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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技能鉴定提供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要，立足培育

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服装制

版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年版）》（以下简称《标准》）。

一、 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为依据，严格

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年版）》有关要求，以“职业活动为导向、

职业技能为核心”为指导思想，对服装制版师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规范细致描

述，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

师、一级/高级技师四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工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

的内容。

三、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纺织人才交流培训中心、中国针织工业协会、

中国纺织机械协会、苏州大学、江苏金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圣东尼（上海）针织机器有限公司、东华大学、江南大学、浙江省中纺经编科技研

究院、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杭州职业技术学院。主要起草人有：姜川、赵齐、孙玉

钗、吴寅杰、岑凌、龙海如、董智佳、周跃武、姚钟秀、王海燕、曹桢。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单位有：天津工业大学、中国服装协会、杭州职业技术

学院、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五洋纺机有限公司、杭州布奇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广州市秀丽服装职业培训学院、广州市猜想服饰有限公司、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中国

纺织服装教育学会、陕西国际商贸学院时装艺术学院。主要审定人员有：宋广礼、卢华

山、孟海涛、孙宁宁、方建强、张福良、谢耀荣、蹇利彬、龚立超、刘华、曲梅、杜岩

冰。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葛恒双、

宋晶梅等专家及纺织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的指导，还得到中国服装协会和苏州经

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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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制版师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19 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服装制版师
①

1.2 职业编码

6-05-01-01

1.3 职业定义\[

使用测量、裁剪、人台等专用工具或计算机专用软件，制作服装版型或编写成型编

织服装编织程序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四个等级，分别为：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

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判断、分析、模仿、学习和计算能力；具有较强的空间感和形体知觉；

手指、手臂灵活，动作协调，无色盲、色弱。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8.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相关职业
②
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①
本职业分为裁剪服装制版模块和成型服装制版模块。

②
相关职业：横机工、纬编工、经编工、裁缝、机修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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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①
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

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

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

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

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

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

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

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

（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1.8.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等方式，

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技能考核主要采用现

场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综合

①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服装设计与制作、服装制作与营销、服装设计与工艺、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

针织工艺、机械设备维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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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主要针对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通常采取审阅申报材料、答辩等方式进行全

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以上者为

合格。

1.8.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名监考人

员；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5，且考评人员为 3人(含)以上单数；

综合评审委员为 3人(含)以上单数。

1.8.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为 90min；技能考核时间：四级/中级工不少于 120 min，三级/

高级工不少于 150 min，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180 min；综合评审时间不

少于 30 min。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具有计算机和相应软件、必要的测量工

具、制图工具、裁剪工具和设备、缝制设备或针织织造设备及附件、制图设施、织物分

析设备的场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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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2）爱岗敬业，勇于创新。

