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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职业编码:4-10-02-01

裁 缝

（2021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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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编码 4-10-02-01

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技能鉴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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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委托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组织

有关专家，制定了《裁缝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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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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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职业技能为核心”为指导思想，对裁缝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规范细致描述，

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

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工作要求

和权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

三、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有：姜川、夏威、王盼、张晓红、朱建龙、聂友海、

杜岩冰、金丽、黄蕾。主要起草单位有：纺织人才交流培训中心、安徽红爱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劲霸男装（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服装（集团）有限公司、海澜之家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比帆制衣有限公司、中国服装协会、北京麦斯达夫科技有限公司。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单位及主要审定人员有：东华大学张文斌、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人力资源部（纺织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孙晓音、北京服装学院姜蕾、

刘娟、武汉纺织大学钟安华、天津工业大学李津、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刘焱、河北格

雷服装股份有限公司龚立超、华服坊（杭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叶晓光、中国皮革和

制鞋研究院有限公司高忠柏。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葛恒

双、张灵芝等专家及纺织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的指导，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
①
起施行。

① 2021 年 12 月 2 日，本标准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颁布网约配送员等 18 个国家职

业技能标准的通知》（人社厅发〔2021〕92 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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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缝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21 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裁缝

1.2 职业编码

4-10-02-01

1.3 职业定义

依顾客个性化要求，进行人体测量、服装款式草图绘制、服装样板制作，裁

剪、缝制、拆改服装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

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判断、分析、模仿、学习和计算能力；具有空间感和形体知觉；手指、

手臂灵活，动作协调，无色盲、色弱。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培训参考学时

五级/初级工不少于360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不少于300标准学时、三级/

高级工不少于300标准学时、二级/技师不少于200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不少

于200标准学时。

1.9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9.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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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2
工作1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3
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

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

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

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

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3年（含）

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2.相关职业：服装制版师、缝纫工，下同。
3.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服装设计与制作、服装制作与营销、服装设计与工艺、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制作与

生产管理、服装与服饰设计、皮革服装制作与工艺、针织技术与针织服装，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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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1.9.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采用笔试、机考

等方式，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技能

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

具备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通常采取审阅

申报材料、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60分(含)以上

者为合格。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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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3人(含)以上单数。

1.9.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90min；技能考核时间：五级/初级工和四级/中级

工不少于180min，三级/高级工不少于240min，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不少

于300min；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30min。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具有计算机和相应软件，必要的

测量工具、制图工具、裁剪工具（设备）、缝制工具（设备）、熨烫工具（设备）

的场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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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2）爱岗敬业，勇于创新。

（3）质量为本，效率为优。

（4）团结协作，文明生产。

2.2 基础知识

2.2.1 人体和服装基础知识

（1） 人体结构比例关系。

（2） 人体测量知识。

（3） 服装制版基础知识。

2.2.2 服装基础知识

（1） 服装专业术语。

（2） 服装测量知识。

（3） 服装面、辅料知识。

（4） 国家服装号型规格标准系列。

2.2.3 服装制作基础知识

（1） 裁剪的作用和常规操作知识。

（2） 缝纫的基本原理和操作知识。

（3） 熨烫的基本原理和操作知识。

2.2.4 服装加工设备基础知识

（1） 裁剪设备相关知识。

（2） 缝纫设备相关知识。

（3） 整烫设备相关知识。

2.2.5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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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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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

