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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

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包括专业基本技能、岗位核心技能和跨岗位

综合技能三类技能，共 6 个模块，分别为蜡染技术、刺绣技术 2 个专业基本技能模块，工艺

品单品设计、工艺品创意设计 2个岗位核心技能，1 个跨岗位综合技能模块。蜡染技术为选

考模块之一，该模块考核学生蜡染基本技法与技能的掌握。主要检验学生是否具备工艺美术

品设计与制作能力。蜡染技术设计模块试题总量为 20 道。刺绣技术为选考模块之一，该模

块考核刺绣基本技法与设计的技能的掌握。主要检验学生是否具备工艺美术品设计与制作能

力。刺绣技术设计模块试题总量为 20 道。单品设计为选考模块之一，试题总量为 10 道；产

品创意设计为选考模块之一：主要考核学生掌握创意设计与产品设计能力，系列产品 10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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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产品企划一个选考模块，试题量为 10 道。

一、专业基本技能

模块一 蜡染技能

试题编号：01

（1）任务描述

①以“荷花”为元素，设计一幅 35*35cm 蜡染小品。（材料：纯棉白坯布、铅笔、

橡皮擦、蜡、蜡刀、染料、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等）。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创意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作品右下角贴上考试统一标签，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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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染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工作台、凳子、电烫斗、烫台、恒温锅。 必备

工具 蜡、蜡刀、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 必备

材料 纯棉白胚布、染料辅料。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
以上职称。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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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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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摆放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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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染色均匀、脱蜡干净

15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独特的风格。

20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技法
丰富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方法有一定
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02、湘西蜡染小品设计

（1）任务描述

①以“花卉”为元素，设计一幅 35*35cm 蜡染小品。（材料：纯棉白坯布、铅笔、

橡皮擦、

蜡、蜡刀、染料、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等。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创意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作品右下角贴上考试统一标签，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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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染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工作台、凳子、电烫斗、烫台、恒温锅。 必备

工具 蜡、蜡刀、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 必备

材料 纯棉白胚布、染料辅料。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
以上职称。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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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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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摆放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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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染色均匀、脱蜡干净

15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独特的风格。

20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技法
丰富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方法有一定
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03

（1）任务描述

①以“鱼”为元素，设计一幅 35*35cm 蜡染小品。（材料：纯棉白坯布、铅笔、橡

皮擦、

蜡、蜡刀、染料、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等）。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创意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作品右下角贴上考试统一标签，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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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染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工作台、凳子、电烫斗、烫台、恒温锅。 必备

工具 蜡、蜡刀、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 必备

材料 纯棉白胚布、染料辅料。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
以上职称。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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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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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摆放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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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染色均匀、脱蜡干净

15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独特的风格。

20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技法
丰富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方法有一定
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04

（1）任务描述

①以“蝴蝶”为元素，设计一幅 35*35cm 蜡染小品。（材料：纯棉白坯布、铅笔、

橡皮擦、

蜡、蜡刀、染料、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等）。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创意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作品右下角贴上考试统一标签，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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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染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工作台、凳子、电烫斗、烫台、恒温锅。 必备

工具 蜡、蜡刀、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 必备

材料 纯棉白胚布、染料辅料。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
以上职称。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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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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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摆放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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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染色均匀、脱蜡干净

15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独特的风格。

20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技法
丰富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方法有一定
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05、

（1）任务描述

①以“凤凰”为元素，设计一幅 35*35cm 蜡染小品。（材料：纯棉白坯布、铅笔、

橡皮擦、

蜡、蜡刀、染料、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等）。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创意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作品右下角贴上考试统一标签，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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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染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工作台、凳子、电烫斗、烫台、恒温锅。 必备

工具 蜡、蜡刀、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 必备

材料 纯棉白胚布、染料辅料。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
以上职称。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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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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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摆放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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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染色均匀、脱蜡干净

15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独特的风格。

20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技法
丰富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方法有一定
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06

（1）任务描述

①以“鸟儿”为元素，设计一幅 35*35cm 蜡染小品。（材料：纯棉白坯布、铅笔、

橡皮擦、

蜡、蜡刀、染料、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等）。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创意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作品右下角贴上考试统一标签，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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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染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工作台、凳子、电烫斗、烫台、恒温锅。 必备

工具 蜡、蜡刀、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 必备

材料 纯棉白胚布、染料辅料。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
以上职称。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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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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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摆放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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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染色均匀、脱蜡干净

15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独特的风格。

20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技法
丰富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方法有一定
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07

（1）任务描述

①以“兰花”为元素，设计一幅 35*35cm 蜡染小品。（材料：纯棉白坯布、铅笔、

橡皮擦、

蜡、蜡刀、染料、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等）。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创意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作品右下角贴上考试统一标签，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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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染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工作台、凳子、电烫斗、烫台、恒温锅。 必备

工具 蜡、蜡刀、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 必备

材料 纯棉白胚布、染料辅料。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
以上职称。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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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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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摆放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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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染色均匀、脱蜡干净

15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独特的风格。

20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技法
丰富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方法有一定
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08