（3）质量为本，效率为优。

（4）团结协作，文明生产。

2.2 基础知识

2.2.1 制版基础知识

（1）服装效果图、款式图的基础知识。

（2）服装制图和计算机操作的基础知识。

（3）针织基础知识。

2.2.2 成衣基础知识

（1）服装用原材料的基础知识。

（2）服装和人体尺寸的基础知识。

（3）服装工艺的基础知识。

（4）针织成型产品基础知识。

2.2.3 服装生产设备基础知识

（1）裁剪服装设备基础知识。

（2）成型服装设备基础知识。

2.2.4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相关知识。



6

3 .工作要求
①

本标准对四级/中级工、三级 /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的技能要求和

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产

品款

式分

析

A

1.1款

式分

析

1.1.1 能用文字描述裙子、裤子、T恤衫、

衬衫等款式图的款式造型特点

1.1.2 能用文字描述裙子、裤子、T恤衫、

衬衫等给定成品的款式造型特点

1.1.1 裙子、裤子、T 恤衫、衬

衫等款式图的基本知识

1.1.2 裙子、裤子、T 恤衫、衬

衫等造型的基本知识

1.2材

料分

析

1.2.1 能通过识读工艺文件或分析样衣，

确定裙子、裤子、T恤衫、衬衫等所用面

辅料的品类

1.2.2 能通过识读工艺文件，识别面辅料

正反面和布纹方向，确认缩率

1.2.3 能用文字表达面辅料的材料特点和

性能

1.2.1 裙子、裤子、T 恤衫、衬

衫等常用面辅料基本知识

1.2.2 纺织纤维的基本性能

1.2.3 服装工艺文件的基本知

识

1.3结

构分

析

1.3.1 能通过识读工艺文件或测量样衣，

确定裙子、裤子、T恤衫、衬衫等的结构

特点

1.3.2 能通过识读工艺文件或测量样衣，

确定裙子、裤子、T恤衫、衬衫等的规格

尺寸

1.3.3 能制定裙子、裤子、T 恤衫、衬衫

等的细节部位规格尺寸

1.3.1 裙子、裤子、T 恤衫、衬

衫等服装结构与规格尺寸的基

本知识

1.3.2 裙子、裤子、T 恤衫、衬

衫等服装尺寸测量的基本知识

1.4工

艺分

析

1.4.1 能用文字描述裙子、裤子、T恤衫、

衬衫等的缝型、线迹并简要说明工艺要点

1.4.2 能用文字表达裙子、裤子、T恤衫、

衬衫缝制加工的特殊工艺

1.4.1 裙子、裤子、T 恤衫、衬

衫等缝制加工工艺的基本知识

1.4.2 裙子、裤子、T 恤衫、衬

衫等缝制加工的特殊工艺

B

1.1面

料分

析

1.1.1 能辨识纬平针、双反面、罗纹、浮

线、集圈等纬编组织

1.1.2 能辨识 3×3 以内绞花及阿兰花等

纬编移圈组织

1.1.3 能辨识纬编提花组织

1.1.4 能辨识纬编嵌花组织

1.1.5 能辨识底梳编链、贾卡同向薄组织、

网孔组织等经编组织

1.1.6 能辨识毛、棉、锦纶、涤纶、包覆

纱、合股纱等原料和类别的纱线

1.1.1 纬平针、双反面、罗纹、

浮线、集圈等纬编组织的结构特

点和表示方式

1.1.2 绞花及阿兰花等纬编移

圈组织的结构特点和表示方式

1.1.3 纬编提花组织的结构特

点和表示方式

1.1.4 纬编嵌花组织的结构特

点和表示方式

1.1.5 底梳编链、贾卡同向薄组

织、网孔组织等经编组织的结构

特点和表示方式

1.1.6 针织常用纱线种类的判

定方法

1.2成

型产

品分

1.2.1 能辨识圆领、V 领等背肩、平肩成

型服装的版型并用文字表达其特点

1.2.2 能辨识无缝背心及短裤等成型服装

1.2.1 圆领、V 领等背肩、平肩

成型服装款式的基本知识

1.2.2 无缝背心及短裤等成型

①
工作要求分模块考核，裁剪服装制版模块考核 A类工作内容，成型服装制版模块考核 B类工作内容。



7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析 的版型并用文字表达其特点

1.2.3 能分析并用文字表达纬平针等单面

组织的收放针方式

1.2.4 能确认生产所需的机器类别

服装款式的基本知识

1.2.3 横机收放针方式的基本

知识

1.2.4 成型服装设备常用类别

的基本知识

2.样

板绘

制和

程序

编制

A

2.1结

构图

绘制

2.1.1 能识别和标注裙子、裤子、T恤衫、

衬衫等样板的制图部位、线条名称、制图

符号等

2.1.2 能通过识读款式图和规格尺寸参

数，使用专用工具绘制裙子、裤子、T 恤

