5.5cm，两边宽 4.5cm，袋底

为圆角，袋盖与袋身明线宽为 0.4cm，装袋盖时要与袋身上端相距 1cm，袋盖里

外窝服自然，袋口折边宽 1cm，缉线顺直。口袋平服，宽窄一致，袋角圆顺，左

右对称。

⑥借缝插袋袋口长 15cm，袋口平服、无明线，袋口封节宽 0.3cm，袋口、

口袋布均做无毛缝处理。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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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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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试题编号：H5-23，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隐形拉

链、休闲裤拉链、弧形插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隐形拉链、



休闲裤拉链、弧形插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布长 布宽 隐形拉链长 休闲裤拉链长

规格 40 40 16 17

③隐形拉链、休闲裤拉链、弧形插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

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弧形插袋袋口上端距离布边约为 11cm左右，袋口侧面高约 9cm左右，袋

盖长 10.5cm，宽 5cm，明线宽 0.5cm，缉线顺直，宽窄一致，袋口平服，袋垫布

扣烫缝份，明线宽 0.1cm，口袋布做无毛缝处理。钉扣不锁眼。

⑤休闲裤拉链长 17cm，门襟止口明线宽 0.1cm，门襟双明线宽 2.5×3cm，

缉线平服、顺直，宽窄一致，拉链左右长短一致，拉合顺畅，拉链不外露。

⑥隐形拉链长 16cm，松紧适宜，平服顺直，密封严紧，拉链左右长短一致，

拉合顺畅。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2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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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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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试题编号：H5-24，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方型袖

衩、插袋及中山装大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方型袖衩、插

袋及中山装大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布长 布宽 袖衩长 插袋袋口长 中山装袋口宽

规格 40 40 12 15 16

③方型袖衩、插袋及中山装大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

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方型袖衩长 12cm，门襟宽为 2.5cm，里襟宽为 1cm，明线宽 0.15cm，缉

线顺直，无毛漏，开衩平服，门里襟长短一致。

⑤插袋长 15cm，宽 3cm，双明线宽 0.1×0.6cm，袋角方正，无毛漏，插袋

宽窄一致，袋垫布扣烫缝份，明线宽 0.1cm，袋口、口袋布均做无毛缝处理。

⑥中山装大袋袋口宽 16cm，袋高 17.5cm，袋盖高 5.5cm，袋盖明线宽 0.5cm，

袋盖为圆角，里外窝服自然，宽窄一致，装袋盖时要与袋身上端相距 1cm。贴袋

袋口折边明线宽 1.5cm，袋角方正、袋底角缝份要分烫，缉线顺直、左右对称。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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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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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试题编号：H5-25，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单嵌线、

贴袋及休闲裤拉链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单嵌线、贴袋及休

闲裤拉链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布长 布宽 单嵌线宽 拉链长 贴袋袋口长

规格 40 40 13.5 17 15

③单嵌线、贴袋及休闲裤拉链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

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单嵌线口袋长 13.5cm，嵌线宽 1cm，袋口方正，嵌线宽窄一致，缉线顺

直，无毛漏，口袋平服，袋垫布扣烫缝份，明线宽 0.1cm，袋口、口袋布均做无

毛缝处理。

⑤休闲裤拉链长 17cm，门襟止口明线宽 0.1cm，门襟双明线宽 2.5×3cm，

缉线平服、顺直，宽窄一致，拉链左右长短一致，拉合顺畅，拉链不外露。

⑥贴袋袋口宽 15cm，袋高 16.5cm，袋盖高 4.5cm，袋盖为圆角，袋盖上端

明线宽 0.5cm，其余三方明线宽 0.15cm。贴袋袋口折边明线宽 1.5cm，贴袋其余

三边明线宽 0.15cm，装袋盖时要与袋身上端相距 1cm，袋盖里外窝服自然，口

袋平服，左右对称，缉线顺直，明线无接线。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必备



拉链。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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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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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试题编号：H5-26，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斜插袋、

贴袋、宝剑头袖衩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斜插袋、贴袋、宝

剑头袖衩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布长 布宽 斜插袋袋口长 贴袋宽 宝剑头袖衩长

规格 40 40 17 13.5 12

③斜插袋、贴袋、宝剑头袖衩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

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斜插袋袋口长 17cm，明线宽 0.8cm，袋口上端距离布边 4cm，缉线顺直，

宽窄一致，袋口平服，无毛漏，袋垫布扣烫缝份，明线宽 0.1cm，袋口、口袋布

均做无毛缝处理。

⑤宝剑头袖衩长 12cm，门襟宽 2.3cm，里襟袖衩条宽 1cm，明线宽 0.1cm。

宝剑头尖角左右对称，扣烫平整，无毛漏，缉线顺直，门、里襟长短一致。

⑥贴袋为有袋盖的褶裥型贴袋，袋口宽 13.5cm，高 15cm，袋盖、袋底均为

斜角，袋盖高 5cm，袋盖上端明线宽 0.5cm，其余三边明线宽均为 0.15cm。贴袋

袋口折边宽 1.5cm，其余三边明线宽均为 0.15cm，中间褶裥宽 3cm，袋盖面里自

然窝服，止口不反吐，装袋盖时要与袋身上端相距 1cm，贴袋平服，缉线顺直，

宽窄一致，明线无接线。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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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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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试题编号：H5-27，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领及门

襟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领及门襟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胸围 领围 肩宽 门里襟长

规格 90 38 36 30

③衣领及门襟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

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衣领为立翻领，包括立领和翻领，翻领高 4.5cm，领座高 3.2cm，领里、

领面窝服自然，翻领圆角圆顺，左右领角对称，翻领无明缉线，领座明线宽 0.1cm，

绱领平服。

⑤门襟处下层花边成品长度 25cm，宽 5cm，上层花边成品长度 23cm，宽度

3cm，花边外沿明线宽 0.3cm，花边造型美观，上下两层重叠，褶量均匀。门襟

宽 3cm，两边明线宽 0.1cm，里襟明线宽 2.5cm，线迹流畅，花边压缉牢固，左

右对称。钉扣不锁眼。

⑥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4粒

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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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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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试题编号：H5-28，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领、门

襟及口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领、门襟及口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领围 后领高 口袋长 口袋高 门里襟长 门里襟宽

规格 38 7 11 13 14 2.5

③衣领、门襟及口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

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衣领为普通女衬衫领，后领高 7cm，领角呈尖角形，明线宽 0.15cm。前

身中心开口装门里襟，长 14cm、宽 2.5cm，止口无毛漏，衣片门襟拼合及装领

平服，领角左右对称。钉扣不锁眼。

⑤口袋为圆底贴袋，袋口镶嵌贴边，贴边高 2.5cm，袋口上下明线宽 0.4cm，

袋口贴边下边有细褶，细褶量 4cm，要有立体造型效果。口袋三边明线宽 0.15cm，

缉线顺直，左右对称。

⑥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3粒

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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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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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试题编号：H5-29，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泡泡袖、

一字袖衩及贴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泡泡袖、一字袖衩及

贴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袖长 袖克夫长 袖衩长 前袖窿弧长 后袖窿弧长 贴袋宽

