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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括了职业教育改革推动下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服装结构与工艺一体化课程在项目化教学过程中隐含及

出现的系列问题,思考在学习素养、职业素养等多维培养目标背景下的项目化课程教学改进,以工作导向六步教学法为基

础,糅合项目化学习的六维设计,提出了贯穿服装结构与工艺一体化课程在项目化教学实施中的整体路径,为进一步做好

项目化课程专业教学资源以及大资源开发、教学评价模式及体系的完善奠定基础,也为培养服装专业学生思维迁移能力、

知识和技能适用能力及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探索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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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制造业向中高端智能化

迈进,要求职业教育随之进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高

质量发展阶段。高职院校服装专业教学在整体行业信

息化向智能化的转变中,也经受着知识传递有效性的

考验与挑战,服装结构与工艺一体化课程是我校服装

专业结构设计类课程的常态化教学组织样态。同师主

授,以特定款式或大类服装为项目,以实训车间为情境

氛围,基于工作过程典型任务转化知识技能,整合纸样

与工艺技术,教学过程理实杂糅、直观演示和抽象知识

交错呈现,环节紧扣,具有教学内容连贯性、理实高度

衔接性,深化实际生产过程理解,完成某个教学目标和

教学任务,凸显学生实操能力和职业专业技能培养。
面对教育信息化的大资源概念及“互联网+教育”平台

的竞弈,该类课程的项目化教学渗入信息化的混合教

学模式也在实施探索。通过对不同年级课程的教学实

践,总结、归纳了课程及教学实施中的问题,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宏观改进路径,以项目案例形态,微观透视实

施改革细节。

1 教学实施问题样态

1.1 教学过程多目标统合不到位

职业教育以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

目标[1],在教育信息化转换中,承担有信息素养和信息

化应用水平的“两高”目标,究其本质归为有意识的学

习素养的形成。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的核心

理念使服装数字化结构的实现和共享更为便捷,服装

虚拟成型技术则帮助快速实现平面结构立体化,增强

知识向成果转换的可视化效果。但在教学过程中也会

因重技能轻思维,使得技术素养目标掩盖了信息意识、
思维、关联管理、拆解整合在自我吸收后再输出而创造

新信息的持续学习能力[2-3]的意识树立。

1.2 学生实施不适应与教学时序把握不适宜

学生是项目活动开展的主体,习惯了应试教育知

识内部系统性的“讲-练”模式,职业意识薄弱,专业认

知模糊,专业基础知识空白或浅薄,自我规划、管理能

力较差,对项目化过程操作的接受度不佳,课程活动的

主动参与倦怠、理解迷惘时常发生。尽管信息技术直

观展现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服装结构和工艺知识的具象

理解,在探索实施该类课程的教学时,或因已经成熟的

“集中讲授、演示—练习”模式和方法会延伸其中,或因

学生三阶段执行情况不佳,最终以“问题—讲授—应

用”的顺序呈现教学,或因活动实施的高阶指导切入点

不合时宜,课堂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仍未脱离高结构化。

1.3 符合本校教学的课程资源结构性不明显

我院服装结构与工艺一体化项目化课程教学是以

工作任务作为载体,组织课程内容及活动,资源与任务

的直接对应性较强,已有教材适用性偏低,借助网络平

台发布的文本、微视频等出现仓储性现象,颗粒化资源

逻辑性、结构性、系统性不能满足探究指导要求以及学

生知识链的形成;同时,因忽视了生产中服装结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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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工艺实现与真实生活的关系,资源方向性衔接分化

