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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湖北工程职业学院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单独招生考试

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2018 年湖北工程职业学院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单独招生考试，服装设计与

工艺技能考试（含专业知识、技能操作考试），是由中等职业学校（包括中等专业学

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专）相关专业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服装设计

与工艺技能考试的专业知识、技能操作考试，应当具有一定的信度、效度和必要的区

分度。

二、考试依据

（一）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人社厅发﹝2009﹞66 号），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办公厅，2009 年 5 月 25 日公布施行。

1.职业（工种）名称：服装制作工

（1）职业定义：以人体为依据，通过测量制定服装型号规格，合理使用原辅助

材料进行服装裁剪、缝制的人员；

（2）职业等级：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职业编码：6-11-01-04；

（3）职业能力特征：具有一定的理解、判断及计算能力，非色盲、色弱，手指、

手臂活动灵活，并有一定的空间感和形体感。

2.职业（工种）名称：服装设计人员

（1）职业定义：从事服装成衣、个人定制服装、戏剧影视舞台艺术服装设计和

版型制作的专业人员；

（2）职业等级：国家职业资格四级，职业编码：2-10-07-05；

（3）职业能力特征：具有研究、分析服装流行趋势与市场信息的能力，能根据

不同定位的服装要求设计服装的款式、色彩、材料、基本版型和工艺技术。

3.职业（工种）名称：纺织面料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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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定义：根据消费市场需求及流行趋势的变化，从事纺织面料色彩、纹

样、质地风格等设计的人员；

（2）职业等级：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职业编码：X2-02-27-04；

（3）职业能力特征：具有进行市场调研与分析、流行要素确定与流行趋势研究

和进行织物产品定位与设计的能力。

（二）参照《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 2015 年 3 月出版。

1.中等职业学校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教学标准，专业代码：142400

2.中等职业学校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专业教学标准，专业代码：070900

（三）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确定和最新颁布施行的服装设计与加

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三、考试办法

服装设计与工艺技能考试主要包括专业知识考试、技能操作考试两个组成部分。

技能考试总分 490 分，其中专业知识考试 150 分，技能操作考试 340 分。用计算

机辅助进行专业知识考试（简称“机考”），考试时间 60 分钟，考生提交答卷时显

示成绩。在实训场地进行技能操作考试，其中必考项目为服装款式图绘制，考试时间

为 60 分钟，总分为 150 分；选考项目有绘制色彩构成、绘制裙子结构图两个操作项

目，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总分为 190 分，选考项目在考生报名时，从以上两个选考

操作项目中任选一项进行考核。

四、考试内容与评分办法

以形成中职毕业生从业能力为立足点，实现技能考试内容与中职毕业生从业技能

的需要相互兼容，在识记、理解、运用、综合运用各个层面，充分融合专业知识和技

能操作的职业技能要素，合理运用专业知识考试、技能操作测量手段，将专业知识融

入技能操作考试内容，将技能操作融入专业知识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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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专业知识考试内容与评分办法

一、服装与服饰概论基本知识

（一）服装基本知识

1.中西方古代服饰特点

2.服装的起源

3.服装材料的特点

（1）天然服装材料的特点

（2）化学服装材料的特点

（二）服装概论基本知识

1.设计的基本知识

（1）服装的基本廓形

（2）设计的形式美法则

（3）设计的方法

2.系列设计的特点

二、平面与色彩构成的基本知识

（一）平面构成的基本知识

1.平面构成的含义

2.骨骼与基本形

（1）骨骼的分类与特点

（2）基本形的设计方法

3.平面构成的方法

（二）色彩构成的基本知识

1.色彩的基本知识

（1）色彩的冷暖

（2）颜色的波长

（3）色彩的对比



4

2.色彩构成的基本知识

（1）色彩构成设计的方法

（2）色彩构成设计的形式美法则

三、服装结构制图的基本知识

（一）人体的测量

1.人体测量的原则

2.人体关键部位的尺寸数据

（二）服装国标号型的概念与分类

1.男女装结构设计中常用的号型

2.各号型的相关数据

（三）服装结构制图的基本原型

（四）常用公式与标识

四、试卷结构、答题要求、评分办法

专业理论（应知)考试以机考方式完成，总分值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考试试题主要类型包括:选择题（30 题*3 分/题=90 分）、判断题（20 题*3 分/题=60

