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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描述

（一）项目概要

时装技术项目是选手应用服装设计、制版、制作技能，利

用高速平缝机、粘合机、熨斗、人台和制版绘图工具完成服装

的款式设计、立体裁剪、工业样版的制作和女时装上衣制作任

务。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包括：根据料性和市场需求进行

服装款式设计并绘制款式图；按服装款式图片和人台完成立体

裁剪和设计；女装工业生产样版的结构设计与手工制板，熟练

使用缝纫设备完成女装的排料、裁剪、粘衬、缝制、整烫。

（二）基本知识与能力要求

相关要求
权重比例

（%）

1 工作组织和管理

5

基本知识

·服装相关设备、材料、特点、性能及用途

·国内外时装行业发展进程

·批量生产、小型系列产品、定制及品牌服装的工作流程

·行业术语及专业词汇

·持续专业发展的重要性

·健康安全规范及最佳操作

·维护一个整洁且有安全和组织性工作场所的重要性

·有效的工作计划及组织的重要性、准确而仔细地准备生产面

料的重要性

·对时装行业所使用的工具及设备的使用及保养

·与时装产品的生产、经营及销售有关的行业道德问题及可持

续性发展问题

·如何评价质量标准

工作能力

·主动发展个人知识及技能

·展示一种对当下潮流及服装设计、配饰、颜色、面料等的意

识与把控

·在工作场地完全遵守并促进健康安全的操作，使工作环境保

持安全、健康

·安全使用设备

·依据任务和设计选择正确的工具和设备

Administrator
建议不突出性别

Administrator
建议不突出性别

Administrator
建议不突出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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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作进行计划及排序

·始终保护材料和成品，保证操作环境干净安全

·在考虑可持续性及道德规范的情况下，购买体现实际成本的

材料和面料

2 沟通和人际交往

5

基本知识

·保护客户隐私

·基本与客户沟通的能力

·有效的专业技术交流(包括转包工作的物料订购)

·现场设计陈述及销售技巧

工作能力

·与顾客有效交流

·和客户交流时举止行为自信得体

·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建议及指导，使其购买时做出明智的决定

·依据客户的特定需求，为其提供相关款式、颜色及面料方面

的专业建议

·为客户提供服装保养上专业建议和指导

·向客户呈现创意设计、视觉及生产制作方案等方面的工作

3 解决问题及创新能力

5

基本知识
·时装行业的独特性及从众性的重要性

·创造性在时装行业中的重要性及关联性

工作能力

·展示设计上的创新性和创造力

·创造性地设计出创新解决方案

·运用创新解决设计方案和制作中的挑战

·修改衣服使其有更佳的合身效果，调整更新使衣服更合适

·高标准进行服装质量检验，并提供服装质量问题的解决方案

4 服装设计

15基本知识

·设计元素和设计原则

·面料和服装材料的特性、用途及保养方式

·流行趋势及主题有关的服装材料、面料、颜色及款式

·文化和传统对时装设计的影响

·可替代时装面料的设计材料的范围和类型

·相同主题下，颜色、款式、材料的搭配设计

·面料、服装和配饰之间的互相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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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基本款式的裁剪与制作

