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装设计专业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课程体系改进

陈伟伟1,赵永红2

(1.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通226007;

2.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南通226532)

摘 要:在对长三角地区多个中、高等职业院校和企业进行调研的基础上,以江苏省教育厅文件为指导,以培养适合

区域服装产业发展的技能型人才和实现学生可持续教育为宗旨,提出了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课程体系的具体改进策略。

进一步明确了人才培养目标,采用一体化设计课程体系,递进培养技能和校企合作培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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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国内中高职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比较混乱,目
标定位不够明确,能力等级体现不清;大部分中高职院

校的课程体系设计存在重复、脱节问题,炒冷饭现象严

重,课程设置缺乏层次性和对接性,造成在学生职业技

能培养上容易出现重复和倒挂。为此,本项目以《教育

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衔接课程体系建设的

指导意见》和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开展中高等职业教育

衔接课程体系建设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为指导,以培养

适合区域服装产业发展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和实现学生

可持续教育为宗旨,在深入调研江苏省及长三角地区

服装产业发展现状、趋势及服装专业人才培养现状的

基础上,明确了服装专业在中高职阶段的人才培养目

标定位,开发出中高等职业教育能有效衔接的课程体

系和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探索并实施了适合中高等职

业教育课程体系有效运行的保障机制。

1 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课程体系的改进

对目前中高职教育衔接课程体系的改进,重在强

调人才培养更具连续性、逻辑性和整合性。

1.1 进一步明确中高职人才培养目标

围绕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对第一线人才需求的变

化,针对服装行业企业相关领域,对服装专业中高等职

业教育衔接的人才培养目标进行系统设计。对中职教

育主要任务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中级技能型人才,

对高职教育主要任务是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即前者

是一般经验技能,后者是高端策略技能。

1.2 一体化课程体系设计

中高职教育衔接的关键是课程,课程衔接的核心

是一体化设计,而不是简单的内容拆分与重组。只有

采用一体化设计才能确保中职与高职是思路一致、全
面、自然的衔接;并且在中高职协调发展中实现课程体

系统筹,六年融会贯通。为此,根据培养目标以全局观

念统筹构建课程体系,课程设置由浅入深。中职课程

重基础,强应用,使学生初步建立起职业概念;高职课

程重实践,强创新,鼓励学生在真实或模拟的工作场景

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实践性。服装专业部分典型工作

任务与学习领域如表1所示。其课程架构合理,知识、
能力、素质结构都有相对应的课程。中职构建以岗位

能力为基础的模块化课程教学模式,高职构建以岗位

能力为基础的情境化教学模式。对于那些不想升入高

职继续学习的学生,在中职阶段可以选修课的形式开

设,达到知识结构上的完整性。

1.3 加强中高职课程培养能力的递进性,正确把握课

程内容教学重心

中职服装专业的教学重心在于强化专业基础知识

和操作技能,高职院校则侧重于原理的深入理解和技

术的灵活应用,以及和企业的接轨。以《服装结构设计

与工艺》课程为例,中职主要分析讲解结构制图的基本

知识、常见款式的结构制图及缝制,较少对服装结构的

变化原理进行深入讲解;而高职院校结合企业典型工

作任务主要分析服装结构变化原理及运用,重在培养

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见图1)。这样,中
高职内容前后衔接,层次上也有了明显区别和提高,使
得高职学生在专业知识和技能上都有极大飞跃,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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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能力培养上的逐级递进性。
表1 服装设计专业部分典型工作任务与学习领域