分）。考试内容及分数比例（见表 1）：

表 1：专业理论（应知）考试内容及分数比例

序号 科目 比例（％）

分 值

总分 选择题 判断题

1 服装结构制图 24% 36 8 4

2 服装概论 38% 57 13 6

3 服装材料 8% 12 3 1

4 平面与色彩构成 30% 45 6 9

合计 100% 150 30 20

五、题型示例或考试样卷（详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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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技能操作考试内容与评分办法

一、服装款式图绘制技能操作考试内容

（一）服装款式图的比例

1.服装款式图的横向比例

（1）领子与肩宽的比例

（2）袖肥与肩宽的比例

2.服装款式图的纵向比例

（1）领深与衣长的比例

（2）袖长与衣长的比例

（二）服装款式的细节表现

1.口袋细节的表现

2.袖口细节的表现

3.省道细节的表现

（三）服装款式图线条的绘制

二、色彩构成技能操作考试内容

（一）色彩的选择与搭配

1.色彩的形式美法则

2.色彩的协调统一

3.色彩的比例

（二）色彩的填图

（三）色彩构成的整体效果

三、服装结构制图技能操作考试内容

（一）服装结构比例裁剪法

（二）裙子结构的绘制

1.根据款式在裙子原型上进行变化设计

2.各细节部位的配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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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操作设置、技能要求、评分办法

（一）考试方式及时间

技能操作考试分为必考项目和选考项目。必考项目为一项，总分值 150 分，考试

时间 60 分钟；选考项目为二选一，即考生从两个备选项目中自行选取一个项目参加

考试，总分值 190 分，考试时间 90 分钟。技能操作考试在指定场所内进行，必考和

选考题目同时发放，考生需按项目要求完成相应操作。

（二）考试内容及评分标准

1.必考项目：服装款式图的绘制（总分值 150 分，考试时间 60 分钟）。

表 2：绘制服装款式图评分标准

考 核

项 目

操 作

环 节
考核要求

分

值
评分标准

得

分

服

装

款

式

图

的

绘

制

技

能

操

作

过

程

款式图结构与比例 60

1.能够正确理解题意，进行服装款

式图正面和背面平面绘制，要求比

例协调，造型标准，结构准确，款

式系列风格协调，创新意识强

2.服装正背面款式图排列整齐，美

观，大方，线条清晰，图面整洁

服装细节与工艺表达 50

1.服装细节（分割线、省道、各类

口袋、各类衣领、各类袖口、袖衩，

各类门襟等）表达清楚

2.工艺特征明确（明线宽窄、制作

工艺效果表达等）

3.根据命题要求，若不能在款式图

上直观表达的局部细节造型，可用

局部特写图表达

整体造型效果 30

1.线条清晰、流畅,粗细恰当。

2.服装整体造型效果好，构图美观，

排版合理

画面整洁卫生 10
画面存在污渍者，扣 5 分

考生不遵从考场安排，扣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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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考项目（根据考生中职阶段专业基础，由考生从以下项目中选考一项）（总

分值 190 分，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1）按照题目要求绘制色彩构成作品

表 3：绘制色彩构成作品评分标准

考核

项目

操作

环节
考核要求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绘

制

色

彩

构

成

色彩的

选择与

搭配

色彩选择与色彩构成

整体风格相符、体现

色彩构成的形式美法

则

90

1.色彩选择体现色彩构成的形式

美法则得 30 分

2.色彩的选择与整体构成相吻合

得 10 分

3.色彩之间协调统一得 20 分

4.色彩搭配丰富，体现出明显的

表现倾向的 30 分

色彩填

涂
色彩填图均匀 50

1.色彩填涂均匀 20 分，色彩填图

不均匀扣 10 分，同一色块内有色

差扣 10 分

2.色彩填图完整 20 分，有色彩空

隙扣 10 分，色彩填图溢出扣 10

分

3.色彩填图平整得 10 分，有凸起

的颗粒或色块扣 5分

色彩构

成整体

效果

整体效果、色彩创意 50

画面整体协调的 20 分，有明显不

协调地方的每处扣 5 分，画面整

体创意较强得 30 分

（2）按照所给款式图样绘制裙子结构图

考试要求:按照试卷要求，绘制完整的裙子结构图。

表 4：绘制裙子结构图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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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