·人体造型与尺寸对服装合体性及外观的影响

·国际潮流对时装设计的影响及传统民族特色对设计的影响

·如何对潜在客户及行业专业人士传递设计理念及想法。

工作能力

·研究时尚趋势并将其合理应用到设计上

·设计时装产品时应时锁定目标市场或个人需求

·创建主题板/趋势板及效果图去表达观点、观念及视觉效果。

·明确面料的不同类型，为特定的用途选择合适的面料

·在服装设计中体现服装风格和裁制的规范性要求，但又具创

新性，

·保持设计创造性与创新性

·针对不同时装设计选择合适的面料

·选择并使用不同的配件以及各种辅料

·将不同的装饰品及配件应用到设计中

·运用艺术及创新能力，设计出适合各类场合穿着的多种服装

·根据主题或设计任务进行服装创作

·依据客户需求进行设计修改

·衣服修改旧，创造新设计

5 工艺图/技术图/款式图

15

基本知识

·如何阅读并制作专业的技术图

·专业相关的术语及符号

·使用 IT 或专门的软件生成图像或设计

工作能力

·解读工艺图

·手绘服装款式图

·使用电脑及 CAD 专业软件创造 2D 及 3D 图像

·清晰标注平面图及图像，用清晰、合理，准确的文字及图表

说明设计制作与生产的全部信息。

6 样板结构及立裁

20
基本知识

·使用平面或立体制板方法完成服装结构

·为不同服装完成平面样板设计

·制作服装时使用人台

·不同服装款式的面料选择与制作工艺处理

·如何准确标记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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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能力

·依据不同类型服装，进行样板设计与修正，如定制西装，连

衣裙或裤子

·针对不同面料和设计的特点，选择服装制作的最佳方式

·坯布制做完整或局部的样衣，进行样品检测

·准确测量并标记

·服装符合规定尺寸

·为样板标注包含尺寸、款式、裁剪等的清晰信息

7 裁剪缝制及熨烫整理

35

基本知识

·理解面料裁剪的重要性，将损耗降低至最小化并将服装成品

最优化

·准备样板并在面料上正确摆放排料

·手工裁剪工具的使用

·缝纫机及工具

·工业设备的维护及使用

·服装制作过程及结构工艺

·选择不同类型的缝合方式和整理方式进行工艺应用

·各种辅料如线、拉链、嵌条等的使用

·不同面料的特性处理

工作能力

·根据样板对面料进行准确核算

·实现最佳面料使用率的排料

·使用合适的工具或设备准确裁剪面料

·根据裁剪说明准确裁剪

·正确使用时装行业中的各种工业设备，如缝纫机、锁边机、

熨斗、粘合机

·为工作任务选择合适的工具及设备

·根据生产厂商说明安全操作机器

·调试机器设置确保，设备与面料相适用

·对服装不同部分进行有效正确粘合

·合理使用粘衬及里布

·对面料进行处理及操作时，确保不损伤面料并保持面料优质

的性能

·根据设计服装的款式，合理制作里布和贴边

·通过机器精确缝制各种类型的服装或服装的部件

·以专业方式完成时装制作

·手缝完成服装的某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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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执行专业缝制技能及技术

·有效熨烫

合计 100

本竞赛通过实操考核以上知识和技能

二、试题与评判标准

（一）试题
1.试题产生

本项目竞赛题的命题方式为专家出题，比赛现场抽签决定

比赛试题部分内容及设计元素。

裁判长将结合比赛现场设备、材料状况，按照本项目试题

调整的工作流程和方法，组织裁判人员对专家出题（部分模块

比赛试题的 3 倍）进行抽签。然后，由裁判长对最终比赛试题

签字确认。本项目样题及技术标准可参见附件 1。

2.竞赛模块

时装技术比赛通过运用专业平缝机、专业压衬机、熨烫等

设备完成款式设计，立体裁剪，服装制版和制作任务。本次竟

赛考核分为四个模块：款式设计、立体裁剪、样板制版和缝制

工艺制作。

（二）比赛时间及试题具体内容
1.比赛时间安排

2.试题

（1）模块 A:款式设计 90 分钟

模块

编号
模块名称

竞赛时间

（分钟）

分数

评价分 测量分 合计

1 模块A款式设计 90 9 6 15

2 模块 B立体裁剪 150 15 10 25

3 模块 C样板制作 180 20 20

4 模块 D缝制工艺 240 8 32 40

合计 660 分钟（11 小时） 32 6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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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范围：款式系列设计、款式图绘制。