导致其结构松散,使得解决驱动及核心问题时有效抓

取不同环节类别化知识要点,探究思考方向乃至自我

知识建构变得困难,并未达到培养其学习素养的目的。

1.4 成果评价量化点不明确

专业课程项目的实践一般将通用性和专业性特征

合二为一,全程评价始终在课程标准之列,但目前学习

成果的评价将实物作为终极评价目标,核心知识的类

纸笔测试形态被弱化,对试样评定的细节把握不足,学
习的过程价值、学生学习是否真正发生、成果与问题互

释程度、成果对自己和他人的影响力等在核心知识和

能力向实物成果转化中没有作为评定衡量点。

1.5 课程体系融合及设施条件存在缺陷

教学实施中感受到在服装专业领域内,联结各门

课程的核心知识网缺失,无法支撑学生问题探究的持

续性学习过程,体会到“项目化学习应被视为教育思想

体系而非另一种教育策略[4]”的意义,这个过程不仅是

课堂教学模式的转变,也关乎学校层面对学科领域、跨
学科领域课程要素的试点颠覆。学院配有一定意义上

的理实一体化教室、服装制作实训工厂,但教室内部环

境及设施以设计类课程为主要特征,结构与工艺理实

一体化课程教学适用的考量不足。现场教学时常因班

级人数较多,出现整体空间施展局促的现象;服装制作

实训工厂百台机器的规模化场地及无网络状态,不利

于单班教学演示指导,更不便于师生调用微课平台信

息自主获取知识。

2 服装结构与工艺一体化项目化课程改进透视

2.1 项目化课程教学改进宏观路径

近年来,我国服装行业在高质量经济发展阶段的

产业结构调整中经历技术、业态、模式的更新升级,此
时信息再创造输出及能力情境迁移的创新培养成为高

职项目化课程教学必不可少的要素。打造真实项目情

境,设计实施活动,串联碎片化、颗粒化知识,使核心知

识明线化,实现知识再建构是解决问题、持续发展、创
新创造的基础。综合教学问题的分析,在已有项目及

典型工作任务基础上,将项目化学习的六维度要素[5]

与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六步教学法结合,对服装结构

与工艺一体化项目课程的教学改进路径做出整体概

括,如图1所示。
通过“服装企业暗线”获取真实生产项目,汲取真

实情境的关键要素分层创设以专业知识能力现实性、
思维方式迁移性为特征的“校本明线”真实活动项目;
融合“线上项目引领”+“线下实践探究”的教学组织形

式,从项目出发,兼顾工作过程典型任务,以核心知识

在不同情境间转换的再建构及核心知识网编织为素养

具象化目标,以问题解决作为驱动力,增补、调整实现

项目所需的颗粒化素材资源,按活动所需,系统组织资

源,实现应用层知识结构化,通过思考、假设、验证概念

式的多样实践组合代入情境身份,落实“(微)项目———
任务———活动”关系[6],协助学生在活动中清楚、系统

地认识项目整体,对所实施项目反思后,于变换情境中

迁移知识和能力,以“西装裙纸样设计与制作”项目为

例,展示教学方案的一部分形态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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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项目化课程改进整体路径

2.2 项目化课程教学改进微观透视

2.2.1 教学目标设立的统整

项目化课程教学是“以终为始”的过程,教学目标

的设定包括项目完成什么,指向所设定项目情境的服

装专业知识是什么,能用来做什么,怎样获得这些知

识,这些知识、能力如何在岗位工作或生活情境中生发

出新创见,整体回归到信息素养、学习素养、职业素养

的抽象层面;同时,通过项目实施中,工作过程具体任

务的分解,将学习目标与任务对应起来,实现目标具体

化。

2.2.2 建立实施进程-评价要点-资源支架的规划

管理系统

生产项目往往是联系而连续的过程,通过设置项

目实施节点,将任务活动目标、课程资源学习支架、评
价成果连在一起,既能实现学生活动和知识的评估反

馈,又能及时校正活动逻辑、贯穿项目任务、反思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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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以便更清晰地实现项目目标。表2将工作过程

中的典型工作任务与项目驱动问题的复杂程度相结

合,按任务问题链的形态规划“西装裙纸样设计与制

作”项目过程管理形式。
基于项目化的课程是以问题为驱动的、注重持续

性、深入探索的做中学杂糅产物,需要解决某个问题,
产生可见的公开成果。为了激发学生自我吸收的学习

兴趣、主动参与的兴致,培养问题意识并提升情境关联

能力,为实景项目离析出真实的、与学生经验相关的、
贯穿于项目实施过程的任务驱动子问题,解决问题的

核心知识,如:示明规格、省道、裁床原理等概念性知识

学习内容做简约化,内容性资源和纸样、工艺处理等内

隐性技术类资源通过服装CAD样板系统、3D数字化

虚拟服装系统、现场手作演示等多媒介的手段,穿插于

学生低阶探索与教师资源的高阶指导过程中,两类资

源的注入做好时序调节,带动讨论式的探索实践活动,
课前生成驱动子问题的自我多向度释解,课中做高阶

指导、据任务项澄清问题核心,课后聚焦回顾问题、迁
移思维、创见自我知识和能力迁移,适创三阶段组织形

态,达到实践教学方式的增益。

表1 部分教学方案形态

项目名称 西装裙纸样设计与制作

项目简介
以三友时装有限公司接单款式的实现为真实问题情境,以“资源整合”为可迁移的核心大概念,以“线上项目引领”+“线下操作探究”
为形式,以“认识如何处理人体下半身与半身裙适体关系,从审美和适用角度实现打样”为主线,引导学生透过生活网购经历、抖音美
妆视频等信息的体验,思考腰臀功能带与西装裙款式特征的关系,根据工程制造的工作流程为客户制作初样。