典型工作任务
课程名称/学习领域

中职阶段 高职阶段

服装产品设计与开发 服装设计基础★ 服装设计★

服装款式图稿绘制 时装画绘制基础★ 时装画设计表现★

电脑图稿绘制 服装设计辅助软件应用 服装数码商业图稿绘制★

服装面辅料采购管理 服装材料识别 服装材质设计与应用

服装制版与工艺 服装结构设计与工艺★ 时装制版★

高级时装样板设计与制

作★

服装数字化应用 服装CAD基础 服装CAD应用

服装英语应用表达和工艺单
翻译

服装专业英语

服装品牌策划与设计 服装产品策划★

服装网络销售 服装电子商务设计

服装终端营销管理 服装销售与导购 时装设计工作室策划与

运营★

服装设计综合应用 顶岗实习 毕业设计、顶岗实习

 注:★代表核心课程。

中职对
应课程

中职对应
职业能力

能力递进 高职对应
职业能力

掌握衣身省道变化原理

高职衔
接课程

掌握多种领型的结构设计

掌握多种袖型的结构设计

能对高级时装样衣、照片
或效果图进行款式、结构、
工艺等方面的分析

能够编制生产工艺单

能熟练运用省道变化原理
进行时装样板设计

能根据时装款式要求选
择合适面辅料，并进行紧
密排料及裁剪

能够缝制时装坯样，进行
弊病分析，找出原因并修
改样板和工艺

能够缝制带夹里的时装

掌握服装结构制图
的基本知识
能进行常规服装款
式、结构与工艺的
分析，如半裙、裤
子、衬衫等。
能进行常规服装结
构制图，如半裙、裤
子、衬衫等。
能区分常见面料，
并进行常规服装排
料及裁剪，如半裙、
裤子、衬衫等。
能进行常规服装缝
制，如半裙、裤子、
衬衫等。

服装结
构设计
与工艺

高级时
装样板
设计与
制作

图1 中高职《服装结构设计与工艺》课程对应能力对比

1.4 明确职业资格定位,体现能力衔接

针对企业具体岗位要求,制定岗位资格标准。积

极推进课证融通,在相关课程结束后进行社会化考试,
获得岗位资格。突出以“岗位实操为目标,企业需要为

引领”方针,通过行动导向实施专业知识的传授与学生

职业技能的培养。双证融通的实施就是要以职业资格

标准作为行业或职业能力需求的风向标,以职业资格

标准为导向,以职业道德、职业素质为基础,以职业能

力培养为核心,以职业证书、学历证书为纽带,对中职、
高职教学计划、课程内容进行重新的改革与整合。实

现中职和高职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接轨,为
社会培养急需的高技能实用型人才。服装设计定制工

中高职资格证书获取如图2所示。

高职阶段
中职阶段

高职阶段通过职业
技能大赛获得

中职阶段通过职业
技能大赛获得

服装制版师（技师）
服装设计定制工（高级）

服装设计定制工（中级）

图2 中高职资格证书获取

1.5 教学实践与企业工作紧密结合

中高职课程衔接体系对实践特别是高职段的实践

环境、教学项目、实践产品、实践结论等提出了更高要

求,需要更紧密地切合企业工作。实践环境是工学结

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要素,实践教学项目是学生技

能训练的载体,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要求学生的训

练项目应能与企业岗位的工作任务相结合。其实践教

学实施结果应体现为产品或作品,产品设计好坏、贴合

市场程度等需要建立多维度和立体的课程评价体系,
除学生、教师评价外,还应重点借助企业人员评价,或
是参照企业岗位要求和产品标准进行评价,实现与企

业的接轨。

1.6 教学中融入企业案例,开发技能型教材

以企业技术指导为主,专业教师参与指导并学习

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专业技术;以企业的典型任务

为学习项目,开发适合中高职课程体系衔接的教材。
通过教材研发,改变原有专业课教材理论知识繁难,高
深难学的问题;充分关注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实际能力,
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逐步建成基本实践

能力与操作技能、专业技术应用能力与专业技能、综合

实践能力与综合技能等有机结合的专业课教材,实现

学校与企业的零距离对接。

2 中高职教育衔接课程体系改进的意义

通过改进加强了中职、高职、企业三方的积极合

作。校方教师到企业实践,企业设计和技术人员参与

教学,以及企业的真实情境引入课堂等,全面体现了工

学交替、校企联合培养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通

过三方积极合作,厘清了服装设计专业在中高职阶段

的关系,形成了以职业能力逐级递进的教学课程体系。
为学生的可持续学习开辟了通道,为全面建设中高等

职业教育衔接课程体系积累了经验。课程体系的合理

设计实现了中高等职业院校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

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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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ccordingtotheinvestigationonthecurriculumsystemsinhighervocationalcolleges&secondaryvocationalschools
andenterprise,theimprovementstrategyofcurriculumsystemcontinuityofhigherandsecondaryvocationaleducationwas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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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2015年度纺织行业热词