规格 24 28 5 22 23 16

③泡泡袖、一字袖衩及贴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

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衣袖为泡泡袖造型，装袖克夫和一字袖衩。袖衩长 5cm，拐角处不可毛漏。

袖克夫长 28cm、宽 2.5cm，袖克夫明线宽 0.1cm，缉线平服、顺直。泡泡袖造型

美观大方，褶皱均匀。钉扣不锁眼。

⑤贴袋为四方贴袋，贴袋袋口宽 16cm、袋底宽 17，贴袋高 18cm。贴袋装

拉链，拉链距离袋口 3cm，拉链拼缝处，明线宽 0.1cm，贴袋四周明线宽 0.5cm，

缉线平服、顺直，宽窄一致，不接线。

⑥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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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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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试题编号：H5-30，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贴袋、

双嵌线口袋、立体袋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贴袋、双嵌线口袋、

立体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布长 布宽 斜插袋袋口长 立体袋袋口宽 双嵌线袋口宽

规格 40 40 12 14 13.5

③插袋、双嵌线口袋、立体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

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贴袋为有袋盖的斜插贴袋，袋底呈弧形。贴袋布长 25cm、宽 14cm，斜插

袋袋口长 12cm、袋盖上宽 5 cm，下宽 7.5cm。口袋明线宽 0.6cm，缉线顺直，

宽窄一致。袋垫布、袋口、口袋布均做无毛缝处理。钉扣不锁眼。

⑤立体袋为有袋盖的立体贴袋，袋盖、袋底为圆角。袋口宽 14cm、袋高 16cm，

立体条宽 3㎝，袋盖高 5.5cm，袋盖明线宽 0.5cm，贴袋袋口折边明线宽 1cm，

袋盖与贴袋袋口相距 1.5cm，贴袋布明线宽 0.15cm。袋盖与立体贴袋大小吻合，

袋面与立体条重叠，缉线顺直，左右对称、袋角圆顺。钉扣不锁眼。

⑥双嵌线袋口大 13.5cm，单嵌线宽 0.5cm，四周明线宽 0.1cm，袋口平服，

无毛漏，缉线顺直，宽窄一致，袋垫布扣烫缝份，明线宽 0.1cm，口袋布做无毛

缝处理。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3粒

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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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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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试题编号：H5-31，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帽子、

拉链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帽子、拉链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领围 帽长 拉链长

规格 48 32 30

③帽子、拉链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

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此款帽子的结构为连帽式设计（要求配里布），帽长约 32cm，帽宽约 22cm，

帽子中间分割线的宽度为 7cm，明线宽均为 0.5cm，帽子缝制平服，明线宽窄一

致，帽口里布不反吐。

⑤拉链长 30cm，两边明线宽 0.6cm，拉链左右长短一致，安装平服、顺直，

拉合顺畅。

⑥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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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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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试题编号：H5-32，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长驳领、

手巾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长驳领、手巾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胸围 肩宽 后领高 手巾袋

规格 92 37 7.5 10.5

③长驳领、手巾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

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长驳领后领高 7.5cm，驳折线深约 30cm，驳领无明线，领角圆顺，领型

左右对称，长短一致，驳领要有里外窝势，无毛漏，绱领平服，无褶皱。

⑤手巾袋袋口长 10.5cm，宽 2.5cm，袋角方正，无毛漏，缉线顺直，袋口平

服，袋垫布扣烫缝份，明线宽 0.1cm，袋口、口袋布做无毛缝处理。

⑥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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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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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试题编号：H5-33，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完成娃娃领的纸样设

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工艺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胸围 肩宽 领尖距

规格 92 38 9

③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

残破现象。

④娃娃领前领尖之间的间距为 9cm，领尖长为 7cm画顺连接到后中，领面

明线宽为 0.5cm，后中设有开衩，衩位压明线为 0.1cm，钉纽扣 1粒。领口造型

设计要美观，娃娃领尖角处要左右对称，长短一致。

⑤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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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 清洁：场地清扫等。



出现人伤械损

等较大事故整

个测评成绩记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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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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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试题编号：H5-34，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袖衩拉

链、裙衩、弧形立体贴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袖衩拉链、

裙衩、弧形立体贴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③

③袖衩拉链、裙衩、弧形立体插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

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袖衩拉链长 14cm，双明线宽 0.1×0.6cm，缉线平服、顺直，无褶皱，拉

链左右长短一致，拉链拉合顺畅。

⑤弧形立体贴袋宽 12cm，高 18cm，袋口用斜条包边宽 1cm，明线宽 0.1cm。

弧形袋口距布边宽 8cm，高 10cm。贴袋立体条宽 2cm，立体条明线宽 0.1cm，

袋面与立体条重叠，缉线顺直，宽窄一致，袋口平服。

⑥裙衩长 15cm，宽 3.㎝，外层的裙衩角按照中山装大袋袋角的方法进行缝

制，裙衩底边明线宽 2.5cm，反面无毛缝，明线宽窄一致。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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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 清洁：场地清扫等。

部位 布长 布宽 拉链长 弧形立体贴袋高 裙衩高

规格 40 40 14 18 15



出现人伤械损

等较大事故整

个测评成绩记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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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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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试题编号：H5-35，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斜插袋、

单明线拉链、大衣插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斜插袋、单明

线拉链、大衣插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布长 布宽 拉链长 斜插袋长 大衣插袋长

规格 40 40 16 16.5 16

③斜插袋、单明线拉链、大衣插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

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单明线拉链长 16cm，明线宽 1～1.2cm，缉线平服、顺直，无褶皱，拉链

左右长短一致，拉链拉合顺畅、不外露。

⑤斜插袋袋口长 16.5cm，袋口明线宽 0.8cm，袋口上端距离布边 4cm，缉线

顺直，宽窄一致，袋口平服，无毛漏，袋垫布扣烫缝份，明线宽 0.1cm,袋口、口

袋布均做无毛缝处理。

⑥大衣插袋袋口长 16cm，外翻袋盖两端宽 6cm，中间为尖角形，尖角长 1cm，

双明线宽 0.1×0.6cm，缉线顺直，宽窄一致，袋口平服，无毛漏，袋垫布扣烫缝

份，明线宽 0.1cm，袋口、口袋布均做无毛缝处理。钉扣不锁眼。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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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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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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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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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试题编号：H5-36，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隐形拉

链、西装口袋、中山装大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隐形拉链、

西装口袋、中山装大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③隐形拉链、西装口袋、中山装大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

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隐形拉链长 16cm，松紧适宜，平服顺直，密封严紧，拉链左右长短一致，

拉合顺畅。

⑤西装口袋为有袋盖的双嵌线口袋，袋口宽 15.5cm，袋盖高 5.5cm，每个嵌

线宽 0.5cm，袋角方正，无毛漏，缉线顺直，袋口平服，袋盖里外有窝势，袋垫

布扣烫缝份，明线宽 0.1cm，袋口、口袋布做无毛缝处理。

⑥中山装大袋袋口宽 16cm，高 17.5cm，袋盖高 6cm，袋盖明线宽 0.5cm，

袋口折边明线宽 2cm，,袋盖为圆角，里外窝服自然，装袋盖时要与袋身上端相

距 1cm，袋角方正、缝份要分烫，缉线顺直，宽窄一致，左右对称。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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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位 布长 布宽 拉链长 西装大袋袋口长 中山装大袋袋口长

