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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素描                     课程代码：13112322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3.5学分 

学时：60学时（理论 10学时/实践 5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素描》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全面了解并掌握素描的基本理论知识和造型的规律，培养学生正确观察对象、分析对象和表

现对象的方法，提高学生的造型、创造和表现的能力，在培养学生良好的素描塑造能力和艺

术表达能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了解当代素描的发展趋势和观念的延伸，掌握绘画素

描逐步向设计素描的表达过渡，弄清绘画素描与设计素描的区别。尝试探索多元化的表现手

段，用有限的题材进行无限的变异与创造，从而提高学生的造型、想象和表现的能力，并适

应本专业要求。 

根据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体系与行（企）业发展需要和完

成职业岗位实际工作任务所需要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本课程主要的目的在于通过素描

教学，使学生基本掌握素描的审美原理、规律及表现方法，培养学生正确的观察方法，使学

生具有较完整和独立的创造能力；掌握设计素描主观能动的表达，解决客观素描的描绘向主

观表达，循序渐进，在造型表现上向装饰性倾斜，艺术情境向意象性倾斜。用装饰性、联想

性、意象性突出绘画素描与设计素描的交接转换，把素描引领设计创意的方向，为专业设计

打下坚实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熟悉和了解素描画的工具、材料特点，认识素描规律，掌

握正确的素描观察方法和素描感知能力。并通过由浅入深、由简入繁的素描写生与素描创意

训练，掌握素描的基本特点、作画方法、步骤，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素描的造型和

表现能力，引导每个学生形成自身独特的创意思维特质，提高学生审美意识，增强审美情趣

和激发学生的绘画热情，为其今后的学习及工作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学习素描理论知识与技法，掌握绘画绘画的表达；熟练掌握设计素描中的有机造

物、平面意象、解构重构及形象联想等系列程序中素描的意象表达。 

能力目标 



3 

通过对素描写生的练习，掌握正确的素描观察方法和素描的表现技法；通过设计素描

的结构分解与意象表达的学习，学会素描分析与解构重构方法，掌握素描的意象表达；同

学间的相互交流学习，感受现代素描观念在设计中的运用和表达，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观察

能力、造型能力、表现能力、发现美和鉴赏美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人文修养等素质，开阔学生的

艺术视野。培养学生的创意思维和创新精神，提高审美意识，以便在今后的设计理念中灵活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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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1 素描概述 

1.掌握素描的基本概念；了解素描绘

画在西方的沿革与变迁，素描绘画在

中国后的发展与演变。 

2.掌握素描画主要的工具、材料特性

以及素描画的基本特点，结构透视变

化规律。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

人文修养，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 

1.素描画在国外的发展； 

2.素描画在中国的发展与演变； 

3.素描画主要的工具、材料及特性； 

4.素描画的审美特征。 

1.学习时注意了解素描与

线描、黑白画、单色画的区

别；了解素描画在国外的发

展历史；素描画传入中国

后，各时期素描画的主要代

表人物和作品； 

2.重点掌握素描画的工具、

材料特性和素描画造型真

实准确，基本功扎实，是一

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练习等

基本特征。 

2 10 

2 
素描写生方法

与步骤 

1.掌握素描作画的基本方法与步骤：

静物写生，静物组合的要求和方法。 

2.初步了解素描画的透视、结构、明

暗光影画法等基本技法；提高学生的

构图能力。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 

1.以线为主，以结构为主的素描方法。 

2.以明暗光影为主的全因素素描方

法。 

重点了结构透视规律，运用

整体观察把握大形体、局部

深入刻画的方法进行素描

静物写生。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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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素描的分

解重构与意象

表达 

1.培养学生形象思维的创造力、想象

力,把艺术的想象和科学技术结合起

来。启动思维,行提炼、组合、想象和

在常规中去寻求创建新的发展思路和

意向； 

2.要求学生面对某一对象，对其构造

进行分解和拆卸，将其基本构件和元

素进行重新组合与构建，使其成为一

个崭新的形态。 

3.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 

从装饰素描表现、抽象素描表现

和意象素描表现来进行创意思维的

课程训练设计。通过训练，掌握创意

的思维方式以及表达手法，全面提升

创意思维能力 

１．重点练习分解重构对象

的组合能力， 

２．尝试运用拆解符号和元

素构建新形态的效果。 

4 30 

4 
素描画作品欣

赏 

1.初步掌握素描作品和设计素描作品

的欣赏方法； 

2.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修养。 

中外优秀素描画家作品赏析 
重点掌握设计素描 作品的

欣赏方法。 
2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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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素描》.杨贤艺 董顺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2]《从素描到设计》.王中义、许江著.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3]《设计素描》.冯峰著.岭南美术出版社 

[4]《工业设计素描》.庄永成.湖南美术出版社 

 

 

 

 

执笔人：黄燕云  

审定人：李晓勇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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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323）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专业基础教学部专业讨论

制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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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色彩                     课程代码：13112323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 3.5学分 

学时：60学时（理论 10学时/实践 50学时） 

 

二、课程定位 

《色彩》是本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在培养学生良好的色彩塑造能力和艺术表

达能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课程学习了解现代色彩的发展趋势和色彩观念的延伸，弄

清绘画色彩与设计色彩的区别,逐步掌握由绘画色彩向设计色彩的表达过渡。设计色彩教学

中对色彩分解与意象表达研究是设计类专业学生必备技能，尝试探索多元化的表现手段，有

效提高对色彩的审美和表达能力。 

色彩通常在素描等先行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构成基础课程学习和专业核心课程

的学习筑牢基础。 

三、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通过色彩理论的讲授和色彩实践操作使设计类专业的学生初步掌握色彩的基

本知识。并通过由浅入深、由简入繁的色彩写生与色彩创意训练，使学生达到教学大纲所要

求的知识水平。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色彩光色变化规律；了解色彩绘画工具材料的

特点；掌握色彩理论基本知识，以及色彩造型的技法表现规律；熟练掌握绘画色彩与设计色

彩的区别，掌握色彩分解、重构及色彩的意象表达。 

能力目标 

通过对色彩写生的学习，掌握正确的色彩观察方法和色彩的表现技法；通过设计色彩的

分解与意象表达的学习，学会色彩分解与重构方法，掌握色彩的意象表达；面向社会的相互

交流学习，感受现代色彩观念在设计中的表达。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色彩敏锐感受力，提高艺术思维创意表达能力，开阔

学生的艺术视野和人文修养等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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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色彩概

述及色

彩理论 

1.掌握色彩概述，了解色

彩在西方的沿革与变迁，

以及绘画色彩传入中国

后的发展与演变； 

2.掌握色彩表达的光色

变化规律；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

艺术格调、人文修养，开

阔学生的艺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1）色彩概述及水粉画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 

（2） 色彩相关理论；色彩三要素、色调的形成、

色彩的冷暖对比与协调； 

（3）掌握色彩的表达，体会水粉画的审美特征； 

（4） 水粉画的主要工具、材料特性。 

1.学习时注意了解水粉画与油画、水

彩画、中国画的区别；了解水粉画写

生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各时期水

粉画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作品； 

2.重点掌握水粉画的工具、材料特性

和水粉画灵动、明快及易修改等艺术

特征。 

2 0 

2 

水粉静

物画写

生 

1.掌握水粉画作画的基

本方法与步骤； 

2.初步了解水粉画的干

画法、湿画法、干湿结合

画法等基本技法； 

3．提高学生的构图能力 

4.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静物写生光色变化的基本规律； 

（2）静物色彩写生的基本方法与步骤； 

（3）色彩干画法、湿画法、干湿结合画法的特点

及规律。 

2.实践教学内容： 

（1）色彩静物写生整体入手的方法进行实践训练； 

（2）色彩静物写生局部入手的方法进行实践训练； 

（3）色彩静物写生容易出现的弊病及纠正指导。 

1、重点研究和了解色彩造型与色彩、

空间、透视的正确关系。 

2、把握光色变化规律，运用整体入

手、局部入手的方法进行水彩静物写

生。要求构图严谨，塑造生动。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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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色

彩概述

及色彩

的分解

与归纳 

1. 掌握设计色彩的概念

及学习目的； 

2. 逐步掌握色彩的分

解、归纳，掌握画法与步

骤，培养学生的创新意

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色彩分解及色彩归纳的创意来源 ； 

（2）色彩分解及色彩归纳的表达技巧 。 

2.实践教学内容： 

（1）水粉静物画色彩的分解与归纳，提高学生的

调色、用笔及用色技巧，熟练地运用水粉画工具材

料表现对象的能力； 

（2）色彩分解及色彩归纳的创意实践训练 。 

1．重点掌握水粉画点彩技法以及色

块分割归纳技法； 

2.尝试运用水粉画的特殊表现技法，

形成水粉画的特殊肌理表达。 

2 10 

4 

设计色

彩的意

象表达 

1. 掌握设计色彩的解析

与重构及意象思维的主

观表达； 

2. 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

能力、表现能力和色彩创

意能力。 

1.理论教学内容： 

（1）设计色彩的解析与重构概念； 

（2）设计色彩意象思维启发。 

2.实践教学内容： 

（1）设计色彩意象思维实践训练； 

（2）设计色彩解析与重构技巧实践训练。 

重点掌握设计色彩的解构与重构；色

彩的抽象与情感，并逐步使学生掌握

设计色彩的表达。 
2 22 

5 

设计色

彩的综

合实践 

1. 掌握色彩的设计应

用； 

2. 学会生活中去感受和

设计色彩。 

1.理论教学内容： 

（1）色彩在设计应用中的体现； 

（2）中外优秀画家作品赏析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

新能力。 

2.实践教学内容： 

遵循形式美的规律，主观地、有目的性地进行色彩

主题创意，以此突出色彩的设计应用。 

1.重点掌握色彩肌理与色彩调性的

控制； 

2. 创意色彩表达，通过色彩应用提

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修养。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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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色彩学习过程评价和设计色彩的运用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

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

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对色彩进行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

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

课程结束后，由任课教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

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色彩》.杨贤艺 傅小彪.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主要参考书 

[1] 《色彩》.何海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2] 《色彩》.彭江林 赵晶晶.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 

[3] 《设计色彩》.常颂 刘筱 林楠.西南交大出版社，2016年 

[4] 《色彩》.李广元  初敬业.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 

[5] 《色彩表现技法》.黄卫国 谢辉.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 

 

 

 

 

  执笔人：邹  璐 

                                            审定人：李晓勇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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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写》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241）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专业基础教学部讨论制定，

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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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速写                 课程代码：13112241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4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速写》是本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是培养

学生造型能力和进行艺术构思的一种独立的、自由的表现形式，以研究如何率真的、直接地

表达艺术情感，迅速捕捉物象特征和即时记录创作构思为主要内容，使学生从造型训练向造

型创作过渡，是学生个性的绘画风格形成，同时也是本专业及时传递设计意图最为直接的一

门课程。  

   速写通常在素描、色彩等先行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后续学生专业课程的深入学习打下坚

实的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正确了解速写的真正含义；拓展速写工具、材料的特性及

使用方法；掌握速写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步骤。提升学生对物象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对画面整体

的概括能力，能够独立完成较完整的速写作品，培养学生科学的观察方法和便捷的造型技能，

以及自主学习、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创作、审美、鉴赏能力，增强审美情

趣和激发学生的绘画热情，为其今后的学习及工作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正确了解速写的含义；掌握速写工具、材料的特性及使用方

法；掌握速写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步骤，提升对物象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对画面整体的概括能力。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准确的描绘能力，结构的分析能力与塑造能力，培养眼（观

察）、心（理解）手（表现）的综合能力，能够独立完成较完整的速写作品。进一步提高学

生的观察能力、造型能力、表现能力、发现美和鉴赏美的能力，培养学生科学的观察方法和

便捷的造型技能，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意识，培养学生

持之以恒的品格与创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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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速写概述 

1.掌握速写的概念及其特点；速写的目

的及功能； 

2.掌握速写的工具及使用方法；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速写的概念及各种工具的特点； 

（2）速写的工具及使用方法； 

（3）阅读国内外速写优秀作品。 

1.学习时注意了解速写优

秀作品； 

2.重点掌握速写的表现方

法。 

2 0 

2 
速写的表现

方法 

1.让学生掌握速写学习方法及表现方

法； 

2.掌握速写的画法及步骤； 

3.提升学生对物象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对

画面整体的概括能力。 

1.理论教学内容： 

（1）速写的画法及步骤； 

（2）速写的表现技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从整体入手的方法进行实践训练； 

（2）从局部入手的方法进行实践训练。 

重点使学生掌握对物象敏

锐的观察能力和对画面整

体的概括能力。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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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物速写 

1．掌握构图的基本法则； 

2. 掌握人物动态比例和结构特征； 

3.掌握人物速写的一般方法、人物组合

的作画步骤； 

4.提高学生创作、审美、鉴赏能力。 

1.理论教学内容： 

（1）人物速写的意义及实用性； 

（2）掌握人物速写的基本画法，把握

构图关系； 

2.实践教学内容： 

（1）人物动态速写实践训练； 

（2）人物组合速写实践训练。 

重点掌握人物动态比例和

结构特点。 
2 14 

4 景物速写 

1.掌握景物速写的特点，认识景物速写

的重要性； 

2.掌握怎样取景和构图、透视及其规律、

把握环境特点、常见景物画法及作画步

骤； 

3.掌握处理好景物的构图关系； 

4.提高学生创作、审美、鉴赏能力。 

1.理论教学内容： 

（1）景物速写的特点； 

（2）认识景物速写的重要性. 