具体要求：选手运用现场抽取的同一面料进行指定同一市

场的系列服装设计。系列服装依据不同市场分为：

1) 低档市场—快时尚春夏 3 款；

2) 低档市场—快时尚秋冬 3 款；

3) 高档市场—礼服 2 款。

服装市场类型由裁判长依据比赛现场抽取的面料，现场指

定。

（2）模块 B:立体裁剪 150 分钟

考核范围：连衣裙的立体造型制作。

具体要求：运用比赛提供的服装图片，应用所提供的坯布，

在人台上完成与服装图片款式一致的立体造型。

（3）模块 C:连衣裙样板制作 180 分钟

考核范围：面料工业样板的结构设计和样版制作。

具体要求：依据服装款式图和生产工艺单的要求，结合现

场提供的服装制作面料的特性完成面料工业样板（毛板）的制

作，裁成片、穿成串、并写上文字标注。

（4）模块 D:连衣裙缝制工艺 240 分钟（模块 C 与模块 D

时间打通）

考核范围：依据比赛要求，完成连衣裙的制作。

具体要求：依据模块 C 完成的样版和制作工艺单的要求完

成服装的画皮、排料、裁剪、粘衬、整体缝制、局部手针工艺、

整体熨烫和后期整理的工作任务。

3.命题方案

“模块 A”中的人体模板由赛区组委会提供；

“模块 B”中的立体裁剪服装图片由竞赛专家组赛前封闭

出题（3 款连衣裙图片）,最终比赛一款在比赛现场抽签获得;

“模块 C”连衣裙制版工艺单由竞赛专家组赛前封闭出题，

样题随技术文件公布;

“模块 D”在完成“模块 C”制版的同时，完成连衣裙的

缝制工艺。

（三）评判标准
本项目评分标准分为测量和评价两类。凡可采用客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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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的评判称为测量；凡需要采用主观描述进行的评判称为评

价。

本次竞赛评分表按照市竟赛系统的格式，并使用竞赛专用

评分系统自动计算和汇总分值。

1.分数权重

（1）评价分（主观）

评价分打分方式：3 名裁判为一组，裁判们各自独立评分，

3 名裁判依据评分标准为一名选手的考核项给出权重分值，评

分系统依据三名裁判平均权重分，计算出实际得分。裁判相互

间的权重分值差异，可以小于或等于 2 分，如果超出 2 分，则

需要对该选手的考核项进行考评理由陈述，在裁判长的审议与

监督下，给出合理得分。

评价分（主观）权重表如下：

例：模块 A 款式设计设计与所选面料的匹配度（对面料特性的

理解）

（2）测量分(客观)

测量分打分方式：按模块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0分 设计与面料类型不符，面料无法展示出款式图中款式特征

1分 设计面料类型不太符合，面料只能展示出款式图中部分款式特征。

2分
设计体现出较好的面料特性，面料符合设计，并能呈现出款式图中的

大部分服装款式特征。

3分
设计体现出非常好的面料特征，面料符合款式图中所有服装设计，并

能恰如其分地表达款式图中的设计。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0分 各方面均低于行业标准，包括“未做尝试”

1分 达到行业标准

2分 达到行业标准，且某些方面超过标准

3分 达到行业期待的优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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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若干个评分项，每项由 3 名裁判构成。每项所有裁判

