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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更有效地培养纺织服装行业的计算机软件复合型人才,根据企业岗位招聘要求并结合教学实践,对按大类

招生的计算机软件专业确立的人才培养目标为:立足纺织服装行业,面向网站 UI设计及优化、软件技术支持这两个岗位

群,培养能快速胜任此行业各领域的软件设计开发、维护与管理的高级应用技术型专业人才。通过增设服装概论、服装生

产管理、服装企业管理等服装行业应用背景课程,和专业课按岗位群建立课程群方式来配套课程体系;采用基于威客平台

教学和基于校企深度合作的两种“准员工式”人才培养模式的结合模式,来培养面向纺织服装行业的计算机软件复合型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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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在服装企

业信息化过程中往往需要复合型的计算机软件人才;
不仅要精通信息技术,还要精通企业的业务流程和管

理。但目前很多服装企业IT部门的专业人员,要么只

精通信息技术,要么只对业务流程有所了解,这就造成

了服装企业的业务需求与信息化系统难以有效对接的

矛盾[1-2]。即服装专业软件技术人才已成为了制约现

代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瓶颈,是当前服装界和IT界关

注的热点之一。

1 纺织服装业对计算机软件人才的需求

通过对中华英才网、智联招聘、前程无忧招聘网的

搜索,以及对广东、浙江、福建、北京、大连等省市纺织

服装企业大量调研的数据分析,可看出随着国家信息

化程度的提高,纺织服装企业不仅需要自己的网站、网
络推广人才,而且服装辅助设计软件、服装行业管理软

件应运而生[3]。高新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

术,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都在该产业被日益广

泛地采用。电脑辅助设计系统(CAD)、服装电子商务

和电脑辅助生产系统(CAM)、电 脑 辅 助 铺 布 系 统

(CAS)、产品资料管理系统(PDM)、服装生产销售预测

系统、车间裁片输送与生产管理系统(CMCMS)、智能

型数控电脑裁床系统[4]等已成为服装设计、生产、管理

的必需。服装企业日益依赖各类服装软件,服装行业

的软件开发、管理、维护与升级直接影响到服装企业的

发展与壮大。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益,各服装

企业迫切需要服装行业的软件开发、设计、维护和升级

的复合型专门人才。然而目前纺织服装行业的现状却

是:
(1)缺乏面向纺织服装行业的软件。对于像服装

行业这样面向企业制造、生产过程的软件产品,理应形

成自己的生产流程、类型、制造方式等行业特点,这不

仅有利于企业选择和应用,也有利于市场推广。但现

实是如果问某软件的特点,厂家往往说“面向各种行

业”,“适合各种企业”,让用户不得要领无法选择[5]。
(2)缺乏了解纺织服装行业且掌握软件技术的复

合型人才。有了行业版本的软件,还必须有专业的实

施队伍才能保证项目成功。然而大部分纺织服装企业

很难有这样的IT专业人员,这是企业实施服装行业管

理软件的致命伤[6]。目前服装企业需要计算机人才大

都是招聘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信息工程等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其知识结构明显表现

出对纺织服装行业不甚了解,对服装行业相关属性不

甚清楚[7],因此不能在短时间内有效进入到纺织服装

行业所需软件的开发、管理和应用中。
(3)单一性的培养规格难以满足众多领域的社会

需求。如何面向纺织服装行业,主动适应地方和社会

经济发展需要,培养纺织服装行业的计算机软件专门

人才意义重大。这有利于培养能快速、高效地胜任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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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服装行业各领域的软件开发、管理、维护和应用的人