2.实践教学内容： 

（1）取景和构图、透视及其规律； 

（2）把握环境特点、常见景物画法、

景物画法一般作画步骤。 

重点掌握景物速写的构图

规律及作画步骤。 
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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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速写》.傅小彪.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主要参考书 

[1]《素描》.杨贤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速写》.王雷.辽宁美术出版社，2016年 

    [3]《王华祥素描》.王华祥.吉林美术出版社，2004年 

[4]《速写》.刘刚.山东美术出版社，2006年 

 

 

 

 

执笔人：田  露 

审定人：李晓勇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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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基础》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452）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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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构成基础                  课程代码：13112452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4.5学分 

学时：72学时（理论 12学时/实践 6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构成基础》是本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课程内容主要以国外引进的三大构成

内容为核心理论框架，实际上它包括了平面构成、立体构成和色彩构成的内容。是所有艺术

设计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是从事设计人员必须掌握的平面、立体和色彩构成所遵循的原则

和设计形式。它使我们的设计更具方法、更为有序，同时在观察、发现的过程中获得自己的

视觉语言，并自觉、主动地在视觉艺术创造中构建强烈的创新意识或原创出多种形态。在当

今设计教学中，构成基础已作为必不可少的课程内容，在二维设计和三维设计中日益显示出

基础课程的重要性。 

构成基础通常在素描、色彩、速写等先行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学习立体裁剪、

服装图案、服装材料与面料再造设计、服装配饰设计、创意服装设计与制作等课程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在服装设计中，构成知识对于设计的成败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服装构成基础包括平面构成、立体构成及色彩构成。主要内容有：平面构成的要

素及骨格，平面构成的基本要素在标志、吊牌、广告中的应用；立体构成的要素、形式与方

法，立体构成要素在服装造型中的应用；色彩构成的对比与调和、色彩的构思与表达、流行

色的变化规律等。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法则。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平面构成法则、色彩构成法则、立体构成法则以及运用

这些构成方法在服装设计中。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于服装设计变感性认识为理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953910&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953910&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36056&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36056&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00250&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126573&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37433&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49489&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59860&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74940&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611682&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611682&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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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平面构成法则 
点、线、面的构成方法以及它

们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理论教学内容： 

（1）点的构成 

（2）线的构成 

（3）面的构成 

（4）点、线、面的组合构成 

1.点、线、面的概念是相对的而不

是绝对的； 

2.点、线、面与服装形式美感之间

的关系； 

3.学会理性分析而不是感性认识。 

4 12 

2 色彩构成法则 

1.色彩三要素； 

2.色彩对比与色彩调和； 

3.色彩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 

理论教学内容： 

（1）色彩的明度、纯度、饱和度 

（2）色彩之间的关系 

（3）色彩所表达出的情感及其在服

装设计中的应用 

如何运用色彩来表达情感 4 12 

3 立体构成法则 
1.形与体的概念； 

2.三维立体和空间的认识。 

实践教学内容： 

（1）点、线、面、体之间的关系 

（2）立体与空间 

（3）服装设计中的体积感和空间感 

1.对形体的认识以及如何塑造体与

空间； 

2.如何将立体构成法则应用于服

装。 

4 12 

4 
大师作品欣赏

和解析 

1.通过对大师作品的赏析了解

服装设计中的构成法则； 

2.对构成的概念和法则形成理

性的认识和思维。 

理论教学内容： 

（1）约翰-加利亚诺的服装 

（2）薇薇安-韦斯特伍德的服装 

（3）亚历山大-麦昆的服装 

（4）川久保玲的服装 

1掌握服装系列设计的要素、设计

原理、设计方法； 

2.能够运用设计原理和设计方法，

合理表现系列服装设计。 

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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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任务教学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服装构成基础》. 周丽娅. 梁军.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4年 

[2]《服装设计·基础与创意》.史林.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年 

[3]《服装设计元素》.王群山 王羿.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年 

[4]《服装构成基础》.徐子淇. 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年 

 

 

 

 

执笔人：战  红 

审定人：李华林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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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裁剪 I》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492）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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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立体裁剪 I》            课程代码：13112492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4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为服装造型结构的基础课程。

因此它通常开设在专业核心课之前，为后面的学习打基础。通过两个阶段的教学，使学生掌

握服装立体造型的基本理论与实际操作，具备较系统扎实的服装造型的基本功。教学中以服

装结构造型为主，同时注重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为学生在服装结构的造型能力上奠定

良好的基础。 

 

三  课程目标 

本阶段为立体裁剪课程的第一阶段课程，主要培养学生对人体与服装关系的认识，掌握

立体裁剪的基本规律及省道转移、衣身、衣领、衣袖、裙装的变化规律和操作方法与步骤。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掌握立体构成原理，培养学生对人体与服装关系的认识。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掌握立体裁剪的基本规律及衣身、衣领、衣袖、裙装的结构

变化原理和操作方法与步骤。为立体裁剪更高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对服装与人体关系的把握，比如松量的把握，既能表现设

计效果，又能保持呼吸量，保证穿着者的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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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概述 

1.了解立体裁剪的基本概念

和特征，明确学习目的； 

2.认识工具，并为立裁的学习

和制作做好准备工作。 

1.理论教学内容： 

（1）立体裁剪的基本概念和特征； 

（2）立体裁剪的基本操作流程； 

（3）工具认识及其准备； 

（4）布手臂的制作、人台的贴线、大头针基础针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为人台制作手臂、贴线、练习基本针法。 

1.对立体裁剪的认识； 

2.为进一步的学习做准备。 
1 8 

2 
衣身原

型 

学会衣身基本原型的立体裁

剪以及变化的衣身原型的立

体裁剪。 

1.理论教学内容： 

（1）衣身原型的立体裁剪； 

（2）衣身原型的变化——各种省道转移。 

2.实践教学内容： 

（1）衣身原型的立体裁剪练习； 

（2）省道转移的练习。 

1.衣身原型的立体裁剪，注

意松量的把握； 

2.省道转移的原理。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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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领、袖

的立体

裁剪 

1.掌握各种领型的立体裁剪，

并把握其变化规律； 

2. 掌握各种袖型的立体裁

剪，并把握其变化规律。 

1.理论教学内容： 

（1）衣领的变化规律（翻折领、立领、领口领、驳

折领、波浪领、衬衣领等的立体裁剪）； 

（2）袖的变化规律（一片袖、两片袖、泡泡袖、喇

叭袖等的立体裁剪）。 

2.实践教学内容： 

（1）各种衣领的立体裁剪练习； 

（2）各种袖的立体裁剪练习。 

重点是对领、袖变化规律的

掌握。 2 8 

4 

半身裙

的立体

裁剪 

把握裙子的变化规律，能够举

一反三做各种裙型的立体裁

剪。 

1.理论教学内容： 

（1）半身裙的变化规律（直筒裙、A型裙、波浪裙

等的立体裁剪，）； 

2.实践教学内容： 

（1）半身裙立裁练习。 

重点掌握裙型的变化规律。 2 8 

5 

衬衣、

连衣裙

的立体

裁剪 

能够综合运用前面所学内容。 

1.理论教学内容： 

（1）衬衣的立体裁剪； 

（2）连衣裙的立体裁剪； 

2.实践教学内容： 

（1）衬衣立裁练习； 

（2）连衣裙立裁练习。 

重点是对所学知识的综合运

用。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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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任务教学法、示范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以教师示范讲授为

主，多媒体教学为辅。 

 

六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教学评价侧重对学生的服装立体造型能力和将坯布记号转换成版型的制

版能力的考察，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式，

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评价

方式上，注重学生的立体造型能力，是否独立完成，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平时作业根据课程进度做相应的练习：人体模型标记线，布手臂制作，原

型的立体裁剪与省道转移，领、袖、裙的各种变化的练习。期末作业以各种款式衬衣、连衣

裙款式用立体裁剪方式制版。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

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

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服装立体裁剪》.邹平，吴小平.东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2]《服装生产讲座 3 立体裁剪基础篇》.日本文化服装学院编.东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服装立体裁剪 基础篇》.刘咏梅.东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4]《服装立体裁剪》.张文斌：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 

 

执笔人：蒋冬冬 

审定人：李华林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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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工艺基础》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310）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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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服装工艺基础              课程代码：13112310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 2学分 

学时：36学时（理论 6学时/实践 3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服装工艺基础》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

的课程。先行课程为构成基础、服装设计基础，后续课程为立体裁剪Ⅰ、女装结构设计与工

艺。通过对手缝、车缝基础工艺、领子、袖子、各种口袋、衣服开口、下摆等部件工艺的学

习，要求学生认识服装部件工艺的原理、方法，掌握服装人体测量、裁剪、缝制等基本技能

的实际运用，以及各类服装部件的制作方法。 

 

三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的掌握各种常用缝纫机械的使用方法、基本熨烫设备的

使用以及各种手缝、机缝工艺。能对服装材料进行简单的缝制，要求学生具有独立完成各类

服装零部件裁剪、制作、熨烫定型的能力，对服装部件工艺与造型、材质的相互关系有一个

全面的认识。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掌握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缝制工艺的基础知识与基

础技能。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在掌握服装基本的手缝车缝基本工艺的基础上，掌握服装缝

纫基本技法、服装各个零部件缝制工艺的实践操作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制作动手能力、

认识服装部件与材质之间相互关系的能力，为后续工艺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以服装行业工艺标准为导向，以行业岗位能力的培养为课程设计的出发点，课程教学突

出教、学、做一体的理念，强调理论教学和项目实训的衔接与融合，注重学生对服装部件工

艺实践能力的全面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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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服装缝制基础

知识 

1.了解手缝工具；掌握手缝针法种类、缝

制方法及其用途；2.熟悉平缝机的使用方

法；了解缝型种类、用途与缝制方法；3.

了解熨烫工具；掌握熨烫方法、作用。 

1.理论教学内容： 

（1）手缝、车缝的缝制方法 

（2）熨烫工具及方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手缝基础工艺； 

（2）车缝基础工艺； 

（3）熨烫基础。 

教学重点：手缝与车缝

基础工艺。 
1 3 

2 口袋缝制工艺 

掌握各类挖袋的缝制（单嵌线、双嵌线、

手巾袋、箱形袋、斜插袋、贴袋、立体袋

等） 

1.理论教学内容： 

（1）各类口袋的造型特征、绘图制

版 

2.实践教学内容： 

（1） 贴袋缝制工艺；（2）挖袋缝制

工艺；（3）插袋缝制工艺。 

重点掌握各种口袋缝制

工艺及挖袋工艺。 
1 6 

3 领子缝制工艺 
1.掌握各类领形的版型和缝制流程； 

2.熟练掌握衬衫领和西装领的缝制工艺。 

1.理论教学内容： 

（1）各类领形的造型特征、绘图制

版 

2.实践教学内容： 

（1）无领片领型缝制工艺；（2）关

门领领型缝制工艺；（3）敞开式领型

缝制工艺；（4）其他领型缝制工艺。 

重点掌握衬衫领、西装

领的版型及缝制流程。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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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口缝制工

艺；袖开衩、

袖口及袖子缝

制工艺  

1.初步掌握各部位开口缝制工艺； 

2.掌握袖开衩及袖口缝制工艺。 

1.理论教学内容： 

（1）各部位开口的特征、绘图制版 

2.实践教学内容： 

（1）拉链、门襟开口缝制工艺；（2）

袖开衩缝制工艺；（3）袖克夫和袖口

翻边缝制工艺；（4）装袖类袖子缝制

工艺。 

重点掌握门襟、拉链、

袖口等部分的开口缝制

工艺。 
1 8 

5 
腰头与服装下

摆工艺 

1.熟悉装腰的工艺流程 

2.掌握服装下摆的处理方法及工艺 

1.理论教学内容： 

（1）腰头及下摆缝制方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裤腰缝制工艺； 

（2）下摆缝制工艺。 

重点掌握裙装、裤装装

腰缝制工艺。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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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任务教学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在成绩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

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最终以（平时作业成绩

占比 30%、期末作业成绩占比 70%）的标准进行学期成绩的最终评定。课程结束时，制定评

分标签，期末成绩与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服装工艺基础》.朱小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2]《服装工艺基础》.余国兴.东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3]《服装工艺基础》.鲍卫君.东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4]《服装制作工艺基础篇》.朱秀丽 鲍卫君.中国纺织出版社，2009年 

 

 

 

 

                                            执笔人：王  玲 

审定人：李华林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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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设计基础》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315）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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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服装设计基础              课程代码：13112315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2学分 

学时：36学时（理论 6学时/实践 3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服装设计基础》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直接关系到人才培

养目标的实现，是以服装设计基本原理为主要教学内容，以服装造型、面料、色彩的设计为

主要训练手段。是研究服装设计的设计方法与设计角度、服装造型、色彩、面料的设计以及

设计与市场的关系，把握服装流行趋势并能进行合理设计的一门重要课程。 

服装设计基础通常在素描、色彩、速写、构成基础、服装工艺基础等先行课程之后开设，

并为学生后续学习服装图案、成衣设计、服装配饰设计、创意服装设计与制作、服装材料与

面料再造、专题设计等课程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熟悉和了解服装设计的概况；掌握服装设计的基本原理；

掌握服装结构的分析能力；服装设计的要素内容；设计方法与设计角度；了解服装造型、色

彩、面料的设计以及设计与市场的关系，把握服装市场潮流，为其今后的学习及工作实践打

下扎实的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服装设计原理、色彩搭配、图案运用、服装系列

设计原理与要素。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色彩与服装设计、面料与设计的关系，并能够根据不同

设计需求独立完成系列成衣设计。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注重设计思维的培养和市场调研，通过市场观察、明确设计定位，

提高学生设计的创造力、想象力。 



33 

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服装设计概

述 

1.掌握服装设计的概念；了解服装设

计的发展过程；服装设计在中国的发

展过程； 

2.掌握服装风格的表达方法； 

3.掌握服装设计的完整过程。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装设计在法国的发展； 

（2）服装设计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3）服装风格表达的方法及划分依据； 

（4）服装设计的完整表达过程。 

1.学习时注意了解服装设计在

法国和在中国发展的不同之处； 

2.了解现阶段服装设计在中国

的发展趋势； 

3.重点掌握服装风格的表达方

式及设计过程。 

1 0 

2 
服装设计的

要素 

1.掌握服装的款式分类； 

2.掌握包括服装造型设计、服装结构

设计、服装细部设计的设计原理； 

3.掌握服装款式平面图；服装色彩；

服装面料的表现方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九大形式美法则； 

（2）服装设计要素； 

2.实践教学内容 

（1）服装款式图、色彩、面料的手绘

技法。 

重点了解九大形式美法则的原

理，运用形式美法则进行服装造

型、色彩、结构、局部设计。 

1 8 

3 

服装设计创

意 

构思 

1.掌握服装设计创意构思的来源，结

合服装设计的基本原理； 

2.掌握服装设计的创意思维形式表

现方式。 

1.理论教学内容 

（1）素材收集方式； 

（2）灵感转化方式； 

（3）设计表达方式。 

2.实践教学内容 

（1）创意构思的具体转化、表达 

1.重点掌握素材收集的途径和

方法； 

2.能够运用设计原理将收集的

灵感素材转化为设计素材。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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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装系列设

计 

1.掌握运用造型要素构成的系列设

计的设计原理和方法； 

2.掌握利用装饰手段所构成的系列

设计的设计原理和方法； 

3.掌握多种艺术风格所构成的系列

设计的设计原理和方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构成服装系列设计的要素、类别； 

（2）系列设计的原理和方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系列服装设计 

1掌握服装系列设计的要素、设

计原理、设计方法； 

2.能够运用设计原理和设计方

法，合理表现系列服装设计。 

2 8 

5 
服装效果图

表现 

掌握设计思维、设计理念以效果图的

表现形式。 

1.理论教学内容 

（1）系列设计的设计转化； 

2.实践教学内容 

（1）系列效果图的表现形式。 

掌握服装系列设计的设计思维

能够合理的用效果图表现出来。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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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任务教学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服装设计基础》.王悦 张鹏.东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2]《服装设计·基础与创意》.史林.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年 

[3]《服装设计元素》.王群山 王羿.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年 

[4]《服装设计概论》.冯利 刘晓刚.东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 

[5]《服装效果图技法》.黄春岚.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年 

 

 

 

 

执笔人：李华林 

审定人：董顺伟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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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概论》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213）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专业史论教学部讨论制定，

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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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设计概论                 课程代码：13112213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 2.5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48学时/实践、讨论 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设计概论》是本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程。该课程主要内容包括设计的产生、

发展、设计的概念、设计的本质与特征、设计美学、设计风格学、设计与文化等。通过本课

程的讲授，使学生掌握设计的概念与意义，较系统地了解设计历史发展的过程，熟练掌握各

历史阶段出现的设计流派和设计现象及代表作品，并能在实践中吸收优秀设计师成果，拓展

设计思路，较全面地认识设计文化和各种特征。理解并掌握设计的本质特征、设计的物化、

设计文化的继承方式，设计师的职责和素养，设计批评的作用与意义，现代设计教育的产生

和发展，可持续发展设计的特点与意义等重要问题。 

本课程主要围绕艺术设计类基础理论进行编写，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充分了解

何谓设计、设计的本质与特征、设计形态、设计思维、设计美学、设计风格学、设计与科学

技术、设计心理学、设计的历史、设计与教育等相关知识。使学生掌握艺术设计的概念与意

义，较系统地了解设计历史发展的过程，熟练掌握各历史阶段出现的代表作品，设计现象和

设计流派，并能在实践中吸收前人成果，拓展设计思路。 

 