一起商议，在对该选手在该项中的实际得分达成一致后最终只

给出一个分值。

测量分评分准则样例表：

2.评判方法

（1）裁判长依据裁判的专业背景及特点进行分组，确定

组长+组员的组合，每组 3 名成员(1 名组长+2 名组员),所有选

手的作品均有加密裁判加密后打分裁判独立评分。

（2）在比赛期间完成模块 A 和模块 B 的打分。模块 C 和

模块 D 在比赛结束后进行打分。

（3）评分记录为手写，在裁判完成评分后，将手写评分

表格由考务人员录入到考评系统。录入成绩后，由各裁判对录

入结果进行确认签字。

（4）统分方法：客观分为每个评分组共同得出一个考项

得分。主观评分由三位裁判依据评判标准分别给出评分系数，

裁判长确认，再由考务人员进行录入，得出每个考项的最终得

分。

3.成绩并列

竞赛中如果出现成绩并列以模块D连衣裙缝制工艺分数高

的选手晋级。

三、竞赛细则

（一）赛事日程安排

类型 示例 最高分值 正确分值 不正确分值

满分或零

分

设计款式在工业生产中的可实

现性
1 1 0

从满分中

扣除

款式图整体线条顺直，轮廓清

晰，画线无过重或过轻表达。
2 2 每处错误

0.5 扣除

赛前 1 天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负责人 地点

9:00～10:00 赛务准备会 裁判员领队 裁判长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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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现场
10:00～11:30

比赛安全培训/

工位抽签

选手/裁判员
裁判长

12:00～13:00 午餐

裁判长及助理/

裁判员/选手/

技术和赛务保障人

员等

领队/教练

13:00～13:30 检录入场

裁判长/

裁判长助理/

裁判员/选手/

考务人员

裁判长

项目

竞赛现场

13:00～15:00
选手熟悉场地设

备

选手/

裁判裁判员/

场地负责人及助理

考务人员/

技术保障人员

裁判长

比赛第 1 天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负责人 地点

8:00～9:00
比赛场馆入场/安

检
全体人员

组委/领

队
比赛现场

待定 比赛开幕式 全体人员
组委/领

队
比赛现场

9:30～10:00 检录入场
选手/裁判员/工作人

员/赛务保障人员等
裁判长

项目竞赛

现场

10:00～11:30
模块 A 款式设计竞

赛(90 分钟)
选手 裁判长

项目竞赛

现场

11:30～12:30 午餐(60 分钟)

选手

裁判长及助理

技术支持人员等

裁判长
项目竞赛

现场

12:30～12:45 检录入场
选手/裁判员/工作人

员/赛务保障人员等
裁判长

项目竞赛

现场

12:45～13:00
立裁款式抽取

赛前交流(10 分钟)
选手/裁判员 裁判长

项目竞赛

现场

13:00～15:30
模块 B 立体裁剪

（150 分钟）
选手 裁判长

项目竞赛

现场

14:00～18:00 设计、立裁评分 裁判员 裁判长
项目竞赛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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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第 2天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负责人 地点

8:20～8:30 检录入场
选手/裁判员/考务人

员/技术保障人员
裁判长

项目竞赛

现场

8:30～11:30 模块 C连衣裙制版 选手/现场裁判员 裁判长
项目竞赛

现场

11:30～12:30 午餐
选手/后勤保障部技

术和赛务保障人员

后 勤 保

障部

12:30～12:40 检录入场
选手/裁判员/考务人

员/技术保障人员
裁判长

项目竞赛

现场

12:40～17:40
模块 D 连衣裙缝制

工艺
选手 裁判长

项目竞赛

现场

18:00～18:30 加密

加密裁判/考务人员/

技术保障人员/裁判

员

裁判长
项目竞赛

现场

比赛第 3天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负责人 地点

8:00～12:00 评分及录入

加密裁判/

考务人员/

技术保障人员/

裁判员

裁判长 项目竞赛现场

14:00～15:00
集体合影/

作品合影

选手/

裁判员

裁判长/

助理
项目竞赛现场

15:30～16:30
技术点评/

宣布成绩

选手/

领队/

教练

裁判长/

助理
项目竞赛现场

(二)裁判构成和分组
1.裁判长

裁判长由开封市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任命。

2.裁判组

作品加密裁判员，比赛现场检录裁判员、监考裁判员、均

由各参赛队推荐 1 名具有资格的裁判员，义务担任裁判工作。

评分裁判员由开封市竞赛办聘请第三方。在确定担任裁判员工

作后，比赛中途不得更换人选或退出。

逍遥贝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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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裁判任职条件