才,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2 面向纺织服装业培养计算机软件复合型人

才的目标定位

2.1 纺织服装行业招聘计算机软件人才的述求

在中华英才网、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等多家招聘网

站大量查阅纺织服装行业对计算机软件人才方面的岗

位职责和任职要求,并进行统计分析。

2.1.1 岗位主要职责

(1)参与需求分析;(2)进行具体编码工作并进行

自测;(3)负责用户的体验设计和实现;(4)编写相关技

术文档;(5)负责项目的开发、维护(解决BUG)、升级、
更新;(6)负责 Web端界面功能开发、优化代码并保持

良好兼容性;(7)负责按照UI设计师的设计稿,完成前

端页面并附加交互行为;(8)维护及优化网站页面的前

端性能。

2.1.2 任职要求

(1)熟悉.NETFramework,精通 C#;(2)精通

ASP.NET编程,熟练使用ADO.NET、WebService等

技术;(3)熟悉 MySQL/SQLSERVER中至少一种数

据库,能够熟练编写SQL语句;(4)熟悉 HTML/CSS/

JavaScript/JQuery/AJAX等 WEB前端技术;(5)有良

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责任心;(6)了解C/S、B/S开发

架构和设计模式,具有面向对象编程思想;(7)熟悉百

度、Google等的搜索优化;(8)有JavaWeb相关开发

经验,有扎实的Java语言基础,要求熟悉SSH框架的

使用和搭建;(9)熟悉网站性能优化,精通分布式、多线

程等高性能架构相关技术;(10)精通.NET三层或多层

体系结构,擅长基于.NET的面向对象设计、系统架构、
组件重用和设计模式应用等。

显然,大多数企业都要求掌握项目的开发、维护、
升级,编写相关技术文档及网站的优化与推广等;因此

在以纺织服装教育为主的应用型院校开设计算机软件

相关专业,理应面向纺织服装行业培养计算机软件人

才。在本项目中我们称为计算机软件(纺织服装方向)
专业,对其培养目标、专业面向及毕业生应具备素质给

予明确规定。

2.2 计算机软件(纺织服装方向)专业的培养目标

结合上述纺织服装行业招聘计算机软件人才的岗

位职责和任职要求,计算机软件(纺织服装方向)专业

的培养目标定位如下: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适应社会进步

和现代纺织服装事业发展需要,具有良好的人文、科学

和职业素养,较强的创新精神,熟悉纺织服装产业信息

化建设需求,了解现代软件工程开发模式,系统掌握网

站优化、项目前端设计技术知识,具备项目设计开发、
维护、升级和管理等能力,能快速胜任纺织服装行业等

领域的各类软件开发与维护的高素质、高水平应用技

术型专业人才。
计算机软件(纺织服装方向)专业以纺织服装行业

的需求为导向,主要面向网站 UI设计及优化、软件技

术支持两个岗位群培养人才。

2.3 计算机软件(纺织服装方向)专业毕业生应具备

的素质

围绕培养目标及纺织服装行业对计算机软件人才

的需求,该专业毕业生应具备以下素质:
(1)了解纺织服装产业信息化建设的需求,熟悉服

装行业相关的基本知识;(2)掌握一定的人文社科与自

然科学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3)系统地掌握计算机软

件技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4)具有较强的网站

UI设计及优化能力;(5)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程序设

计和系统分析设计能力及项目管理能力;(6)熟练掌握

软件开发过程、软件开发方法和软件测试等相关技术;
(7)具有运用先进的工程化方法技术和工具从事软件

分析、设计、开发和维护等工作的能力;(8)具有较强的

自学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培养计算机软件(纺织服装方向)复合型人

才的课程体系

  围绕以上培养目标定位,原课程体系必须进行变

革。即培养面向纺织服装行业的软件人才,要突出行

业特色[8]。专业基础课开设高级语言设计、数据结构

与算法、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网络、高等数学、操作

系统等课程,增设服装概论、服装工艺概论、服装构成、
服装CAD、服装企业管理、服装生产管理等服装行业

应用背景课程。开设这些课程的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

相关属性、流程等基本知识,每门课程课时建议设置为

20左右。专业方向课则依据大类招生专业下的不同

专业进行细分。由于笔者是江西服装学院软件工程专

业建设委员会主任、专业负责人,所以在此以计算机软

件大类下的软件工程专业为例来说明专业学习课程体

系。
软件的主流开发平台主要有PHP、Java和.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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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受总课时限制主流技术建议主要培养.NET方向