项目适用
为专业入门引导项目,针对普招一年级新生设置,时长20学时,涉及服装材料应用、服装基础工艺实训、服装设计基础等相关课程知
识,视角拓展至学习素养的巩固、职业素养的适应。

驱动问题

(1)本质问题:如何处理人体下半身和西装裙的合体关系? 如何转换不规则立体图形?
(2)驱动问题:如何实现符合体态且有艺术审美特征的样裙?
随着个人生活和职业形象越来越受到关注,对着装的表现和表达性要求越来越高。样板师和工艺师,服装企业技术岗位的担当,发
现、挖掘不同形体特征,不同工艺组合,在契合客户要求的同时,满足大家对裙子与人之间的互饰心理。

项目
总目标

(1)通过款式资源的收集、区分、归纳、判断等活动抽象出西装裙式样的主要特征,培养自我信息素养和艺术素养。
(2)通过市场实地观察西装裙尺寸、实践结构成型关键概念,了解功能性特征,明确人体与裙子的关系,提升情境迁移能力及辩证性
思维和论证能力。
(3)通过实景生产流程观看,认识西装裙生产加工链,加强个人职业岗位责任及生产组合协作有效性的认知,增强社会经济成本、社
会责任意识。
(4)在寻找支持点的过程中,能运用学习工作、信息工具统领知识要素、构建知识网络,增强问题意识和澄清意识,具备筛选、判别的
能力。

核心知识
(与任务相关)
(仅列出部分)

本项目的主要知识点:
(1)西装裙的款式特征分区概括方法、规格概念和尺寸来源;(2)西装裙结构搭建方法、工业用纸样的形成思路;(3)西装裙开衩位置
与缝制工艺绱法的关系。
主要技能:(1)能拓展至其他式样的隐形拉链绱缝;(2)能延伸裁床工艺。
项目关键概念或能力:省道实现。

项目评价
线上核心知识测试+过程操作质量情况+阶段成果档案+终结成果客观量规和展示
样裙实物评价借鉴客户通则的检验标准,划分项目后,结合教学实际,适当降低条件。

教材教辅 (1)指定教材;(2)金课坊平台发布的任务对接的概念知识、程序知识微课视频、文本等。

项目实施
核心知识

融入各项任务

入项活动:市场调查
任务一:判断规格尺
寸
任务二:生成结构及
纸样
任务三:制作样裙

设定小组调研任务单,按内容完成任务项。
各个任务列出目标及时长,指导学生操作方向。
操作方向:信息收集、判断、区分、创见新信息->做任务进程计划->制定策略方案->渗透课程素材及教师
指导->确定终案->探索实施(渗透高阶指导)->修订->反思。

出项反思
教师层:反思高阶思维向低阶思维转换的效果;信息技术嵌入的时点;项目所承载知识理解的成效。
学生层:各任务核心知识串联的迁移应用;现实技能片段提起的迁移应用;问题意识的迁移。

2.2.3 项目实践成果及评价的多样态

项目课程成果呈现模式不固定,但在已有驱动问

题及项目或任务目标要求下,公开:(1)已完成的实体

物或产品;(2)实体物完成过程的经历记录、总结、思考

和调整过程的概念知识网、推理、再设计的报告、过程

记录、实训报告等材料。这些成果为不同阶段的实施

产物,故评价依据任务的专业倾向性做评价变化,围绕

21世纪学生需要具备的8项技能/学习方式[7],从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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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审美、社会、技术、调控五角度入手,指向已设定的

核心知识和已搭建的知识网络,通过线上平台发布概

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等的阶段任务、全员覆盖的检查

练习;面向职业岗位,设定“小”、“微”项目,配双人制组

合,模拟部分情境,将操作技能与实际工作融合做线下

实场协同评价,试样实物评价更可借鉴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客户要求中的质量检验项目,降低核定标准,形
成量化指标作为客观评分点,表3展示出“西装裙纸样

设计与制作”任务一的评价方向与细节对应关系。

表2 “西装裙纸样设计与制作”项目过程规划

任务进程 驱动子问题 评价要点 资源支架 备注

入项事件 --
所发现问题的已有经验解答思
考

1岗位工作实景操作视频

2工作活动观察问题析离
课前组内线上活动

判断规格尺寸
(2学时)

裙子穿在身上不松不紧还能活
动自如,为什么?