衫、衬衫等的结构图

2.1.1 裙子、裤子、T 恤衫、衬

衫结构图的基本知识

2.1.2 服装制图专业术语的基

本知识

2.2基

础样

板制

作

2.2.1 能使用专用工具，在结构制图基础

上确定放缝，绘制裙子、裤子、T 恤衫、

衬衫等的裁剪样板、工艺样板等基础样板

2.2.2 能使用专用工具，制作裙子、裤子、

T恤衫、衬衫等的基础样板，并标注文字、

符号、标记等

2.2.1 裙子、裤子、T 恤衫、衬

衫等的样板制作基本知识

2.2.2 样板放缝的基本知识

2.3样

板核

验

2.3.1 能核验裙子、裤子、T 恤衫、衬衫

等的基础样板，识别线条轮廓中的错误并

修正

2.3.2 能核验裙子、裤子、T 恤衫、衬衫

基础样板的数量、规格尺寸，识别错误并

修正

2.3.3 能通过制作裙子、裤子、T 恤衫、

衬衫等的假缝坯样验证基础样板并修正

2.3.1 裙子、裤子、T 恤衫、衬

衫样板核验的基本知识

2.3.2 裙子、裤子、T 恤衫、衬

衫假缝工艺的基本知识

B

2.1花

型程

序绘

制

2.1.1 能使用专用软件制作纬平针、双反

面、罗纹、浮线、集圈等纬编组织的样片

程序

2.1.2 能使用专用软件制作 3×3 以内绞

花及阿兰花等纬编移圈组织的样片程序

2.1.3 能使用专用软件制作纬编提花组织

的样片程序

2.1.4 能使用专用软件制作 4 把纱嘴内的

纬编嵌花组织的样片程序

2.1.5 能使用专用软件制作经编贾卡同向

薄组织、网孔组织的样片程序

2.1.1 专用软件绘制纬平针、双

反面、罗纹、浮线、集圈等纬编

组织的方法

2.1.2 专用软件绘制 3×3 以内

绞花及阿兰花等纬编移圈组织

的方法

2.1.3 专用软件绘制纬编提花

组织的方法

2.1.4专用软件绘制4把纱嘴内

的纬编嵌花组织的方法

2.1.5 专用软件绘制经编贾卡

同向薄组织、网孔组织的方法

2.2成

型制

版

2.2.1 能根据工艺单使用专用软件制作带

有纬平针、罗纹、移圈等花型的圆领、V

领等背肩、平肩的成型服装制版程序

2.2.2 能根据工艺单使用专用软件制作无

缝背心及短裤等成型服装的制版程序

2.2.3 能使用专用软件制作经编同向贾卡

缝合、分离的成型服装制版程序

2.2.1 成型服装工艺单的基本

知识

2.2.2 成型服装制作的基本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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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系

列样

板制

作

A

3.1档

差设

置

3.1.1 能根据国家服装号型标准设置裙

子、裤子、T 恤衫、衬衫等系列样板的档

差

3.1.2 能根据给定工艺文件要求设置裙

子、裤子、T 恤衫、衬衫等系列样板的档

差

3.1.1 服装号型系列的基本知

识

3.1.2 裙子、裤子、T 恤衫、衬

衫等系列样板档差计算的基本

知识

3.2放

码推

版

3.2.1 能按档差要求，对裙子、裤子、T

恤衫、衬衫等基础样板进行放缩，制作出

系列样板

3.2.2 能在裙子、裤子、T 恤衫、衬衫等

系列样板上标注文字、符号、标记

3.2.1 裙子、裤子、T 恤衫、衬

衫等系列样板的组成

3.2.2 裙子、裤子、T 恤衫、衬

衫等的放码推版基本知识

B

3.1试

样制

作

3.1.1 能对织针、张力装置等机件和设备

状态进行检查

3.1.2 能输入和设置速度、牵拉力、密度、

送纱张力等上机工艺参数

3.1.3 能根据标识及纱线样品确认纱线

线密度、批号、捻向等，并能进行穿纱等

机台操作

3.1.4 能使用针织成型设备织出样片

3.1.1 针织成型设备结构及操

作的基本知识

3.1.2 针织用纱线线密度等指

标的基本知识

3.2质

量控

制

3.2.1 能根据工艺单核验成型服装制版程

序

3.2.2 能用密度镜、直尺测量织物密度及

下机尺寸

3.2.3 能根据坏针、漏针、断纱、破洞等

机件损坏和织物疵点情况调整制版的程

序与编织工艺参数

3.2.1 织物密度及下机尺寸等

测量的基本知识

3.2.2 织物断纱、破洞等常见疵

点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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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产品