规格 40 40 16 15.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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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试题编号：H5-37，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西裤拉

链、插袋、借缝插袋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西裤拉链、插袋、

借缝插袋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布长 布宽 拉链长 插袋长 借缝插袋口长



规格 40 40 17 14 15

③西裤拉链、插袋、借缝插袋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

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按照给出图片绘制弧形分割线，借缝插袋袋口长约 15cm，无明线，弧形

袋口要圆顺、平服。袋垫布扣烫缝份，明线宽 0.1cm，口袋布做无毛缝处理，袋

口封结线长 0.5cm。

⑤西裤拉链长 17cm，门襟明线宽 3cm，缉线平服、顺直，宽窄一致，拉链

左右长短一致，拉合顺畅，拉链不外露。

⑥插袋长 14cm，宽 3cm，双明线宽 0.1×0.6cm，袋角方正，无毛漏，插袋

宽窄一致，袋口、口袋布均做无毛缝处理。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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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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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分 1、缝份均匀，缝制平服；线迹均匀，松紧适宜；成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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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试题编号：H5-38，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领、门

襟部位及装饰花边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领、门襟及装饰花边的

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胸围 领围 肩宽 后领高

规格 90 39 37 3



③领、门襟及装饰花边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

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衣领为立领，后领高 3cm，明线宽 0.1cm，装饰花边宽 1cm，外边沿明线

宽 0.1cm。领角圆顺，领里不反吐，左右对称。

⑤门襟处荷叶边成品长度 20cm，最宽处约为 8～9cm，缝制到颈肩点处，造

型美观，褶量均匀。门襟宽 2cm，两边明线宽 0.1cm，线迹顺直，宽窄一致。钉

扣不锁眼。

⑥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5粒

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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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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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试题编号：H5-39，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立领、

泡泡袖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立领、泡泡袖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领围 袖长 肩宽 胸围 后领高 袖口

规格 40 54 38 92 3 26

③立领、泡泡袖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

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立领后领高 3cm，领里不反吐，领角圆顺，左右对称，无明缉线，绱领平

服，无毛漏，左右对称。钉扣不锁眼。



⑤泡泡袖为一片式合体袖，绱袖圆顺，无褶皱，袖位准确。

⑥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粒

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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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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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分 成品无烫黄、污渍、残破、断线等现象；发现一处扣



质量 2分，扣完为止。

40.试题编号：H5-40，服装零部件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完成翻领、

盖袖部位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翻领、盖袖的工艺制作。

图一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部位 胸围 领长 袖长 肩宽 后领高

规格 92 36 9.5 37 7

③翻领、盖袖缝制的成品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

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翻领为一片式女衬衫领，后领高 7cm，领尖长 8～9㎝，领角方正，长短

一致，左右对称，领里、领面窝服自然，明线宽 0.15cm，绱领平服，无褶皱。V

型领口深约 16cm，反面做贴边，贴边宽 4cm，明线宽 0.15cm，贴边不反吐，缝

制平服。



⑤盖袖长 9.5cm，袖口用斜纱条包边，宽 0.5cm，明线宽 0.1cm，袖位准确，

绱袖平服、圆顺。

⑥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 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 个缝纫线、1

套梭心、梭壳。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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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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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试题编号：H5-41，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臀围 腰宽

160/68A 42 76 92 4

③此款女裙为低腰裙，弧形腰头。前裙片装拉链，有两个装饰拉链的假口袋，

前片 2个省，后片有育克。缝制的女裙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

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钉扣不锁眼。

⑤前片装饰假口袋左右对称，袋口方正，无毛漏，四周明线宽 0.1㎝。门襟

明线宽 3cm。拉链平服，拉合顺畅。

⑥侧缝、下摆缉缝顺直、平服。底边明线宽 2cm，其它明线宽 0.15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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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试题编号：H5-42，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160/68A 42 76

③此款女裙为低腰裙，无腰头，右侧缝装隐形拉链。前片三个对褶，后片两

个对褶。前后片有分割，后片分割处有两个借缝单嵌线口袋。缝制的女裙成品必

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弧形腰口顺直、平服，前后分割高低一致，合缝对接部位准确。褶量、定

位适当，明线宽 0.5cm。

⑤隐形拉链平服、顺直，不露拉链齿，拉合顺畅。后借缝单嵌线口袋左右对

称，四周明线宽 0.15cm。侧缝、下摆缉缝顺直，平服，底边明线宽 2cm。

⑥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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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试题编号：H5-43，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裤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裤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裤长 腰围 臀围 直裆 腰宽 脚口

160/68A 90 74 92 22 3 30

③此款女裤为低腰裤，弧形腰，装拉链。前片有口袋 2个，后片左右各设有

省道 1个，后片右侧装有一装饰袋盖。缝制的女裤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

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弧形装饰串带袢，宽窄均匀，长短一致，缉线均匀。钉扣不锁眼。

⑤前裤片口袋左右对称，袋口造型美观，前后袋处压明线宽为 0.5cm。拉链

平服，拉合顺畅，门襟明线宽 3㎝。

⑥省顺直，省尖平服，无酒窝状凹面，左右对称。脚口明线宽 1.5cm，明线

宽窄一致。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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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试题编号：H5-44，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臀围 腰宽

160/68A 45 76 92 3

③此款女裙为低腰裙，弧形腰头，有串带袢。前裙片装拉链，弧形插袋，后

片有育克。缝制的女裙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

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串带袢的宽

窄均匀，长短一致，明线宽 0.15cm。钉扣不锁眼。

⑤前裙片口袋呈弧形，左右对称，造型美观，前裙片明线宽均为 0.5cm。拉

链平服，拉合顺畅，门襟明线宽 3cm。

⑥后裙片分割线高低一致，合缝对接部位准确。侧缝顺直，下摆平服，后裙

片明线宽均为 0.5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必备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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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试题编号：H5-45，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臀围

160/68A 46 72 92

③此款女裙为连腰裙，后中装隐形拉链。前腰口中间呈 V 型，前裙片有 2

个插袋，前后裙片分割部位准确。裙底荷叶边为 2层，呈波浪形。缝制的女裙成

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袋口宽是分割线至侧缝之间的距离，袋口折边宽 3cm，明线宽 0.15cm。

⑤隐形拉链平服、顺直，不露拉链齿，拉合顺畅。侧缝缉缝顺直，分割部位

明线宽 0.5cm。

⑥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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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分 纪律：服从安排、不迟到等。 本项目只记扣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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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试题编号：H5-46，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腰宽