（1）任务描述

①以“玉兰花”为元素，设计一幅 35*35cm 蜡染小品。（材料：纯棉白坯布、铅笔、

橡皮擦、

蜡、蜡刀、染料、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等。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创意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作品右下角贴上考试统一标签，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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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染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工作台、凳子、电烫斗、烫台、恒温锅。 必备

工具 蜡、蜡刀、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 必备

材料 纯棉白胚布、染料辅料。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
以上职称。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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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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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摆放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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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染色均匀、脱蜡干净

15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独特的风格。

20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技法
丰富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方法有一定
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09

（1）任务描述

①以“龙”为元素，设计一幅 35*35cm 蜡染小品。（材料：纯棉白坯布、铅笔、橡

皮擦、

蜡、蜡刀、染料、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等）。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创意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作品右下角贴上考试统一标签，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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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染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工作台、凳子、电烫斗、烫台、恒温锅。 必备

工具 蜡、蜡刀、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 必备

材料 纯棉白胚布、染料辅料。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
以上职称。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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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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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摆放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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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染色均匀、脱蜡干净

15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独特的风格。

20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技法
丰富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方法有一定
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10

（1）任务描述

①以“梅花”为元素，设计一幅 35*35cm 蜡染小品。（材料：纯棉白坯布、铅笔、

橡皮擦、

蜡、蜡刀、染料、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等。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创意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作品右下角贴上考试统一标签，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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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染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工作台、凳子、电烫斗、烫台、恒温锅。 必备

工具 蜡、蜡刀、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 必备

材料 纯棉白胚布、染料辅料。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
以上职称。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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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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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摆放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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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染色均匀、脱蜡干净

15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独特的风格。

20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技法
丰富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方法有一定
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11

（1）任务描述

①以“石榴”为元素，设计一幅 35*35cm 蜡染小品。（材料：纯棉白坯布、铅笔、

橡皮擦、

蜡、蜡刀、染料、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等。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创意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作品右下角贴上考试统一标签，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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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染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工作台、凳子、电烫斗、烫台、恒温锅。 必备

工具 蜡、蜡刀、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 必备

材料 纯棉白胚布、染料辅料。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
以上职称。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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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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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摆放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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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染色均匀、脱蜡干净

15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独特的风格。

20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技法
丰富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方法有一定
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12

（1）任务描述

①以“魅力湘西”为主题，设计一幅 35*35cm 蜡染小品。（材料：纯棉白坯布、铅

笔、橡皮擦、

蜡、蜡刀、染料、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等）。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创意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作品右下角贴上考试统一标签，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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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染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工作台、凳子、电烫斗、烫台、恒温锅。 必备

工具 蜡、蜡刀、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 必备

材料 纯棉白胚布、染料辅料。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
以上职称。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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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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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摆放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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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染色均匀、脱蜡干净

15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独特的风格。

20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技法
丰富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方法有一定
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13

（1）任务描述

①以“春华秋实”为主题，设计一幅 35*35cm 蜡染小品。（材料：纯棉白坯布、铅

笔、橡皮擦、

蜡、蜡刀、染料、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等。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创意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作品右下角贴上考试统一标签，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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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染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工作台、凳子、电烫斗、烫台、恒温锅。 必备

工具 蜡、蜡刀、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 必备

材料 纯棉白胚布、染料辅料。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
以上职称。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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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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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摆放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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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染色均匀、脱蜡干净

15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独特的风格。

20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技法
丰富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方法有一定
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14

（1）任务描述

①以“蝶恋花”为主题，设计一幅 35*35cm 蜡染小品。（材料：纯棉白坯布、铅笔、

橡皮擦、

蜡、蜡刀、染料、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等。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创意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作品右下角贴上考试统一标签，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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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染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工作台、凳子、电烫斗、烫台、恒温锅。 必备

工具 蜡、蜡刀、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 必备
材料 纯棉白胚布、染料辅料。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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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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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摆放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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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染色均匀、脱蜡干净

15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独特的风格。

20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技法
丰富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方法有一定
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15

（1）任务描述

①以“花飞碟舞”为主题，设计一幅 35*35cm 蜡染小品。（材料：纯棉白坯布、铅

笔、橡皮擦、

蜡、蜡刀、染料、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等。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创意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作品右下角贴上考试统一标签，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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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染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工作台、凳子、电烫斗、烫台、恒温锅。 必备

工具 蜡、蜡刀、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 必备
材料 纯棉白胚布、染料辅料。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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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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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摆放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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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染色均匀、脱蜡干净

15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独特的风格。

20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技法
丰富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方法有一定
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16

（1）任务描述

①以“花繁碟欢”为主题，设计一幅 35*35cm 蜡染小品。（材料：纯棉白坯布、铅

笔、橡皮擦、

蜡、蜡刀、染料、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等。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创意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作品右下角贴上考试统一标签，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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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染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工作台、凳子、电烫斗、烫台、恒温锅。 必备

工具 蜡、蜡刀、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 必备
材料 纯棉白胚布、染料辅料。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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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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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摆放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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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染色均匀、脱蜡干净

15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独特的风格。

20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技法
丰富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方法有一定
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17

（1）任务描述

①以“步步莲花”为主题，设计一幅 35*35cm 蜡染小品。（材料：纯棉白坯布、铅

笔、橡皮擦、

蜡、蜡刀、染料、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等。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创意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作品右下角贴上考试统一标签，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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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染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工作台、凳子、电烫斗、烫台、恒温锅。 必备

