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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剪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21 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裁剪工
①

1.2 职业编码

6-05-01-02

1.3 职业定义

使用裁剪设备或专用工具，进行纺织品、皮革、复合材料等裁剪工作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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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一定的分析、推理、判断、表达及计算能力，左右眼矫正视力不低于

5.0（1.0），无色盲、色弱，并有较强的空间感和形体知觉，手指、手臂灵活，

动作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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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 160 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 120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 100 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 100 标准学时。

① 本职业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工种：服装裁剪工、纺织品裁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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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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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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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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相关职业：服装制版师、裁缝、缝纫工、缝纫品整型工、皮革及皮革制品加工工，下同。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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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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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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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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

方式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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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审主要针对技师和高级技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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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含）以上单数。

1.9.4 鉴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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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技能考核时间：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

工、三级/高级工不少于 120min，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150min；综

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15min。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机房进行，技能考核在具备裁剪操作的现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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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为先。

（4）团结协作，文明生产。

2.2 基础知识

2.2.1 纺织材料学知识

（1）经纬向识别的基础知识。

（2）倒顺毛识别的基础知识。

（3）阴阳条格、定位花、对称花和倒顺花识别的基础知识。

（4）正反面识别的基础知识。

（5）面料物理性能的基础知识。

（6）面料色差、疵点识别的基础知识。

（7）针织、机织、非织造面料识别的基础知识。

2.2.2 服装服饰、家用纺织品和产业用纺织品的基础知识

（1）服装服饰、家用纺织品和产业用纺织品的产品结构基础知识。

（2）服装服饰、家用纺织品和产业用纺织品的工业用样版基础知识。

2.2.3 裁剪和排版基础知识

（1）裁剪工艺基础知识。

（2）裁剪符号基础知识。

（3）排版基础知识。

2.2.4 裁剪操作和设备基础知识

（1）裁剪操作基础知识。

（2）裁剪设备控制原理。

（3）裁剪设备相关计算机软件基础知识。

2.2.5 安全文明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

（1）安全文明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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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全操作与劳动保护知识。

（3）环境保护知识。

（4）安全用电知识。

2.2.6 质量管理与控制知识

（1）质量管理基本知识。

（2）质量控制基本方法。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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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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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

剪

准

备

1.1 材料、

工具准备

1.1.1 能根据面料特性进行醒布

或预缩

1.1.2 能识别面料、辅料的正反

面、纱向、毛向

1.1.3 能识别面料、辅料的缺陷，

如疵点、原残等

1.1.4 能按照安全生产的要求摆

放裁剪工具

1.1.1 纺织面料的醒布方

法

1.1.2 面料的正反、纱向、

毛向与图案方向的知识

1.1.3 疵点、原残的基本种

类和形态

1.1.4 安全生产基本知识

1.2 铺布、

划样

1.2.1 能读懂生产通知单和排版

图

1.2.2 能按照幅宽、长度、面料

特点等要求进行单色面料、辅料铺

布

1.2.3 能使用专用工具，按照版

样进行划样

1.2.1 生产通知单和排版

图的识读知识

1.2.2 面料、辅料铺布方法

1.2.3 划样工具的种类和

特性及使用方法

2.

裁

剪

操

作

2.1 裁剪

2.1.1 能用手工剪刀裁剪里料和

衬料

2.1.2 能根据产品和部位要求调

节压衬机的温度

2.1.3 能根据工艺单将衬片的胶

面和裁片的反面相对摆好，送入压

衬机压衬

2.1.1 手工剪刀的使用方

法

2.1.2 里料和衬料的裁剪

方法

2.1.3 压衬机的结构知识

2.1.4 压衬机的使用方法

2.2 裁后

管理

2.2.1 能清理设备及裁剪场地，

回收边角料等

2.2.2 能标记坯料、版号、号型

等信息

2.2.3 能打号、分包

2.2.1 设备及裁剪场地清

理方法

2.2.2 打号、分包、标记坯

料等信息的基本方法

3.

质

量

管

理

3.1 检验

3.1.1 能检查裁片的物料、号型、

编号等信息

3.1.2 能用纸样版核对裁片

3.1.1 裁剪裁片检验的程

序

3.1.2 裁片核对方法

3.2 质量

控制

3.2.1 能上报不合格品的情况

3.2.2 能修剪、更正里料和辅料

裁片

3.2.1 不合格产品统计方

法

3.2.2 修剪裁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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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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

剪

准

备

1.1 材料、

工具准备

1.1.1 能核对面料、衬料、里

料数量和规格

1.1.2 能识别面料色差、纬斜、

松紧边等品质问题

1.1.3 能对裁剪等相关工具进

行检查核对

1.1.1 面料色差、纬斜、松

紧边等基本知识

1.1.2 裁剪工具的使用及检

查核对方法

1.2 铺布、

划样

1.2.1 能根据工艺单核对物料

清单、排版图

1.2.2 能按照幅宽、长度、成

品外观等要求进行倒顺毛向面

料、倒顺图案面料铺布

1.2.3 能使用排版图进行划样

1.2.1 物料清单、工艺单、

排版图的基本知识

1.2.2 倒顺毛向面料、倒顺

图案面料的铺布知识

1.2.3 使用排版图划样的基

本方法

2.