160/68A 45 76 6

③此款女裙为低腰裙，弧形腰，侧缝装隐形拉链。前后裙片各 3个对褶，前

片有 2个袋盖。缝制的女裙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



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腰头明线宽

0.15cm。

⑤隐形拉链平服、顺直，不露拉链齿，拉合顺畅。

⑥袋盖窝服，不反翘，大小、宽窄一致，左右对称，明线宽 0.5cm。侧缝、

下摆缉缝顺直、平服，底边明线宽 1.5cm。钉扣不锁眼。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2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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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试题编号：H5-47，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式短裤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式短裤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裤长 腰围 臀围 直裆 腰宽

160/68A 31 76 92 21 4

③此款女式短裤为低腰裤，弧形腰，有串带袢，前门襟装拉链。侧边有立体

袋，后片有 2个省，脚口为外翻折边。缝制的女裤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

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串带袢的宽

窄均匀，长短一致，明线宽 0.15cm。钉扣不锁眼。

⑤拉链平服，拉合顺畅，门襟明线宽 3cm。侧缝部位的立体袋，袋盖窝服，

不反翘，袋口方正，口袋大小、宽窄一致，左右对称，明线宽 0.5cm。钉扣不锁

眼。

⑥省顺直，省尖平服，无酒窝状凹面，左右对称。脚口翻边 4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3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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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试题编号：H5-48，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臀围 腰宽

160/68A 60 76 92 4

③此款女裙为中腰裙，弧形腰头，右侧缝装隐形拉链。前裙片 3个褶，中间

1个对褶，后裙片 2个省，2个单嵌线口袋。缝制的女裙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

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⑤省顺直，省尖平服，无酒窝状凹面，左右对称。单嵌线口袋左右对称，袋

口方正，口袋大小、高低一致，四周明线宽 0.15cm。

⑥隐形拉链平服、顺直，不露拉链齿，拉合顺畅。侧缝、下摆缉缝顺直，平

服，底边明线宽 1.5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必备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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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试题编号：H5-49，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式短裤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式短裤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裤长 腰围 臀围 直裆 腰宽

160/68A 31 76 92 21 3

③此款女短裤为低腰裤，弧形腰，装拉链，有串带袢。前裤片有弧形分割，

分割处有 3个省，后片有育克。缝制的女裤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

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串带袢的宽窄均匀，长短一致，明线宽 0.15cm。钉扣不锁眼。

⑤省顺直、省尖平服，无酒窝状凹面，左右对称，明线宽 0.15cm。拉链平

服，拉合顺畅，门襟明线宽 3cm。

⑥侧缝、下摆缉缝顺直、平服，底边明线宽 2.5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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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试题编号：H5-50，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臀围

160/68A 42 76 92

③此款女裙为低腰裙，不装腰，侧缝装隐形拉链。前后裙片有分割，前裙片

有两个袋盖。裙底两层荷叶边，呈波浪形。缝制的女裙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

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腰口呈弧形，顺直，腰里贴边不反吐。袋盖窝服，不反翘，大小、宽窄一

致，左右对称，明线宽 0.5cm。钉扣不锁眼。

⑤隐形拉链平服、顺直，不露拉链齿，拉合顺畅。荷叶边褶皱均匀，侧缝顺



直。

⑥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2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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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试题编号：H5-51，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臀围 腰宽

160/68A 52 76 92 5

③此款女裙为低腰裙，弧形腰，右侧缝装隐形拉链。前裙片左边有 1个单嵌

线袋。前后裙片有分割，后中有衩。缝制的女裙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

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前片分割双

明线宽 0.15×0.5cm。

⑤前裙片单嵌线口袋方正，无毛漏，四周明线宽 0.15cm。前片分割双明线

宽 0.15×0.5 cm。

⑥隐形拉链平服、顺直，不露拉链齿，拉合顺畅。后衩平服，明线宽 3cm。

侧缝、下摆缉缝顺直，底边明线宽 2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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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试题编号：H5-52，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裤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裤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裤长 腰围 臀围 直裆 腰宽 脚 口

160/68A 85 76 92 22 4 32

③此款女裤为低腰裤，弧形腰头，有串带袢，装拉链。前裤片有 2个弧形口

袋，后片有 2个省，脚口有碎褶。女裤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

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串带袢宽窄

均匀、长短一致，明线宽 0.15cm。钉扣不锁眼。

⑤拉链平服，拉合顺畅，门襟明线宽 3cm。前裤片口袋左右对称，袋口呈弧

形，造型美观，袋口双明线宽 0.15×0.5cm。

⑥省顺直，省尖平服，无酒窝状凹面，左右对称。脚口碎褶分布均匀，接边

宽 2.5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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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试题编号：H5-53，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160/68A 52 76

③此款女裙为低腰裙，不装腰，右侧缝装隐形拉链。前后裙片有分割，后片

有 2个袋盖，底边呈波浪形。缝制的女裙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

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腰口呈弧形，顺直，腰里贴边不反吐。前后片分割造型比例准确，合缝对

接部位缉线顺直、平服，宽窄一致，分割双明线宽 0.15×0.5cm。

⑤隐形拉链平服、顺直，不露拉链齿，拉合顺畅。

⑥袋盖窝服，不反翘，大小、宽窄一致，左右对称，明线宽 0.5cm侧缝、下

摆缉缝顺直。钉扣不锁眼。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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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试题编号：H5-54，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女

裙裤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裤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裤长 腰围 臀围 直裆

160/68A 45 70 92 27

③此款女裙裤为连腰裙裤，前中缝装隐形拉链。前后有分割，前片左右各 1

个对褶。腰口处有装饰带，后片左右各一个袋盖。缝制的女裙裤成品必须与提供

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腰口顺直，腰里贴边不反吐。前后片分割部位一致，明线宽 0.5cm。钉扣

不锁眼。

⑤隐形拉链平服、顺直，不露拉链齿，拉合顺畅。

⑥袋盖窝服，不反翘，大小、宽窄一致，左右对称，明线宽 0.5cm。侧缝、

脚口缉线顺直，脚口明线宽 2cm。钉扣不锁眼。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4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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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试题编号：H5-55，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腰宽

160/68A 70 76 3

③此款女裙为低腰裙，弧形腰，前中缝装拉链。前片 2个省，后片有分割线。

缝制的女裙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

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明线宽 0.15cm缉线顺

直，钉扣不锁眼。

⑤省顺直，省尖平服，无酒窝状凹面，左右对称。拉链平服、顺直，拉合顺



畅，门襟明线宽 3㎝。

⑥分割线高低一致，合缝对接部位准确，明线宽 0.5cm，侧缝、下摆缉缝顺

直，平服。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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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试题编号：H5-56，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裤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裤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裤长 腰围 臀围 直裆 腰宽

160/68A 65 76 94 22 4

③此款女裤为低腰裤，弧形腰头，装拉链，有串带袢。前片有褶，斜插袋，

后片 2个省。缝制的女裤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

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串带袢的宽

窄均匀，长短一致，明线宽 0.15cm。钉扣不锁眼

⑤拉链平服，拉合顺畅，门襟明线宽 3cm。

⑥省顺直，省尖平服，无酒窝状凹面，左右对称。脚口弧线圆顺，明线宽

1.5cm。钉扣不锁眼。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8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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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试题编号：H5-57，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160/68A 52 72