和网站SEO技术为主,而这两个技术仅靠1、2门课程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宜建设课程群将它们进行有机整

合,形成不同方向的课程体系;通过不同课程的相互融

会贯通,将学生的开发能力培养提高到企业级。参照

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规范[9],经江西服装学院软件

工程专业建设委员会及课题组成员的多次调研研讨,
得出专业学习课程体系如图1所示。

专业实践
（核心）课

专业方向课

应用背景课

专业基础课

中小型服装（电子商务）网站设计与开发 .NET企业信息化系统设计与开发

软件项目管理

软件测试

软件工程概论

PHP程序设计

ASP.NET程序设计

C#程序设计

软件技术支持
（.NET方向）

网站UI设计
及SEO优化

岗位群

美学原理

SEO优化技术

JavaScript

Html+CSS

图像处理技术

服装概论 服装工艺概论 服装构成 服装CAD 服装企业管理

计算机组成原理 高级语言设计 数据结构与算法 数据库应用

操作系统 电子商务概论 高等数学 计算机网络 ERP原理与设计

图1 计算机软件(软件工程)专业课程体系

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

意见》中着重强调:“改变忽视人文基础等状况,是当前

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除专业技能的

学习之外,素质教育的培养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加强

人文素质的教育。依据我国高等本科教育公共课程的

设置[10]及江西服装学院的实际,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建

议如图2所示,各个学校依据自己学校的特色,可以不

同。

公共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公共拓展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毛特概论 计算机应用基础 就业指导 创业指导 职业生涯规划

大学语文 形式与政策 大学体育 大学英语军事理论

心理健康教育 实用文体写作技巧 社交礼仪 创新教育

各类社团协会及赛事活动

图2 计算机软件专业素质教育课程体系

4 培养计算机软件(纺织服装方向)复合型人

才的模式

  为实现通过上述课程体系的培养能更有效地达到

岗位职责要求,教学模式也必须转型与创新。我们提

倡公司、教室一体化,学生、员工一体化,专业教师、职

业经理一体化,边实践边理论,或先实践后理论的“教
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在此基础上基于大量实证研

究,我们提出采用基于威客平台教学的“准员工式”人
才培养模式与基于校企深度合作的“准员工式”人才培

养模式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4.1 基于威客平台教学的“准员工式”人才培养模式

威客是指那些通过互联网把自己的智慧、知识、能
力、经验转换成实际收益的人,威客模式指人的知识、
智慧、经验、技能通过互联网转换成实际收益,从而达

到各取所需的互联网新模式[11]。威客平台指可以在

上面自由发布任务和承接外包工作项目的网站,威客

平台教学指教学过程中由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威客平台

获得工作任务(企业或个人发布的真实需求),并督促

指导学生投标、竞标、完成相应任务的教学模式[12]。
威客平台教学具有以下4个特征:

(1)教学实践性强。即主要是以实践教学指引为

主,教学过程类似项目经理带领团队协作完成任务。
(2)教学内容综合性强。对威客平台教学教师一

般不能按照教材顺序讲解,需要重构教学内容。对于

低年级的一些课程需要教师有针对性地虚拟学习任

务,所以威客平台教学更适合于高年级的、一些综合型

较强的课程。
(3)以双师型教师为主。也就是说威客平台教学

不仅要求教师具有较强教学能力,更要求教师具有实

战应用能力;如果教师没有实战应用能力将很难带领

学生去竞标完成任务,也就无法驾驭课堂。
(4)以过程考核为主。也就是威客平台教学要以

平时的过程考核为主,不能以一张试卷的分数为主。
因为平时的完成任务情况、竞标成功的多少、团队协作

情况等难以用一张试卷来衡量,所以必须以过程考核

为主[13]。
从以上威客平台教学的概念与特征可看出,威客

平台教学的核心是教师指导学生去完成实际任务的过

程。教师好比项目经理,学生好比项目团队成员,他们

都属于企业员工,而实际任务就是企业的客户出资给

企业要完成的项目。对此培养模式,我们称之为基于

威客平台教学的“准员工式”人才培养模式。

4.2 基于校企深度合作的“准员工式”人才培养模式

校企深度合作不是指学校与企业签个协议,或者

说浅层次、定期开个碰头会的合作,而是指从学生刚进

校直到学生毕业的全方位、全过程的合作。包括共同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构建课程体系、共同编写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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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共同建立教学团队、共同建立实训实验基地、共
同进行课程及毕业设计考核评价、共同教育管理学生、
共享技术与产品研发等,我们称之为校企“八共合

作”[14]。
在校企八共合作基础上,通常大学四年的前三年

以学校学习为主,企业参与,主要是进行专业知识、专
业技能学习,综合专业能力培养,生产性实训等[15]。
在此期间采用基于威客平台教学的“准员工式”人才培

养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其核心是讲授、学习的任务需是

来源于企业的实际需求。教师好比项目经理带领团队

去完成任务性教学,必要时要聘请企业技术骨干作为

产业特聘教授来校担任教学。后一年以企业实践学习

为主,学校参与,主要是进行顶岗学习、学中做、做中

学、远程教学等。这期间每个学生要配备三个导师队

伍,分别是企业骨干作为企业指导师,专业教师作为专

业指导师,辅导员作为职业规划师[16]。在企业实践学

习期间专业教师和辅导员一般不能全程陪同,专业教

师和辅导员可采用网上了解、短信指导、电话沟通、实
地指导等多种指导方式相结合来进行指导。

为保障校企深度合作可建立校企合作办学指导委

员会、专业建设委员会、课程建设委员会、教学指导委

员会,每种委员会的成员其企业参与人应不少于三分

之一。在此基础上进行校企八共合作,校内、校外的教

学都以员工标准要求学生去完成学习任务,教师都以

项目经理或师傅角色指导教学。这种教学模式我们称

之为基于校企深度合作的“准员工式”人才培养模式。
学生通过长期接受充当员工的角色去完成实际任

务式的学习,必然有利于学生快速掌握行业领域技能,
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开拓能力,有利于培养团

队协作精神,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利

于培养学生不断学习的精神[17]。因此采用基于威客

平台教学的“准员工式”人才培养模式与基于校企深度

合作的“准员工式”人才培养模式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是一种比较好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也是一种培

养应用技术型人才的有效途径。

5 结语

纺织服装产业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已表现出对服

装软件需求的显著增长,然而目前供纺织服装企业使

用的软件大都是适合各种行业的软件,没有体现出纺

织服装行业的特色,同时面向纺织服装行业培养高素

质、高水平的计算机软件应用技术复合型人才迫在眉

睫。这必然对纺织服装行业计算机软件复合型人才培

养的目标定位、教学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等提出了

新要求。建议相关院校按大类专业招生开设计算机软

件专业(纺织服装方向),可实施如下人才培养对策:
(1)培养目标主要定位为培养人文素养高、能快速

胜任纺织服装行业等领域的各类软件开发与维护的高

素质、高水平应用技术型专业人才。
(2)增设服装概论、服装生产管理、服装企业管理

等服装行业应用背景课程,专业课围绕着网站UI设计

及SEO优化技术、软件技术支持(.NET方向)两个岗

位群开设课程,形成配套的课程体系。
(3)采用基于威客平台教学的“准员工式”人才培

养模式与基于校企深度合作的“准员工式”人才培养模

式相结合的培养模式,来开拓新的深度产教融合模式。

参考文献:

[1] 张 敏.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J].
科技经济市场,2014,(10):39-40.