义务裁判员将由各参赛队推荐报名，根据工作经历由裁判

长安排相应执裁工作。

评分裁判员，应具有三年以上的服装行业从业经验(企业

或教育)，具有较高的职业操守，责任心以及团队精神强。

（三）决赛选手自备的设备和工具
各参赛选手根据竞赛题目要求必须自带工具箱。工具箱内

可以包括：划粉、铅笔、签字笔、橡皮、剪刀、直尺、软尺、

制板工具、针插、手针、绘图工具、压轮、镇纸、拆线器、翻

带工具、螺丝刀，打孔器，小型熨烫工具等。

（四）决赛场地禁止自带使用的设备和材料

序号 设备和材料名称

1 面料

2 辅料

3 比赛之外的服装样版

4 纸/笔记本

5 手机

6 其它加速工具和材料（如卷边器、双面胶等）

（五）项目特别规定

1.比赛期间，将由（现场监考）裁判对选手工具箱进行每

日检查。

2.选手不得使用自带的缝纫设备及考评材料，比赛结束不

得将任何比赛材料带出考场。

3.比赛期间任何人员不得在赛场内接打电话、录音、录像。

4.比赛期间，裁判员不得私自进入选手工作区域，选手出

现问题时，举手示意，由裁判长及本场裁判进行处理。

5.本项目所有模块均需二次加密，加密裁判不参与打分。

6.模块 B 立体裁剪的人台标识线依据选手对比赛图片理

解，在比赛期间进行粘贴，赛前设备准备时，不允许粘贴表示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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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赛场地、设施设备等安排

（一）赛场规格要求
时装技术赛场不小于 200 ㎡的面积上，布置 20 个比赛工

位，每个比赛工位标明编号，设有安全通道和安全出口。另外，

设置裁判会议室 1 间，服装面料、工具、耗材等储藏室 1 间。

环境标准要求保证照明和通风良好；竞赛场地提供 120 升纯净

水或蒸馏水、配电不小于 60 千瓦/小时，并提供应急的备用电

源。

（二）基础设施清单

1.赛场为每位选手配备

序号 材料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1 模块 A款式设计人体模板考卷 A3 3 张/人 份 60

2 模块 B连衣裙立体裁剪白坯布 3米/人

米，

幅宽：

150cm

60

3
模块 C连衣裙制版（牛皮纸 3

张，拷贝纸 1张，

4张/人
张

牛皮纸 80；拷

贝纸 20 张

4 模块 D连衣裙制作面料

2.5 米/人,

幅宽 150 厘

米

米 50

5 模块 D顺色里料

2.5 米/人，

幅宽 140 厘

米

米 50

6 模块 D粘合布衬（厚/薄） 各 2米/人 米 40

7 模块 D嵌条 备用 盘 20

8 隐形拉链 1根/人 根 20

9 模块 D缝纫线 2轴/人 轴 40

10 模块 D实样纸 1张/人 张 20

11 模块 B立体裁剪标示带 2盘/人 盘 40

12 模块 B立体裁剪珠针
1盒/人

100 根/盒
盒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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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赛场提供每位选手 1 个梭壳、4 个梭芯、缝纫机针

样板穿绳，打孔器赛场备用。

2.时装技术项目赛场提供设施、设备清单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样机

1 高速平缝机
杰克牌

JK-A5E
25 台

2 立裁人台
红邦

165/84A
25 个

3 压衬机 NHG500 1 台

4 操作案板 1210*810*760 25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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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健康要求