③此款女裙为无腰裙，右侧缝装隐形拉链。前后裙片各 9个对褶，前后裙片

有分割，前片有 2个装饰袢带。缝制的女裙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

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腰口顺直，腰里贴边不反吐。装饰带袢宽窄均匀，长短一致，明线宽0.15cm。

钉扣不锁眼。

⑤隐形拉链平服、顺直，不露拉链齿，拉合顺畅。前后裙片分割合理，明线

宽 0.5cm。侧缝、下摆缉缝顺直、平服。

⑥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2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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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试题编号：H5-58，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式短裤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短裤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裤长 腰围 臀围 直裆 腰宽

160/68A 35 76 94 22 4



③此款女式短裤为低腰裤，弧形腰头，装拉链，有串带袢。前片 6个褶，后

片 2个省，脚口翻边。缝制的短裤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

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串带袢宽窄

均匀，长短一致，明线宽 0.15cm。钉扣不锁眼。

⑤前褶共 6个，倒向侧缝，左右对称。拉链平服，拉合顺畅，门襟明线宽 3

㎝。

⑥省顺直、省尖平服，无酒窝状凹面，左右对称。脚口翻边 4㎝。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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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试题编号：H5-59，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式短裤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式短裤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裤长 腰围 臀围 直裆 腰宽

160/68A 40 74 92 25 4

③此款女式短裤为中腰裤，弧形腰头，装拉链，有串带袢。前片有 2个斜插

袋，后裤片有育克。缝制的女裤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

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串带袢的宽

窄均匀，长短一致，明线宽 0.15cm。钉扣不锁眼。

⑤前裤片插袋左右对称，双缉明线 0.15×0.5cm。拉链平服，拉合顺畅，门

襟明线宽 3cm。

⑥后裤片分割明线宽 0.5cm，合缝对接准确，缝份宽窄一致。侧缝顺直，脚



口平服，缉明线 2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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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试题编号：H5-60，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裤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裤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裤长 腰围 臀围 直裆 腰宽 脚口

160/68A 100 72 94 30 4 30

③此款女裤为吊裆裤，前片腰头为直腰头，装拉链。前片左右两边各收 2

个褶，有分割。后片腰头装松紧，前后脚口各有 1个褶。缝制的女裤成品必须与

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钉扣不锁眼。

⑤拉链平服，拉合顺畅，门襟明线宽 3cm。

⑥省顺直，省尖平服，无酒窝状凹面，左右对称。侧缝顺直，脚口边宽 2.5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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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试题编号：H5-61，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腰宽

160/68A 52 76 3

③此款女裙为低腰裙，弧形腰，装拉链。前裙片有 2个弧形插袋，前后有分

割，波浪裙褶。缝制的女裙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

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钉扣不锁眼。

⑤前裙片口袋左右对称，袋口呈弧形，造型美观，明线宽 0.5cm。拉链平服，

拉合顺畅，门襟明线宽 3cm。

⑥分割线高低一致，合缝对接部位准确，明线宽 0.5cm。裙底呈波浪形，褶

皱自然美观。侧缝顺直，下摆平服。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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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试题编号：H5-62，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裤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裤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裤长 腰围 臀围 直裆 腰宽 脚口

160/68A 44 76 94 22 4 44

③此款女裤为低腰裤，弧形腰头，右侧装隐形拉链。前裤片有分割，分割部

位有装饰线，后裤片有育克，前后脚口处各有 3个褶。缝制的女裤成品必须与提

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⑤隐形拉链平服，顺直，不露拉链齿，拉合顺畅。

⑥合缝对接准确，缝份宽窄一致。脚口接边宽 3cm，明线宽 0.5cm。钉扣不

锁眼。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8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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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试题编号：H5-63，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式短裤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式短裤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裤长 腰围 臀围 直裆 腰宽

160/68A 32 76 92 22 4



③此款女式短裤为低腰裤，弧形腰，装拉链，有串带袢。前片有两个弧形口

袋，后裤片有育克，脚口翻边。缝制的女裤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

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串带袢的宽窄均匀，长短一致，明线宽 0.15cm。钉扣不锁眼。

⑤前裤片口袋左右对称，袋口呈弧形，造型美观，明线宽 0.5cm。拉链平服，

拉合顺畅，门襟明线宽 3cm。

⑥后片分割线高低一致，前片袋口线与后片分割线合缝对接准确，明线宽

0.5cm。侧缝顺直，脚口翻边宽 3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5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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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试题编号：H5-64，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见图一、图二），完

成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臀围 腰宽

160/68A 35 76 92 3

③此款女裙为低腰裙，弧形腰，右侧装隐形拉链，有串带袢。前片 2个斜插

口袋，前后裙片各 2个省。缝制的女裙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

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串带袢的宽窄均匀，长短一致，明线宽 0.15cm。

⑤袋口宽 2.5cm，左右对称，明线宽 0.5cm。隐形拉链平服、顺直，不露拉



链齿，拉合顺畅。

⑥省顺直，省尖平服，无酒窝状凹面，左右对称。侧缝顺直，底边明线宽

2.5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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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试题编号：H5-65，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式短裤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式短裤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③此款女式短裤为低腰裤，弧形腰，装拉链。前片有 2个斜插袋，两边各 3

个褶，腰两侧有装饰带袢，后片 2个省。缝制的女裤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

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腰头装饰带

袢宽 3cm，明线宽 0.15cm。钉扣不锁眼。

⑤拉链平服，拉合顺畅，门襟明线宽 3cm。前裤片口袋左右对称，袋口明线

宽 0.5cm。前片三个褶，左右对称，大小一致。

⑥省顺直，省尖平服，无酒窝状凹面，左右对称。侧缝顺直，脚口明线宽

2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号型 裤长 腰围 臀围 直裆 腰宽

160/68A 32 76 92 22 4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3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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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试题编号：H5-66，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臀围 腰宽

160/68A 40 76 92 5

③此款女裙为低腰裙，弧形腰，后中缝装隐形拉链。前裙片有分割，弧形插

口袋，2个装饰带袢，后裙片 2个省。缝制的女裙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

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⑤前裙片口袋左右对称，袋口呈弧形，造型美观，袋口、装饰带袢明线宽

0.5cm。省顺直、省尖平服，无酒窝状凹面，左右对称。钉扣不锁眼。

⑥隐形拉链平服、顺直，不露拉链齿，拉合顺畅。侧缝、下摆缉缝顺直，底

边明线宽 2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2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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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试题编号：H5-67，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臀围 腰宽



③此款女裙为低腰裙，弧形腰，左侧装隐形拉链。右侧缝有贴袋，前后有分

割，有波浪裙褶。缝制的女裙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

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⑤袋口反贴边宽 2.5cm，缉线顺直，宽窄一致，明线宽 0.15cm。钉扣不锁眼。

⑥隐形拉链平服、顺直，不露拉链齿，拉合顺畅。侧缝顺直，下摆褶皱自然

美观。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2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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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68A 36 76 9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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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试题编号：H5-68，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式短裤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式短裤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裤长 腰围 臀围 直裆 腰宽