三  课程目标 

《设计概论》课程根据学生个人特点和风格，注重开发学生艺术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思维，

培养学生独立设计创新的能力。通过学习设计概论，掌握设计理论研究的一般方法，学会运

用非文字形式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了解设计的基本概念、形成自己对设计的认识。 

知识目标 

了解何谓设计、设计的历史；掌握和熟悉设计的本质与特征；设计的类型；设计师；设

计的批评；设计的教育；设计与文化。 

能力目标 

学生应该掌握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性的思维；对设计艺术理论的认知与思考力。 

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具备独立设计创新的能力和具备设计的系统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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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设计概论绪论 

1. 掌握设计的基本概念 

2. 了解设计的意义 

3. 掌握设计的本质 

1． 设计的定义 

2． 设计的意义 

3． 设计的本质 

1.重点掌握设计的定义与本质 3 0 

2 
设计的发展历

程 

1. 掌握设计发展的阶段性及特

征 

2. 了解设计发展经过的几个时

期 

1. 设计发展的阶段性及特

征 

2. 设计的起源和形成时期 

3. 手工业时期的设计 

4. 工业化时期的现代设计 

5. 当代设计与未来的展望 

1. 掌握设计发展的阶段性及特征 

2. 重点了解当代设计与未来的展

望 
3 0 

3 设计的类型 

1. 了解视觉传达设计 

2. 掌握环境设计 

3. 掌握产品设计 

4. 了解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5. 了解服装与服饰设计 

1. 视觉传达设计 

2. 环境设计 

3. 产品设计 

4. 公共艺术设计 

5. 服装与服饰设计 

6. 工艺美术设计 

7.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 重点掌握视觉传达设计的特征 

2. 掌握环境设计的特征 

3. 掌握产品设计的特点 

4. 掌握服装与服饰设计的特征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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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的特征及

原则 

1. 了解设计的一般原则 

2. 掌握设计的六大特征 

 

1. 设计的功能性 

2. 设计的审美性 

3. 设计的经济性 

4. 设计的艺术性 

5. 设计的科学性 

6. 设计的大众性 

7. 设计的一般原则 

1.重点掌握设计的六大特征特别是

功能性和艺术性特征 6 0 

5 
设计的程序与

表现要素 

1. 了解设计的程序、内容与形式 

2. 掌握设计造型的基本要素：图

形、色彩与文字 

3. 了解材质的应用 

1.设计的程序 

2.内容与形式 

3.设计造型的基本要素 

4. 图形、色彩与文字 

5. 材质的应用 

1. 重点掌握设计造型的基本要素 

2. 掌握各种材质的特点及其应用 6 0 

6 
设计思维与创

意 

1. 了解设计思维和创意对设计

的影响 

2. 掌握设计思维的形式及特征 

3. 掌握设计创意 

4. 学会如何培养自己的创意能

力 

1.设计思维和创意对设计的

影响 

2.设计思维的形式及特征 

3.设计创意 

4.设计思维与创意能力培养 

1. 掌握设计思维的形式及特征 

2. 重点掌握设计思维与创意能力

培养 

3. 重点理解设计创意的来源、途

径及获得创意的方法， 

6 0 

7 
设计的主体-

设计师 

1. 了解设计师的演变 

2. 掌握现代设计师的分类和素

质 

3. 了解现代设计师的社会职责 

1.设计师的演变 

2.现代设计师的分类 

3.现代设计师的素质 

4.现代设计师的社会职责 

1.重点掌握现代设计师必须具备的

素质和社会职责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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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设计教育 

1. 了解设计与设计教育 

2. 了解中西方现代设计教育的

产生和发展 

3. 掌握设计教育的思想和方法 

1.设计与设计教育 

2.西方现代设计教育的产生

和发展 

3.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产生

和发展 

4. 设计教育的思想和方法 

1.掌握设计教育的思想与方法 6 0 

9 设计批评 

1. 掌握设计批评的含义与特性 

2. 了解设计批评的对象与主体 

3. 了解设计批评的类型 

4. 掌握设计价值的批评标准 

5. 掌握设计批评的方法与原则 

1. 设计批评的含义与特性 

2. 设计批评的对象和主体 

3. 设计批评的类型 

4. 设计价值的批评标准 

5. 设计批评的方法与原则 

6. 设计批评的意义与作用 

1. 掌握设计批评的含义与特性 

2. 重点掌握设计价值的批评标准

和设计批评的方法和原则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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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分组讨论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在掌握《设计概论》的基础知识的同时，侧重学生能力培养的动态评价，提高学生对各

种风格的设计作品的分析能力与设计创新能力，使之具有系统化的设计理论知识和设计的初

步研究和创新能力，为学生的设计创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建议考核分为试卷考核和随

堂考试两种方式，平时成绩占 30%（平时成绩来自学生出勤率、课外作业完成状况、课堂与

老师的互动表现），期末考核成绩占 70%。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设计概论》.朱和平.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 

主要参考书 

[1]《世界现代设计史》.王受之.新世纪出版社 

[2]《工业设计史》.何人可.柳冠中.高等教育出版社 

[3]《设计史》.朱铭、荆雷.山东美术出版社 

[4]《设计学概论》.尹定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5]《人工科学》.赫伯特-西蒙.商务印书馆 

[6]《造物之美——产品设计的艺术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艺术的起源》.格罗塞.商务印书馆 

[8]《现代绘画简史》.赫伯特-里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9]《装饰之道》.李砚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执笔人：曹建富 

审定人：潘登福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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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设计（PS）》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01）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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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计算机辅助设计（PS）     课程代码：13112501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2学分 

学时：40学时（理论 20学时/实践 2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主要学习 Photoshop 图形软件

的使用和在数码图像制作、处理过程中的基本概念、方法和技巧。Photoshop 是 Adobe 公司

推出的一款功能十分强大、使用范围广泛的平面图像处理软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

Photoshop 的使用方法，灵活运用软件进行平面设计和辅助服装设计等创作，开拓学生在服

装设计方面的设计思路与表现方法，提高学生的综合设计水平与能力。 

 

三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熟悉掌握 PS 的绘图功能，能够熟练地运用软件绘制和修

改所需要的图片，并将这些知识运用于服装设计效果图的描绘。 

知识目标 

了解 PS 软件功能，各个工具的使用。并与其它绘图软件如 CorelDraw 等，以及手绘技

法相结合，绘制出更生动更准确的服装效果图和结构图。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 PS的绘图方法和技巧，并运用于服装效果图的描绘中。

能够运用 PS 更好地处理图片，更艺术化地表现，能够熟练运用各种工具，结合其它绘图软

件以及手绘技法，更生动更准确地绘制服装效果图与结构图。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将手绘与电脑绘图结合起来，用电脑软件辅助手绘，描

绘更形象更生动更艺术化的服装及配饰效果图。与其他绘图软件以及手绘相结合，更好地绘

制服装效果图与结构图，能够快速生动准确地将自己的设计构思和意图实现出来，为成为合

格的服装设计师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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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计算机图形图像

的原理，概念及

主流色彩模式 

PS的界面认识和基本概念，像素与

分辨率，图形图像处理原理，工作

区的了解。 

1. 计算机图形图像的类别； 

2. 计算机图形图像的格式 3. 主流

色彩模式及概念； 

4. 像素和分辨率的概念； 

5. 新建 Photoshop文件工作区。 

从平面纸质媒介到电脑数字媒

介，在原理和概念上会有很大的

转变，了解计算机图形图像的原

理及相关各种概念，是学好软

件，转变思路的基础。 

4 4 

2 

Photoshop的基

本操作方式与工

具使用 

电脑软件操作涉及到诸多菜单、工

具、命令、快捷键等，如何熟练掌

握这些是学好软件的必要条件。 

1. Photoshop的界面； 

2. 图像窗口的组成； 

3. 调色板的典型操作； 

4. 工具栏的操作； 

5. Photoshop各个工具的使用方法。 

本章教学重点不在具体界面的

讲授，而在于以 Photoshop为例，

让学生了解计算机软件的基本

界面组成和使用方法，以及如何

在新软件中摸索学习各种功能

应用等。 

4 4 

3 

用 Photoshop进

行色彩调节工作

流程与技巧 

应用图层来方便图像的制作是

Photoshop的特色之一。 

1. 选区、图层、通道、蒙版； 

2. 色彩调节的概念； 

3. 使用色彩调节图层。 

通过本章内容的讲解，要让学生

掌握如何利用软件的便利来扩

展自己的创作思路并提高制作

效率。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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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 Photoshop进

行图像处理工作

流程与技巧 

1. 建立从颜色到数字的概念，学习

用理科思维来理解计算机软件对于

艺术图像的处理方法； 

2. 了解各种滤镜的用法和处理结

果，并合理的分配到自己的创作中

去，综合使用各种技巧，而不是照

搬教程，要让学生掌握使用软件进

行创作的方法和思路。 

1. 滤镜； 

2. 图像合成； 

3. 图层样式。 

如何在软件中寻找最适合的工

具，将传统美术技法运用于软件

之中，结合传统技法和数码技法

的优势，创作出别具特色的作品

来。 

4 4 

5 电脑服装画制作 
课堂讲授结合大量课堂实际训练来

进行 

1. 服装画线稿提取； 

2. 电脑服装画绘制过程； 

3. 服装画效果渲染。 

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

则，不同阶段进行有主题的针对

性练习。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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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任务教学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电脑时装画教程》. 贺景卫.黄莹编著.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2]《中文 photoshop\painter实用时装画》. 王钧编著.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 

[3]《PHOTOSHOP/PAINTER创意与设计梦幻组合》.萧淑慧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0年 

 

 

 

 

执笔人：战  红 

审定人：李华林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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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效果图》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494）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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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服装效果图                课程代码：13112494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 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4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服

装专业课程。理解服装画是表达设计者理念思维的形象语言，是服装设计整个过程中的一个

重要环节,服装设计从构思、资料的收集到产品的宣传推销都离不开服装画，作为以培养高

级服装设计人才的服装艺术设计专业，必须要求学生系统地学习和掌握服装画的表现方法，

服装画风格的体现，以及系列服装表现等知识，进而为以后的相关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坚实的

基础。先行课程为构成基础、服装设计基础、服装图案，后续课程为成衣设计Ⅰ、女装结构

设计与工艺、创意服装设计与制作。 

 

三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明确服装画与服装设计效果图的基本概念，掌握服装画的美

感构成及美感要素，训练整体表达及表现技巧，提高自身的审美素质及设计能力，为服装设

计表现打下良好的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服装效果图对服装设计的重要作用和效果图的概念、理论知识；

掌握服装效果图的表现方法和技术； 了解人体和服装的关系和构成的各类形式，并以丰富

的手法表现不同的服装质感；掌握服装效果图的基本技能 

能力目标 

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现代服装画对服装设计的重要作用和效果图的概念、

理论知识；使学生全面掌握服装画的表现方法和技术，通过绘画效果图的学习，使学生进一

步了解人体和服装的关系和构成的各类形式，并以多样性的手法表现较写实款式的实用性与

欣赏夸张型的美感以及表现丰富的服饰品质感。 

素质目标 

《服装效果图》以着重培养学生设计思维的表现能力为出发点，强调理论教学和项目实

训的衔接与融合。培养学生使用各种工具和技法绘制服装效果图和服装平面款式图的综合素

质。 



49 

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服 装 效

果 图 的

基 本 知

识  

1.了解服装画的发展历史及种类划分； 

2.理解服装画的概念特征； 

3.了解服装画的学习目的和作用及所需的工具材料等； 

4.掌握相关绘画工具、材料使用的基本方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装画的发展历史； 

（2）服装画的概念； 

（3）服装画的绘画材料。 

重点熟悉服装画的发展

历程及特征。 
1 0 

2 

服 装 效

果 图 的

人 体 表

现 

1.了解人体结构知识，了解服装画人体表现要注意的有

关事项； 

2.掌握人体结构、比例动态的基本画法； 

3.理解服装画人体在服装画表现中的重要作用。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装画人体结构基本知识； 

（2）服装人体结构的基本画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不同姿态人体结构练习 

重点掌握服装人体比例

结构的把握和熟练表

现；根据不同种类和风

格的服装需要能绘制出

不同姿态特征的服装人

体。 

1 4 

3 

服 装 效

果 图 的

着 装 表

现  

1.掌握如何根据不同的服装款式，选择适合的人体姿态

并进行着装表现； 

2.了解服装着装的基本绘画步骤，以及如何表现相关的

服饰； 

3.理解服装或表现出的主要结构关系与基本造型方法； 

4.掌握人体姿态选择原则及表现方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装画的基本表现方法； 

（2）服装画人体动态选择及表

现。 

2.实践教学内容： 

（1）不同风格、材质服装着装

人体动态练习 

重点掌握服装画着装的

基本表现方法；服装结

构与造型的正确表达。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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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 装 效

果 图 的

着色 

1.了解有关色彩的基本知识； 

2.介绍服装画着色的常用技法和特殊技法如彩色铅笔

法、钢笔淡彩法、喷绘法等 

3.了解不同上色技法的风格特征； 

4.了解不同上色技法的工具材料； 

5.掌握各种技法的表现手段及方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装画色彩的基本知识； 

（2）服装画的表现技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服装画技法实践练习（彩

铅、水彩、马克笔等） 

重点掌握各种上色技法

的表现手段及方法；各

种技法的综合灵活运

用。 

1 8 

5 

服 装 效

果 图 的

面 料 表

现  

1.掌握各种常见服装面料的色泽花纹、结构组织和质地

特征，并分别重点讲解其不同面料的表现方法与技巧； 

2.了解有关服装的面料及辅料结构特征； 

3.掌握不同类型服装面料的各种画法； 

4.理解服装面料表现在服装画表现中的重要性。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装画面料的表现技法；

（2）面料的技法表现与服装风

格的统一。 

2.实践教学内容： 

（1）不同类型服装面料表现技

法练习（棉、丝绸、毛料、皮革、

花纹面料等） 

重点掌握不同面料的各

种画法；面料的技法表

现与服装类型、风格有

机统一。 

1 8 

6 

服 装 效

果 图 的

风 格 表

现   

1.掌握不同风格服装画的特征及表现要求，如写实风

格、夸张风格、装饰风格等，以及它们的常用范围等； 

2.了解服装画的常见风格形式及基本应用范围； 

3.掌握不同风格服装画的审美原则及表现方法； 

4.理解服装不同风格的服装画在服装设计表现中的重

要性。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装画的不同风格； 

（2）不同服装画的表现方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不同风格的服装画练习 

重点掌握不同服装画的

风格表现；风格与设计

的正确表达。 

1 8 

7 

系 列 服

装 效 果

图 的 综

合表现 

1.了解系列服装的基本特征和表现要求； 

2.理解系列服装的结构关系、造型要领； 

3.掌握系列服装画的表现原则、方法及表现技巧。 

1.理论教学内容： 

（1）系列服装画的特征； 

（2）系列服装画的表现技巧。 

2.实践教学内容： 

（1）系列服装画表现实践练习。 

重点了解系列服装画的

基本特征、结构关系和

表现原则；掌握系列服

装的结构、造型、面料

等的正确表达。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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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任务教学法、示范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在成绩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