[2] 中国服装联盟网.服装行业兴旺的三大瓶颈[EB/OL].ht-
tp://www.chcan.com/about/about.aspxTypeID=8&ID
=39053#pageTop,2015-11-20.

[3] M Tang,CHussler.Bettingonindigenousinnovationor
relyingonFDI:theChinesestrategyforcatching-UP[J].
TechnologyinSociety,2011,33(1):23-25.

[4] 马 媛,姜腾腾,钟 炜,等.基于信息链的高校产学研协

同发展机制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6):35-38.
[5]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中国服装行业管理软件需求分析

与研究[EB/OL].http://b2b.toocle.com/detail-5061170.
html,2015-11-20.

[6] 陶维安,范会联.应用型软件开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教
育与职业,2012,(20):105-107.

[7] 常 迪,裘建新.面向客户关系管理的服装客户需求获取

分析及映射技术[J].纺织学报,2015,(5):139-143.
[8] 陈永强,李国勇,彭利华,等.面向纺织服装行业的计算机

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探索[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
(12):203-204.

[9] 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高等学

校软件工程专业规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0]邹晓燕.高校公共基础课程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路径研

究[J].湖北社会科研,2012,(5):170-173.
[11]柴金焕.威客模式在教育领域中的研究与应用[J].实践探

索,2010,(12):45-49.
[12]徐照兴,刘 武,赵德福,等.基于威客教学模式培养应用技术

型人才的研究[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5,(5):210-215.
(下转第59页)

·65· 纺织科技进展            2016年第12期     




参考文献:

[1] 包晓佳,侯小伟.创意服装设计主题训练的教学研究[J].泰

山乡镇企业职工大学学报,2011,28(4):40-41.

[2] 李 凌.服装创意设计主题训练的教学研究[J].装饰,

2010,(2):90-91.
[3] 张 婷.“仿生”主题教学在服装设计专业课程中的应用研

究[J].艺术教育,2015,(10):235.

TeachingStrategyofFashionDesignBasedonThemeTraining
LINYan-ping

(JiangxiInstituteofFashionTechnology,Nanchang330201,China)

  Abstract:Basedonthecourseteachingstatusanddeficiencyoffashiondesignfornationalcollegesanduniversities,theteaching

connotation,methodandstrategiesoffashiondesignbasedonthemetrainingwerestudiedtoimprovetheteachinglevelandpromote

themoderndevelopmentofthefashiondesignindustry.

Keywords:themetraining;fashiondesign;teachingstrategy


(上接第52页)

ApplicationofThermalManikininClothingHeat-moistureComfort
LEIZhong-xiang,QIANXiao-ming*,XINGJing-jing

(SchoolofTextile,TianjinPolytechnicUniversity,Tianjin300387,China)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thermalmanikinswasreviewed.Thetestingstandards,indicators,methodsandthelimitationsof

thetestmethodsofthermalmanikininclothingheat-moisturecomfortweredetailed.Somesuggestionswereproposed.

Keywords:thermalmanikin;heat-moisturecomfort;testingapplication


(上接第56页)
[13]于 璐,罗丽云.浅析基于威客平台的软件开发专业教学

模式的研究[J].电脑知识与技术,2015,(4):147-148.
[14]朱性福.深化校企合作促进职业教育快速发展[J].职业,

2012,33:25-26.
[15]李秀华.基于职业导向的“课证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

研究[J].职教通讯,2012,(8):13-15.
[16]刘丽君.基于工作过程的“课证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实践

[J].价值工程,2011,20:276-277.
[17]徐照兴.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背景下基于威客平台的教学模

式[J].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5,(3):258-

265.

CountermeasuresforComputerSoftwareCompound
TalentsTrainingBasedontheTextileandGarmentIndustry

XUZhao-xing
(JiangxiInstituteofFashionTechnology,Nanchang330201,China)

  Abstract:Inordertomoreeffectivecultivatecomputersoftwarecompoundtalentsfortextileandgarmentindustry,according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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