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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辽宁省职工技能大赛暨全省服装制
版师大赛服装制版师赛项技术文件 

 

本项目技术工作文件（技术描述）是对本竞赛项目内

容的框架性描述，正式比赛内容及要求以竞赛最终公布的

赛题为准。 

1.项目简介 

1.1 技术项目名称： 

服装制版师 

1.2 简要描述 

比赛是选手在同一条件下，利用理论知识、制版、制

作、立体裁剪等多种技能完成的服装制版技能竞赛。 

从事服装制版工作的人统称为服装制版师，通常也叫

做打版师。服装制版工作在时装的制作过程中举足轻重，

服装制版师的责任是将服装设计师的理念转化为可现实操

作的服装样式。 

1.3 考核项目 

选拔赛目是为国赛选拔人才。考核将以国赛题为主要

参照，竞赛内容依据省内实际情况，选择既能反映关键技

能又能反映选手技术水平的部分构成。比赛秉承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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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相关文件 

本项目技术工作文件只包含项目技术工作的相关信

息。除阅读本文件外，开展本技能项目竞赛还需配合其他

相关文件一同使用：如：样题，评分表，竞赛通知等。 

2.选手需具备的能力 

2.1 理论知识/款式图 

每人都需知道并理解： 

掌握职业相应的基础知识； 

解读款式图。 

每人都需有能力做到： 

使用电脑及 CAD 专业软件制作结构图； 

清晰标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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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样板结构及立裁 

每人都需知道并理解： 

使用平面或立体制板方法完成服装结构； 

制作服装时使用人台； 

制定服装款式的制作工艺处理。 

每人都需有能力做到： 

根据规定的服装款式,进行样板设计； 

根据规定的服装款式,进行立体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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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裁剪缝制 

每人都需知道并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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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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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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都需有能力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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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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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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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执行专业缝制技能及技术； 

有效熨烫。 

本竞赛通过实操检测以上知识与技能。 

3.竞赛项目 

3.1 竞赛模块 

模块 

编号 
模块名称 

竞赛时间 

（分钟） 
分数 

1 理论知识 120 分钟 20 

2 服装制版（CAD） 180 分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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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样衣制作 300 分钟 25 

4 立体裁剪 300 分钟 30 

总计 
900 分钟 

15 小时 
100 

3.2 模块简述 

本次大赛采用个人竞赛形式，为现场考评，设有男

装、女装两个门类。分理论考核和实际操作两部分进行，

其中实际操作包括服装制版（CAD）、样衣制作和立体裁剪

三项进行。 

3.2.1 模块 A：理论考核  2 小时 

题型配分如下： 

（1）填空题 20分 

（2）选择题 25分； 

（3）判断题 15分； 

（4）简答题 10分； 

（5）论述题 10分； 

（6）制表题 20分。 

考核范围见下表： 

内容 考核要点 

服装设计 

1、服装设计基本原理； 

2、服装与服饰色彩相关知识； 

3、服装流行趋势； 

4、服装品牌与风格。 

服装制版 

1、人体体型特征与人体测量； 

2、服装面辅料相关知识； 

3、服装结构设计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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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装结构构成方法； 

5、立体裁剪相关知识； 

6、服装弊病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7、特殊体型的体型特征与样版修正方法； 

8、服装号型知识； 

9、服装工业样版制作知识； 

10、服装推挡原理和方法。 

成衣工艺 

1、基础工艺相关知识； 

2、生产准备（材料的预缩与整理、样品试制）； 

3、裁剪工艺（排料划样、铺料裁剪）； 

4、缝制原理与缝制工艺； 

5、设备使用与保养； 

6、熨烫定型工艺； 

7、成衣品质控制； 

8、生产技术文件。 

理论考核参考资料：男装选手可选《男装结构设计》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7年版.张文斌主编；女装选手可选

《女装结构设计》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7年版.张文斌主

编。 

3.2.2 模块 B：服装制版（CAD） 3 小时 

考核内容：根据大赛提供的图片资料进行服装 CAD 制

版，保留上交 1:1 比例的结构图和工业样板图,在结构图基

础上制作工业样板（包括面料样版、辅料样版和工艺样

版）。 

操作条件：每位选手一个 160/84A 的国标女子人台或

170/96A国标男子人台, 一台电脑及辅助工具,大赛统一提

供绘图仪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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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模块 C：样衣制作 6 小时 