工具 蜡、蜡刀、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 必备

材料 纯棉白胚布、染料辅料。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
以上职称。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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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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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摆放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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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染色均匀、脱蜡干净

15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独特的风格。

20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技法
丰富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方法有一定
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18

（1）任务描述

①以“花好月圆”为主题，设计一幅 35*35cm 蜡染小品。（材料：纯棉白坯布、铅

笔、橡皮擦、

蜡、蜡刀、染料、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等。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创意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作品右下角贴上考试统一标签，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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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染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工作台、凳子、电烫斗、烫台、恒温锅。 必备

工具 蜡、蜡刀、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 必备
材料 纯棉白胚布、染料辅料。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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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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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摆放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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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染色均匀、脱蜡干净

15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独特的风格。

20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技法
丰富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方法有一定
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19

（1）任务描述

①以“硕果累累”为主体，设计一幅 35*35cm 蜡染小品。（材料：纯棉白坯布、铅

笔、橡皮擦、

蜡、蜡刀、染料、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等。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创意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作品右下角贴上考试统一标签，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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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染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工作台、凳子、电烫斗、烫台、恒温锅。 必备

工具 蜡、蜡刀、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 必备
材料 纯棉白胚布、染料辅料。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 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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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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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摆放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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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染色均匀、脱蜡干净

15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独特的风格。

20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技法
丰富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方法有一定
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20

（1）任务描述

①以“事事如意”为主题，设计一幅 35*35cm 蜡染小品。（材料：纯棉白坯布、铅

笔、橡皮擦、

蜡、蜡刀、染料、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等。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包括主题名称、创意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作品右下角贴上考试统一标签，注明“考生编号-考生

姓名-考生学校”。

（2）实施条件

高以上职称。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蜡染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工作台、凳子、电烫斗、烫台、恒温锅。 必备

工具 蜡、蜡刀、染缸，洗衣盆、洗衣粉、手套、扣针 必备

材料 纯棉白胚布、染料辅料。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
以上职称。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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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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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摆放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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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染色均匀、脱蜡干净

15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独特的风格。

20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技法
丰富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方法有一定
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模块二 刺绣技能

试题编号：01

（1）任务描述

①以“多子多福”为主题，设计一幅 10*10cm 苗绣小品，要求将“苗族图腾”作为图

案元素。

（材料为真丝线、纯黑棉布底布。）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针法不限。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在作品的右下角贴上考场统一标签，命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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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绣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绣架、绣绷、绣花凳子、电烫斗、烫台。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白色水笔等。 必备
材料 绣花针、丝线、黑棉布。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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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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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体现色彩搭配的创意性，色彩协调、
赏心悦目。

10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鲜明的风格。
10 分 充分体现苗绣图案的结构特征。
15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针迹
精致、针法搭配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
方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02

（1）任务描述

①以“龙凤呈祥”为主题，设计一幅 10*10cm 苗绣小品，要求将“苗族图腾”作为图

案元素。

（材料为真丝线、纯黑棉布底布。）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针法不限。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在作品的右下角贴上考场统一标签，命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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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绣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绣架、绣绷、绣花凳子、电烫斗、烫台。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白色水笔等。 必备
材料 绣花针、丝线、黑棉布。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4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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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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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体现色彩搭配的创意性，色彩协调、
赏心悦目。

10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鲜明的风格。
10 分 充分体现苗绣图案的结构特征。
15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针迹
精致、针法搭配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
方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03

（1）任务描述

①以“吉祥如意”为主题，设计一幅 10*10cm 苗绣小品，要求将“苗族图腾”作为图

案元素。

（材料为真丝线、纯黑棉布底布。）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针法不限。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在作品的右下角贴上考场统一标签，命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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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绣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绣架、绣绷、绣花凳子、电烫斗、烫台。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白色水笔等。 必备
材料 绣花针、丝线、黑棉布。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480 分钟。

(4)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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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规范与职业素
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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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体现色彩搭配的创意性，色彩协调、
赏心悦目。

10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鲜明的风格。
10 分 充分体现苗绣图案的结构特征。
15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针迹
精致、针法搭配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
方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04

（1）任务描述

①以“花果同枝”为主题，设计一幅 10*10cm 苗绣小品，要求将“苗族图腾”作为图

案元素。

（材料为真丝线、纯黑棉布底布。）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针法不限。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在作品的右下角贴上考场统一标签，命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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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绣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绣架、绣绷、绣花凳子、电烫斗、烫台。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白色水笔等。 必备
材料 绣花针、丝线、黑棉布。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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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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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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体现色彩搭配的创意性，色彩协调、
赏心悦目。

10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鲜明的风格。
10 分 充分体现苗绣图案的结构特征。
15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针迹
精致、针法搭配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
方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05

（1）任务描述

①以“年年有余”为主题，设计一幅 10*10cm 苗绣小品，要求将“苗族图腾”作为图

案元素。

（材料为真丝线、纯黑棉布底布。）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针法不限。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在作品的右下角贴上考场统一标签，命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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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绣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绣架、绣绷、绣花凳子、电烫斗、烫台。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白色水笔等。 必备
材料 绣花针、丝线、黑棉布。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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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设计 15 分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28