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最终以（期末作业成绩

占比 70%、平时作业成绩占比 30%）的标准进行学期成绩的最终评定。课程结束时，制定评

分标签，期末成绩与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时装画与时装效果图》.邹游.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2]《时装画技法》.陈仑.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年 

[3]《服装画技法》.李学伟.东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 

[4]《实用时装画技法》.郝永强.中国纺织出版社,2011年 

 

 

 

 

                                            执笔人：王  玲 

审定人：李华林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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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图案》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317）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53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服装图案                  课程代码：13112317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 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4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是服装审美及造型设计的基

础，服饰图案的研究在服装设计中是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装饰艺术，在服装设计中起到美化

服装的作用。本课程主要包含服饰图案设计的概况、服饰图案的基础知识、服饰图案的设计

原理、方法及表现方法等内容。先行课程为素描、色彩、构成基础、服装设计基础，后续课

程为成衣设计Ⅰ、服装效果图、创意服装设计与制作。 

 

三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系统学习，使学生了解服饰图案设计的概况，理解服饰图案的基础知识，

掌握服饰图案的设计原理和方法及表现方法。为本专业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培养

学生服饰图案设计应用的能力。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服装图案设计的基础知识与设计原理方法。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在掌握服装图案设计的基础知识与设计原理方法的基础上，

掌握服装图案设计的表现方法与设计应用的实践操作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审美能力、设计

实践的能力，为后续服装设计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以行业岗位能力的培养为课程设计的出发点，课程教学突出教、学、做一体的理念，强

调理论教学和项目实训的衔接与融合，注重学生对服装图案设计应用能力的全面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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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服装图案 

概述 
1.了解服装图案的概念；掌握服装图案的分

类及特征；2.了解服装图案的审美与作用。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装图案的概念和分类； 

（2）服饰图案的审美与功用。 

重点掌握服装图案的

分类及特征。 
1 0 

2 
服装图案基

础知识 

1.了解服装图案的构成形式（单独服饰图案、

连续服饰图案）；2.掌握服装图案色彩及其应

用规律。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装图案构成形式、色彩 

2.实践教学内容： 

（1）服装图案的构成形式练习； 

（2）服装图案的色彩及其应用练习。 

重点掌握服装图案的

构成形式，色彩应用规

律。 

1 10 

3 
服装图案 

设计 

1．掌握服装图案的设计方法；（提炼、夸张、

添加、抽象、加强）；2．掌握服装图案的设

计分类；3．掌握服装图案的设计原则；4．掌

握服装图案的设计主题与设计要点；5．掌握

服装图案设计的灵感来源。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装图案的设计方法； 

（2）服装图案的设计分类； 

（3）服装图案的设计原则； 

（4）服装图案的设计主题与设计要点； 

（5）服装图案设计的灵感来源。 

2.实践教学内容： 

（1）服装图案设计方法实践练习 

（2）根据不同的灵感来源进行图案设计

练习 

重点掌握服装图案设

计方法；服装图案的设

计主题与设计要点。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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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装图案的

表现  

1．掌握不同服装图案的造型方法；2．熟练

掌握服装图案的表现技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装图案的造型方法及表现技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服装图案的造型方法实践练习； 

（2）服装图案的表现技法练习。  

重点掌握服装图案的

表现技法。 1 8 

5 
图案设计应

用部分 

熟悉图案在服饰设计中的应用，按教学要求

完成服饰图案的设计方案，包括服饰图案设

计方法的运用、服饰图案造型方法的练习等。 

1.理论教学内容： 

（1）不同风格的服装图案设计技巧 

2.实践教学内容： 

（1）服装图案在不同风格服装中的设计

练习； 

（2）系列服装图案设计应用练习。 

重点掌握图案的设计

应用与服装之间的关

系。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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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任务教学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在成绩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

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平时作业根据课程进度

进行相应的练习：服装图案的基本构成形式 1张；设计方法练习 2张；灵感来源练习 2张；

造型方法和表现技法 3张。要求为 8开绘画纸。期末作业以主题性服装图案系列设计，要求

4开绘画纸，一系列不少于 4套，并绘制参考图案，写设计说明，制作实物一套。最终以（期

末作业成绩占比 70%、平时作业成绩占比 30%）的标准进行学期成绩的最终评定。课程结束

时，制定评分标签，期末成绩与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国际时装图案设计:从设计概念到最终成品》.安赫尔·费尔南德斯 .东华大学出

版社，2016年 

[2]《服饰图案设计与应用》.谢秀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3]《服饰图案设计》.汤迪亚.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年 

[4]《服饰图案设计》.孙世圃.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年 

 

 

 

 

                                            执笔人：王  玲 

审定人：李华林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AE%89%E8%B5%AB%E5%B0%94%C2%B7%E8%B4%B9%E5%B0%94%E5%8D%97%E5%BE%B7%E6%96%AF&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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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装结构设计与工艺》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495）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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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女装结构设计与工艺        课程代码：13112495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 5学分 

学时：96学时（理论 16学时/实践 8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服装打版到缝制，是服装从平

面到立体制作的过程，包含几个实践操作环节，将裙装、女式衬衫、女式西服打版并缝制成

衣。为毕业后进入生产实践、适应现代服装生产打下初步基础。先行课程服装设计基础、服

装工艺基础、立体裁剪Ⅰ，后续课程男装结构设计与工艺、成衣设计Ⅰ、成衣设计Ⅱ、创意

服装设计与制作、专题设计。本课程主要包含女装体表特征和人体测量方法,女装衣领、女

装衣身结构纸样、衣领结构纸样、衣袖结构纸样、裤装结构纸样、裙装结构纸样绘制与女装

工艺制作等内容。 

 

三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熟悉人体体表特征与服装点、线、面的关系；理解服装结构

与人体曲面的关系，掌握服装适合人体曲面的各种结构处理形式；掌握女装衣领、衣身、衣

袖，裙、裤基础纸样在各类款式的结构设计中的应用；掌握审视服装效果图的结构组成，各

部份比例关系和具体尺码分辨结构可解性的能力。并使学生了解裙装、女式衬衫、女式西服

制作工艺的内在规律，要求学生具有独立完成各类服装的制作能力，对服装工艺与造型、材

质、相互关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具备较系统扎实的服装工艺制作能力。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女性体表特征与服装点、线、面的关系以及服装结构与人

体曲面的关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熟悉女装基础纸样的基本知识与原理。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在掌握女装结构基本纸样的基础上，熟悉掌握女装衬衫、西

装、外套、裙子、裤子基础纸样在各类时尚款式结构设计中的应用能力；注意女装生产纸样

和成衣生产工艺、服装营销等能力的培养，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女装结构设计与工艺》课程以市场流行趋势为导向，以服装行业工艺水平为标准，以

行业岗位能力的培养为课程设计的出发点，课程教学突出教、学、做一体的理念，强调理论

教学和项目实训的衔接与融合，注重学生对女装设计应用能力的全面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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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女装结构设

计基本知识 

1.熟悉女装体表特征和测量方

法； 

2.熟悉女装基本款式分类。 

1.理论教学内容： 

（1）女装体表特征和测量方法； 

（2）女装基本款式分类。 

重点了解女装结构设计的基础

知识、女装基本款式分类。 
1 0 

2 
女装缝制工

艺基本知识 

1.熟练掌握各类缝型的操作要领

及质量要求； 

2.掌握熨烫质量要求；初步掌握

呢料工艺中的“归、拔、推”工

艺。 

1.理论教学内容： 

（1）女装各零部件缝制要领； 

（2）女装熨烫质量要求。 

重点掌握女装各零部件缝制工

艺要领。 
1 0 

3 
女上装整体

结构设计 

1.掌握女装衣身结构设计； 

2.掌握女装衣领结构设计； 

3.掌握女装衣袖结构设计。 

1.理论教学内容： 

（1）女装衣身结构设计； 

（2）女装衣领结构设计； 

（3）女装衣袖结构设计。 

2.理论教学内容： 

（1）女装各部件结构制图实践练习 

重点掌握时装中的结构设计变

化规律。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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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裙装基础型

结构设计 
掌握不同款式的裙装结构设计。 

1.理论教学内容： 

（1）西装裙结构设计； 

（2）褶裥裙结构设计； 

（3）其他款式裙装结构设计。 

2.实践教学内容： 

（1）西装裙结构制图练习； 

（2）褶裥裙结构制图练习； 

（3）其他款式裙装结构制图。 

重点掌握女装裙装结构设计变

化规律。 
2 10 

5 
裤装结构设

计 

1.掌握裤装基础型结构设计； 

2.掌握牛仔裤结构设计； 

3.掌握宽松裤结构设计； 

4.掌握短裤结构设计。 

1.理论教学内容： 

（1）裤装基础型结构设计； 

（2）牛仔裤结构设计； 

（3）宽松裤结构设计； 

（4）短裤结构设计。 

2.实践教学内容： 

（1）不同裤型结构制图练习 

重点掌握夹克结构变化规律。 1 10 

6 
时尚女装结

构的绘制  
掌握不同款式女装结构设计。 

1.理论教学内容： 

（1）风衣结构设计；（2）外套结构设计。 

2.实践教学内容： 

（1）风衣外套结构制图练习 

重点掌握大衣结构变化规律。 1 10 

7 

根据女纸裙

装、女式衬

衫、女式西服

1:1样板裁布

制作 

1.掌握裙装、衬衫的工艺流程与

缝制方法； 

2.掌握西服套装的工艺流程及缝

制方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裙子、衬衫的工艺流程与缝制方法； 

（2）西服套装的工艺流程及缝制方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裙子、衬衫的工艺流程实践； 

（2）西服套装的工艺流程实践。 

重点掌握女装缝制工艺细节及

标准。 
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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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任务教学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在成绩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

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平时作业根据课程进度

进行相应的练习：女上装 1：5比例结构图 5张；女裤装 1：5比例结构图 2张；女裙装 1：

5比例结构图 3张。设计制作一件裙子、衬衣。要求结构新颖，工艺制作符合标准要求。期

末作业设计 1套职业女装，要求写设计说明、画出正背面款式图、绘制出 1：1的服装结构

图。制作一套职业女装，工艺制作符合标准要求。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女装结构设计与纸样》.陈明艳.东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2]《服装结构设计女装篇》.侯东昱、马芳.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 

[3]《女装结构设计（上）》.张向辉、于晓坤.东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4]《女装结构设计（下）》.王建萍.东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执笔人：王  玲 

审定人：李华林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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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服装史》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312）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63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中外服装史               课程代码：13112312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48学时/实践 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理论课程。主要介绍各个历史时期特

定地域服装特点以及经济、政治、思想、伦理、宗教以及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等各种社会因

素，对服装发展、演变的作用和影响；各个历史时期的服装发展过程中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

先行课程服装设计基础、服装工艺基础、立体裁剪Ⅰ、女装结构设计与工艺，后续课程男装

结构设计与工艺、成衣设计Ⅰ、成衣设计Ⅱ、服装材料与面料再造设计、创意服装设计与制

作、专题设计。 

 

三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了解中外服装服饰的发展与演变历史，充分掌握服饰

演变规律、领会世界各民族服装精髓，从而加强学生的服饰艺术修养，提高学生的服饰审美

能力，增强学生的设计意识。通过对具体的服装现象的具体分析，评定它们在服装发展史中

的地位、作用及意义。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了解中外服装服饰的发展与演变历史，充分掌握服饰

演变规律、领会世界各民族服装基本特征。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西方服装发展的脉络与文化；培养学生服装设计的审

美鉴别能力和艺术设计能力，使学生认识服装变迁的原因与发展规律，获得关于服装的基础

知识，提升教学效果。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艺术素养、审美水平以及良好的团队合

作精神。从而加强学生的服饰艺术修养，提高学生的服饰审美能力，增强学生的设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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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中国服装史绪论 

春秋、战国时期

服饰概况 

1.了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2.了解春秋、战国时期服饰概况。 

1.理论教学内容： 

（1）绪论； 

（2）夏、商、周服饰； 

（3）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4） 春秋、战国时期服饰概况。 

重点熟悉夏商周春秋战

国时期服饰特征。 
3 0 

2 汉代服饰  

1.了解汉初服饰； 

2.掌握汉代一般服饰； 

3.掌握汉代妇女服饰。 

1.理论教学内容： 

（1）汉初服饰； 

（2）汉代一般服饰； 

（3）汉代妇女服饰。 

重点掌握汉代服饰特征

及意义。 
4 0 

3 魏晋南北朝服饰  
1.了解南北朝服饰的互相影响； 

2.了解南北朝的典型服饰形制。 

1.理论教学内容： 

（1）南北朝服饰的互相影响； 

（2）南北朝的典型服饰形制。 

重点掌握南北朝服饰背

景及特征。 
4 0 

4 隋唐服饰  

1.了解隋唐服饰的整体特征； 

2.掌握隋唐官服； 

3.掌握隋唐男女服饰。 

1.理论教学内容： 

（1）隋唐服饰的整体特征； 

（2）隋唐官服； 

（3）隋唐男女服饰。  

重点掌握唐代服饰历史

背景及服饰特征。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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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宋、辽、金、元

的服饰 

1.了解宋代服饰的整体特征； 

2.了解宋代官服； 

3.掌握宋代男女服饰； 

4.熟悉辽金元服饰。 

1.理论教学内容： 

（1）宋代服饰的整体特征； 

（2）宋代官服； 

（3）宋代男女服饰； 

（4）辽金元服饰。 

重点掌握宋代服饰背景

及服饰特征。 
4 0 

6 明清服饰   
1.掌握明代服饰； 

2.掌握清代服饰特征。 

1.理论教学内容： 

（1）明代服饰； 

（2）清代服饰。 

重点掌握明清时期的服

饰背景及特征。 
4 0 

7 西洋服装史 
1. 了解西洋服装史发展概况；  

2. 熟悉古代服装特征。 

1.理论教学内容： 

（1）古埃及服装； 

（2）古代西亚服装； 

（3）爱琴文明中克里特人服装； 

（4）古希腊服装； 

（5）古罗马服装。 

重点掌握西方古代服装

特征。 
4 0 

8 中世纪服装 

1.了解拜占庭时代服装； 

2.了解欧洲文化黑暗时代服装； 

3.熟悉罗马式时代服装； 

4.熟悉哥特式时代服装。 

1.理论教学内容： 

（1）拜占庭时代服装； 

（2）欧洲文化黑暗时代服装； 

（3）罗马式时代服装； 

（4）哥特式时代服装。 

重点掌握拜占庭、罗马、

哥特式时代的服装特征

及历史背景。 

5 0 

9 近世纪服装  

1.熟悉文艺复兴时期服装； 

2.熟悉巴洛克时期服装； 

3.熟悉洛可可时期服装。 

1.理论教学内容： 

（1）文艺复兴时期服装； 

（2）巴洛克时期服装； 

（3）洛可可时期服装。 

重点掌握文艺复兴、巴

洛克、洛可可时期的服

装特征及历史背景。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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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近代服装 