款式分

析

A

1.1

款式

分析

1.1.1 能根据给定的设计效果图、款式图、

工艺文件等用文字描述旗袍、茄克衫等的

款式造型特点

1.1.2 能根据给定的样衣、实物图片，用文

字描述旗袍、茄克衫等的款式造型特点

1.1.1 旗袍、茄克衫等的设计

效果图、款式图基本知识

1.1.2 旗袍、茄克衫等的造型

基本知识

1.2

材料

分析

1.2.1 能通过简单实验或根据技术文件确

认面辅料缩率、正反面、布纹方向等

1.2.2 能根据旗袍、茄克衫等的常用面辅料

样品，用文字表达材料质地、性能特点

1.2.1 服装面辅料基本知识

1.2.2 纺织纤维与纱线的基本

知识

1.3

结构

分析

1.3.1 能根据给定的效果图、款式图、样

衣、实物图片，确定旗袍、茄克衫等的结

构特点

1.3.2 能根据给定的旗袍、茄克衫等的效果

图、款式图、样衣、实物图片和服装号型，

确定成品规格尺寸

1.3.3 能根据给定的旗袍、茄克衫等的效果

图、款式图、样衣、实物图片和服装号型，

确定细节部位规格尺寸

1.3.1 旗袍、茄克衫等服装规

格尺寸的基本知识

1.3.2 旗袍、茄克衫等服装尺

寸测量的基本知识

1.产品

款式分

析

1.4

工艺

分析

1.4.1 能根据给定的旗袍、茄克衫等的效果

图、款式图、样衣、实物图片，用文字表

达缝型、线迹、零部件等工艺概要并编制

工艺流程图

1.4.2 能根据给定的旗袍、茄克衫等的效果

图、款式图、样衣、实物图片，用文字表

达特殊工艺

1.4.1 旗袍、茄克衫等服装缝

制加工工艺基本知识

1.4.2 工艺流程图编制的基本

知识

B

1.1

面料

分析

1.1.1 能辨识毛圈、添纱、凸条等纬编组

织

1.1.2 能辨识 4×4及以上纬编绞花组织

1.1.3 能辨识纬编并针组织，分析并针规律

1.1.4 能辨识贾卡同向单底梳、双底梳等经

编组织

1.1.5 能辨识贾卡同向厚组织、厚缝合组织

等经编组织

1.1.1 毛圈、添纱、凸条等纬

编组织的结构特点和表示方

式

1.1.2 并针组织的结构特点和

表示方式

1.1.3贾卡同向单底梳、双底梳

等经编组织的结构特点和表示

方式

1.1.4 贾卡同向厚组织、厚缝

合组织等经编组织的结构特

点和表示方式

1.2

成型

产品

分析

1.2.1 能辨识 T 恤领、樽领等背肩、平肩、

插肩成型服装的版型并用文字表达其特点

1.2.2 能辨识无缝多色块、多原料、多组织、

全毛圈等成型服装的版型并用文字表达其

特点

1.2.3 能分析并用文字表达出四平、畦编、

提花等产品的收放针方式

1.2.4 能分析出成型服装的缝合工艺

1.2.1 T 恤领、樽领等背肩、

平肩、插肩成型服装款式的基

本知识

1.2.2 无缝多色块、多原料、

多组织、全毛圈等成型服装款

式的基本知识

1.2.3 缝合工艺的基本知识

2.样板

绘制和

程序编

A

2.1

结构

图绘

2.1.1 能根据服装设计要求确定长度测量

位置和围度加放量

2.1.2 能根据给定的旗袍、茄克衫效果图、

2.1.1 旗袍、茄克衫围度加放

量知识

2.1.2 旗袍、茄克衫结构图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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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制 制 款式图、样衣、实物图片和服装号型，使