（一）安全培训
赛前设备管理人员对选手进行安全操作培训，选手应严

格依照设备安全使用说明进行操作，并签署安全协议书。如

发现选手进行违规设备操作，裁判及考务人员应及时通报裁

判长并中止比赛。如选手发现设备出现操作安全问题，应及

时通报考务人员及裁判长，进行安全处理。

（二）安全设施
赛场必须留有安全通道。比赛前必须明确告诉选手和裁

判员安全通道和安全门位置。赛场必须配备灭火设备，并置

于显著位置。

（三）有毒有害物品的管理和限制
禁止选手及所有参加赛事的人员携带任何有毒有害物品

进入竞赛现场。

（四）医疗设备与措施
赛场必须配备相应医疗人员和急救人员，并备有相应急

救设施。

（五）其他
比赛过程中使用的面料采用环保材料，并在比赛过程

中，尽量减少纸张的使用并杜绝浪费。对于选手未使用完的面

辅料进行回收。

（六）安全防护及安全应急预案
1. 选手安全防护要求

（1）选手进入比赛场地不准穿 4cm 以上高跟鞋，不准穿

5 吊瓶熨斗
SO-94B

1200W/50HZ
2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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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脚指头的鞋子，不准穿拖地长裙。

（2）进入比赛现场的选手不准长发披肩，长发选手必须

将长发盘起或扎起。

2. 安全应急预案

（1）比赛现场配一名专职安全员，裁判长、现场裁判员

及工作人员均为安全责任人员。专职安全员负责比赛场地的安

全检查和安全巡视，发现安全隐患和安全事故及时处理。

（2）比赛场地放置干粉灭火器 4 个（用于电气灭火），消

防水桶 4 个（用于面辅料熨烫不当造成的火灾灭火），灭火器

材放置在便于取用之处。

（3）赛前裁判长负责对所有人员讲解安全注意事项，专

职安全员负责安全应急预演。

疫情防控

按照开封市疫情防控的要求和开封市第一届技能大赛组委会

的具体防控要求执行。

逍遥贝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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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开封市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

“时装技术”项目样题及技术标准
一、比赛内容

（一）比赛项目

比赛项目包括四个模块组成：

1.模块 A: 款式设计 1.5 小时

2.模块 B: 连衣裙立体裁剪 2.5 小时

3.模块 C: 连衣裙制版 3 小时

4.模块 D: 连衣裙缝制工艺 4 小时

比赛时间共计： 11小时

（二）比赛要求

比赛对选手们的要求包括如下：

◎选手们根据比赛当场提供样布的特性，设计及绘制应用于同一目

标市场的服装款式图；

◎根据比赛抽取的服装图片，在比赛提供的人台上做立体裁剪-只

使用大头针；

◎女装设计、手工制版、剪裁及缝制；

◎有效的利用各种工业缝制机器设备；

◎用手缝的方式完成部分服装工艺制作；

◎熨烫和后期整理。

比赛模块 A 和模块 B之间的时间是独立的，不进行共用。模块 C和

模块 D 的时间可以打通，可以共用，选手们必须从同一时间开始并统一

结束比赛(因机器设备等原因加时除外)。每个模块时间结束时，无论是

否完成都必须准时提交作品。

每个模块作品选手不得在卷面上、作品、人台上留记号或文字，如

果出现违规记号视为废卷。

二、比赛规程

（一）模块 A 款式设计

比赛时间：1.5 小时

选手们需要根据现场抽取的面料料样和目标市场完成设计系列服

装设计款式图，款式图要求用黑色墨水笔在 A3 绘图纸上完成。绘图纸

将绘有标准人体图（详见附件 2）。目标市场的确定将会在比赛现场由裁

判长当场决定，目标市场为以下三者之一：

◎低端市场快时尚春夏系列(完成 3 款)

◎低端市场-快时尚秋冬系列(完成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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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市场定制礼服(完成 2 款)