级技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测量和设

计

1.1 人体测量 1.1.1能找到人体测量的标准部位

1.1.2能采用皮尺等测量工具手工测

量人体围度、长度和宽度

1.1.3能记忆国家号型标准中体型的

基本数据及档差数据

1.1.1人体结构、体

型、体态特征知识

1.1.2人体尺寸手

工测量方法

1.1.3国家号型标

准知识

1.1.4服装规格知

识

1.2 款式设计 1.2.1 能描述常规西裙、衬衫的款式

分类和款式细节

1.2.2 能根据面料特点选配相适宜

的里料和辅料

1.2.1服装常用面、

辅料知识

1.2.2西裙、衬衫等

品类常规款式分类和

松量设置

2.服装制作

2.1 制版 2.1.1能根据人体测量数据绘制西

裙、衬衫的基础样板

2.1.2能根据面料的收缩性能增加预

缩量

2.1.3能对所制样板进行核对，检查

有无错划、漏划

2.1.4能在样板上标注产品的名称、

裁片名称及片数、裁片的纱向线、裁片

刀口、省位、钉眼位置等属性

2.1.1常见纺织面

辅料的热缩率、缩水

率、缝缩率知识

2.1.2服装基础样

板绘制方法

2.2 裁剪 2.2.1能识别服装材料的正反面、倒

顺毛

2.2.2能识别服装材料的瑕疵、缺陷、

纬斜

2.2.3能排料、划样、做标记

2.2.1服装面料裁

剪知识

2.2.2排料方法

2.3 缝制 2.3.1能读懂工艺文件，理解加工产

品的工艺要求

2.3.2能按照工艺和质量要求，使用

缝纫设备完成西裙、衬衫的缝制

2.3.1服装缝制专

业术语

2.3.2西裙、衬衫的

缝制要求及质量标准

2.3.3缝纫设备的

基本操作方法

3.试衣和定

型

3.1服装修正

定型

3.1.1能通过试衣发现需要修正的部

位并记录

3.1.2能根据不同面料控制熨斗温

度，对产品进行熨烫定型

3.1.1服装和体型

相关知识

3.1.2熨烫设备操

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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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成品检验 3.2.1能清除成品上残存的线头、粉

印、污渍等，检查有无断针

3.2.2能按产品质量要求，检验成品

规格、外观、缝制、整烫质量

3.2.1服装成品检

查知识

3.2.2服装产品国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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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测量和设

计

1.1 人体测量 1.1.1能根据西裤、连衣裙、马甲等

服装款式要求，测量相应人体净体数据

1.1.2能通过观察判断挺胸、驼背等

特殊体形、体态，进行测量和记录

1.1.3能根据人体数据对体型、体态

进行分析和归类

1.1.1人体常见特

殊体形、体态特征和

分类

1.1.2特殊体形、体

态测量方法

1.2 款式设计 1.2.1能根据客户需求，对西裤、连

衣裙、马甲等常规款式细节进行设计

1.2.2能根据客户体型特点，确定西

裤、连衣裙、马甲等服装的款式结构修

正方案，并制定规格尺寸

1.2.1西裤、连衣

裙、马甲等产品款式

的分类

1.2.2西裤、连衣

裙、马甲等产品的规

格

2. 服装制作

2.1 制版 2.1.1能绘制西裤、连衣裙、马甲等

款式服装的结构图

2.1.2能根据结构图制作西裤、连衣

裙、马甲等的样板

2.1.1服装结构设

计知识

2.1.2服装基础样

板制作方法

2.2 裁剪 2.2.1能识别原料色差、经纬斜、松

紧边

2.2.2能在排料划样的基础上，使用

剪刀对布料进行裁剪

2.2.1纺织面、辅料

常见疵点知识

2.2.2裁剪工具使

用方法

2.3 缝制 2.3.1能按产品款式结构选定常规缝

制工艺和方法

2.3.2能根据面料性能选用相关辅料

和缝制工具和设备

2.3.3能缝制西裤、连衣裙、马甲等

服装

2.3.4能对服装缝制设备进行日常保

养和维护

2.3.1西裤、连衣

裙、马甲缝制要求和

质量标准

2.3.2面、辅料性能

和缝制设备知识

2.3.3缝制设备的

日常保养和维护方法

3.试衣和定

型

3.1服装修正

定型

3.1.1能按服装款式类型和部位工艺

要求使用专用工具、设备对西裤、连衣

裙、马甲等产品进行整烫定型

3.1.2能通过试衣确认需要修正的部

位，修正西裤、连衣裙、马甲等产品的

样衣

3.1.1熨烫工艺操

作方法

3.1.2西裤、连衣

裙、马甲等样衣修正

方法

3.2 成衣拆改

翻新

3.2.1能按要求拆解西裤、连衣裙、

马甲等成衣

3.2.2能按修改数据要求，改制西裤、

连衣裙、马甲等产品的裁片尺寸和形状

3.2.1常见缝纫线

迹工艺知识

3.2.2西裤、连衣

裙、马甲的修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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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测量和设