用专用工具绘制结构图

本知识

2.2

基础

样板

制作

2.2.1 能使用专用工具，在结构制图基础上

确定放缝，绘制旗袍、茄克衫的裁剪样板、

工艺样板等基础样板

2.2.2 能使用专用工具，制作旗袍、茄克衫

等的基础样板，并标注文字、符号、标记

等

旗袍、茄克衫等的基础样板制

作知识

2.3

样板

核验

2.3.1 能根据给定的旗袍、茄克衫款式图和

服装号型核验基础样板，识别错误并修正

2.3.2 能通过制作旗袍、茄克衫假缝坯样核

验基础样板，识别错误并修正

2.3.1 旗袍、茄克衫样板核验

的基本知识

2.3.2 旗袍、茄克衫假缝工艺

的基本知识

B

2.1

花型

程序

绘制

2.1.1 能用专用软件制作毛圈、添纱、凸条

等纬编组织的样片程序

2.1.2 能用专用软件制作4×4以内绞花等

纬编组织的样片程序

2.1.3 能用专用软件制作 8 把纱嘴内的纬

编嵌花组织的样片程序

2.1.4 能用专用软件制作纬编并针的样片

程序

2.1.1 专用软件绘制毛圈、添

纱、凸条等纬编组织的方法

2.1.2专用软件绘制4×4以内

绞花等纬编组织的方法

2.1.3 专用软件绘制 8 把纱嘴

内的纬编嵌花组织的方法

2.1.4 专用软件绘制纬编并针

组织的方法

2.样板

绘制和

程序编

制

2.1

花型

程序

绘制

2.1.5 能用专用软件制作经编单底梳组织、

双底梳组织的样片程序

2.1.6 能用专用软件制作经编贾卡同向厚

组织、厚缝合组织的样片程序

2.1.5 专用软件绘制经编单底

梳组织、双底梳组织的方法

2.1.6 专用软件绘制经编贾卡

同向厚组织、厚缝合组织的方

法

2.2

成型

制版

2.2.1 能制作纬平针组织的圆领、V领等背

肩、平肩成型服装工艺单

2.2.2 能根据工艺单使用专用软件制作 T

恤领、樽领等背肩、平肩、插肩的成型服

装制版程序

2.2.3 能根据工艺单使用专用软件制作多

色块、多原料、多组织、全毛圈等成型服

装的制版程序

2.2.4 能根据工艺单使用专用软件制作单

扎口、双扎口等组织的成型服装制版程序

2.2.5 能制作经编贾卡同向有底成型服装

的制版程序

2.2.6 能使用专用软件对花型组织的程序

进行优化处理

2.2.1 成型服装工艺制作的基

本知识

2.2.2 专用软件制作多色块、

多原料、多组织、全毛圈等成

型服装程序的方法

2.2.3 专用软件对花型组织优

化的方法

2.2.4 专用软件制作经编贾卡

同向有底组织成型服装制版

程序的方法

3.系列

样板制

作

A

3.1

档差

设置

3.1.1 能根据国家服装号型标准设置旗袍、

茄克衫等系列样板的档差

3.1.2 能根据外贸工艺文件等非国标要求

设置旗袍、茄克衫等系列样板的档差

旗袍、茄克衫等系列样板档差

计算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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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2

放码

推版

3.2.1 能按档差要求，对旗袍、茄克衫等的

基础样板进行放缩，制作出系列样板

3.2.2 能在旗袍、茄克衫等系列样板上标注

文字、符号、标记

3.2.1 旗袍、茄克衫等的系列

样板的组成

3.2.2 旗袍、茄克衫等的放码

推版的基本知识

3.3

排料

划样

3.3.1 能按产品号型系列组合进行手工排

料和划样

3.3.2 能使用服装 CAD 专用软件，按产品号

型系列组合进行排料和输出

3.3.1 服装排料的知识

3.3.2 服装 CAD 专用软件应用

知识

B

3.1

试样

制作

3.1.1 能优化织机速度、牵拉力、密度等编

织参数

3.1.2 能调整沉降片设置、机器回转距、电

子送纱器等编织工作参数

3.1.3 能根据试样编织情况优化制版程序

针织成型设备的编织系统、送

纱系统、牵拉系统工作原理

3.2

质量

控制

3.2.1 能根据参考样核验纬平针圆领、V 领

等背肩、平肩成型服装工艺单，发现错误

进行修正

3.2.2 能根据参考样核验制版程序，发现错

误进行修正

3.2.3 能分析撞针、翻纱等机件损坏和织物

疵点情况，调整制版的程序与编织工艺参

数

3.2.4 能根据成品尺寸调整下机尺寸

3.2.1 织物撞针、翻纱等疵点

形成原因的基本知识

3.2.2 衣坯成品尺寸与下机尺

寸的关系与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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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产 品