（二）模块 B 立体裁剪

比赛时间：2.5 小时

赛场向选手每人提供 3 米坯布，在比赛提供的人台上，用大头针依

照提供的服装图片，制作立体裁剪作品。服装款式图将在模块 B 开始时

提供。赛前将由第三方裁判员（专家）封闭搜集筛选 3张连衣裙款式图

片（样题详见附件 3），在比赛现场当场抽签用于比赛的一款，所有选手

们都必须依据当场确定的款式图片制作立体裁剪。模块 B 的评分来源于

选手们对面料的操作技巧和对图片的理解能力。

（三）模块 C 连衣裙制版

比赛时间：3小时

参照服装生产工艺单（样题详见附件 4）,比赛试题，赛前一天有第

三方裁判封闭出题，比赛服装号型为 160/84A。选手依据服装生产工艺

单的要求，完成与款式图一致的女式连衣裙面料用的工业样板（毛板）

的制版（模块 C 制版与模块 D 制作时间可打通）

（四）模块 D 连衣裙缝制工艺

比赛时间：4小时

选手们将根据自己制作的样板和比赛提供的面料、里料和辅料，完

成排料、裁剪粘衬、缝制和熨烫工作。

三、比赛提示

（一）模块 A

选手们必须使用比赛提供的标准人体图(附件 1-A3 空白)。

所有服装设计效果图只可以用墨水笔完成。所有选手的设计图是根

据统一的目标市场和面料料样进行设计的。面料料样会在比赛当天抽签

决定的，目标市场由裁判长依据抽签面料现场决定。选手的作品将自己

的工位号用水笔写在考卷指定位置，卷面正面不出现任何文字说明。上

交考卷后，将进行加密处理。

（二）模块 B

立体裁剪参考的服装款式图片将会在比赛前的1天由第三方裁判封

闭进行选取。所有参赛者将根据统一的服装款式图片进行立体裁剪制

作。坯布边缘可采取剪齐或者折边的工艺，只要可以实现清晰的线条即

可。立体裁剪是否留有松量，选手应根据图片的穿着效果自行判断决定。

立裁作品要求与图片显示的造型结构完全一致，未显示的部分自行设计

（如后身），要求与图片显示的部分（前身）协调搭配。人台标识带及

立裁别针由大赛统一提供。作品表面不得有文字出现，如有拉链或纽扣

示意，请用统一图示。

（三）模块 C

选手们根据现场得到的服装生产工艺单（同一款式图片和成品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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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完成工业面料样版的制作，选手可以平面制版，也可以立裁完成制

版，赛场提供立裁坯布。连衣裙工业面料制版要求每个样版均要标示以

下信息：

1.工位号：比赛现场按裁判长要求写在统一位置上，便于加密。

2.样片名称：如：前片、后片、领子等。

3.裁片信息：前片面料×2 或连折符号、褶皱符号，兜位、扣位等。

4.号型：165/84A。

5.样片数量：如：1/5、2/5、3/5。

6.丝道线：裁片中最长的经纱线。

以上标示信息均需用墨水笔完成。

关于做缝和剪口：做缝，根据现场提供的面料特性和部位自定，需

宽度一致。剪口可以画出或剪出，但宽度不得大于 0.5 厘米。

上交面料样版时需打孔，用线绳穿成串，挂在人台上与样衣一并上

交。

（四）模块 D

模块 C和模块 D 的时间打通，连衣裙缝制工艺要求挂半里，缝制手

工，选手们将会共用粘衬机。模块 D 结束后，作品穿在人台上和模块 C

的样版一并上交。

四、技能操作赛件检测项目与评分标准

（一）成绩评定原则

成绩评定须公开、公平、公正。本赛项由裁判人员评定，赛项最终

得分：100 分。竞赛名次按成绩由高至低排序，总成绩相同者，以模块

D成绩高者为先。

每个模块竞赛结束时，对技能操作赛场进行必要的封闭或隔离，及

时封存竞赛作品，并存放至指定区域。

在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如出现扰乱赛场秩序、干扰裁判和监考正

常工作等不文明行为的，由裁判长扣减相应模块分数，情节严重的取消

竞赛资格，该赛项成绩为 0 分。参赛选手有作弊行为的，取消竞赛资格，

该赛项成绩为 0 分。

1．采取分步得分，累计总分的计分方式，分别计算各模块得分。

按规定比例计入总分，该竞赛项目总分按照百分制计分。

2．技能成绩与职业素养成绩确认后由赛项裁判长组织各相关人员

公开解码，进行成绩汇总，确认成绩。

（二）技能操作评分标准

评分

项目
评 分 要 点

分值

权重

分

值

评分

方式

模块 A 设计创新度与绘画表现力 33% 5 纸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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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式设计