（90 分）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体现色彩搭配的创意性，色彩协调、
赏心悦目。

10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鲜明的风格。
10 分 充分体现苗绣图案的结构特征。
15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针迹
精致、针法搭配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
方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06

（1）任务描述

①以“鱼跃龙门”为主题，设计一幅 10*10cm 苗绣小品，要求将“苗绣图腾”作为图

案元素。

（材料为真丝线、纯黑棉布底布。）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针法不限。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在作品的右下角贴上考场统一标签，命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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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绣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绣架、绣绷、绣花凳子、电烫斗、烫台。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白色水笔等。 必备
材料 绣花针、丝线、黑棉布。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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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体现色彩搭配的创意性，色彩协调、
赏心悦目。

10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鲜明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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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充分体现苗绣图案的结构特征。
15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针迹
精致、针法搭配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
方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07

（1）任务描述

①以“惜福”为主题，设计一幅 10*10cm 苗绣小品，要求将“蝴蝶”作为图案元素。

（材料为真丝线、纯黑棉布底布。）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针法不限。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在作品的右下角贴上考场统一标签，命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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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绣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绣架、绣绷、绣花凳子、电烫斗、烫台。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白色水笔等。 必备
材料 绣花针、丝线、黑棉布。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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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体现色彩搭配的创意性，色彩协调、
赏心悦目。

10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鲜明的风格。
10 分 充分体现苗绣图案的结构特征。
15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针迹
精致、针法搭配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
方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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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08

（1）任务描述

①以“花开富贵”为主题，设计一幅 10*10cm 苗绣小品，要求将“苗绣图腾”作为图

案元素。

（材料为真丝线、纯黑棉布底布。）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针法不限。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在作品的右下角贴上考场统一标签，命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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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绣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绣架、绣绷、绣花凳子、电烫斗、烫台。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白色水笔等。 必备
材料 绣花针、丝线、黑棉布。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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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体现色彩搭配的创意性，色彩协调、
赏心悦目。

10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鲜明的风格。
10 分 充分体现苗绣图案的结构特征。
15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针迹
精致、针法搭配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
方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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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09

（1）任务描述

①以“节节高升”为主题，设计一幅 10*10cm 苗绣小品，要求将“苗绣图腾”作为图

案元素。

（材料为真丝线、纯黑棉布底布。）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针法不限。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在作品的右下角贴上考场统一标签，命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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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绣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绣架、绣绷、绣花凳子、电烫斗、烫台。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白色水笔等。 必备
材料 绣花针、丝线、黑棉布。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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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体现色彩搭配的创意性，色彩协调、
赏心悦目。

10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鲜明的风格。
10 分 充分体现苗绣图案的结构特征。
15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针迹
精致、针法搭配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
方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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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10

（1）任务描述

①以“喋喋不休”为主题，设计一幅 10*10cm 苗绣小品，要求将“苗绣图腾”作为图

案元素。

（材料为真丝线、纯黑棉布底布。）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针法不限。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在作品的右下角贴上考场统一标签，命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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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绣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绣架、绣绷、绣花凳子、电烫斗、烫台。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白色水笔等。 必备
材料 绣花针、丝线、黑棉布。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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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体现色彩搭配的创意性，色彩协调、
赏心悦目。

10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鲜明的风格。
10 分 充分体现苗绣图案的结构特征。
15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针迹
精致、针法搭配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
方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11



33

（1）任务描述

①以“花香鸟语”为主题，设计一幅 10*10cm 苗绣小品，要求将“苗绣图腾”作为图

案元素。

（材料为真丝线、纯黑棉布底布。）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针法不限。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在作品的右下角贴上考场统一标签，命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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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绣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绣架、绣绷、绣花凳子、电烫斗、烫台。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白色水笔等。 必备
材料 绣花针、丝线、黑棉布。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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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体现色彩搭配的创意性，色彩协调、
赏心悦目。

10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鲜明的风格。
10 分 充分体现苗绣图案的结构特征。
15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针迹
精致、针法搭配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
方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12

（1）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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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花飞碟舞”为主题，设计一幅 10*10cm 苗绣小品，要求将“苗绣图腾”作为图

案元素。

（材料为真丝线、纯黑棉布底布。）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针法不限。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在作品的右下角贴上考场统一标签，命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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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绣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绣架、绣绷、绣花凳子、电烫斗、烫台。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白色水笔等。 必备
材料 绣花针、丝线、黑棉布。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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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体现色彩搭配的创意性，色彩协调、
赏心悦目。

10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鲜明的风格。
10 分 充分体现苗绣图案的结构特征。
15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针迹
精致、针法搭配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
方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13

（1）任务描述

①以“花繁碟欢”为主题，设计一幅 10*10cm 苗绣小品，要求将“苗绣图腾”作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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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元素。

（材料为真丝线、纯黑棉布底布。）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针法不限。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在作品的右下角贴上考场统一标签，命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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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绣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绣架、绣绷、绣花凳子、电烫斗、烫台。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白色水笔等。 必备
材料 绣花针、丝线、黑棉布。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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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体现色彩搭配的创意性，色彩协调、
赏心悦目。