款 式 分

析

A

1.1

款 式

分析

1.1.1 能根据给定的男西服、女西服成衣

图片或客户要求，用文字描述其款式造型

特点

1.1.2 能根据给定的男西服、女西服成衣

图片或客户要求，绘制款式图

1.1.1 男西服、女西服的款式

图知识

1.1.2 男西服、女西服造型知

识

1.2

材 料

分析

1.2.1 能根据提供的面料样品、辅料样品，

用文字表达男西服、女西服的材料特点

1.2.2 能根据男西服、女西服的工艺特点

核算材料用量，并估算原料成本

1.2.1 男西服、女西服常用面

辅料知识

1.2.2 男西服、女西服用料与

成本核算知识

1.3

结 构

分析

1.3.1 能根据成衣图片或客户要求，确定

男西服、女西服的结构特点

1.3.2 能根据成衣图片或客户要求，设计

男西服、女西服成品规格尺寸

1.3.3 能根据给定的男西服、女西服的成

衣图片或客户要求，制定细部规格尺寸

1.3.1 男西服、女西服服装规

格尺寸知识

1.3.2 男西服、女西服服装尺

寸测量知识

1.4

工 艺

分析

1.4.1 能根据给定的男西服、女西服成衣

图片或客户要求，用文字表达缝型、线迹、

零部件等工艺概要

1.4.2 能根据给定的男西服、女西服成衣

图片或客户要求，用文字表达特殊工艺

1.4.1 男西服、女西服服装缝

制工艺知识

1.4.2 男西服、女西服服装特

殊工艺知识

B

1.1

面 料

分析

1.1.1 能辨识各种纬编复合组织

1.1.2 能辨识局部编织等纬编组织

1.1.3 能辨识变针距纬编组织

1.1.4 能辨识有底和无底经编组织

1.1.5 能辨识贾卡同向无底厚补针组织和

网孔补针经编组织

1.1.1 各种纬编复合组织的结

构特点和表示方式

1.1.2 局部编织等纬编组织的

结构特点和表示方式

1.1.3 变针距纬编组织的结构

特点和表示方式

1.1.4 有底和无底经编组织的

结构特点和表示方式

1.2

成 型

产 品

分析

1.2.1 能确定不规则、双层组织结构款式

的版型并用文字表达其特点

1.2.2 能判断产品设计稿的生产可行性

1.2.3 能估算出产品毛坯的成本

1.2.1 不规则、双层组织结构

成型服装款式的种类、特点及

表达方式等

1.2.2 成型服装毛坯生产成本

核算的基本知识

2. 样 板

绘 制 和

程 序 编

制

A

2.1

结 构

图 绘

制

2.1.1 能根据男西服、女西服设计要求确

定长度测量位置和围度加放量

2.1.2 能根据给定的男西服、女西服成衣

图片或客户要求，使用专用工具绘制结构

图

2.1.1 男西服、女西服围度加

放量知识

2.1.2 男西服、女西服结构图

知识

2.2

基 础

样 板

制作

2.2.1 能使用专用工具，在结构制图基础

上确定放缝，绘制男西服、女西服的裁剪

样板、工艺样板等基础样板

2.2.2 能使用专用工具，制作男西服、女

西服的基础样板，并标注文字、符号、标

记等

男西服、女西服的基础样板绘

制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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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3

样 板

核验

2.3.1 能根据给定的男西服、女西服成衣

图片或客户要求核验基础样板，识别错误

并修正

2.3.2 能通过制作男西服、女西服假缝坯

样核验基础样板，识别错误并修正

2.3.1 男西服、女西服样板核

验的知识

2.3.2 男西服、女西服假缝工

艺的知识

B

2.1

花 型

程 序

绘制

2.1.1 能用专用软件制作 6×6 及以上绞

花纬编组织的样片程序

2.1.2 能用专用软件制作 14 把纱嘴及以

上的纬编嵌花类花型组织的样片程序

2.1.3 能用专用软件制作纬编局编组织的

样片程序

2.1.4 能用专用软件制作纬编变针距组织

的样片程序

2.1.5 能用专用软件制作纬编多扎口花型

的组织程序

2.1.6 能用专用软件制作纬编扎口编织双

层织物程序

2.1.7 能用专用软件制作经编贾卡同向有

底、无底组织的样片程序

2.1.8 能用专用软件制作经编贾卡同向无

底厚补针组织、网孔补针组织的样片程序

2.1.1 专用软件绘制 6×6 及

以上绞花纬编组织的方法

2.1.2 专用软件绘制 14 把纱

嘴及以上的纬编嵌花组织的

方法

2.1.3 专用软件绘制纬编变针

距组织的方法

2.1.4 专用软件绘制纬编多扎

口花型组织的方法

2.1.5 专用软件绘制纬编扎口

编织双层织物的方法

2.1.6 专用软件绘制经编有底

和无底组织的方法

2.2

成 型

制版

2.2.1 能制作 T 恤领、樽领等背肩、平肩、

插肩的成型服装工艺单

2.2.2 能根据工艺单使用专用软件制作不

规则、双层款成型服装的制版程序

2.2.3 能根据工艺单使用专用软件制作变

针距成型服装的制版程序

2.2.4 能根据工艺单使用专用软件制作多

扎口成型服装的制版程序

2.2.5 能使用专用软件制作经编贾卡同向

有底、无底组织成型服装的制版程序

2.2.6 能根据产品档差进行放码，使用专

用软件制作各码的制版程序

2.2.1 专用软件制作不规则、

双层款式成型服装制版程序

的方法

2.2.2 专用软件制作不规则、

双层款式成型服装（包含各种

花型）的收加针方法

2.2.3 专用软件制作变针距成

型服装制版程序的方法

2.2.4 专用软件制作贾卡同向

有底、无底组织成型服装制版

程序的方法

2.2.5 成型服装成品号型系列

的基本知识

2.2.6 成型服装产品推档的基

础知识

3. 系 列

样 板 制

作

A

3.1

放 码

推版

3.1.1 能按档差要求，对男西服、女西服

的基础板进行放缩，制作出系列样板

3.1.2 能在男西服、女西服系列样板上标

注文字、符号、标记

3.1.3 能根据给定的男西服、女西服成衣

图片或客户要求及档差，核验系列样板

3.1.1 男西服、女西服的系列

样板组成

3.1.2 男西服、女西服的放码

推版知识

3.2

排 料

划样

3.2.1 能按既定的面料正反面、布纹方向、

对条对格要求等进行排料划样

3.2.2 能对排料划样方案进行调整，提高

面料利用率

3.2.1 特殊面料排料知识

3.2.2 提高面料利用率方法

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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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系 列