调查视角及方法;问题的概念化
思考;多向交流的协同测量;知
识情境转换应用

1服装网购卖家产品描述

2实景人体测量短视频

3实际生产用规格单

4概念性知识高阶指导

课前组内线上活动
课中指导

生成结构纸样
(8学时)

裙子挂在腰上为什么不会掉下
来?

有目的探究核心知识,有步骤实
现结构,有 思 考 探 索 工 具 及 图
示,立体物成型的创见意识

1西装裙立体成型短视频

2西装裙结构绘制短视频

3纸样生成短视频

4展示预见性

课前线上活动
课中指导
课后巩固

制作样裙
(10学时)

如何从材料、工艺中节省各类成
本?

社会经济成本,材料的表现性,
工程技术的流程意识、技能再现
和迁移力

1回顾岗位实景视频

2实训现场演练指导

3核心技能迁移引导

课前问题意识
课中澄清问题
课后迁移意识

表3 “任务一 判断规格尺寸”出项评价

考核依据 评价维度 成果形态及细则

平时过程

30

实操成果

40

探索实践
审美实践
技术实践
社会实践
调控实践

(1)据迟到、早退和缺勤,与师生沟通交流等情况评分。
(2)对团队成员规格尺寸形成原理的掌握情况,动手操作测量能力、阅读生产单尺寸表能力、绘图、
标注方式等整体执行能力的考查。
(3)据单子完成中成员负责情况、个人理论知识和原理的应用、信息解读等能力考查。
(3)对学生动手实践能力,设计表达能力,团队精神与合作能力等解决技术与工程问题应有能力的
考查。
(4)对体型部位尺寸测量单质量评分。

知识

30
概念性知识
程序性知识

针对个体的线上测试:重点考查概念性知识和迁移情境应用。
技能性知识的标绘和阐述。

3 结语

高职教育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

教育转变时,对教学跨知识与技能界域属性提出要求,
对服装结构与工艺一体化课程项目化教学做出改进,
通过实效的项目形态、实际的工作过程,探寻有效的核

心知识、真实的驱动问题,以合适的高阶思维-低阶思

维认知策略、有意的学习实践实现有理解的任务成果,
更多地思考学科专用资源向社会大资源转变、技能培

养向全息素养养成转变、知识块向知识网转变。课程

项目化教学是一个长效的思维迁移培养,促进学生产

生审慎的、深思的、可持续的学习实践过程,项目化课

程样态开发与改进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细化思考的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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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basedTeachingImprovementofClothing
StructureandTechnologyIntegrationCourse

———TeachingConstructionfromthePerspectiveofMulti-literacyTarget
LIYi,JIJu-ping

(SchoolofTextiles&Fashion,JiangsuCollegeofEngineeringandTechnology,Nantong226007,China)

  Abstract:Theseriesofproblemsimpliedandappearedintheprocessofproject-orientedteachingoftheclothingstructureand

technologyintegrationcourseofJiangsuEngineeringV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weresummarizedundertheimpetusofthere-

formofvocationaleducation.Theimprovementoftheprojectcurriculumteachingwasconsideredunderthebackgroundofmuti-di-

mensionaltrainingobjectivessuchaslearningliteracyandprofessionalquality.Theoverallpathoftheintegratedcurriculumofcloth-

ingstructureandtechnologyintheimplementationofproject-orientedteachingwasputforwardbasedonthework-orientedsix-step
teachingmethod.Itlaidfoundationforfurtherimprovingtheteachingresourcesoftheproject-basedcurriculum,aswellasthedevel-

opmentoflargeresources,teachingevaluationmodelandsystem.Anditalsoexplorednewwaystotrainthethinkingmigrationabili-

ty,knowledgeandskillapplicationabilityandtheabilitytosolvecomplexengineeringproblemsof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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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DesignofColor-changingFunctionalKnittedFabricforHomeDecoration
CHENLing-ling,XUZhi-wei,JIANGMei-zhen,ZHONGChen-ya,HUANGXiao-lan,NIHai-yan*

(SchoolofFashionandArtEngineering,MinjiangUniversity,Fuzhou350108,China)

  Abstract:Takingcolor-changingyarnsastheobject,weftknittingproductsasthecarrier,combingthecharacteristicsofcolor-

changingyarns,thedevelopmentofcreativeknittingproductswasrealizedthroughtheresearchontheprocessdesignofweftknitting

products.Thecombinationofknitwearandotherproductsnotonlyhighlightedtheuniqueadvantagesofknitwear,butalsogavethe

productanovelappearance,sothattheproductshadmorecreativevalueanddecorative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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