160/68A 38 74 92 25 3

③此款女式短裤为中腰裤，弧形腰头，装拉链。前片分割处有碎褶，后片有

育克。缝制的女裤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

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钉扣不锁眼。

⑤拉链平服，拉合顺畅，门襟明线宽 3cm。

⑥后片的合缝对接准确，缝份宽窄一致，脚口反贴宽 3cm，明线宽 0.5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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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试题编号：H5-69，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腰宽

160/68A 48 76 3

③此款女裙为低腰裙，弧形腰，前中装拉链。前裙片有 2个弧形插袋，前后

裙片有曲线分割，波浪裙褶。后片 2个省。缝制的女裙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

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串带袢的宽窄均匀，长短一致，明线宽 0.15cm。钉扣不锁眼。

⑤前裤片口袋左右对称，袋口呈弧形，造型美观，明线宽 0.5cm。

⑥省顺直，省尖平服，无酒窝状凹面，左右对称，裙褶自然美观。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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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试题编号：H5-70，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式短裤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式短裤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裤长 腰围 臀围 直裆 腰宽

160/68A 36 76 92 24 4

③此款女式短裤为中腰裤，弧形腰头，有串带袢，装拉链。弧形贴袋，后片



有育克。缝制的女裤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

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串带袢的宽窄均匀，长短一致，明线宽 0.15cm。钉扣不锁眼。

⑤贴袋左右对称，缉线顺直，袋口明线宽 0.5cm，贴袋明线宽 0.15cm。拉链

平服，拉合顺畅，门襟明线宽 3cm。

⑥后裤片分割合缝对接准确，缝份宽窄一致，明线宽 0.5cm。脚口处折边宽

2.5cm，双明线宽 2.0×2.5cm，折边平服，明线宽窄一致。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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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试题编号：H5-71，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臀围 腰宽

160/68A 40 76 92 6

③此款女裙为低腰裙，弧形腰，左侧缝装隐形拉链。前裙片 2个斜插口袋，

4个褶。后片有分割。缝制的女裙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

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⑤前褶大小、宽窄一致。斜插袋左右对称，明线宽 0.5cm。后片分割部位明

线宽 0.5cm。

⑥拉链平服，拉合顺畅，门襟明线宽 3cm。侧缝、下摆车缝顺直，底边明线

宽 2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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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试题编号：H5-72，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式短裤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式短裤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裤长 腰围 臀围 直裆 腰宽

160/68A 32 76 92 22 3

③此款女式短裤为低腰裤，弧形腰，装拉链，有串带袢。前裤片 2个袋盖，

后裤片有育克，脚口外翻。缝制的女裤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

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串带袢的宽窄均匀，长短一致，明线宽 0.15cm。钉扣不锁眼。

⑤拉链平服，拉合顺畅，门襟明线宽 3cm。袋盖窝服，不反翘，大小、宽窄

一致，左右对称，明线宽 0.5cm。

⑥后片分割部位，合缝对接准确，缝份宽窄一致，明线宽 0.5cm。侧缝顺直，

脚口外翻边宽 3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7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必备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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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试题编号：H5-73，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臀围 腰宽

160/68A 40 76 92 3

③此款女裙为低腰裙，弧形腰，侧缝装隐形拉链，有串带袢。前片有分割，

前裙片 2个弧形插口袋。后裙片有 2个省。缝制的女裙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

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串带袢的宽窄均匀，长短一致，明线宽 0.15cm。

⑤口袋左右对称，袋口呈弧形，造型美观，明线宽 0.5cm。隐形拉链平服、

顺直，不露拉链齿，拉合顺畅。

⑥省顺直，省尖平服，无酒窝状凹面，左右对称。侧缝、下摆缉缝顺直，底

边明线宽 2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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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试题编号：H5-74，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臀围 腰宽

160/68A 44 76 92 3

③此款女裙为低腰裙，弧形腰，有串袢带，装拉链。前裙片有 2个弧形插口

袋，后裙片有育克。缝制的女裙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

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串带袢的宽窄均匀，长短一致，明线宽 0.15cm。钉扣不锁眼。

⑤口袋左右对称，袋口呈弧形，造型美观，明线宽 0.5cm。拉链平服，拉合

顺畅，门襟明线宽 3cm。

⑥后片分割部位，合缝对接准确，缝份宽窄一致。侧缝、下摆缉缝顺直，底

边贴边宽 4cm，明线宽 0.5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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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试题编号：H5-75，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式短裤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式短裤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裤长 腰围 臀围 直裆 腰宽

160/68A 38 74 92 24 4

③此款女式短裤为中腰裤，弧形腰头，装拉链，有串袢带。前裤片 2个立体

贴袋，后裤片有 2个省。缝制的女裤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

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串带袢的宽窄均匀，长短一致，明线宽 0.15cm。钉扣不锁眼。

⑤立体口袋左右对称，袋口呈弧形，造型美观，袋口双明线宽 0.15×0.5cm，

立体贴袋明线宽 0.15cm。拉链平服，拉合顺畅，门襟明线宽 3cm。



⑥省顺直，省尖平服，无酒窝状凹面，左右对称。侧缝顺直，脚口平服，明

线宽 2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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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试题编号：H5-76，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臀围 腰宽

160/68A 46 72 92 7

③此款女裙为高腰裙，直腰头，有串带袢。侧缝装隐形拉链，前裙片 6个对

褶，后裙片 2个对褶，2个单嵌线口袋。缝制的女裙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

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双明线宽

0.15×0.5cm。串带袢的宽窄均匀，长短一致，明线宽 0.15cm。

⑤单嵌线口袋左右对称，袋口方正，无毛漏，四周明线宽 0.15cm。

⑥隐形拉链平服、顺直，不露拉链齿，拉合顺畅。侧缝、下摆车缝顺直，平

服，底边明线宽 2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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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试题编号：H5-77，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裤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裤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裤长 腰围 臀围 直裆 腰宽 脚口

160/68A 68 72 98 24 4 36

③此款女裤为七分裤，直腰头，装拉链，有串带袢。前片 2个弧形插袋，4

个褶。后裤片 2个褶，脚口有碎褶。缝制的女裤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

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串带袢的宽窄均匀，长短一致，明线宽 0.15cm。钉扣不锁眼。

⑤口袋左右对称，袋口呈弧形，造型美观，明线宽 0.1×0.5cm。拉链平服，

拉合顺畅，门襟明线宽 3cm。

⑥侧缝顺直，脚口有碎褶，脚口接边宽 3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必备



拉链，1粒扣子。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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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试题编号：H5-78，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见图一、图二），完

成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臀围 腰宽

160/68A 52 74 92 5

③此款女裙为中腰裙，弧形腰，后中装隐形拉链。前裙片 1个对褶，2个装

饰袋盖。后片 2个省，2个单嵌线口袋。缝制的女裙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

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钉扣不锁眼。

⑤袋盖窝服，不反翘，大小、宽窄一致，左右对称，明线宽 0.5cm。隐形拉

链平服、顺直，不露拉链齿，拉合顺畅。

⑥省顺直、省尖平服，无酒窝状凹面，左右对称。单嵌线口袋左右对称，袋

口方正，无毛漏，四周明线宽 0.15cm。侧缝、下摆缉缝顺直，平服，底边明线

宽 2cm。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2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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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试题编号：H5-79，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裤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裤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裤长 腰围 臀围 直裆 腰宽 脚口