样 板 制

作

B

3.1

试 样

制作

3.1.1 能根据所编织原料和织物组织确定

机器参数

3.1.2 能根据机器特征优化制版程序

3.1.3 能辨识出常规纱线的线密度

3.1.4 能根据纱线的编织性能进行制版参

数的调整

纱线及其编织性能基本知识

3.2

质 量

控制

3.2.1 能根据款式图、技术要求等核验 T

恤领、樽领等背肩、平肩、插肩的成型服

装工艺单，发现错误并进行修正

3.2.2 能根据款式图、技术要求等核验制

版程序

3.2.3 能根据下机产品质量对制版程序进

行综合评定

制版程序与成型服装质量关

系的基本知识

4. 技 术

管 理 与

培训

A

4.1

技 术

管理

4.1.1 能对样板资料进行归类、建档和管

理

4.1.2 能指导服装制版人员的制版工作

技术档案管理知识

4.2

指 导

培训

4.2.1 能制作培训课件

4.2.2 能组织开展培训

4.2.1 培训教材编写的相关知

识

4.2.2 授课的基本方法

B

4.1

技 术

管理

4.1.1 能制定产品设计方案

4.1.2 能对技术档案进行分类管理

4.1.1 产品设计方案制定的

基本知识

4.1.2 技术档案分类管理的基

本知识

4.2

指 导

培训

4.2.1 能对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进

行业务培训和现场指导

4.2.2 能编制 1~2 个培训模块教程

4.2.1 培训教材编写的基本

知识

4.2.2 授课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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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产 品

款 式 分

析

A

1.1

款 式

分析

1.1.1 能根据给定的男礼服、女礼服效果

图和设计要求，用文字表达风格及款式造

型特点

1.1.2 能根据给定的男礼服、女礼服效果

图和设计要求，绘制款式图

1.1.1 男礼服、女礼服的款式

图知识

1.1.2 男礼服、女礼服的造型

知识

1.2

材 料

分析

1.2.1 能根据提供的男礼服、女礼服的面

辅料样品，用文字表达材料特点

1.2.2 能根据给定的男礼服、女礼服的效

果图及设置的成品尺寸和工艺特点，核算

材料用量

1.2.3 能根据效果图和设计要求选择面

料、辅料，并提供配伍方案

1.2.1 服装面料、辅料配伍和

应用知识

1.2.2 男礼服、女礼服用料与

成本核算知识

1. 产 品

款 式 分

析

A

1.3

结 构

分析

1.3.1 能够根据给定的效果图，确定男礼

服、女礼服的结构特点

1.3.2 能根据男礼服、女礼服的效果图风

格特点和设计要求，设计成品规格尺寸

1.3.3 能根据男礼服、女礼服的效果图风

格特点和设计要求，制定细部规格尺寸

1.3.4 能根据给定的效果图，指导男礼服、

女礼服的服装结构设计

1.3.1 男礼服、女礼服服装规

格尺寸知识

1.3.2 男礼服、女礼服服装尺

寸测量知识

1.4

工 艺

分析

1.4.1 能根据给定的男礼服、女礼服的效

果图和设计要求，用文字表达缝型、线迹、

零部件等工艺概要

1.4.2 能根据给定的男礼服、女礼服的效

果图和设计要求，用文字表达特殊工艺

1.4.3 能根据给定的效果图，指导男礼服、

女礼服的服装工艺设计

1.4.1 男礼服、女礼服服装缝

制工艺知识

1.4.2 男礼服、女礼服服装特

殊工艺知识

B

1.1

面 料

分析

1.1.1 能辨识和区分出外观特征相似的纬

编和经编织物

1.1.2 能辨识贾卡无底反向薄组织与网孔

经编组织

1.1.3 能根据设计师的成品效果图或图片

分析确认所采用的组织结构

1.1.1 经编面料与纬编面料的

结构特点与鉴别方法

1.1.2 花型图案设计的基本知

识

1.2

成 型

产 品

分析

1.2.1 能根据设计师的服装效果图进行工

艺分析，并用文字表达其特点，绘制平面

款式图

1.2.2 能分析全成型服装结构与工艺

1.2.3 能对产品设计生产提出改进意见

1.2.1 成型服装设计的基本知

识

1.2.2 成型服装款式制图的基

本知识

1.2.3 全成型服装的结构特点

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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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 样 板