10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鲜明的风格。
10 分 充分体现苗绣图案的结构特征。
15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针迹
精致、针法搭配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
方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14

（1）任务描述

①以“花花世界”为主题，设计一幅 10*10cm 苗绣小品，要求将“苗绣图腾”作为图

案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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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为真丝线、纯黑棉布底布。）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针法不限。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在作品的右下角贴上考场统一标签，命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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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绣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绣架、绣绷、绣花凳子、电烫斗、烫台。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白色水笔等。 必备
材料 绣花针、丝线、黑棉布。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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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体现色彩搭配的创意性，色彩协调、
赏心悦目。

10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鲜明的风格。
10 分 充分体现苗绣图案的结构特征。
15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针迹
精致、针法搭配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
方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15

（1）任务描述

①以“硕果累累”为主题，设计一幅 10*10cm 苗绣小品，要求将“苗绣图腾”作为图

案元素。

（材料为真丝线、纯黑棉布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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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针法不限。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在作品的右下角贴上考场统一标签，命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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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绣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绣架、绣绷、绣花凳子、电烫斗、烫台。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白色水笔等。 必备
材料 绣花针、丝线、黑棉布。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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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体现色彩搭配的创意性，色彩协调、
赏心悦目。

10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鲜明的风格。
10 分 充分体现苗绣图案的结构特征。
15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针迹
精致、针法搭配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
方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16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①以“荷花”为元素，设计一幅 10*10cm 苗绣小品，。

（材料为真丝线、纯黑棉布底布。）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针法不限。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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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在作品的右下角贴上考场统一标签，命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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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绣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绣架、绣绷、绣花凳子、电烫斗、烫台。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白色水笔等。 必备
材料 绣花针、丝线、黑棉布。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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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体现色彩搭配的创意性，色彩协调、
赏心悦目。

10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鲜明的风格。
10 分 充分体现苗绣图案的结构特征。
15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针迹
精致、针法搭配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
方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17

（1）任务描述

①以“平安”为主题，设计一幅 10*10cm 苗绣小品，要求将“苗绣图腾”作为图案元

素。

（材料为真丝线、纯黑棉布底布。）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针法不限。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在作品的右下角贴上考场统一标签，命名为“考生编号-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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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绣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绣架、绣绷、绣花凳子、电烫斗、烫台。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白色水笔等。 必备
材料 绣花针、丝线、黑棉布。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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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体现色彩搭配的创意性，色彩协调、
赏心悦目。

10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鲜明的风格。
10 分 充分体现苗绣图案的结构特征。
15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针迹
精致、针法搭配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
方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18

（1）任务描述

①以“春华秋实”为主题，设计一幅 10*10cm 苗绣小品，要求将“苗绣图腾”作为图

案元素。

（材料为真丝线、纯黑棉布底布。）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针法不限。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在作品的右下角贴上考场统一标签，命名为“考生编号-

考生姓名-考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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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苗绣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绣架、绣绷、绣花凳子、电烫斗、烫台。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白色水笔等。 必备
材料 绣花针、丝线、黑棉布。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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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体现色彩搭配的创意性，色彩协调、
赏心悦目。

10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鲜明的风格。
10 分 充分体现苗绣图案的结构特征。
15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针迹
精致、针法搭配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
方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19

（1）任务描述

①以“流连逝水”为主题，设计一幅 10*10cm 苗绣小品，要求将“苗绣图腾”作为图

案元素。

（材料为真丝线、纯黑棉布底布。）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针法不限。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在作品的右下角贴上考场统一标签，命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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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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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 苗绣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绣架、绣绷、绣花凳子、电烫斗、烫台。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白色水笔等。 必备
材料 绣花针、丝线、黑棉布。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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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体现色彩搭配的创意性，色彩协调、
赏心悦目。

10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鲜明的风格。
10 分 充分体现苗绣图案的结构特征。
15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针迹
精致、针法搭配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
方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试题编号：20

（1）任务描述

①以“福寿绵绵”为主题，设计一幅 10*10cm 苗绣小品，要求将“苗绣图腾”作为图

案元素。

（材料为真丝线、纯黑棉布底布。）

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表现，针法不限。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

③作品以实物的形式提交，在作品的右下角贴上考场统一标签，命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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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绣设计工作室，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 绣架、绣绷、绣花凳子、电烫斗、烫台。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擦、白色水笔等。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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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绣花针、丝线、黑棉布。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25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专家，考评专家具有 5年以上工艺品
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时间：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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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紧扣主题，寓意深刻。

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发
现 抄袭 记 0
分。

20 分
构思新颖。体现色彩搭配的创意性，色彩协调、
赏心悦目。

10 分 有原创艺术性、有鲜明的风格。
10 分 充分体现苗绣图案的结构特征。
15 分 变化丰富、具有民族特色。

设计表达 20 分
操作熟练规范，做工精致、平整、干净、针迹
精致、针法搭配合理，对材料特性和工艺处理
方法有一定理解，并能准确地在作品上表现。

二、岗位核心技能

模块一 工艺品单品创意设计

试题编号：01

（1）任务描述

①以（苗绣或蜡染或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设计一款汽车挂件，规格、材料不限。

②以绘图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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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款式