160/68A 60 72 96 24 3 38

③此款女裤为七分裤，直腰头，装拉链，有串带袢。前后各有 2个褶，脚口

宽边部位有细褶。缝制的女裤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规格

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串带袢的宽窄均匀，长短一致，明线宽 0.15cm。钉扣不锁眼。

⑤拉链平服，拉合顺畅，门襟明线宽 3cm。前后裤片的对褶大小一致，左右

对称。

⑥脚口接边宽 10cm，细褶分布均匀，明线宽 0.5cm。侧缝顺直。钉扣不锁

眼。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0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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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试题编号：H5-80，裙、裤工艺制作

（1）任务描述

①按照服装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根据提供的款式图（图一、图二），完成

女裙的纸样设计，使用提供的面辅材料，完成女裙的裁剪和制作。



图一 图二

②号型规格（单位：cm）

号型 裙长 腰围 臀围 腰宽

160/68A 45 76 92 3

③此款女裙为低腰裙，弧形腰，装拉链。前裙片有 2个弧形插口袋。有装饰

荷叶边。后片有分割。缝制的女裙成品必须与提供的款式图造型一致，符合尺寸

规格要求，无烫黄、污渍、残破现象。

④绱腰平服，不起扭，腰里不反吐，腰身宽窄一致，缉线顺直，明线宽 0.15cm。

串带袢的宽窄均匀，长短一致，明线宽 0.15cm。钉扣不锁眼。

⑤口袋左右对称，袋口呈弧形，造型美观，明线宽 0.15×0.5cm。拉链平服，

拉合顺畅，门襟明线宽 3cm。

⑥后片分割部位明线宽 0.5cm，荷叶边抽褶均匀。

⑦工作前各项准备充分；工作中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动作有条不紊；离开

缝制机器时及时关闭机器开关，在整烫成品及成品过程中，注意熨斗的温度，不

能烧焦台布和桌面；具有安全操作、安全用电意识。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服装制版工作室，服装工艺实训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1台高速平缝机，1 个熨斗，1个烫包，1个缝

纫线、1套梭心、梭壳；每 10名考生配备 1台三线包缝机。

必备

工具 直尺、曲线板、铅笔、橡皮擦、签字笔、锥子、剪刀、线剪、弯嘴镊子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1 段白坯布，具体数量根据款式确定；1张牛皮纸，1条

拉链，1粒扣子。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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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一 图案设计

1.试题编号：Z1-1，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玫瑰花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四方连续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服装上，服装的品类

不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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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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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试题编号：Z1-2，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菊花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四方连续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面料上，服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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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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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试题编号：Z1-3，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栀子花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四方连续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服装上，服装的品类

不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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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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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试题编号：Z1-4，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桃花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四方连续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服装上，服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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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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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试题编号：Z1-5，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兰花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四方连续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服装上，服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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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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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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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及造型 10 分 款式图比例及造型准确。



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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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试题编号：Z1-6，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荷花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四方连续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箱包上，箱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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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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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试题编号：Z1-7，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昙花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四方连续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箱包上，箱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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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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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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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 10 分 图案结构正确。

色彩 15 分 色彩基调明确，主次分明。



0

分）

发 现 抄

袭 记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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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试题编号：Z1-8，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桂花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四方连续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箱包上，箱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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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学生自备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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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试题编号：Z1-9，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梅花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四方连续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箱包上，箱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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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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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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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

（9

0

分）

图 案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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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试题编号：Z1-10，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马蹄莲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四方连续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箱包上，箱包的品类

不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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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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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试题编号：Z1-11，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苹果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二方连续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服装上，服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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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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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试题编号：Z1-12，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樱桃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二方连续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服装上，服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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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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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试题编号：Z1-13，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香蕉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二方连续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服装上，服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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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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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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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

（9

0

分）

图 案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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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试题编号：Z1-14，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火龙果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二方连续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服装上，服装的品类

不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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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学生自备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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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试题编号：Z1-15，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橙子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二方连续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服装上，服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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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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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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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及造型 10 分 款式图比例及造型准确。



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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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试题编号：Z1-16，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葡萄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二方连续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箱包上，箱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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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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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试题编号：Z1-17，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桃子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二方连续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箱包上，箱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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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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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试题编号：Z1-18，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西瓜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二方连续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箱包上，箱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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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必备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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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试题编号：Z1-19，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枣子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二方连续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箱包上，箱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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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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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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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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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袭 记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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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试题编号：Z1-20，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杨梅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二方连续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箱包上，箱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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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必备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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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试题编号：Z1-21，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西兰花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单独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服装上，服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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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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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 花

图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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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结构 10 分 图案结构正确。



（9

0

分）

设计 创作品，

发 现 抄

袭 记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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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试题编号：Z1-22，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西兰花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单独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服装上，服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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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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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试题编号：Z1-23，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芹菜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单独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服装上，服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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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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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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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及造型 10 分 款式图比例及造型准确。



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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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试题编号：Z1-24，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银耳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单独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服装上，服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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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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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试题编号：Z1-25，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西红柿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单独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服装上，服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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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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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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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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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试题编号：Z1-26，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辣椒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单独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箱包上，箱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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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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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试题编号：Z1-27，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丝瓜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单独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箱包上，箱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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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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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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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 10 分 图案结构正确。

色彩 15 分 色彩基调明确，主次分明。



0

分）

发 现 抄

袭 记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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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试题编号：Z1-28，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洋葱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单独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箱包上，箱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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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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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试题编号：Z1-29，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南瓜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单独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箱包上，箱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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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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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试题编号：Z1-30，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豆芽菜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单独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箱包上，箱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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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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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试题编号：Z1-31，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兔子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适合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服装上，服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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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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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试题编号：Z1-32，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老虎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适合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服装上，服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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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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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试题编号：Z1-33，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鱼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适合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15cm，

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服装上，服装的品类不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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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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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试题编号：Z1-34，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蛇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适合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15cm，

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服装上，服装的品类不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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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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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试题编号：Z1-35，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蝴蝶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适合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服装上，服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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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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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 花

图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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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结构 10 分 图案结构正确。



（9

0

分）

设计 创作品，

发 现 抄

袭 记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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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试题编号：Z1-36，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长颈鹿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适合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箱包上，箱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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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学生自备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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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试题编号：Z1-37，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天鹅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适合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箱包上，箱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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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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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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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及造型 10 分 款式图比例及造型准确。



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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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试题编号：Z1-38，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燕子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适合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箱包上，箱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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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学生自备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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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试题编号：Z1-39，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鸡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适合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15cm，

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箱包上，箱包的品类不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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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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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试题编号：Z1-40，图案设计应用

（1）任务描述

以壁虎为主要图形要素（图一），设计一个适合纹样，纹样大小为 15cm×

15cm，以手绘技法表现。将设计的图案运用到一款箱包上，箱包的品类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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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施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 套工作台。 必备