项目

操作

环节
考核要求 配分 评分标准 得分

绘

制

裙

子

结

构

图

结构图

与款式

图的

关系

根据所给款式图绘制

结构图
90

1.结构图体现出所给款式图的特

点得 50 分，有不符之处的每处扣

10 分

2.所绘制的结构图符合人体规

律，细节设计合理 20 分

3.省道数量与大小配比得当得 10

分

4.各零部件完整绘制得 10 分

尺寸与

数据

计算

腰围、臀围、省道等

部位计算准确
70

1.各主要部位（腰围、臀围）尺

寸计算准确得 40 分，存在明显偏

差的扣 10 分

2.省道深度与省口宽度尺寸符合

人体形态得 30 分，存在明显偏差

的扣 10 分

结构

图线条

线条粗细明确、均匀，

光滑、流畅、清晰
30

1.服装结构图线与基础线粗细深

浅明确得 10 分

2.条光滑流畅清晰得 10 分

3.主要部位尺寸标注正确得10分

五、技能操作考试样题（详见附件 2）

六、技能考试仪器设备或工具（详见附件 3）

附件 1：专业知识考试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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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技能操作考试样题

附件 3：技能考试仪器设备或工具图示

二○一七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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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专业知识考试样卷：

2018 年湖北工程职业学院单独招生考试

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知识考试样卷

准考证号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

题号 一 二 总分

满分 90 60 150

得分

评分人

一、选择题（总分 90 分，每题 3分）

1.夏季，人们以穿着（ ）款式为主。

A．羽绒服 B．棉袄 C．毛衣 D．短袖

2.冬季羽绒服中的充填料，主要起（ ）作用。

A.保护服装 B.增加牢度 C.保暖 D.装饰

3.在周末休闲时间，人们大多穿着（ ）的设计。

A. 礼服 B.西装 C.套装 D. 休闲装

4.衣服一般与（ ）意思相同，但在古代还包括头上戴的帽子类。

A.鞋袜 B.饰品 C.裤子 D.衣裳

5.在测量中，以( )单位为最常用。

A.英尺 B. 厘米 C. 英寸 D.分米

6.服装的制作阶段是按（ ），制作成服装样衣阶段。先打出 1：1 的纸样，经过比试和测

量，再用坯布假缝或在面料上正式裁剪。

A.设计理念 B.设计主题 C.设计构思 D.服装结构

7.下列不属于服装的是（ ）。

A.裤子 B.毛衣 C.外套 D.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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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童装是针对( )的人群所制作的服装。

A．20-25 岁 B．5-10 岁 C．25-30 岁 D．30-35 岁

9.样衣规格应按照号型标准，以（ ）为主设计服装各部位尺寸。

A.特小号 B.中号 C.大号 D.特体号

10.基本围绕骨骼的中心点向外发射的构成的形式是( )。

A.特异构成 B.发射构成 C.近似构成 D.密集构成

11.颜色的色相能给人带来不同的冷暖感受，以下不属于暖色系的是（ ）。

A．橙色 B．明黄色 C．深红色 D．蓝色

12.（ ）就是色环不同颜色的面貌。

A.明度 B.纯度 C.色彩 D.色相

13.创意型服装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及文化内涵，它不是用来销售的，因而服装的（ ）功

能被淡化。

A.美化 B.销售 C.创意 D.艺术

14.色彩的面积与形状有直接关系，同一面积的色块形状，因其颜色的不同，会有（ ）的感

受。

A.不同 B.相同 C.变化 D.相关

15. 服装制作过程是指通过（ ）手段，塑造立体形象的过程和结果。

A.想象 B.构思 C.裁剪和缝制 D.猜想

16.在结构制图中，细实线是用来绘制( )。

A.轮廓线 B. 对折线 C.部位强调线 D.基础线

17.服装效果图是对服装穿着总体效果的描绘，既要画服装人体又要着色，同时还要画出简明

的背面（ ）。

A.款式图 B.效果图 C.工艺图 D.裁剪图

18.对比色的配合即指（ ）的对比。

A.色相 B.明度 C.纯度 D.色调

19.在下列服装中，（ ）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常穿着的。

A.礼服 B.牛仔裤 C.羽绒服 D.棉袄

20.在下列服饰品种，( )是不装饰于头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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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发带 B.发箍 C.发卡 D.戒指