1.了解新古典主义时代服装； 

2.熟悉浪漫主义时代服装； 

3.熟悉新洛可可时代服装； 

4.熟悉巴塞尔时代服装； 

5.了解 S形时代服装。 

1.理论教学内容： 

（1）新古典主义时代服装； 

（2）浪漫主义时代服装； 

（3）新洛可可时代服装； 

（4）巴塞尔时代服装； 

（5）S形时代服装。 

重点掌握新古典主义、

新洛可可、巴塞尔时代

的服饰造型特征。 

5 0 

11 现代服装 

1.了解女装的现代化； 

2.了解细长型与军服式； 

3.了解迪奥尔时代； 

4.了解流行的转化； 

5.了解流行的多样化时代。 

1.理论教学内容： 

（1）女装的现代化； 

（2）细长型与军服式； 

（3）迪奥尔时代； 

（4）流行的转化； 

（5）流行的多样化时代。 

重点掌握迪奥尔、流行

的多样化时代的服装特

征。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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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分组讨论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理论课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

核的方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在成绩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

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平时作业根据课

程进度进行相应的练习：以不同历史时期的服装元素为灵感设计系列服装并制作成衣一套。

期末作业以试卷考试形式进行。最终以（期末作业成绩占比 70%、平时作业成绩占比 30%）

的标准进行学期成绩的最终评定。课程结束时，制定评分标签，期末成绩与作品一起拍照并

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中西服装史》.叶立诚.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年 

[2]《中外服装史》.贾玺增.东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3]《中外服装史》.张竞琼.安徽美术出版社，2011年 

[4]《新编中外服装史》.陈东升.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 

 

 

 

 

                                            执笔人：王  玲 

审定人：李华林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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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装结构设计与工艺》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496）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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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男装结构设计与工艺        课程代码：13112496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 5学分 

学时：96学时（理论 16学时/实践 8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服装打版到缝制，是服装从平

面到立体制作的过程，包含几个实践操作环节，将衬衫、夹克、外套、男式西服打版并缝制

成衣，为毕业后进入生产实践、适应现代服装生产打下初步基础。先行课程服装设计基础、

服装工艺基础、立体裁剪Ⅰ、女装结构设计与工艺，后续课程成衣设计Ⅰ、成衣设计Ⅱ、创

意服装设计与制作、专题设计。本课程内容包括男装结构概述、西服套装 、衬衫结构设计、 

夹克结构设计、大衣结构设计、男西裤结构设计与男装工艺制作等内容。 

 

三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熟悉男性体表特征与服装点、线、面的关系；理解服装结构与

人体曲面的关系，掌握服装适合人体曲面的各种结构处理形式；掌握男装衬衫、西装、外套、

裤子基础纸样在各类款式结构设计中的应用。 

要求学生具有独立完成各类服装的制作能力，对服装工艺与造型、材质、相互关系有一

个全面的认识，具备较系统扎实的服装工艺制作能力。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男性体表特征与服装点、线、面的关系以及服装结构与人

体曲面的关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熟悉男装基础纸样的基本知识与原理。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在掌握男装结构基本纸样的基础上，熟悉掌握男装衬衫、西

装、外套、裤子基础纸样在各类款式结构设计中的应用能力；注意男装生产纸样和成衣生产

工艺、服装营销等能力的培养，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男装结构设计与工艺》课程以市场流行趋势为导向，以服装行业工艺水平为标准，以

行业岗位能力的培养为课程设计的出发点，课程教学突出教、学、做一体的理念，强调理论

教学和项目实训的衔接与融合，注重学生对男装设计应用能力的全面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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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男装结构概述 

1.了解男装结构的基本理论与原理； 

2.熟悉男装的种类与搭配； 

3.熟悉男装的设计规则和造型特点； 

4.掌握男装基本纸样的绘制方法和步骤。 

11.理论教学内容： 

（1）男装结构的基本理论与原理； 

（2）男装的设计规则和造型特点； 

（3）男装基本纸样的绘制方法和步

骤。 

重点了解男装结构设计

的基础知识、男装设计

规则和造型特点。 

1 0 

2 
男装工艺基本

知识 

1.熟悉男衬衫、男西服、西服背心基本用料； 

2.熟悉男装的分类；  

3.了解成品规格的制定。 

1.理论教学内容： 

（1）男衬衫、男西服、西服背心基

本用料； 

（2）男装的分类；  

（3）成品规格的制定。 

重点掌握男装衬衫、西

装、西服背心排料及细

节缝制工艺。 

1 0 

3 衬衫结构设计 掌握男衬衫结构设计。 

1.理论教学内容： 

（1）男衬衫结构制图 

2.实践教学内容： 

（1）男衬衫结构设计实践练习 

重点掌握男衬衫领子与

袖口结构设计。 
1 8 

4 西服结构设计 掌握不同款式的西服结构设计。 

1.理论教学内容： 

（1）礼服结构设计； 

（2）休闲西装结构设计。 

2.实践教学内容： 

（1）礼服制图练习 

（2）休闲西装制图练习 

重点掌握男西装领形结

构变化设计。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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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夹克结构设计 熟悉夹克结构设计。 

1.理论教学内容： 

夹克结构设计。 

2.实践教学内容： 

不同款式夹克制图练习 

重点掌握夹克结构变化

规律。 
1 8 

6 大衣结构设计  掌握各类男式大衣结构设计。 

1.理论教学内容： 

（1）风衣结构设计； 

（2）外套结构设计。 

2.实践教学内容： 

（1）不同款式大衣结构制图练习 

重点掌握大衣结构变化

规律。 
1 8 

7 男裤结构设计 掌握男裤的结构设计。 

1.理论教学内容： 

（1）男西裤结构设计； 

（2）休闲裤结构设计。 

2.实践教学内容： 

（1）男西裤结构制图练习 

（2）休闲裤结构制图练习 

 

重点掌握男裤结构变化

规律。 
1 8 

8 
衬衫、西服 1:1

样板裁布制作 

1.掌握衬衫的工艺流程与缝制方法； 

2.掌握西服套装的工艺流程及缝制方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衬衫的工艺流程与缝制方法； 

（2）西服套装的工艺流程及缝制方

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衬衫缝制工艺实践 

（2）西服缝制工艺实践 

重点掌握男装缝制工艺

细节及标准。 
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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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在成绩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

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平时作业根据课程进度

进行相应的练习：西装 1：5比例结构图 1 张；衬衫 1：5比例结构图 1张；夹克 1：5比例

结构图 1张；大衣 1：5比例结构图 1张；西裤 1：5比例结构图 1张。设计制作一件裤子、

衬衣。要求结构新颖，工艺制作符合标准要求。期末作业设计 1套男西装，要求写设计说明、

画出正背面款式图、绘制出 1：1的服装结构图。制作一件男西装，工艺制作符合标准要求。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服装结构设计与应用男装篇》.徐燕萍、闵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 

[2]《男装结构设计与缝制工艺》.李兴刚.东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3]《成衣纸样与服装缝制工艺》.孙兆全.中国纺织出版社,2010 年 

 

 

 

 

 

                                            执笔人：王  玲 

审定人：李华林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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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衣设计 I（女装、男装）》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497）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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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成衣设计 I（女装、男装）     课程代码：13112497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2.5 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4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主要培养学生掌握成衣与市场

的关系，了解女装、男装成衣设计的基本条件和基本程序，通过市场调研，抓住该阶段市场

流行服饰的流行时尚。该课程设在女装、男装结构设计与制作之后。在前面学习的基础上，

上升到整体设计阶段。 

 

三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系统学习，除了加强对学生的服装（男装、女装成衣）设计知识教学、技

术能力培养外，特别强化了市场能力以及设计、版型、工艺的链条式训练的综合能力。以典

型的工作任务为载体，培养学生在经过一定的实践积累和磨炼后，能在服装企业担起服装设

计重任或者自创服装品牌的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女、男装成衣的设计理论；成衣设计的基本条件和基本程序。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学会善于观察市场，把握成衣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市场调研，

抓住该阶段市场流行服饰的流行时尚。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人文修养等素质，开阔学生的艺

术视野。强化着装美感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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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成衣设

计概述 
掌握成衣相关概念，为后续学

习打基础。 

1.理论教学内容： 

（1）成衣概念； 

（2）成衣的产生与发展； 

（3）成衣的构成要素； 

（4）女、男装成衣的风格类别； 

（5）女装、男装的分类； 

（6）国内服装工业现状与问题。 

1.成衣的构成要素； 

2.成衣的风格类别。 
1 0 

2 

男、女

装成衣

设计方

法 

掌握女、男装设计流程与设计

方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女、男装成衣设计的相关因素和基本条件； 

（2）服装信息的收集； 

（3）服装流行趋势的预测。 

2.实践教学内容： 

（1）女装系列设计 

（2）男装系列设计 

女、男装的设计流程与方法。 5 28 

3 

品牌成

衣（女

装、男

装）的

设计策

划 

掌握成衣（女、男装）品牌策

划； 

1.理论教学内容： 

（1）成衣的市场细分； 

（2）品牌的定义、类别； 

（3）品牌的市场定位； 

2.实践教学内容： 

（1）女装成衣商品策划。 

（2）男装成衣商品策划 

品牌市场定位、成衣品牌策

划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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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教学评价侧重对学生市场调研能力，流行预测能力和流行运用能力的考

察，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式，实行随堂考

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评价方式上，注

重学生流行把握和市场预测是否正确，是否独立完成，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

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

鼓励学生创新实践。平时作业为实地和收集资料进行品牌企业以及市场的详细调研，对上市

品牌成衣全方位的笔录和市场前景分析，形成报告；集中由学生分别讲解对市场流行的看法，

以及初步定位。期末作业通过阶段性的教学辅导，完成成衣的流行预测提案，并根据提案作

季节性男装、女装系列时尚成衣系列设计。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成衣设计项目教学》.丰蔚.水利水电出版社，2010年 

[2]《成衣设计》.林松涛.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 

[3]《男装设计》.许才国.东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4]《女装设计》.胡迅、须秋洁、陶宁.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5年 

 

 

 

 

执笔人：蒋冬冬 

审定人：李华林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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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材料与面料再造设计》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499）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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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服装材料与面料再造设计    课程代码：13112499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4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面料是服装的三要素之一，了

解服装面料的外观形态，织物组织结构及服用性能，强化不同面料的特性。通过积极制作织

物，拓展织物构造理念，进一步对原有面料进行再造设计，在此基础上形成服装的创新设计。

本课程主要包含服装面料的发展概况、不同面料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面料再造的设计与制

作手法等内容。 

 

三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系统学习，使学生了解服装面料的发展，面料对服装的重要影响，理解面

料再造的基础知识，掌握服装面料再造的设计原理和制作表现方法。为本专业后续课程的学

习打下坚实基础，培养服装面料设计应用能力。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不同面料的外观形态特征和组织结构特征，了解

服装面料再造的设计原理和制作表现方法及服用性能。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通过改变面料原有的色彩或组织、或肌理

等效果，创造出新的艺术视觉效果。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发现和创造出面料组织和色彩的构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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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服装材

料概述 

1.认识服装材料及其组织原理； 

2.服装材料的工艺手段。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装材料的概念； 

（2）服装材料的发展史； 

（3）服装材料的类别； 

（4）常见服装材料的性能； 

（5）各类服装对选材的要求 

（6）服装材料的具体运用； 

（7）传统手工艺介绍； 

（8）高科技在面料设计中的运用。 

了解各种面料组织形态。 2 0 

2 
面料的

再设计 

1.掌握面料再造的方法； 

2.面料再造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1理论教学内容： 

（1）面料再设计的原则与程序； 

（2）再造面料的类型； 

2.实践教学内容： 

（1）再造面料在服装中的应用。 

面料再造的方法。 4 40 

3 

面料再

造作品

赏析 

通过对优秀作品的赏析，提高审美情

趣，发掘更多创新点。 

1.理论教学内容： 

（1）优秀学生作业赏析； 

（2）大师服装作品中的面料再造赏析。 

能对作品案例优缺点进行分析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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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教学评价侧重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工艺表达能力的考察，本课程考试为

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

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评价方式上，注重学生创新性，是

否独立完成，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平时作业根据课程进

度进行相应的练习：非纺织材料再造设计 10种形态；纺织材料再造 10种形态，规格 25cm

×25cm。期末作业进行命题设计，以非纺织或纺织材料再造的面料为元素设计一系列服装。

制作面料小样，完成效果图。要求学生能熟练运用面料再造技法表达设计命题，能充分挖掘

题材，设计方案具有一定的内涵和创造力，表现手法与风格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服装材料创意设计》.任绘、修晓倜.吉林美术出版社，2014年 

[2]《现代服装面料再造设计》.邓美珍.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3]《现代服装面料的开发与设计》.龚建培.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4]《服装面料艺术再造》.梁惠娥.中国纺织出版社，2009年 

 

 

 

 

执笔人：蒋冬冬 

审定人：李华林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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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衣设计 II》 

（职业装、礼服、童装）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498）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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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成衣设计 II（职业装、礼服、童装）课程代码：13112498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 3.5 学分 

学时：60学时（理论 10学时/实践 5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该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主要培养学生掌握成衣与市场

的关系，了解职业装、礼服、童装成衣设计的基本条件和基本程序，通过市场调研，既能抓

住各阶段市场流行服饰的流行时尚，又能满足职业装、礼服、童装服装功能要求。 

    成衣设计Ⅱ通常在立体裁剪Ⅰ、服装工艺基础、服装设计基础、女装结构与工艺、男装

结构与工艺、成衣设计Ⅰ等先行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品牌解读与市场策划、专业实

践、毕业设计等课程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系统学习，除了加强对学生的服装（职业装、礼服、童装）设计知识的了

解、技术能力培养外，特别强化了市场能力以及设计、版型、工艺的链条式训练的综合能力。

为学生毕业后顺利走上工作岗位铺平道路，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实战经验，提高

专业技能，增强社会适应能力。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成衣（职业装、礼服、童装）设计的基本知识（包括企

业成衣设计过程，企业品牌定位等）。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训练，学生应能结合市场调查，设计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职业装、礼服、

童装。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毕业后能在服装企业担起服装设计重任或者自创服装品牌的可

持续发展的综合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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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职业装

设计 

1.了解职业装的基本概念、分

类； 

2.掌握职业装的设计方法，设

计要点。 

 

1.理论教学内容: 

(1)职业装的特征； 

(2)企业识别系统中的职业装； 

(3)职业装的设计流程； 

(4)职业装设计元素分析； 

(5)职业装设计案例分析。 

2.实践教学内容： 

（1）根据不同主题设计系列职业装 

1.职业装的概念，类别以及与时

装的区别； 

2.职业装的设计方法。 

4 16 

2 
礼服设

计 

1.了解礼服的发展史，设计类

别； 

2.掌握礼服的设计方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礼服的发展演变； 

（2）礼服的设计风格； 

（3）礼服设计的分类； 

（4）礼服的廓形设计 

（5）礼服的局部造型； 

（6）礼服的装饰设计； 

（7）礼服设计流程。 

2实践教学内容： 

（1）不同场合礼服设计 

重点是礼服的发展史，设计风格

以及设计方法。 
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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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童装设

计 

1.了解童装设计的基础知识； 

2.掌握不同儿童年龄，不同儿

童性别的童装设计方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童装设计概述； 

（2）儿童心理发展特征与儿童成长阶段童装设

计； 

（3）童装基本设计语言表达及运用； 

（4）童装主题形态设计与局部结构组合设计； 

（5）童装装饰设计与工艺表现形式； 

（6）童装面料设计； 

（7）童装色彩设计 

（8）童装图案设计与工艺表现形式； 

（9）童装风格设计； 

（10）童装效果图； 

2.实践教学内容： 

（1）童装成衣专题设计 

（2）童装整合设计。 

结合儿童心理，对童装设计语言

的表达及运用。 

 
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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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教学评价侧重对学生市场调研能力和设计能力的考察，本课程考试为专