工具
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水粉笔或水彩笔、勾线小毛笔、调色盘、铅笔、彩

色铅笔、马克笔、橡皮擦、签字笔、水桶等。
学生自备

材料 提供给每个考生 2 张 A4 打印纸，1张８开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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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试题编号：Z2-1，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1）任务描述

①以“歌莉娅”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

划方案。设计一个秋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秋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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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

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秋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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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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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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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试题编号：Z2-2，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1）任务描述

①以雅戈尔男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划方

案。设计一个秋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秋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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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采

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秋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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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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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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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试题编号：Z2-3，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美特斯·邦威”男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

产品企划方案。设计一个秋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秋一波第一杆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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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

表现，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秋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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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必备



CAD 等）。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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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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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试题编号：Z2-4，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卡宾”男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划

方案。设计一个秋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秋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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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采

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秋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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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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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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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试题编号：Z2-5，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6.试题编号：Z2-6，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白领”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划

方案。设计一个秋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秋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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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采

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秋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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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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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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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必须是原



（9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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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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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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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试题编号：Z2-7，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例外”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划

方案。设计一个秋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秋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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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采

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秋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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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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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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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试题编号：Z2-8，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播”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划方

案。设计一个秋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秋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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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采

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秋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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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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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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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试题编号：Z2-9，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与狼共舞”男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

企划方案。设计一个秋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秋一波第一杆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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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

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秋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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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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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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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试题编号：Z2-10，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NAERSI（娜尔思）”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

成一套产品企划方案。设计一个秋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秋一波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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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

及文字表现，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秋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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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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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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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试题编号：Z2-11，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德诗”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划

方案。设计一个冬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冬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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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采

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冬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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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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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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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试题编号：Z2-12，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圣得西”男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

划方案。设计一个冬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冬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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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

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冬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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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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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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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试题编号：Z2-13，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素然”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划

方案。设计一个冬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冬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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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采

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冬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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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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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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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试题编号：Z2-14，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真维斯”男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

划方案。设计一个冬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冬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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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

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冬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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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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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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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试题编号：Z2-15，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淑女屋”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

划方案。设计一个冬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冬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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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

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冬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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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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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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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试题编号：Z2-16，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ODBO（欧宝）”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

套产品企划方案。设计一个冬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冬一波第一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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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

表现，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冬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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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操作规范与职业素养 1 分 纪律：服从安排、不迟到等。 本项目只记扣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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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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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试题编号：Z2-17，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朵以”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划

方案。设计一个冬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冬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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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采

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冬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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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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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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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试题编号：Z2-18，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七色麻(7SM)”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

产品企划方案。设计一个冬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冬一波第一杆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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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

表现，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冬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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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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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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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试题编号：Z2-19，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天意（TANGY）”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

一套产品企划方案。设计一个冬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冬一波第一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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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

及文字表现，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冬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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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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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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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试题编号：Z2-20，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CHANEL (夏奈尔)”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

一套产品企划方案。设计一个冬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冬一波第一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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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

及文字表现，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冬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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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必备



CAD 等）。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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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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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试题编号：Z2-21，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GIORGIO ARMANI（乔治·阿玛尼）”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

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划方案。设计一个夏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

针对夏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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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夏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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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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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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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试题编号：Z2-22，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吉芬”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划

方案。设计一个夏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夏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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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采

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夏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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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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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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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试题编号：Z2-23，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Vivienne Westwood（维维安·韦斯特伍德）”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

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划方案。设计一个夏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

阐述。针对夏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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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夏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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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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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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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试题编号：Z2-24，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艺之卉”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

划方案。设计一个夏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夏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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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

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夏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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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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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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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试题编号：Z2-25，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派克兰帝”童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

企划方案。设计一个夏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夏一波第一杆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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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

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夏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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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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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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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试题编号：Z2-26，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杰克琼斯”男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

企划方案。设计一个夏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夏一波第一杆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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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

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夏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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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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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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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试题编号：Z2-27，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罗蒙”男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划

方案。设计一个夏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夏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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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采

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夏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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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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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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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试题编号：Z2-28，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渔牌”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划

方案。设计一个夏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夏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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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采

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夏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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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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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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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试题编号：Z2-29，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柒牌”男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划

方案。设计一个夏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夏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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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采

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夏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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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操作规范与职业素养 1 分 纪律：服从安排、不迟到等。 本项目只记扣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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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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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试题编号：Z2-30，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小猪班纳”童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

企划方案。设计一个夏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夏一波第一杆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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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

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夏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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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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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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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试题编号：Z2-31，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ONLY”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

划方案。设计一个春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春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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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

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春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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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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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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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试题编号：Z2-32，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圣迪奥”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

划方案。设计一个春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春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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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

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春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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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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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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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试题编号：Z2-33，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阿依莲”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

划方案。设计一个春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春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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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

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春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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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必备



CAD 等）。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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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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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试题编号：Z2-34，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裂帛”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划

方案。设计一个春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春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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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采

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春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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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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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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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试题编号：Z2-35，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劲霸”男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划

方案。设计一个春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春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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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采

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春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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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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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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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试题编号：Z2-36，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ESPRIT”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

企划方案。设计一个春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春一波第一杆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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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

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春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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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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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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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试题编号：Z2-37，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茵曼”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产品企划

方案。设计一个春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春一波第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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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及文字表现，采

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春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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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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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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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试题编号：Z2-38，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 Aquascutum（雅格狮丹）男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

完成一套产品企划方案。设计一个春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春一波第

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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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

及文字表现，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春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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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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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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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试题编号：Z2-39，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PRADA（普拉达）”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

成一套产品企划方案。设计一个春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春一波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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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

及文字表现，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春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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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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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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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试题编号：Z2-40，品牌服装产品企划

①以“VERSACE （范思哲）”女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

完成一套产品企划方案。设计一个春季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春一波第

一杆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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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企划以图示

及文字表现，采用 CorelDRAW软件绘制。

②根据产品企划方案，选择其中一个品类，设计一款春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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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大小：A4。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脑辅助设计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每名考生配备 1台电脑，要求安装 WindowsXP、cpu2.0GHZ 以上，硬盘 120G

以上，内存 2GB以上，显示器不低于 17寸；位图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 、

CorelPainter 等），矢量图软件（如 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

CAD 等）。

必备

工具 提供网络和款式图模板。 必备

材料 提供给每名考生 2张 A4打印纸。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服装企业相关岗

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240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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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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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附录

1、职业素养评分表

职业素养评分表

学校名称
考核模块

及项目

考核模块

职业素养项目总分

姓 名 考核项目

工位编号 考核日期

考核时间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职
业
素
养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现场考核记录 配分 得分

纪律

清洁

安全生产



职业规范

工作准备

人伤械损事故

备注

（现场未尽事项记录）

监考员签字 学生签字

注：1.本表的表头信息由学员填写。现场考核记录由现场监考员填写，学员签字认可。

2.职业素养的得分按 10%的权重计入总分。

2、款式图范例



正 面 背 面



3、服装品牌企划范例

（1）产品主题及主题阐述



（2）品类及数量企划



（3）色系企划





（4）面料企划

（5）细节企划







（6）搭配企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