计

1.1 人体

测量

1.1.1能根据大衣、茄克、旗袍等服装款

式要求，测量相应人体数据

1.1.2能通过观察判断特殊体形和体态，

测量并记录

1.1.1大衣、茄克、

旗袍等服装款式的分

类

1.1.2常见特殊体

形、体态和服装数据

对应关系

1.2 款式

设计

1.2.1能根据客户需求和体型特征，提供

大衣、茄克、旗袍等服装款式设计的调整方

案

1.2.2能根据款式设计方案设置大衣、茄

克、旗袍等成品规格尺寸

1.2.1大衣、茄克、

旗袍等服装的常规结

构知识

1.2.2常见服装穿

着搭配知识

2. 服装制作

2.1 制版 2.1.1能根据款式设计方案，使用立体裁

剪法设计大衣、茄克、旗袍等款式的结构，

制作样板

2.1.2能根据测量数据对特殊体型的样板

进行调整

2.1.1立体裁剪知

识

2.1.2特体样板调

整的基础知识

2.2 裁剪 2.2.1能根据款式、原料尺寸规格估算服

装原料使用量

2.2.2能对条格面料、压光面料、倒顺面

料、定位图案面料，设置排料方法并裁剪大

衣、茄克、旗袍等服装裁片

2.2.1服装原料使

用量估算知识

2.2.2条格面料、压

光面料、倒顺面料、

定位图案面料排料方

法

2.3 缝制 2.3.1能通过调整工艺流程提高加工效

率，缝制大衣、茄克、旗袍等服装试样

2.3.2能发现大衣、茄克、旗袍等缝制中

的工艺问题、设备问题，并提出改正方案

2.3.1缝制工艺流

程知识

2.3.2缝制工艺技

术知识

3.试衣和定

型

3.1服装

修正定型

3.1.1能通过试衣，确认大衣、茄克、旗

袍等服装的修正数据和制作工艺，并对样片

进行修改

3.1.2能分析大衣、茄克、旗袍等服装成

品中的熨烫问题，并修正

3.1.3能使用熨烫方法，弥补大衣、茄克、

旗袍等服装整体造型方面的制作问题

3.1.1大衣、茄克、

旗袍等服装的修改方

法

3.1.2熨烫高级技

法

3.2 成衣

拆改翻新

3.2.1能按客户需求，调整大衣、茄克、

旗袍等结构造型设计方案，确定裁片的尺寸

和形状

3.2.2能通过更换裁片、调整结构，对大

衣、茄克、旗袍等服装的破损部位进行翻新

3.2.1服装结构拆

改知识

3.2.2成衣造型和

审美知识

3.2.3大衣、茄克、

旗袍等服装功能性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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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测量和设