21.（ ）是男性不常穿着的服装款式。

A.西装 B.休闲装 C.衬衣 D.礼服裙

22.在制图中( )是指横裆线至腰围线之间的距离。

A.上裆 B.立裆 C.通裆 D.前裆

23.帆布袋是运用( )制作而成的。

A.帆布 B.雪纺布 C.无纺布 D.麻织物

24.麻织物具有( )特点。

A.弹性好 B.干爽利汗 C.保暖 D.不易折皱

25.在服装店中，陈列的服装是用来（ ）。

A.销售 B.展示 C.装饰 D.投标

26.下装的裤子结构设计与以下（ ）控制部位无关。

A.腰围高 B.胸围 C.腰围 D.臀围

27.表面平整，透气性较大，纵横向有较好的延伸性，用于毛衣制作的织物是 ( )。

A.梭织物 B.针织物 C.罗纹织物 D.斜纹织物

28.普通西裤改变为低腰裤，则应（ ）。

A.上档剪短，腰围加大 B.上档不变，腰围不变

C.上档不变，裤长剪短 D.上档不变，腰围加大

29.行业信息收集就是在（ ）近期的时装发布会和流行趋势预报中收集信息。

A.国内外 B.社会 C.国内 D.身边

30.线的形状有（ ）和不规则两种。

A.射线 B.光线 C.规则 D.曲线

二、判断题（总分 60 分，每题 3分）

（ ）1.袖的设计需要是装饰性与功能性的统一。

（ ）2.平面构成造型的要素是点、线、面、体。

（ ）3.服装的流行不具有时间性和周期性。

（ ）4.制图时应先完成结构图的外轮廓线，再画基础线。

（ ）5.平领又称为坦领或趴领，是一种领座非常低，平贴在肩部的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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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裁剪制作过程中，不会发现问题，所以不需要进行试穿。

（ ）7.平面构成中点的形状是简单、集中、无棱角、无方向。

（ ）8.曲线系包括：几何曲线、自由曲线。

（ ）9.棉织物抗皱性好，有很好的吸湿性和透气性。

（ ）10.色相中红色的对比色是蓝色。

（ ）11.色彩的三属性：色相、明度、纯度。

（ ）12.手缝工艺是用针线及其他材料和工具通过操作者的手工进行操作的工艺。

（ ）13.服装裁剪可分为立体裁剪和平面裁剪。

（ ）14.构成设计中只有平面构成。

（ ）15.服装设计只需要注重美观性，不需要强调其实用性。

（ ）16.服装材料的正反面是一致的。

（ ）17.测体只用进行童体测体。

（ ）18.一般来说，红、黄、橙色称为冷色(又叫后退色、收缩色)，蓝、蓝绿色称为暖色(又

叫前进色，膨胀色)。

（ ）19.夏装设计以羊毛织物为。

（ ）20.色彩之间差异小，色彩的对比就强，效果就响亮；色彩之间差异大，色彩就容易

统一，效果就柔和，色彩之间的关系就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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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技能操作考试样卷：

2018 年湖北工程职业学院单独招生考试

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技能操作考试样卷（必考）

准考证号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

题号 一 二 三 四 总分

满分 60 分 50 分 30 分 10 分 150

得分

评分人

绘制一款女士西装上衣的正反面款式图（总分值 150 分，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分值配比：

一、款式图结构与比例（60 分）

要求服装款式图正面和背面平面绘制，要求比例协调，造型标准，结构准确，款式系列风格

协调，创新意识强；服装正背面款式图排列整齐，美观，大方，线条清晰，图面整洁。

二、服装细节与工艺表达（50 分）

要求服装细节（分割线、省道、各类口袋、各类衣领、各类袖口、袖衩，各类门襟等）表达

清楚；工艺特征明确（明线宽窄、制作工艺效果表达等）；根据命题要求，若不能在款式图上直

观表达的局部细节造型，可用局部特写图表达。

三、整体造型效果（30 分）

线条清晰、流畅,粗细恰当。服装整体造型效果好，构图美观，排版合理。

四、画面整洁卫生（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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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款式图评分标准

考核要素

考核要求 配分 评分标准 得分

序号 名称

1

款式图结构

与比例

服装款式图整体比例正

确，整体与细节比例正确

60

能够正确理解题意，进行服装款式图正

面和背面平面绘制得 20 分

要求比例协调，造型标准，结构准确，

得 10 分

款式系列风格协调，创新意识强得 10

分

服装正背面款式图排列整齐，美观，大

方，线条清晰得 20 分

2

细节与工艺

表达

表现出款式的细节，相应

位置体现工艺特点

50

服装细节（分割线、省道、各类口袋、

各类衣领、各类袖口、袖衩，各类门襟

等）表达清楚得 20 分

工艺特征明确（明线宽窄、制作工艺效

果表达等）得 20 分

根据命题要求，若不能在款式图上直观

表达的局部细节造型，可用局部特写图

表达得 10 分

3

整体造型效

果

整体效果富有创意 30

线条清晰、流畅,粗细恰当得 20 分，服

装整体造型效果好，构图美观，排版合

理得 10 分

4

画面整洁卫

生

画面整体干净，无污渍 10

画面存在污渍者，扣 5分；

满分 150 分

评分人：

总得分

评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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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湖北工程职业学院单独招生考试