效果图、款式结构图、创意设计说明排在一个页面上；突出民族元素，包括主题名称、设计

说明及材料及规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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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品设计稿 1 张（含此款

正面效果图，尺寸规格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软件 CorelDRAW 或 Photoshop 表现款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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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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艺品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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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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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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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元素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
元素在作品中无关联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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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
不协调，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 分，扣完为
止。

设计表达 20 分
作品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作品造型表达
清晰；创意新颖与市场接轨。

画面构图 5分 构图美观，创意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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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2

（1）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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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苗绣或蜡染或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设计一款毛衣挂件，规格、材料不限。

②以绘图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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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款式

效果图、款式结构图、创意设计说明排在一个页面上；突出民族元素，包括主题名称、设计

说明及材料及规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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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品设计稿 1 张（含此款

正面效果图，尺寸规格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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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艺品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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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拓展工艺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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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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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元素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
元素在作品中无关联性扣 10 分。

10 分 色系明确，主色与辅助色搭配协调；色调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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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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
不协调，材料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 分，扣
完为止。

设计表达 20 分
作品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作品造型表达
清晰；创意新颖与市场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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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3

（1）任务描述

①以（苗绣或蜡染或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设计一款手机套，规格、材料不限。

②以绘图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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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款式

效果图、款式结构图、创意设计说明排在一个页面上；突出民族元素，包括主题名称、设计

说明及材料及规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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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品设计稿 1 张（含此款

正面效果图，尺寸规格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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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艺品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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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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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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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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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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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元素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
元素在作品中无关联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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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
不协调，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 分，扣完为
止。

设计表达 20 分
作品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作品造型表达
清晰；创意新颖与市场接轨。

画面构图 5分 构图美观，创意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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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4

（1）任务描述

①以（苗绣或蜡染或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设计一款钱包，规格、材料不限。

②以绘图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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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款式

效果图、款式结构图、创意设计说明排在一个页面上；突出民族元素，包括主题名称、设计

说明及材料及规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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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品设计稿 1 张（含此款

正面效果图，尺寸规格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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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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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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艺品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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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拓展工艺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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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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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元素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
元素在作品中无关联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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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
不协调，材料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 分，扣
完为止。

设计表达 20 分
作品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作品造型表达
清晰；创意新颖与市场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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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5

（1）任务描述

①以（苗绣或蜡染或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设计一款丝巾，规格、材料不限。

②以绘图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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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款式



48

效果图、款式结构图、创意设计说明排在一个页面上；突出民族元素，包括主题名称、设计

说明及材料及规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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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品设计稿 1 张（含此款

正面效果图，尺寸规格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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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艺品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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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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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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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元素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
元素在作品中无关联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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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
不协调，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 分，扣完为
止。

设计表达 20 分
作品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作品造型表达
清晰；创意新颖与市场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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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构图 5分 构图美观，创意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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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6、

（1）任务描述

①以（苗绣或蜡染或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设计一款披肩，规格、材料不限。

②以绘图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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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款式

效果图、款式结构图、创意设计说明排在一个页面上；突出民族元素，包括主题名称、设计

说明及材料及规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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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品设计稿 1 张（含此款

正面效果图，尺寸规格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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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艺品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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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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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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拓展工艺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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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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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元素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
元素在作品中无关联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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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
不协调，材料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 分，扣
完为止。

设计表达 20 分
作品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作品造型表达
清晰；创意新颖与市场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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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7、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①以（苗绣或蜡染或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设计一款手包，规格、材料不限。

②以绘图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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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款式

效果图、款式结构图、创意设计说明排在一个页面上；突出民族元素，包括主题名称、设计

说明及材料及规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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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品设计稿 1 张（含此款

正面效果图，尺寸规格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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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备
根据抽考学
校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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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lDRAW 、AdobeIllustrator、CAD 等）。每 10 名考生配备 1
台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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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艺品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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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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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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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元素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
元素在作品中无关联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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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
不协调，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 分，扣完为
止。

设计表达 20 分
作品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作品造型表达
清晰；创意新颖与市场接轨。

画面构图 5分 构图美观，创意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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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8

（1）任务描述

①以（苗绣或蜡染或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设计一款手提包，规格、材料不限。

②以绘图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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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款式

效果图、款式结构图、创意设计说明排在一个页面上；突出民族元素，包括主题名称、设计

说明及材料及规格说明。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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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品设计稿 1 张（含此款

正面效果图，尺寸规格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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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艺品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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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拓展工艺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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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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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元素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
元素在作品中无关联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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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
不协调，材料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 分，扣
完为止。

设计表达 20 分
作品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作品造型表达
清晰；创意新颖与市场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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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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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09

（1）任务描述

①以（苗绣或蜡染或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设计一款背包，规格、材料不限。

②以绘图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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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款式

效果图、款式结构图、创意设计说明排在一个页面上；突出民族元素，包括主题名称、设计

说明及材料及规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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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品设计稿 1 张（含此款

正面效果图，尺寸规格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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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艺品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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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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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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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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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10 分
设计元素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
元素在作品中无关联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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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
不协调，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 分，扣完为
止。

设计表达 20 分
作品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作品造型表达
清晰；创意新颖与市场接轨。