（15 分）

计稿

评分
与目标市场的匹配度 27% 4

可实现性 20% 3

完成度 20% 3

模块 B

立体裁剪

（25 分）

正面与图片的吻合度 32% 8

人台上

整体效

果评分

背面的设计创意 28% 7

整体效果及完成度 20% 5

规范、整洁度 20% 5

模块 C

服装制版

（20 分）

衣身结构合理、准确，符合款式要求（衣身） 30% 6

审核服

装样板

评分

衣领、衣袖、局部与衣身协调，造型美观，结

构准确
30% 6

制图结构准确，线条清晰，顺直流畅，干净整

洁。（线迹）数量准确
20% 4

服装样板规格准确，标注正确、合理、完整 20% 4

模块 D

服装制作

（40 分）

服装整体效果美观；规格准确，比例协调；设

计线、造型线准确，符合款式比例要求；放松

量合理。

20% 8

根据样

衣穿着

效果评

分

衣身结构平衡，无起吊、起皱现象 20% 8

衣袖符合款式造型、左右对称、前后适中，袖

窿曲线圆顺、合理，袖山吃势均匀、无不良褶

皱。（特殊袖型依据款式图）

20% 8

衣领符合款式造型、左右对称，领与及颈部松

紧适中（特殊领型依据款式图）。
20% 8

部件制作完整，纱向合理，无遗漏等现象。 10% 4

缝制工艺合理、正确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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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材料清单

材料清单（物料箱）

序号 模块名称 名称 用量 单位 描述 备注

1
模块 A

款式设计
人体模板 3 张 A3空白

赛前发

放

2
模块 B

立体裁剪

白坯布 3 米 幅宽：140CM 物料箱

3 标识带 2 盘 宽 0.3cm 物料箱

4 立裁别针 1 盒 100根 物料箱

5
模块 C

样板制作

打板纸 3 张 牛皮纸（中厚） 物料箱

6 拷贝纸 1 张 硫酸透明纸 物料箱

7 白坯布 3 米 幅宽：140CM 物料箱

8

模块 D
缝制工艺

面料 2.5 米

73%聚酯纤维 +黏胶

22%毛+氨纶 5%
幅宽：150CM

物料箱

9 里料 2.5 米 醋酸稠 幅宽：150cm 物料箱

10 有纺衬 1.5 米 物料箱

11 无纺衬 1 米 30克/㎡ 物料箱

12 嵌条 公用 盘 公共区

13 手针 1 盒 物料箱

14 缝纫线 2 轴 涤棉线与面料顺色 物料箱

15 画粉 4 块 画粉 2块/蜡粉 2 块 物料箱

16 棉线 1 籽 物料箱

17 拉链 1 根 60cm 物料箱

18 梭壳/梭芯 梭壳 1/梭芯 4 物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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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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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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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服装生产工艺单（样题）

品牌

河南省第一

届职业技能

竞赛

季节 春季 工位号

款号 A-01 款式名称 连衣裙 完成时间

款式图：

1.款式特征描述

1 前衣身：四开身结构，胸腰省以褶设计转入侧腰。

2 后衣身：四开身结构，造型自行设计。

3 衣领：无领。

4 衣袖：七分合身圆装一片袖，

5 挂半里连衣裙。

2.参考成衣规格表

部位

规格
后裙长 胸围 腰围 肩宽 袖长 袖肥 袖口

160/84A 85 92 74 38 41 32 28

注：1.服装松量设计以合体美观为前提，需符合人体运动机能性与舒适度，对未

标注尺寸的部位，选手可根据款式图自行设计尺寸。

2.该样题的制版、制作时间共计 4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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