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

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评价方式上，注重学生创新能力，是

否独立完成，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平时作业组织参观品

牌企业和详细的市场调研，对上市品牌成衣（职业装、礼服、童装）全方位的笔录和市场前

景分析，形成报告。集中由学生分别讲解对市场流行的看法，以及初步定位。期末作业通过

阶段性的教学辅导，完成不同职业装、礼服和童装的系列设计。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国际化职业装设计与实务》.刘瑞璞、常卫民、王永刚.中国纺织出版社，2010年 

[2]《经典时尚职业装设计》.陈桂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7年 

[3]《职业装设计》.邹游.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 

[4]《礼服设计与立体造型》.魏静.中国纺织出版社，2011年 

[5]《童装设计》.田琼.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年 

 

 

 

 

执笔人：蒋冬冬 

审定人：李华林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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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配饰设计》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356）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讨论

制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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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服装配饰设计                课程代码：13112356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2.5 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4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配饰是服装的一部分，起到装

饰人体、突出服装整体风格的作用，课程内容包括服饰品设计概述、设计原理、设计分类、

制作工艺技法等内容。 

本课程安排在专业基础课程之后。在这之前已经学习了《基础构成》、《工艺基础》、《服

装效果图》、《女装结构设计与工艺》，这些课程学习之后为配饰学习从设计到制作打下基础。 

 

三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系统学习，使学生了解服饰品与服装的搭配组合关系，能设计与服装配套

的饰品。了解服饰品材料的广泛性特点，了解流行趋势对服饰品的影响。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服饰品设计与服装的关系、服饰品在服装历史中所起到

的重要作用、服饰品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特色等内容。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具备服饰品的艺术设计和制作能力。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服装与配饰的搭配能力，通过手工制作，了解服饰品材

料使用和基本制作技巧，培养与提高学生综合、全面、整体的服装设计理念，提高服饰艺术

整体设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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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服饰品

设计概

述 

1.掌握服饰品设计的基本概念；了解

服饰品的发展历史； 

2.了解服饰品的分类及设计风格。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饰品的概念及基本知识； 

（2）服饰品的分类及特点； 

（3）各类饰品的发展历史及设计风格； 

（4）服饰品设计分类 

重点掌握服饰品的分类及设计风

格。 
2 0 

2 

服饰品

设计原

理 

掌握服饰品设计的基本方法与步骤；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饰品设计原理及造型规律； 

（2）服饰品设计构思； 

（3）服饰品与服装整体搭配原则；  

2.实践教学内容： 

（1）创意服饰品的创作设计。 

重点是服饰品的设计创新以及在

不同整体服装风格中的搭配应

用。 

2 12 

3 

服饰品

制作工

艺 

掌握服饰品制作工艺流程。 

1.理论教学内容： 

（1）分类服饰品设计制图； 

（2）分类服饰品制作工艺要求； 

（3）常用材料工具。 

2.实践教学内容： 

（1）根据自己的设计制作服装配饰 

重点掌握工艺制作流程及方法。 2 28 

4 

优秀服

饰品设

计欣赏 

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修养。 

1.理论教学内容： 

（1）往届优秀作业分析； 

（2）中外优秀服饰设计作品赏析。 

重点学习优秀作品，提高审美情

趣，总结设计规律。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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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学生成绩由教师根据学生平时作业和期末

成绩综合评定，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课程结束时，由 3—5名教师组成考

核小组进行集体评分；最终以 7+2+1（期末作业成绩占比 70%、平时作业成绩占比 20%、出

勤考核占比 10%）的标准进行学期成绩的最终评定。在成绩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

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

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 

平时作业：根据课程进度进行相应的练习：不同配饰设计方法练习，并制作出实物。 

期末作业：特定场合下服装的配饰设计。内容包括灵感来源、设计说明及设计效果图，并将设

计方案制作成实物。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服饰配件设计与制作》.冯素杰、登鹏举.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年 

[2]《服饰配件设计》.郑辉、潘力.辽宁科学技术业出版社，2009年 

[3]《服饰品设计》苏洁.中国纺织出版社，2009年 

[4]《服饰配件设计》张祖芳.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年 

 

 

 

 

执笔人：蒋冬冬 

审定人：李华林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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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服装设计与制作》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00）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讨论

制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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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创意服装设计与制作        课程代码：13112500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3.5学分 

学时：60学时（理论 10学时/实践 5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开设在专业基础课程之后。在

具有专业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进行创意思维的训练和培养。主要包含创意服装设计的相关概

念，创意设计的表现形式，创意设计的风格以及系列创意服装设计等内容。 

 

三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明确创意服装设计的概念及与日常服装设计的区别、联系，明确创

意服装设计与历史、现实（时事）、文化、宗教、未来、科技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传统服装，

过时服装及文化和异国情调的服装研究、创造与过去和现在有所不同的新面貌的服装。通过

创意服装设计的学习，完善学生的设计能力，开发想象力、创造能力。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明确该课程的学习目的，了解时装与日常装的区别与联系，研习历

史服装、民族服装、大师经典服装，把握创意服装的设计规律。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的想象思维、联想思维、反向思维等思维能力。最终能够

在形式、色彩、材料、结构工艺、装饰手法等方面进行创意设计。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锻炼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人文修

养等素质，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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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

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创新能力

培养（学

习阶段） 

1.了解创意服装设计的学习目

的，明确学习方向； 

2.为后面创新能力训练打基

础。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

格调、人文修养，开阔学生的

艺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1）创意服装设计的概念； 

（2）时装与成衣的区别、联系； 

（3）服装设计与创意思维； 

（4）创意服装设计的方法； 

（5）服装的风格形象； 

（6）研习大师作品、学习历史服装、民族服装等； 

1.创意服装的相关概念； 

2.学习好的作品，总结创意

方法。 

6 0 

2 

创新能力

的培养与

训练（变

化阶段） 

分别掌握各种创新手段。 

1.理论教学内容： 

（1）创意的切入点 

2.实践教学内容： 

（1）材料的创意； 

（2）装饰性的艺术创意 

（3）服装的造型创意 

（4）工艺创新。 

（5）色彩与图案为突破点的创新 

重点掌握各种创新手法。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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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新能力

的培养与

训练（创

新阶段） 

1.综合运用创新手法的能力。 

1.理论教学内容： 

（1） 创意服装的制作流程； 

2.实践教学内容： 

（1）主题性系列创意服装设计及创新应用。 

重点掌握各种创新手法的

综合运用。 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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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学生成绩由教师根据学生平时作业和期末

成绩综合评定。课程结束时，由 3—5名教师组成考核小组进行集体评分；最终以 7+2+1（期

末作业成绩占比 70%、平时作业成绩占比 20%、出勤考核占比 10%）的标准进行学期成绩的

最终评定。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在成绩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

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 

平时作业：根据不同进度进行相应各个阶段的创意手法练习。期末作业：根据主题完成

一个系列的服装设计，综合运用各种创新手法。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创意服装设计》.凌雅丽.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 

[2]《服装创意设计》.韩兰 张渺.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 

[3]《创意服装设计》肖琼琼.中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4]《创意服装设计学》梁明玉.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1年 

 

 

 

 

执笔人：蒋冬冬 

审定人：李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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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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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裁剪Ⅱ》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493）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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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立体裁剪Ⅱ                课程代码：13112493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 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4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立体裁剪Ⅱ》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

目标的实现，是以礼服设计及制版为主要教学内容，以礼服的立体裁剪制版和制作方式为训

练手段。是研究服装结构、服装与人体关系的实践性学科。是准确的掌握成衣结构设计变化

规律，提高学生的板型结构水平的一门重要课程。 

    立体裁剪Ⅱ通常在服装工艺基础、服装设计基础、女装结构设计与工艺、立体裁剪Ⅰ、

男装结构设计与工艺等先行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学习专题设计、专业实践（专业竞

赛）等课程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熟悉和了解服装结构与人体的关系；把握服装的基本塑造；

了解不同服装面料特性与结构设计的关系以及平面结构设计与立体结构设计的关系；理解和

掌握礼服结构设计的基本原理和实际应用；礼服结构设计的变化规律，培养学生的服装审美

能力以及基础的服装造型的动手实践能力；能够从不同风格的板型中吸取营养，从而使学生

的板型结构水平有进一步的提高，为其今后的学习及工作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礼服的立体裁剪方法、能够对大师作品进行模仿，

掌握礼服制作的方法和规律。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在掌握立体裁剪基本方式方法的基础上，独立设计、制版及

制作完成一套成衣，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升学生独立完成礼服的设计、制版、制作的实践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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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整体结构的立

体裁剪 

掌握礼服类服装的立体裁剪

方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局部造型方法分析； 

2.实践教学内容 

（1）关键部位省道转移方法操

作。 

1.学习时注意了解各类礼服局部细

节的造型方法； 

2.重点掌握礼服类关键部位省道转

移的方法及省道的设计原理。 

4 8 

2 大师作品分析 
1.掌握服装设计大师作品的制版方式； 

2.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修养。 

1.理论教学内容 

（1）夏奈尔礼服、迪奥礼服、

依夫圣罗兰礼服、华伦天奴礼

服款式分析 

2.实践教学内容 

（1）大师具体作品的制版方法 

重点通过对大师品牌的礼服进行分

析，熟悉礼服制版的技巧和重点。 
2 12 

3 
礼服设计与制

版、制作 

1.掌握礼服的立体裁剪制版方法及制

作工艺要求，独立完成礼服设计、制版

到制作完成； 

2.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礼服制版方法 

（2）礼服制作的特殊工艺方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鱼尾式礼服制版； 

（2）抹胸式礼服制版； 

（3）层叠式礼服制版； 

（4）礼服制作工艺流程 

1．重点掌握鱼尾式、抹胸式、层叠

式礼服的制版方法； 

2.尝试独立设计礼服并能制版制作

实物独立。  

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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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女礼服立体裁剪》.葛英颖.东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 

[2]《服装立体裁剪 礼服篇》.刘咏梅.东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3]《服装立体裁剪》.张文斌.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年 

[4]《服装立体裁剪》.张祖芳.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 

[5]《立体裁剪》.杨焱.西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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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策划》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363）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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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形象策划                  课程代码：13112363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 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4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形象策划》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目

标的实现，是以男、女形象分析、策划、搭配技巧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妆容画法、发饰造型

方法、着装搭配训练手段。是研究如何对个人色彩的形象做出正确判断，根据不同肤色和气

质的人物形象搭配不同妆容、服装颜色的实际应用的一门重要课程。 

    形象策划通常在构成基础、服装设计基础、成衣设计等先行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

续学习品牌解读与市场策划、时装摄影、专业实践（专业竞赛）等课程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熟悉和了解形象策划和设计的概念及基本理论知识；如何

正确判断个人的色彩形象；根据不同肤色和气质的人物形象搭配不同妆容；掌握服装颜色的

实际应用；掌握妆容、发型与服装整体风格的搭配；能够根据具体职业、气质、场合等因素

进行整体形象设计，为其今后的学习及工作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形象策划的理论知识、男性和女性色彩季搭配，

掌握人物形象搭配的不同方式和技巧。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在掌握个人色彩的形象判断，根据不同肤色和气质的人物形

象搭配不同妆容、服装颜色的实际应用，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升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能够准确无误的为目标人物设计妆容、

服装、配饰等整体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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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个人色彩形象 

1.掌握形象策划的基本内涵；了解颜色对

人的影响； 

2.掌握女士色彩季型判断、男士色彩季型

判断与配色指导； 

3.拓展学生知识领域、审美能力。 

1.理论教学内容： 

（1）形象策划的内涵； 

（2）形象策划对人的重要影响； 

2.实践教学内容 ： 

（1）女士、男士色彩季型判断方式。 

学习时注意了重点掌握女

士、男士色彩季型的正确

判断。 

2 2 

2 
服装与化妆、发型

的关系 

1.掌握化妆、发型基本知识；基本妆容的

化法；熟悉矫型化妆的方法；熟悉舞台妆

的画法； 

2.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1.理论教学内容： 

（1）妆容类别 

2.实践教学内容： 

（1）男、女基本妆容画法； 

（2）矫形妆容画法； 

（3）舞台妆画法。 

重点掌握基本妆容画法；

矫形妆容画法，能够根据

具体要求画出不同类型的

妆容。 

2 20 

3 
服装与化妆、发型

的统一性 

1.掌握整体造型的方法及技巧； 

2.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装搭配原理； 

（2）发型搭配设计方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不同类型、风格的服装搭配方

法； 

（2）整体形象搭配方法。 

1．重点掌握服装、发型以

及妆容的搭配方法； 

2.能够因人而异设计不同

的妆容并能合理搭配服

饰。  

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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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形象设计概论》.周生力.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年 

[2]《服饰形象设计》.李小凤.化学工业出版社，2017年 

[3]《形象设计表现技法》.刘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年 

[4]《创意化妆造型基础》.君君.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年 

[5]《人物形象设计》.吴培秀.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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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设计》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304）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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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专题设计                 课程代码：13112304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4.5学分 

学时：72学时（理论 12学时/实践 6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专题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目

标的实现，是以服装创意设计思维项目练习为主要教学内容，以服装专题设计项目实践为训

练手段。是研究针对服装相关岗位职业能力分析所开设的专业课程，培养学生针对具体课题

进行设计的实践能力的一门重要课程。 

    专题设计通常在服装设计基础、成衣设计Ⅰ、成衣设计Ⅱ、立体裁剪Ⅰ、立体裁剪Ⅱ、

创意服装设计与制作等先行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进行毕业设计、巩固、深化、融会

贯通及扩展专业知识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熟悉和了解对具体课题进行设计的实践能力，对所学专业

知识起到巩固、深化、融会贯通及扩展的作用，树立正确的设计思维，提高学生的相关设计

能力，如创意创新能力、绘图能力、计算机辅助设计能力等，为毕业设计打下较好的基础，

为其今后的学习及工作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服装设计的类型与功能特点；熟悉服装专题设计

要素的审美构成方法；熟悉服装材料的性能特点和风格特征。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能将设计素材转化为设计灵感，并手绘或运用计算机辅

助设计软件（ps 与 cd）绘制服装设计草图、服装效果图与款式图，最终完成服装创意设计

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独立完成专项产品从设计研发、款式设计、制版、样衣制作等一系

列环节，达到服装企业对设计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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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服装专题设计

概述 

1.掌握专题设计的基本含义；掌握

专题设计的分类和要素； 

2.掌握专题设计的审美构成法则；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

人文修养，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1）专题设计的基本内涵及发展； 

（2）专题设计的类别； 

2.实践教学内容: 

（1）专题设计的审美法则及具体应用； 

1.学习时注意区分专题设计

的类别，不同类别的设计要

求；  

2.重点掌握专题设计的审美

法则，能够准确无误的表达

设计意图。 

4 12 

2 
服装创意设计

思维项目训练 

1.掌握服装创意设计思维的设计思

路； 

2.掌握设计思维的合理表达；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装造型设计的方法； 

（2）服装色彩与图案设的方法； 

（3）服装材料设计的方法； 

（4）服装装饰工艺设计的方法； 

（5）服装风格设计的方法； 

（6）效果图的表现方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服装专题设计综合设计方法应用。 

重点掌握设计方法的综合运

用，合理进行效果图表现。 
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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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装专题设计