画面构图 5分 构图美观，创意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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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10

（1）任务描述

①以（苗绣或蜡染或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设计一款太阳帽，规格、材料不限。

②以绘图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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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款式

效果图、款式结构图、创意设计说明排在一个页面上；突出民族元素，包括主题名称、设计

说明及材料及规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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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品设计稿 1 张（含此款

正面效果图，尺寸规格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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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艺品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
上职称。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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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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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拓展工艺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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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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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元素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
元素在作品中无关联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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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
不协调，材料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 分，扣
完为止。

设计表达 20 分
作品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作品造型表达
清晰；创意新颖与市场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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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艺品系列产品创意设计

试题编号：01

（1）任务描述

①以（苗绣或蜡染或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设计汽车挂件系列产品三件，规格、材料

不限。

②以绘图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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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效果

图、创意设计说明排在一个页面上；突出民族元素，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及材料及规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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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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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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产品设计稿 1 张（含

此款正面效果图，尺寸规格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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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艺品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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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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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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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元素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
元素在作品中无关联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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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
不协调，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 分，扣完为
止。

设计表达 20 分
作品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作品造型表达
清晰；创意新颖与市场接轨。

画面构图 5分 构图美观，创意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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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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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02

（1）任务描述

①以（苗绣或蜡染或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设计毛衣挂件系列产品三件，规格、材料

不限。

②以绘图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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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效果

图、创意设计说明排在一个页面上；突出民族元素，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及材料及规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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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产品设计稿 1 张（含

此款正面效果图，尺寸规格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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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艺品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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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拓展工艺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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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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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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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元素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
元素在作品中无关联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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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
不协调，材料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 分，扣
完为止。

设计表达 20 分
作品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作品造型表达
清晰；创意新颖与市场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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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3

（1）任务描述

①以（苗绣或蜡染或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设计丝巾系列产品三件，规格、材料不限。

②以绘图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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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效果

图、创意设计说明排在一个页面上；突出民族元素，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及材料及规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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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产品设计稿 1 张（含

此款正面效果图，尺寸规格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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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艺品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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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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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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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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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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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元素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
元素在作品中无关联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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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
不协调，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 分，扣完为
止。

设计表达 20 分
作品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作品造型表达
清晰；创意新颖与市场接轨。

画面构图 5分 构图美观，创意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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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4

（1）任务描述

①以（苗绣或蜡染或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设计灯罩系列产品三件，规格、材料不限。

②以绘图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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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效果

图、创意设计说明排在一个页面上；突出民族元素，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及材料及规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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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产品设计稿 1 张（含

此款正面效果图，尺寸规格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软件 CorelDRAW 或 Photoshop 表现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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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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艺品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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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拓展工艺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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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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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元素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
元素在作品中无关联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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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
不协调，材料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 分，扣
完为止。

设计表达 20 分
作品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作品造型表达
清晰；创意新颖与市场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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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5

（1）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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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苗绣或蜡染或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设计手提包系列产品三件，规格、材料不

限。

②以绘图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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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效果

图、创意设计说明排在一个页面上；突出民族元素，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及材料及规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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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产品设计稿 1 张（含

此款正面效果图，尺寸规格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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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艺品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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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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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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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元素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
元素在作品中无关联性扣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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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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
不协调，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 分，扣完为
止。

设计表达 20 分
作品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作品造型表达
清晰；创意新颖与市场接轨。

画面构图 5分 构图美观，创意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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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6

（1）任务描述

①以（苗绣或蜡染或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设计太阳帽系列产品三件，规格、材料不

限。

②以绘图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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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效果

图、创意设计说明排在一个页面上；突出民族元素，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及材料及规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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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产品设计稿 1 张（含

此款正面效果图，尺寸规格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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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艺品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副高以
上职称。

必备

（3）考核时量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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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拓展工艺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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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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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元素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
元素在作品中无关联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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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
不协调，材料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 分，扣
完为止。

设计表达 20 分
作品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作品造型表达
清晰；创意新颖与市场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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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7

（1）任务描述

①以（苗绣或蜡染或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设计披肩系列产品三件，规格、材料不限。

②以绘图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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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效果

图、创意设计说明排在一个页面上；突出民族元素，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及材料及规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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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产品设计稿 1 张（含

此款正面效果图，尺寸规格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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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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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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艺品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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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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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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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元素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
元素在作品中无关联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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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
不协调，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 分，扣完为
止。

设计表达 20 分
作品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作品造型表达
清晰；创意新颖与市场接轨。

画面构图 5分 构图美观，创意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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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8

（1）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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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苗绣或蜡染或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设计抱枕系列产品三件，规格、材料不限。

②以绘图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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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效果

图、创意设计说明排在一个页面上；突出民族元素，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及材料及规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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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产品设计稿 1 张（含

此款正面效果图，尺寸规格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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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艺品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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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拓展工艺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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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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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元素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
元素在作品中无关联性扣 10 分。

10 分 色系明确，主色与辅助色搭配协调；色调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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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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
不协调，材料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 分，扣
完为止。

设计表达 20 分
作品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作品造型表达
清晰；创意新颖与市场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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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9

（1）任务描述

①以（苗绣或蜡染或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设计手机套系列产品三件，规格、材料不

限。

②以绘图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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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效果