  2015年过去了,不禁感到一年来行业的发展和往年
又有了些许不同,行业身处结构调整与转型发展的深水
区,承受着国内外市场的双重发展压力。在这不平凡的
一年里,行业发展颇有一些热词被反复提及,看似貌不惊
人,实则深藏暗涌。因此,我们试图为它们添加一个字的
注脚,借此勾勒行业正在酝酿的深刻变革。
1.投资形势稳
据行业最新统计,2015年1~11月,纺织行业500万

元以上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达10855.6亿元,同比
增长15%,增速高于上年同期2个百分点,高于同期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4.8个百分点。纺织行业新开工项目
达15235个,同比增长17.5%,高于上年同期18.9个百
分点。分地区看,西部地区投资完成额继7月由负转正
后增速持续加快,1~11月同比增加18.9%,占全行业投
资比重9.5%,高于上年同期0.3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投
资增速相 比 有 所 放 缓,1~11月 投 资 完 成 额 同 比 增 加
13.9%,低于东部地区增速2.4个百分点,占全行业投资
总额比重为30%,低于上年同期0.3个百分点。
2.出口速度降
2015年前11个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2569.46亿

美元,同比下降5.79%。从各月表现来看,除2月因春节
假期因素,出口额同比呈现增长外,其他各月纺织品服装
出口同比均现下降。

从国际上看,下降的成因与国际市场需求不足、欧元
和日元大幅贬值、国内产能向外转移带动贸易转移、原料
价格走低带动出口产品价格下降等因素有关。劳动力成
本提升、环保压力加大、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依旧存在
并日益突出,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在短期内仍缺乏增长
动力。
3.原料状况波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度新疆长绒棉虽然种

植面积增加20%以 上,但 单 产 和 品 质 都 有 下 滑。2015/
2016年度国内高等级棉总供应量约250万t左右,高等
级用棉缺口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国产棉不能完全满足企
业的用棉需求,因此企业强烈呼吁放开进口棉配额,解决
国内对高等级棉需求的缺口。

从化纤行业来看,涤纶、锦纶、氨纶等主要纤维品种
的价格振荡下行,粘胶短纤行情一枝独秀,价格上扬。涤
纶、锦纶行业洗牌加剧,氨纶行业利润增速较上年明显下

降。
4.机器换人热
今年从广东掀起的“机器换人”话题一直备受关注,

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迅速地从珠三角蔓延开来。广东
大朗镇的“机器换人”,主要体现在毛织工序的织片环节。
浙江柯桥则是财政斥资重奖2015年科技攻关项目,其中
“机器换人”作为重点,面向纺织染整制造业产业集群推
进智能化 装 备 的 应 用。浙 江 德 清 县 则 是 对 纺 织 业 实 施
200万元以上“机器换人”项目13项,固定资产投资达3.1
亿元,其中设备投资为9900万元。
5.创新驱动显
2015年,纺织行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多项行

业关键技术取得进步并得到推广,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在
产业链各环节广泛应用。企业重视并不断加大科技投入
取得成效,全行业有17项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其
中“筒子纱数字化自动染色成套技术与装备”获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650项成果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
奖,规模以上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是“十一五”末的3.4
倍。因此,创新驱动在行业的转型升级发展过程中起到
的带动作用愈发明显。
6.绿色发展坚
“十二五”时期,绿色发展取得进展。大量节能降耗

和减排新技术获得广泛推广应用,棉纺、化纤、印染等各
行业都有一批先进技术,在节能节水和减少污染排放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行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百米
印染布新鲜水需水量由2.5t下降到1.8t以下,水回用
率由15%提高到30%以上。再利用纤维年产量达到600
万吨,占纤 维 加 工 总 量 比 重 由2010年 的9.6%提 高 到
12%以上。“旧衣 零 抛 弃”活 动 在 社 会 上 产 生 了 广 泛 影
响,促进了废旧纺织品回收、分捡和综合利用产业链的建
设和发展。
7.产业升级新
一组对超过2000家纺织企业两化融合情况的调研

结果显示,目 前,国 内 纺 织 企 业 生 产 设 备 数 字 化 率 达 到
36.06%,数字化生产设备的联网率达到27.74%,生产管
理环节信息化普及率达到50.49%,实现管控集成的企业
比例达到19.82%。业内专家预计,这一比例在“十三五”
期间将会快速提升。可见,随着人力成本、原料成本、能
源成本的提升,纺织制造业互联网化的趋势越发明显。

(摘自:中国纺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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