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实操考试样卷（选考 A）

准考证号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

（选考项目之一：绘制色彩构成，总分值 190 分，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题号 一 二 三 总分

满分 90 50 50 190

得分

评分人

以“春”为主题设计一副色彩构成作品，尺寸大小不得小于 15cmX15cm。

分值配比：

一、色彩的选择与搭配（90 分）

要求：色彩选择与色彩构成整体风格相符、体现色彩构成的形式美法则，色彩的选择与整体

构成相吻合，色彩搭配丰富，体现出明显的表现倾向，色彩之间协调统一。

二、色彩填涂（50 分）

要求：色彩填图均匀、完整、无空隙、无溢出

三、色彩构成整体效果（50 分）

要求：画面整体协调、整体创意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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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色彩构成作品评分标准

考核要素

考核要求 配分 评分标准 得分

序号 名称

1

色彩的选择

与搭配

色彩选择与色彩构成整

体风格相符、体现色彩构

成的形式美法则

90

色彩选择体现色彩构成的形式美法则

得 30 分

色彩的选择与整体构成相吻合得 10 分

色彩之间协调统一得 20 分

色彩搭配丰富，体现出明显的表现倾向

得 30 分

2 色彩填涂 色彩填图均匀 50

色彩填涂均匀 20 分，色彩填图不均匀

扣 10 分，同一色块内有色差扣 10分

色彩填图完整 20 分，有色彩空隙扣 10

分，色彩填图溢出扣 10 分

色彩填图平整得 10 分，有凸起的颗粒

或色块扣 5分

3

色彩构成整

体效果

整体效果、色彩创意 50

画面整体协调得 20 分，有明显不协调

地方的每处扣 5分，画面整体创意较强

得 30 分

满分 190 分

评分人：

总得分

评分日期：



18

2018 年湖北工程职业学院单独招生考试

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实操考试样卷（选考 B）

准考证号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

（选考项目之二：绘制裙子结构图，总分值 190 分，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题号 一 二 三 总分

满分 90 70 30 190

得分

评分人

按下方半身裙款式图，以 160/84A 为号型绘制 1:5 的结构图。

分值配比：

一、结构图与款式图的关系（90 分）

要求：根据所给款式图绘制结构图，体现出所给款式图的特点，绘制的结构图符合人体规律，

细节设计合理，省道位置与大小配比得当，各零部件完整绘制。

二、尺寸与数据计算（70 分）

要求：腰围、臀围、省道等部位计算准确，省道深度与省口宽度尺寸符合人体形态。

三、结构图线条（30 分）

要求：线条粗细明确、均匀，光滑、流畅、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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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裙子结构图评分标准

考核要素

考核要求 配分 评分标准 得分

序号 名称

1

结构图与款

式图的关系

根据所给款式图绘制结

构图

90

结构图体现出所给款式图的特点得 50

分，有不符之处的每处扣 10 分

所绘制的结构图符合人体规律，细节设

计合理 20 分

省道位置与大小配比得当得 10 分

各零部件完整绘制得 10 分

2

尺寸与数据

计算

腰围、臀围、省道等部位

计算准确

70

各主要部位（腰围、臀围）尺寸计算准

确得 40 分，存在明显偏差的扣 10分

省道深度与省口宽度尺寸符合人体形

态得 30 分，存在明显偏差的扣 10分

3 结构图线条

线条粗细明确、均匀，光

滑、流畅、清晰

30

服装结构图线与基础线粗细深浅明确

得 10 分

条光滑流畅清晰得 10 分

主要部位尺寸标注正确得 10 分

满分 190 分

评分人：

总得分

评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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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考场与参考工具

1.考场由湖北工程职业学院提供。

2.考生自带工具：

必考需带工具：直尺、铅笔、橡皮等绘画工具。

选考绘制色彩构成的必须工具：直尺、铅笔、橡皮、水粉纸、水粉颜料、水粉笔、水桶、调

色盘、勾线笔、针管笔等。

选考绘制裙子结构的必须工具：直尺、比例尺、铅笔、橡皮等。

3.其他注意事项：

考生必须带好身份证、准考证、随身工具，服从考场工作人员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