项目实践 

1.掌握女装专题设计、男装专题设

计、童装专题设计、大赛专题设计

的设计流程、方法、设计表现；  

2.提高学生综合知识的运用能力； 

3.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装产品调查分析方法； 

（2）服装流行趋势分析方法； 

（3）产品推广策略管理。 

2.实践教学内容: 

  （1）专项服装设计创新实践 

1．重点掌握不同类别的服装

专题设计要求、原则、流程、

方法； 

2.尝试将设计、管理、营销

结合起来，做专项设计产品

推广，培养职业素养和团队

协作精神。  

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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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服装专题设计》.李克兢 李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 

[2]《服装专题设计》.陈金怡 蔡阳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3]《服装专题设计》.钟恒.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4]《服装专题设计》.熊晓燕 江平.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5]《服装设计风格》.王晓威.东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执笔人：李华林 

审定人：董顺伟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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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设计（CD）》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04）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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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计算机辅助设计（CD）      课程代码：13112504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20学时/实践 28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本主要介绍 CorelDraw 软件的

使用和在服装效果图制作、处理过程中的基本概念、方法和技巧。CorelDraw 是一款功能十

分强大、使用范围广泛的平面矢量图处理软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 CorelDraw 的使用

方法，灵活运用软件进行平面设计和辅助服装设计等创作，开拓学生在服装设计方面的设计

思路与表现方法，提高学生的综合设计水平与能力。 

 

三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熟悉掌握 CorelDraw 的绘图功能，能够熟练地运用软件绘

制和修改所需要的图片，并将这些知识运用于服装设计效果图的描绘。 

知识目标 

了解 CorelDraw 软件功能，各个工具的使用。学习运用 CorelDraw 绘制复制效果图和结

构图，熟练掌握绘图技法，并与 PS等软件以及手绘相结合，制作更完美的服装效果图。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 CorelDraw 的绘图方法和技巧，并运用于服装效果图的

描绘中。熟悉 CorelDraw 的各个工具使用方法，并能够与 PS 等绘图软件相结合，更好地绘

制服装效果图与结构图。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将手绘与电脑绘图结合起来，用电脑软件辅助手绘，描

绘更形象更生动更艺术化的服装及配饰效果图。将 CorelDraw 与其他绘图软件以及手绘相结

合，更好地绘制服装效果图与结构图，能够快速生动准确地将自己的设计构思和意图实现出

来，为成为合格的服装设计师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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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CorelDraw 基

础知识 

1.在服装设计领域中应用 CorelDraw 

2.掌握CorelDraw软件工具的使用方法； 

3.掌握服装效果图的完整绘制过程。 

1.理论教学内容： 

（1） CorelDraw 工作界面； 

（2）绘图基本知识； 

（3）新建、打开和导入文件； 

（4）关闭与保存文件。 

1.软件的基本介绍和工具的使用

方法； 

2.如何新建、打开和导入文件； 

2.页面设置、菜单栏、工具栏、

调色板。 

4 8 

2 
服装图案设

计 

1.掌握图案的写生与变化； 

2.图案的题材与收集 

3.图案的组织形式 

4.服装图案设计的原则 

2.实践教学内容： 

（1）花卉图案、风景图案、人物

图案、几何图案、动物图案； 

（2）图案的组织形式 

（3）图案与色彩。 

1.重点了解服装图案设计的原

则; 

2.图案的基本要素; 

3.图案的形式规律与法则 

4 8 

3 
服装设计的

基本技法 

1.掌握服装设计的基本技法、人体比例、

基本姿态、着衣步骤； 

2.手、脚、头部的绘制。 

实践教学内容： 

1.绘制五官； 

2.绘制帽子和头发效果； 

3.绘制装饰品。 

1.手、脚和头部的绘制； 

2.装饰物的绘制。  
4 8 

4 
服装的整体

设计 

1.上衣的整体设计； 

2.裤子的整体设计； 

3.裙子的整体设计。 

实践教学内容： 

1.绘制上衣效果； 

2.绘制短裙效果； 

3.绘制手套和皮靴。 

1．掌握服装系列设计的要素、设

计原理、设计方法； 

2.能够运用设计原理和设计方

法，合理表现系列服装设计。 

4 8 



111 

 

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CorelDraw 服装设计技法》.赵辉 宋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2]《CorelDrawX6 服装设计标准教程》.丁雯.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 

[3]《CorelDraw 服装款式设计实例教程》.梁家劲.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年 

[4]《CorelDraw 服装设计》.江汝南 戚雨节.东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执笔人：战  红 

                                        审定人：李华林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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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解读与市场策划》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02）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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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品牌解读与市场策划        课程代码：13112502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2学分 

学时：32学时（理论 32学时/实践 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在服装产业进入品牌化的今

天，对服装企业从业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与服装行业相关的专业教育提

出了新的挑战。本课程针对服装品牌的设计需要，在以服装品牌营销与市场策划理论为框架

的基础上，力求探索服装品牌营销与市场策划相结合的新模式。对服装市场现状进行深入的

分析与定位后，从品牌服装入手，结合服装企业的特点，通过帮助服装经营与实践者树立现

代市场企划观念，解释案例的规律性，一次来指导服装企业的营销实践。 

 

三  课程目标 

结合服装行业的实践，采用了大量的案例分析，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本土市场服装品牌

案例，力求既简洁又有说服力，又具可操作性，为品牌服装企业人员、缺乏服装品牌设计经

验而又有职业自创品牌的服装设计师，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知识目标 

了解服装品牌营销与市场策划实施要素，服装品牌的广告策略，服装品牌营销策略，服

装品牌营销人员管理，服装品牌卖场的选址与设计，服装品牌营销与市场策划实例。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品牌建立、运营的整体规划和品牌内涵的确立。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在校期间有目的有计划地学习，以建立原创品牌为学习

目标，在实践的过程中成长为品牌策划、运营、营销与设计的全面的高素质服装设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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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服装品牌营销

与市场策划实

施要素 

1.服装品牌概述； 

2.服装品牌的营销定位； 

3.服装品牌营销的市场调研。 

1.品牌的竞争力要素； 

2.中国服装品牌现状； 

3.服装品牌的市场细分化； 

4.服装品牌的目标市场策略。 

1.服装市场的主要竞争形式； 

2.了解现阶段服装设计在中国

的发展趋势； 

2.服装品牌的目标市场策略。 

6 0 

2 
服装品牌营销

策略 

1.产品策略； 

2.价格策略 

3.渠道策略。 

1.服装零售店促销的特殊问题； 

2.广告的实效化； 

3.服装品牌营销广告市场现状及发展； 

4.服装品牌营销广告的策略。 

1.确定广告目标； 

2.确定广告预算； 

3.选择广告信息； 

4.制定媒体战略 

5.广告效果评估。 

6 0 

3 
服装品牌的广

告策略 

1.掌握服装品牌广告市场现状及

发展； 

2.服装品牌营销广告的策略； 

1.确定广告目标； 

2.确定广告预算； 

3.选择广告信息。 

1制定媒体战略； 

2.广告效果评估。 
6 0 

4 
服装品牌营销

人员管理 

1.服装品牌营销人员的职务分类

与工作范畴； 

2.服装买手； 

3.设计师集合店。 

1.服装卖场的位置定位； 

2.服装品牌选址定位的走向策略； 

3.服装卖场设计。 

1.品牌买手的市场操作过程； 

2.品牌买手运作的重点； 

3.设计师集合店，网络平台店。 

6 0 

5 

服装品牌营销

与市场策划实

例 

1.通过案例学习如何建立与运营

服装品牌； 

2.品牌定位。 

1． 1.H&M的评价时尚； 

2． 2.ELLE的品牌延伸之道； 

3． 3.美宝莲的经营之道； 

4． 4.价格策略与品牌定位。 

1.创新买手流程不等于丢弃原

有风格； 

2.价格策略； 

3.品牌定位。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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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服装品牌营销与市场策划》.范铁明.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 

[2]《服装.产业.设计师》. 莎伦.李.塔特.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年 

[3]《索理.服装市场营销》. 刘小红、刘东、陈学军.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年 

[4]《服装品牌实务》. 孙静. 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 

[5]《时装设计元素》. 理查德.索格 杰妮.阿黛尔.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6]《服装市场调查方法与应用》. 宁俊.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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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染》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03）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讨论

制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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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扎染                     课程代码：13112503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4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扎染》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本课程为我院自研开发的地

域性特色课程。前期课程有人机工程学、材料工艺与模型制作、产品语义学、产品生态设计

等，后续课程有产品研发与设计、产品通用设计、产品展示设计、系统设计等课程。通过对

本课程的学习,了解乌江流域传统艺术的表现方法和技艺，并能灵活地运用于现代艺术设计

（比如产品设计、服装、家居饰品等）当中。 

 

三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很好地了解我国传统扎染手工艺的表现形式及其艺术特

征，熟悉民间扎染工艺的特点，正确掌握扎染的制作基本技法，了解扎染的历史及其发展动

向；掌握扎染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灵活运

用到现代艺术设计中并与之相结合。同时，开阔学生的眼界、陶冶情操，提高学生对民间美

术欣赏的艺术修养和艺术表现能力，激发学生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艺术的意识和使命感。 

知识目标 

了解扎染的工艺特点、扎染的种类、乌江流域民间手工印染概况、印染的面料与染料，

掌握扎染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能力目标  

让学生了解民间艺术，掌握扎染的基本针法、扎染的制作工艺制作流程和基本技能，提

高和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 

素质目标 

提高学生的综合艺术修养，拓展艺术视野、陶冶情操，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和创新精神，

激发学生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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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手工印染概论 

1.使学生通过对扎染课程的学

习与了解，扎染的概况及基础知

识。 

1.手工印染概论。了解手工印染的种

类、乌江流域民间手工印染概况。 

1.了解手工印染的种类及民间

文化。  
2 0 

2 
手工印染的面

料与染料 

1.了解手工印染的面料； 

2.掌握手工扎染的染色方法。 

1.手工印染的面料与染料。 了解手工

印染的面料、手工印染的染料、常用

染料的染色方法。 

1.手工印染的面料； 

2.常用染料的染色方法。 
2 8 

3 扎染制作工艺 

1.掌握扎染的基本针法及制作工

艺流程和扎染设计的基本原则

和方法； 

2.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和创新

精神，激发学生继承和发扬优秀

传统文化的意识和使命感。 

1.扎染制作工艺。认识扎染的工具与

材料、掌握扎染的基本针法、 扎染

的制作工艺流程； 

2.掌握扎染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1.扎染的基本针法； 

2.扎染的制作工艺。 
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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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示范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选修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

的方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在成绩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实践操作能

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现

代设计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策划创新。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

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

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

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

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扎染与蜡染的艺术》.鲍小龙 刘月蕊.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2]《西方染织纹样史》.孙基亮.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年 

[3]《民间染织美术》.钟茂兰.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年 

[4]《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美术研究与集成》.余继平.重庆出版社，2011年 

 

 

 

 

执笔人：战  红 

审定人：李华林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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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 CAD》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402）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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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服装 CAD                  课程代码：13112402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20学时/实践 28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服装 CAD》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是以服装 CAD 软件中

不同工具的操作方法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各种服装款式、零部件 CAD 制图为训练手段。是

研究如何将服装款式图、制版图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绘制成服装工业样板； 了解服装 CAD

的基本知识、应用范围、发展趋势、能运用所学制图知识进行服装 CAD制图、推版、排料等

操作，并能独立完成整套服装工业样板的制作的一门重要课程。  

    服装 CAD 通常在服装设计基础、女装结构与工艺、男装结构与工艺等先行课程之后开

设，并为学生后续学习创意服装设计与制作、专业实践（专业竞赛）、专题设计等课程筑牢

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熟悉和了解服装 CAD的基本知识、应用范围、发展趋势、

能运用所学制图知识进行服装 CAD制图、推版、排料等操作，并能独立完成整套服装工业样

板的制作。快速、准确和高效打出服装的样板，更好适应现代服装的社会化大生产，为其今

后的学习及工作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服装 CAD的基本知识、软件打版、排料、绘图的

基本操作方法。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根据服装款式独立完成服装 CAD制图、推版、排料等操作，

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升学生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应用能力，适应服装的社会化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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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服装 CAD版

型设计概述 

1.掌握服装 CAD 基础知识概述，了解 CAD

与服装工业的关系； 

2.掌握 CAD 服装制版工艺流程。了解 CAD

的应用领域和 CAD制图的基本流程。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装 CAD的发展； 

（2）服装 CAD 在中国的发展与

种类； 

（3）服装 CAD 各个界面主要的

功能、工具、特性及运用领域。 

1.学习时注意了解不同类型的

CAD的优势之处；了解目前国内外

应用最多、最便捷的服装 CAD 类

型；2.重点掌握所学 CAD 不同功

能模块的操作界面的功能、工具

及特性。 

1 0 

2 
服装 CAD版

型设计基础 

1.了解服装 CAD软件的制版工作界面； 

2.掌握制版工版界面相关的制版工具实

际操作功能。 

1.理论教学内容 

（1）制版工作界面和工具介绍； 

2.实践教学内容 

（1）制版工具具体操作。 

重点掌握制版工作界面中制图工

具的具体操作步骤。 
1 6 

3 
服装 CAD版

型设计应用 

1.掌握不同领型设计、袖型设计等服装局

部及部件设计的电脑制版方法； 

2.掌握短裙设计、连衣裙设计、上衣设计、

裤型设计的电脑制版方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装局部及部件的制版方

法； 

（2）不同类别服装的制版方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领型、袖型、部件制版的

具体操作； 

（2）裙装、连衣裙、上衣、

裤子制版的具体操作。 

重点掌握服装各部件的制版方

法；掌握不同类别服装的制版方

法，能够尝试不同步骤和工具正

确制版。  

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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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装 CAD版

型放缩 

掌握服装样版的推板原理、推版板方法及

电脑操作方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装放码原理和依据。 

2.实践教学内容 

（1）推版工作界面工具操作方

法； 

（2）女上装、下装原型放码具

体操作。 

1.熟练掌握推版工具；2.掌握推

版放码的依据，能够对不同类型

服装进行合理的推版放码。 

2 10 

5 
服装 CAD排

料技术 

掌握服装样版的排料原理、排料方法、电

脑排料的操作方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服装排料的依据。 

2.实践教学内容 

（1）排料系统工具操作方法； 

（2）女上装、下装原型排料具

体操作。 

1.熟练掌握排料系统中工具的操

作方法；2.掌握服装排料的依据，

能够对不同类型服装进行合理的

排料。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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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服装 CAD》.马仲岭.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年 

[2]《服装 CAD工业制板技术》.陈桂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年 

[3]《服装 CAD基础与实训》.金宁 王威仪.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 

[4]《服装工业制版与推板技术》.李悦 李淑敏.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 

[5]《服装工业制版》.李正.东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 

 

 

 

 

执笔人：李华林  

审定人：董顺伟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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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22178）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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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中国画                   课程代码：13122178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选修                 学分：2学分 

学时：36学时（理论 6学时/实践 3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选修课程）。是本专业学生了解认