图、创意设计说明排在一个页面上；突出民族元素，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及材料及规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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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产品设计稿 1 张（含

此款正面效果图，尺寸规格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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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艺品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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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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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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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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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元素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
元素在作品中无关联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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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
不协调，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 分，扣完为
止。

设计表达 20 分
作品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作品造型表达
清晰；创意新颖与市场接轨。

画面构图 5分 构图美观，创意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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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10

（1）任务描述

①以（苗绣或蜡染或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设计背包系列产品三件，规格、材料不限。

②以绘图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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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效果

图、创意设计说明排在一个页面上；突出民族元素，包括主题名称、设计说明及材料及规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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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产品设计稿 1 张（含

此款正面效果图，尺寸规格及文字设计说明，用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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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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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艺品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或者具有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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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拓展工艺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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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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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元素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设计
元素在作品中无关联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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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感表达准确；材料搭配
不协调，材料质感表达不清楚每项扣 5 分，扣
完为止。

设计表达 20 分
作品造型准确；色彩搭配协调；作品造型表达
清晰；创意新颖与市场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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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跨岗位综合技能

模块一 品牌产品企划

试题编号：01

（1）任务描述

①以“金毕果”民族服饰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刺绣图案产品

企划方案。设计一个系列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秋一波第一杆架产品，完成品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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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企划、色系企划、搭配企划；其中，产品图案主题、主题图案阐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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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企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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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其中一个图案品类，设计一款秋季产品，以图案形式呈现设

计创意，须着色并表现图案技法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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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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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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2

（1）任务描述

①以“金毕果”民族服饰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蜡染图案产品

企划方案。设计一个系列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秋一波第一杆架产品，完成品类及

图案企划、色系企划、搭配企划；其中，产品图案主题、主题图案阐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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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企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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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其中一个图案品类，设计一款秋季产品，以图案形式呈现设

计创意，须着色并表现图案技法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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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 清洁：场地清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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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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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3

（1）任务描述

①以“飞白苗绣有限公司”民族饰品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刺

绣图案产品企划方案。设计一个系列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秋一波第一杆架产品，

完成品类及图案企划、色系企划、搭配企划；其中，产品图案主题、主题图案阐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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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企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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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其中一个图案品类，设计一款秋季产品，以图案形式呈现设

计创意，须着色并表现图案技法特征。款式图采用 CorelDRAW 或 Photoshop 软件绘制。画面

大小：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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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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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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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04

（1）任务描述

①以“飞白苗绣坊”民族饰品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蜡染产品

企划方案。设计一个系列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秋一波第一杆架产品，完成品类及

图案企划、色系企划、搭配企划；其中，产品图案主题、主题图案阐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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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企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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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其中一个图案品类，设计一款秋季产品，以图案形式呈现设

计创意，须着色并表现图案技法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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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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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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5

（1）任务描述

①以“山谷居民”民族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刺绣产品企划

方案。设计一个系列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秋一波第一杆架产品，完成品类及图案

企划、色系企划、搭配企划；其中，产品图案主题、主题图案阐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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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企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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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其中一个图案品类，设计一款秋季产品，以图案形式呈现设

计创意，须着色并表现图案技法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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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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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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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6

（1）任务描述

①以“山谷居民”民族包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蜡染产品企划

方案。设计一个系列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秋一波第一杆架产品，完成品类及图案

企划、色系企划、搭配企划；其中，产品图案主题、主题图案阐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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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企划、细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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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其中一个图案品类，设计一款秋季产品，以图案形式呈现设

计创意，须着色并表现图案技法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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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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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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7

（1）任务描述

①以“妈汝”民族服饰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手绣产品企划方

案。设计一个系列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秋一波第一杆架产品，完成品类及图案企

划、色系企划、搭配企划；其中，产品图案主题、主题图案阐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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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企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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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其中一个图案品类，设计一款秋季产品，以图案形式呈现设

计创意，须着色并表现图案技法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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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必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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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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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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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8

（1）任务描述

①以“妈汝”民族服饰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蜡染产品企划方

案。设计一个系列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秋一波第一杆架产品，完成品类及图案企

划、色系企划、搭配企划；其中，产品图案主题、主题图案阐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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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企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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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其中一个图案品类，设计一款秋季产品，以图案形式呈现设

计创意，须着色并表现图案技法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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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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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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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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务描述

①以“玛汝娅”民族饰品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扎染产品企划

方案。设计一个系列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秋一波第一杆架产品，完成品类及图案

企划、色系企划、搭配企划；其中，产品图案主题、主题图案阐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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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企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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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其中一个图案品类，设计一款秋季产品，以图案形式呈现设

计创意，须着色并表现图案技法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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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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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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编号：10

（1）任务描述

①以“玛汝娅”民族饰品为参考品牌。为该品牌的下一年度规划完成一套刺绣产品企划

方案。设计一个系列产品主题，写明主题阐述。针对秋一波第一杆架产品，完成品类及图案

企划、色系企划、搭配企划；其中，产品图案主题、主题图案阐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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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企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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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其中一个图案品类，设计一款秋季产品，以图案形式呈现设

计创意，须着色并表现图案技法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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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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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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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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