考核内容：独立完成服装的制作，竞赛统一提供的编

号卡上填写选手编号，并固定于服装显著位置，样衣制作

完成后在人台上进行立体展示。 

操作条件：每位选手一台工业电脑缝纫机，每位选手

有独立熨烫区，选手在制版桌上进行排料和裁剪，每位选

手一个 160/84A的国标女子人台或 170/96A国标男子人

台，大赛统一提供面料、辅料、缝纫线等相关物料，选手

自带相关辅助工具。 

3.2.4 模块 D：立体裁剪 6 小时 

考核内容：在人台上粘贴标志线，根据大赛提供的图

片资料（与平面制版图片不同）用白坯布独立完成立体裁

剪，固定在人台上进行立体展示，大赛统一提供白坯布。 

操作条件：每位选手一个 160/84A 的国标女子人台或

170/96A国标男子人台，大赛统一提供牛皮纸等相关物料，

其余工具选手自带。 

3.3 命题方式 

大赛组委会组织行业专家，依据竞赛考核标准制定完

成理论考核和实际操作环节的命题工作。 

每个环节命题两至三套作为竞赛试题库，交由竞赛组

委会封存，待考核现场随机抽取最终试题。 

3.4 考核次数及地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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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竞赛只进行一轮次考核，考核时间为 2021年 7

月 28 日—8 月 1日 

考核地点为：大连 

4.评分标准 

4.1 竞赛成绩构成 

项目 内容 评分项目 比重 

理论考核 填空、判断、简答、论述四种题型  20% 

服装制版（CAD） 

自行选择男装或者女装，根据款式效

果图在规定时间内现场完成 CAD服装

结构图与工业样版 

尺寸设计准确，结构

符合款式要求，样版

制作齐全、规范 

25% 

样衣制作 
根据自己的工业样版在规定时间内现

场完成样衣制作 

操作规范，工艺精

良，工艺设计合理，

舒适性强，按要求准

时完成。 

25% 

立体裁剪 
自行选择男装或者女装，根据款式效

果图在规定时间内现场完成立裁 

准确理解设计主题，

立体裁剪操作规范 
30% 

4.2 评分流程说明 

4.2.1 裁判依据裁判的专业背景及特点进行分组，每个考核项

目五位裁判进行分别打分。 

4.2.2 评分记录为手写，在评审完成评分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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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统分方法 

每个项目最终评分由考务人员按比重统计核算出总

和，由裁判组核对确认签字。 

4.5 裁判构成和分组 

4.5.1 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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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长由 2021辽宁省职工技能大赛服装制版师大赛办

公室任命。 

4.5.2 裁判组 

裁判员由辽宁省纺织服装行业资深人员与辽宁省纺织

行业审核通过的考评员进行担任，裁判员可申请不参与裁判

工作并放弃相应权利。在确定担任裁判员工作后，比赛中途

不得更换人选或退出。 

4.5.3 裁判任职条件 

裁判应具有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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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竞赛相关设施设备 

5.1 场地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1 高速工业缝纫机 台 60 

2 工作椅 张 60 

3 吊瓶式蒸汽熨斗 只 60 

4 烫台毯子 条 60 

5 服装工作台 台 60 

6 高背椅 张 60 

7 服装人台 个 60 

8 监考工作台 张 2 

5.2 材料 

赛场为每位选手提供面料、辅料、线等考试必备物品，

参赛选手需自备参赛所需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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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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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压轮、镇纸、拆线器、剪口钳，翻带工具、螺丝刀，打

孔器，小型熨烫工具等。 

5.3 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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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之外的服装样板 

4 纸/笔记本 

5 手机 

6 U盘 

6. 竞赛规则和注意事项 

（1）参赛选手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并佩戴统一制作的选

手证参加比赛，两证不齐，将不得进入赛场参加比赛。领队

一律不得进入赛场。 

（2）迟到 15分钟者，不得进入赛场。 

（3）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尊重裁判，服从指

挥。 

（4）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独立完成任务，如遇问题应

举手向裁判提问，如有偷看、抄袭等现象按作弊处理。 

（5）在竞赛过程中，选手不得擅自离开竞赛场地，如有

上洗手间等特殊情况，需经裁判同意，消耗时间一律计算在

比赛时间内。 

（6）竞赛过程中，如遇设备等故障，选手应及时向裁判

提出，由裁判安排专业人员进行维修或更换设备，消耗时间

将不计入比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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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选手提前完成竞赛项目，应向裁判示意，待裁判

记录操作时间确认无误，选手在《现场操作记录表》签字后，

方可离开赛场，并不得以任何理由再次返回赛场。 

（8）报名截止后，各参赛队不得临时更改参赛选手，若

在竞赛时发现，将取消其比赛资格。 

7.赛场布置要求 

赛场布置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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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稳定的水、电，并提供应急的备用电源。 

8. 健康安全和绿色环保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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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长并终止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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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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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有毒有害物品的管理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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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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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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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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赛事宣传 

大赛举办期间相关部门将积极配合新闻采编工作，撰写

新闻通稿；设计制作竞赛的宣传海报；并与相关行业媒体进

行沟通联络，及时向外界发布竞赛进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