计

1.1 款式设计 1.1.1能按客户需求，提供男西服、

中山装、女西服的款式效果图

1.1.2根据客户体型体态提出款式设

计调整方案，绘制平面款式图

1.1.1服装制图知

识

1.1.2服装平面款

式图知识

1.2 工艺编制 1.2.1能设计男西服、中山装、女西

服的加工工艺

1.2.2能编制男西服、中山装、女西

服工艺设计流程方案

1.2.1男西服、中山

装、女西服的加工工

艺知识

1.2.2工艺流程编

制知识

1.2.3纺织品、服装

标识的国家强制性标

准

2. 服装制作

2.1 制版 2.1.1能绘制男西服、中山装、女西

服的基础样板以及配套的辅料样板

2.1.2能根据特殊体型及尺寸，调整

男西服、中山装、女西服样板

2.1.3能根据服装功能性要求，调整

男西服、中山装、女西服样板

2.1.1男西服、中山

装、女西服制版知识

2.1.2男西服、中山

装、女西服的服装功

能性知识

2.2 缝制 2.2.1能根据设计方案和材料，调整

男西服、女西服缝制工艺

2.2.2能缝制男西服、中山装、女西

服

2.2.1男西服、中山

装、女西服规格知识

2.2.2男西服、女西

服缝制工艺知识

3.试衣和定

型

3.1 服装修正

定型

3.1.1能通过试衣，发现男西服、中

山装、女西服制作过程中的问题，提出

修正意见和方案

3.1.2能找出男西服、中山装、女西

服成品的质量问题的原因，并提出改正

方案

3.1.3能对男西服、中山装、女西服

进行整烫定型

3.1.1男西服、中山

装、女西服加工和修

正方法

3.1.2男西服、中山

装、女西服成品检验

方法

3.1.3男西服、中山

装、女西服整烫定型

方法

3.2成衣拆改

翻新

3.2.1能根据客户需求和成衣成品现

状，调整男西服、中山装、女西服的尺

寸和造型，并制定改制方案

3.2.2能对男西服、中山装、女西服

破损部位进行裁片更换翻新

3.2.1男西服、中山

装、女西服款式修正

方法

3.2.2男西服、中山

装、女西服裁片更换

和翻新方法

4.管理和培

训

4.1技术指导

于培训

4.1.1能对服装款式设计进行指导

4.1.2能对服装制版进行指导

4.1.3能对服装缝制工艺进行指导

4.1.4能对三/高级工及以下级别人

员进行技术培训

4.1.1技术归纳和

培训的方法

4.1.2课件编制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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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技术创新 4.2.1能对服装进行缝纫技术分析，

提出改进意见

4.2.2能对不同款式结构设计要素进

行总结，提出相应服装结构设计方案

服装缝纫关键技术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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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测量和设

计

1.1款式设计 1.1.1能按客户需求，提供设计礼服、

创意造型服装或皮革毛皮服装的设计

效果图

1.1.2.能绘制礼服、创意造型服装或

皮革毛皮服装平面款式图

1.1.3.能根据面料性能和花色，优化

设计方案

1.1.1礼服设计的

知识

1.1.2创意服装或

皮革毛皮服装设计知

识

1.2 工艺编制 1.2.1能编制礼服、创意造型服装或

皮革毛皮服装的工艺设计流程文案

1.2.2能对工艺设计、工艺流程方案

进行创新

1.2.3能根据设计方案，搭配礼服、

创意造型服装或皮革毛皮服装的面、辅

料

1.2.1礼服、创意造

型服装或皮革毛皮服

装工艺知识

1.2.2新工艺应用

知识

2. 服装制作

2.1 制版 2.1.1能使用平面和立体裁剪等方法

制作礼服、创意造型服装或皮革毛皮服

装的样板

2.1.2能对礼服、创意造型服装或皮

革毛皮服装样板及制版方法进行改进

和创新

2.1.1礼服、创意造

型服装或皮革毛皮服

装结构知识

2.1.2礼服、创意造

型服装或皮革毛皮服

装样板绘制方法

2.2 缝制 2.2.1能缝制礼服、创意造型服装或

皮革毛皮服装

2.2.2能根据款式造型需要，匹配手

工艺和装饰工艺，并缝制

2.2.1礼服、创意造

型服装或皮革毛皮服

装制作知识

2.2.2礼服、创意造

型服装或皮革毛皮服

装手工艺和装饰工艺

知识

3.试衣和定

型

3.1 试衣和修

正

3.1.1能通过试衣发现礼服和创意造

型服装或皮革毛皮服装设计和制作中

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3.1.2能分析礼服和创意造型服装或

皮革毛皮服装品质及质量相关问题，并

提出改进方案

服装质量控制知识

3.2成衣拆改

翻新

3.2.1能对礼服、创意造型服装或皮

革毛皮服装成品进行款式修改制作

3.2.2能通过款式设计方法，对礼服、

创意造型服装成品的破损进行修补翻

新

3.2.1礼服、创意造

型服装或皮革毛皮服

装款式改造方法

3.2.2礼服、创意造

型服装或皮革毛皮服

装结构调整和翻新方

法

3.2.3礼服、创意造

型服装或皮革毛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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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美学知识

4.管理和培

训

4.1技术指导

与培训

4.1.1能对各类服装款式设计制版、

裁剪、缝纫工序进行指导

4.1.2能对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人

员进行技术培训

4.1.1技术管理基

本知识

4.1.2技术培训技

巧

4.2技术创新 4.2.1能对服装款式图和图片等进行

技术分析，并提出结构设计优化方案

4.2.2能对服装工艺进行分析，提出

工艺和结构优化方案

4.2.1服装设计原

理知识

4.2.2服装工艺与

结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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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25 20 15 5 5

相关

知识

要求

测量和设计 20 20 20 15 15

服装制作 35 35 35 35 35

试衣和定型 15 20 25 25 25

管理和培训 - - - 15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测量和设计 25 25 25 15 15

服装制作 50 50 50 45 45

试衣和定型 25 25 25 25 25

管理和培训 - - - 15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