绘 制 和

程 序 编

制

A

2.1

结 构

图 绘

制

能根据给定的男礼服、女礼服等的效果图

和客户要求，使用专用工具绘制结构图或

立裁制作结构图

2.1.1 男礼服、女礼服围度加

放量知识

2.1.2 男礼服、女礼服结构图

知识

2.1.3 立体裁剪知识

2.2

基 础

样 板

制作

2.2.1 能使用专用工具，在结构制图基础

上确定放缝，绘制男礼服、女礼服等的裁

剪样板、工艺样板等基础样板

2.2.2 能使用专用工具，制作男礼服、女

礼服等的基础样板，并标注文字、符号、

标记等

男礼服、女礼服等的基础样

板绘制知识

2.3

样 板

核验

2.3.1 能根据给定的男礼服、女礼服等的

效果图和客户要求核验基础样板，识别错

误并修正

2.3.2 能通过制作男礼服、女礼服等的假

缝坯样核验基础样板，识别错误并修正

2.3.1 男礼服、女礼服等的样

板核验知识

2.3.2 男礼服、女礼服假缝工

艺的知识

2. 样 板

绘 制 和

程 序 编

制

B

2.1

花 型

程 序

绘制

2.1.1 能根据设计师的服装效果图制作出

花型的样片程序

2.1.2 能用专用软件绘制纬编复合组织的

样片程序

2.1.3 能用专用软件制作变化密度的花型

图

2.1.4 能用专用软件制作经编贾卡无底反

向组织的样片程序

2.1.1 专用软件绘制纬编复

合组织的方法

2.1.2 专用软件绘制变化密度

花型组织的方法

2.1.3 专用软件绘制贾卡无底

反向组织的方法

2.2

成 型

制版

2.2.1 能根据设计师效果图编制服装工艺

单和制版程序

2.2.2 能用专用软件制作变化密度成型服

装的制版程序

2.2.3 能用专用软件制作经编贾卡无底反

向组织成型服装的制版程序

2.2.1 成型服装工艺设计的基

本知识

2.2.2 专用软件绘制变化密度

成型服装的方法

3. 系 列

样 板 制

作

A

3.1

放 码

推版

3.1.1 能按档差要求，对男礼服、女礼服

等的基础样板进行放缩，制作出系列样板

3.1.2 能在男礼服、女礼服等系列样板上

标注文字、符号、标记

3.1.3 能根据给定的男礼服、女礼服等的

效果图和设计要求及档差，核验系列样板

3.1.1 男礼服、女礼服等的系

列样板组成

3.1.2 男礼服、女礼服等的放

码推版知识

3.2

排 料

划样

3.2.1 能指导排料方案设计

3.2.2 能指导铺料、裁剪工作

3.2.1 服装排料方案设计的知

识

3.2.2 铺料、裁剪方案设计的

知识

B

3.1

试 样

制作

3.1.1 能根据产品的结构和性能要求选择

编织原料

3.1.2 能根据产品的特性选择机器编织参

数

新材料、新工艺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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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2

质 量

控制

3.2.1 能根据设计师效果图核验工艺单

和制版程序

3.2.2 能对质量问题制定制版改进方案

3.2.3 能判断和区分原料、织造、染整、

定型各生产环节产生的疵点，并提出解决

方案

3.2.1 质量改进实施方案的

基本知识

3.2.2 成型服装生产工艺流程

及各生产环节对产品质量影

响的基本知识

4. 技 术

管 理 与

培训

A

4.1

技 术

管理

4.1.1 能审核下级服装制版人员的制版质

量，解决服装制版过程中存在的疑难技术

问题

4.1.2 能提出服装结构设计优化方案

4.1.3 能提出生产工艺改进意见

4.1.1 服装制版与服装工艺知

识

4.1.2 服装技术管理与生产管

理知识

4.2

指 导

培训

4.2.1 能对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人员进

行业务培训和现场指导

4.2.2 能编写培训计划和教学大纲

4.2.1 培训计划编写的相关知

识

4.2.2 教学大纲编写的相关知

识

4. 技 术

管 理 与

培训

B

4.1

技 术

管理

4.1.1 能优化产品设计方案

4.1.2 能对产品量产提出指导意见
生产管理的基本知识

4.2

指 导

培训

4.2.1 能对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人员进

行业务培训和现场指导

4.2.2 能编写培训计划和教学大纲

培训计划、教学大纲编写的基

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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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基础知识 25 20 5 5

相关

知识

要求

产品款式分析 25 30 30 20

样板绘制和程序编制 30 30 25 20

系列样板制作 15 15 20 25

技术管理与培训 — — 15 2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产品款式分析 40 40 25 15

样板绘制和程序编制 40 45 40 35

系列样板制作 20 15 15 15

技术管理与培训 — — 20 3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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