识中国画概况、掌握中国画基本种类与形式、掌握运用技法的选修课程，是提高综合素质，

扩展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本课程使学生了解中国画的基本知识、认识绘画形式、熟悉中国

画材料的运用、掌握基本的造型规律，了解中国画发展的历史与渊源，形式美感与美学特征，

为提高自己审美、设计、创新能力拓宽自己的艺术视野。 

 

三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认识中国画基本种类与形式，了解中国画发展的历程与各种画类的

艺术特点以及中国画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笔墨技法,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方法和表现技法；初

步使用和掌握中国画工具与材料以及性能特点。学生的艺术修养、审美能力、想象能力以及

艺术语言的表达能力能够得到有效提升。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了解中国画的工具材料特点，了解中国画的种类和传统中国

画的审美形式规律；熟悉中国画绘画的基本步骤以及用线造型的形式法则，笔法与墨法的基

本知识，基本掌握中国画的造型技法规律。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在了解中国画工具、材料、性能特点的基础上，能够运用毛

笔以线造型、浓淡变化的表现规律，初步掌握笔墨的基本技法和表现对象的能力，熟悉中国

画的不同种类有不同的技法表现，不同的艺术风格，为进一步提高学生对传统绘画的感知能

力、表现能力、接受美和鉴赏美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形式与艺术语言特点，提高学生的内涵审

美意识、艺术格调、人文修养等素质，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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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中国画

概述与

作品赏

析 

1.了解中国画在我国的渊源流程，

各时代的变迁与作用，在中国绘画

历史上的位置； 

2.掌握中国画主要的工具、材料特

性以及中国画的基本特点，各画种

的介绍与赏析，笔墨规律与文化精

神核心； 

3.提高学生的人文审美意识、艺术

修养格调、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1）中国画的起源与发展； 

（2）中国画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渊源，

在各历史时期的重要性； 

（3）中国画主要的种类介绍，工具、

材料、绘画特性；历代各时期中国画人

物、山水、花鸟画家作品赏析 

（4）中国画的审美法则，文学寓意，

表现特征。 

1.学习时注意了解中国画与西方的区

别，了解中国画真正的艺术语言和表现

形式以及中国画在历史各时期的主要代

表人物和作品赏析。 

2.重点掌握中国画的人文思想和表现形

式语言，其次是工具、材料特性和技法

表现、灵魂与形式结合的基本特征。 

2 0 

2 

中国画

的基本

技能训

练方法

学习之

一 

1.掌握花鸟画作画的基本方法与

步骤，构图形式法则、浓淡结合画

法等；作品临习； 

2.花鸟画人文精神的解析与文化

蕴涵学习。 

1.理论教学内容： 

对传统艺术语言的感悟与理解，人文修

养的提升，注重传承与推广，各种表现

形式审美赏析介绍； 

2.实践教学内容： 

具体的技法讲解训练、构图的练习与临

摹练习，几种常见植物画法的讲解、练

习和示范演示。 

1.重点了解花鸟画的形式美学原理，赏

析作品与感悟其艺术语言，提升内涵修

养和文化意蕴； 

2.几种常用皴法的技法技能的训练与构

图法则的理解、临摹作品、锤炼笔墨的

练习。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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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画

基本技

能表现

技法学

习之二 

1.了解掌握山水画的基本技法、构

图形式法则、浓淡结合画法等，提

高学生的构图能力，作品的临习练

笔； 

2.山水画的内涵语言感悟。 

1.理论教学内容： 

山水画形式审美赏析介绍和传统艺术

语言的感悟与理解，传统笔墨的修炼，

人文修养的提升，文化传承与推广。 

2.实践教学内容： 

（1）山水中主要内容山石的皴擦技法

讲解、山石、树木的构图练习与临摹练

习，组合练习； 

（2）云雾的适当点缀辅佐练习。 

重点掌握山水画山石、树木、云水的基

本技法练习，山水画构图小品形式的训

练；山水画笔墨艺术，绘画语言的感悟

学习体会，意境语言的提升领悟练习。 

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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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中国工笔画技法》.金纳.西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2]《芥子园画谱》.沈心友  王概.印刷工业出版社，2011年 

[3]《中国美术史》.薄松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执笔人：罗小波 

审定人：李华林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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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2074）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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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水彩                      课程代码：13122074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选修                  学分：2学分 

学时：36学时（理论 6学时/实践 3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水彩》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选修课程）。是以水彩静物写生

为主要教学内容，以水彩画的基本技法为色彩基础技法训练手段。是研究如何运用水彩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法去塑造形体、结构、空间、质感等，如何掌握科学的色彩观察方法和表现技

能的一门重要课程。 

 

三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熟悉和了解水彩画的工具、材料特点，认识色彩规律，掌

握正确的色彩观察方法和色彩感知能力；掌握水彩画的基本特点，干画法、湿画法、干湿结

合等基本表现技法；掌握水彩画的作画方法、步骤，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水彩画的

造型和表现能力，提高学生审美意识，增强审美情趣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为其今后的学

习及工作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水彩画的工具材料特点，了解光色变化规律；掌

握水彩画基本的作画步骤以及干画法、湿画法、干湿结合画法的基本知识，掌握水彩画的造

型表现规律。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在掌握水彩画工具、材料、性能特点的基础上，运用光色变

化规律，初步掌握水彩画的干画法、湿画法、干湿结合等基本技法去表现对象的能力，为进

一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造型能力、表现能力、发现美和鉴赏美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

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人文修养等素质，开阔学生的艺

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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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水彩画概述 

1.掌握水彩画的基本概念； 

2.掌握水彩画主要的工具、材料特性

以及水彩画的基本特点，光色变化规

律。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

人文修养，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1.水彩画的基本概念； 

2.水彩画主要的工具、材料及特性；  

3.水彩画的审美特征； 

4.中外优秀水彩画家的作品赏析。 

1.重点掌握水彩画的工具、

材料特性和水彩画透明、灵

动、轻快等基本特征。 

2 0 

2 
水彩画的方

法与步骤 

1.掌握水彩画作画的基本方法与步

骤； 

2.初步了解水彩画的干画法、湿画

法、干湿结合画法等基本技法；提高

学生的构图能力。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了解光色变化的基本规律； 

（2）学习水彩画作画的基本方法与步骤； 

（3）干画法、湿画法、干湿结合画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从整体入手的方法进行实践训练； 

（2）从局部入手的方法进行实践训练。 

1.重点掌握干画法、湿画法、

干湿结合画法； 

2.运用整体入手、局部入手

的方法进行水彩静物写生。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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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彩画基本

表现技法和

特殊技法 

1.掌握干画法、湿画法、干湿结合画

法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水彩

画造型表现的基本规律； 

2.提高学生运用水彩画工具材料和

基本技法表现对象的能力；掌握水彩

画调色、用水、用笔等技巧以及对画

面的控制能力； 

3.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造型

能力、表现能力、发现美和鉴赏美的

能力； 

4.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水彩画造型表现的基本规律； 

（2）水彩画的调色、用色、用笔技巧； 

（3）水彩画的特殊表现技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运用干画法、湿画法、干湿结合等

基本技法，掌握水彩画用水、调色、用笔

等技巧的训练； 

（2）运用水彩画特殊的表现技法，尝试

进行水彩画创新实践训练。 

1.重点掌握水彩画调色、用

水、用笔技巧以及对时间的

把握和控制； 

2.尝试运用水彩画的特殊表

现技法，追求水彩画特殊的

肌理以及偶然天成的画面效

果。 

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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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侧重于水彩画基础知识及基本技法运用能

力的考核，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

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

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

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

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

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

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水彩画》.刘昌明.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年 

[2]《色彩》.杨贤艺 傅小彪.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新思维水彩画教程》龙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4]《水彩艺术教程》祝炎春.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 

[5]《水彩画写生教程》.杨俊甫.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 

 

 

 

 

执笔人：董顺伟 

审定人：李华林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135 

 

 

《时装摄影》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22316）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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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时装摄影                  课程代码：13122316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选修                  学分： 2学分 

学时：36学时（理论 6学时/实践 3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时装摄影》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选修课程）。是以摄影技巧

为主要教学内容，以为服装、配饰及人物形象策划等进行主题拍摄、场景拍摄为训练手段。

是研究如何通过摄影设备将服装与人体、场景的关系完美表现的一门重要课程。 

    时装摄影课通常在服装设计基础、成衣设计 I、成衣设计Ⅱ、形象策划等先行课程之后

开设，并为学生后续时装陈列于展示、专题设计、毕业设计等课程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熟悉和了解摄影基本器械、摄影的基本方法；通过摄影机

的镜头，捕捉时装在动态和静态中的美感，体现服装的设计形态和结构特征；能够完成一般

题材的拍摄和独立操作；掌握不同场合、不同类别服装的拍摄技巧，为其今后的学习及工作

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摄影器械的使用；摄影技术的学习；掌握各种类

型的摄影技巧。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在掌握摄影技巧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场合、不同类型服

装来选择合适的时装摄影技巧，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摄影能力、搭配能力、表现能力和鉴赏

美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审美情趣、艺术格调、实践动手能力，拓展与专业相关领

域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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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摄影概述 

1.掌握摄影器材的使用方法； 

2.掌握摄影的基本方法；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开阔

学生的艺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1）不同摄影器械的使用方法； 

（2）摄影的基本方法； 

（3）摄影对本专业的影响及重要性。 

1.学习时注意了解不同设备

的使用方法及用途；  

2.重点掌握摄影的基本方

法，能够熟练拍摄指定内容。 

2 0 

2 
服装摄影的基础

知识。 

1.掌握服装摄影的部分特殊技

法、暗房的基本知识； 

2.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 

1.理论教学内容 

（1）摄影的部分特殊方法； 

（2）暗房的使用的方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摄影方法和暗房使用的具体操作方法。 

重点了解暗房的应用，特殊

摄影技法适用的领域范围。 
2 10 

3 
摄影技术的实践

操作 

1.掌握人像摄影、风光摄影、

风格主题摄影的技法； 

2.提高学生的摄影创新意识。 

1.理论教学方法 

（1）摄影方法的分类 

2.实践教学内容 

（1）人像摄影方法； 

（2）风光摄影方法； 

（3）风格主题摄影方法； 

（4）综合运用方法。 

1.重点掌握人像摄影法、风

格主题摄影法； 

2.尝试运用不同的摄影法完

成指定主题的摄影任务。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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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时装片主题拍摄 

1.掌握主题式时装大片的拍摄

技巧； 

2.提高学生的搭配能力、审美

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中外优秀摄影师家作品赏析。 

2.实践教学内容 

（2）主题式摄影技巧。 

重点掌握时装大片的拍摄方

式。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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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时装摄影》.董河东.中国电力出版社，2017年 

[2]《时装摄影》.陈冲.中国纺织出版社，2017年 

[3]《商业服装人像摄影》.尹达.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 

[3]《时装摄影》.苏东.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 

[3]《摄影基础》.王俊涛.中国轻工出版社，2014年 

 

 

 

 

执笔人：李华林 

审定人：董顺伟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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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陈列与展示》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22317）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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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时装陈列与展示            课程代码：13122317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课                适用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选修                  学分：2学分 

学时：36学时（理论 6学时/实践 3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选修课程）。主要学习和了解服装

设计、服装制作、服装陈列与展示艺术设计之间的构思与传达的基本关系，以及静态展示手

段、方法和基本技能，包括人台展示、橱窗展示、店面陈设设计的空间布置能力，以及模特

动态展示的舞台基本场景布置。培养陈列与橱窗设计时尚与创新意识，尤其锻炼动手进行实

物摆设和系列陈列元素综合操作运用的能力。掌握陈列与展示设计的空间规划、平面布置、

灯光控制、色彩配置，以及各种组织策划、有计划、有目的、符合逻辑地将展示内容展现给

观众，并力求使观众接受设计者传达的信息。 

 

三  课程目标 

培养学生掌握时装陈列与展示的知识，了解时装陈列与展示在服装销售过程中所起到的

作用。树立品牌的概念，学习如何通过陈列和展示强化和提升品牌形象。理解陈列和展示是

品牌 VI 系统的一个环节，如何将陈列和展示与品牌的其他环节相呼应，塑造品牌整体形象。 

知识目标 

了解展示设计方法。学习通过陈列和展示塑造品牌形象。理解陈列展示是品牌 VI 系统

的一部分，学习如何通过陈列展示来提高品牌知名度。了解一些知名品牌的成功展示案例，

获取其中的精华，用于以后的陈列与展示设计。 

能力目标 

培养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师。掌握陈列展示方法，更好地为塑造品牌形象服务。系统地

掌握品牌 VI 宣传，品牌整体策划，陈列展示与宣传和销售之间的关系。学习通过陈列展示

更好地烘托服装，塑造和提升品牌形象。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熟练掌握服装陈列知识，对品牌的展示对营销所产生的

作用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并能灵活运用展示技巧塑造品牌形象。理解陈列和展示与服装品牌

整体塑造之间的关系，通过视觉气氛营造塑造品牌整体形象。能够熟练运用展示手法，成为

合格的陈列与展示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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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时装陈列

与装展示

概述 

1.掌握定义及分类；了解服

装陈列与展示的目标；服装

陈列与展示规划； 

2.掌握服装陈列与展示要

素与技巧； 

3.掌握服装陈列与展示的

整体规划与技术组合。 

1. 理论教学内容： 

（1）陈列的基本法则； 

（2）陈列设计的程序； 

（3） 展示设计中的人机工程学。 

2. 实践教学内容： 

（1） 展示设计的版面设计； 

（2） 展示的照明设计； 

（3） 展示道具设计。 

1. 服装陈列与展示要素与技巧； 

2. 展示设计中的人机工程学； 

2. 服装陈列与展示的整体规划与技术组合。 

2 10 

2 

服装服饰

陈列与橱

窗设计 

1.掌握重点局部陈列的橱

窗设计；2. 橱窗设计创意、

表现与实践;3.掌握服装款

式平面图；服装色彩；服装

面料的表现方法。 

1. 理论教学内容： 

（1）重点局部陈列的橱窗设计； 

（2）橱窗的功能与意义； 

（3） 橱窗的种类。 

2.实践教学内容： 

 橱窗的主题与陈列表现手段 

1. 陈列实践与操作练习； 

2. 一般时尚小型商品陈列设计练习； 

3. 名贵小型商品陈列设计练习。 

2 10 

3 

橱窗设计

创意、表

现与实践

练习 

1.掌握橱窗设计的创意构

思； 

2. 橱窗设计的作图表现； 

3. 服装服饰橱窗的实物摆

设与合成。 

1.理论教学内容： 

（1）素材收集方式； 

（2）灵感转化方式； 

（3）设计表达方式。 

2.实践教学内容： 

（1）橱窗设计 

（2）店面整体陈列设计 

本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要求在本市代表性商场店

铺，现场观摩考察商品陈列与橱窗设计的流行时

尚，感受陈列气氛，培养学生的“时尚敏感”，

并在校内教学实训课堂，完成特定商品陈列道具

设计，服装服饰橱窗设计、（手表珠宝化妆品等）

时尚小型商品橱窗设计等阶段性实训实践作业

练习，强化实践动手能力与相关积累。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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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式，

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评价方式上，

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

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

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

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

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

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质教

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服装陈列设计师教程》.穆芸 潘力.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年 

[2]《现代商业空间展示设计》.任仲泉.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 

[3]《服装展示技术》.马大力 徐军.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年 

[4]《服装卖场陈列》.李维.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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