裁

剪

操

作

2.1 裁剪

2.1.1 能启动和关闭手持式裁

剪机

2.1.2 能按规定磨刀

2.1.3 能使用压脚压布，松紧

适宜

2.1.4 能使用手持式裁剪机裁

剪里料和衬料

2.1.1 手持式裁剪机的基本

结构知识

2.1.2 手持式裁剪机的基本

使用方法

2.2 裁后管

理

2.2.1 能根据工艺单、排版图

核对裁片标记

2.2.2 能填写生产记录单

2.2.1 裁片标记方法

2.2.2 生产记录单填写方法

3.

质

量

管

理

3.1 检验

3.1.1 能检验里料和衬料裁片

刀口对合情况

3.1.2 能挑出误差超出公差范

围的裁片

3.1.1 里料、衬料标识知识

3.1.2 裁片公差知识

3.2 质量控

制

3.2.1 能分辨并挑出里料和辅

料不合格的裁片

3.2.2 能对裁片直线部位进行

修剪与重新裁剪

3.2.1 里料和辅料的裁片检

验知识

3.2.2 裁片修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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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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

剪

准

备

1.1 排版

1.1.1 能按照排版要求对衬

料、里料进行排版

1.1.2 能对单色面料进行排

版

1.1.1 衬料、里料的排版要

求

1.1.2 单色面料排版方法

1.2 铺

布、划样

1.2.1 能根据衬料、里料、面

料幅宽、产品号型搭配等计算用

料率

1.2.2 能按照幅宽、长度、成

品外观等要求进行条格面料、弹

性面料铺布

1.2.3 能根据样版核对划样，

识别错误并纠正

1.2.1 用料率的计算方法

1.2.2 条格面料、弹性面料

的铺布方法

2.

裁

剪

操

作

2.1 裁剪

2.1.1 能使用手持式裁剪机、

带式裁剪机裁剪批量单色面料或

人造皮革

2.1.2 能操作计算机控制裁剪

设备裁剪批量面料

2.1.1 手持式裁剪机、带式

裁剪机的操作方法

2.1.2 计算机控制裁剪设备

的操作方法

2.2 裁后

管理

2.2.1 能发现并处理手持式裁

剪机、带式裁剪机裁剪过程中的

常见问题

2.2.2 能发现并处理计算机控

制裁剪设备裁剪中的常见问题

2.2.1 手持式裁剪机、带式

裁剪机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2.2.2 计算机控制裁剪设备

中的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3.

质

量

管

理

3.1 检验

3.1.1 能检验面料裁片刀口对

合情况

3.1.2 能检验裁片数量和质量

情况

3.1.1 面料标识知识

3.1.2 检验面料裁剪质量的

方法

3.2 质量

控制

3.2.1 能处理生产过程中出现

的常见质量问题，并提出改进措

施

3.2.2 能对裁片曲线部位进行

修剪与重新裁剪

3.2.1 质量控制基本知识

3.2.2 常见质量问题的解决

方法

3.2.3 各类产品曲线部位修

剪与重新裁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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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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

剪

准

备

1.1 排版

1.1.1 能按产品批量、型号搭

配的数量进行排版

1.1.2 能核验排版方案

1.1.3 能对条格和有方向图案

的面料进行排版

1.1.1 裁剪流程设计方法

1.1.2 核验排版方案的知识

1.1.3 条格和有方向图案的

面料排版知识

1.2 样版管理

1.2.1 能编写衬衫、枕套、防护

服等常见服装服饰、家用纺织品、

产业用纺织品的裁剪工艺指导书

1.2.2 能对衬衫、枕套、防护

服等常见服装服饰、家用纺织品、

产业用纺织品裁剪工艺指导书进

行存档管理

1.2.1 衬衫、枕套、防护服

等常见服装服饰、家用纺织品、

产业用纺织品的裁剪工艺指导

书编写要求

1.2.2 衬衫、枕套、防护服

等常见服装服饰、家用纺织品、

产业用纺织品裁剪工艺指导书

的存档管理方法

2.

裁

剪

操

作

2.1 裁剪

2.1.1 能裁剪批量有倒顺毛

向、弹力的面料或能裁剪皮革

2.1.2 能裁剪有纬斜、色差等

问题的面料

2.1.1 有倒顺毛向、弹力的

面料特点和裁剪要求

2.1.2 皮革的特点和裁剪要

求

2.1.3 有纬斜、色差等问题

的面料特点和裁剪要求

2.2 裁后管理

2.2.1 能检查裁剪机台运行情

况

2.2.2 能排查裁剪安全隐患

2.2.1 裁剪设备故障排查方

法

2.2.2 裁剪安全生产规定

3.

质

量

管

理

3.1 质量分析

3.1.1 能对裁剪质量进行分析

3.1.2 能分析由裁剪设备故障

造成的质量问题

3.1.1 裁剪质量分析方法

3.1.2 裁剪质量问题的种类

3.2 质量控制

3.2.1 能处理裁剪过程中出现

的计算机操作、设备运行等影响

裁片质量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

施

3.2.2 能处理裁剪过程中出现

的计算机操作、设备运行等问题

3.2.1 裁剪质量管理知识

3.2.2 计算机操作、设备运

行等影响裁片质量问题的解决

方法

4.

管

理

与

培

训

4.1 技术管理

4.1.1 能根据配比要求和现有

面料数量匹配裁剪方案

4.1.2 能对裁剪工序进行成本

核算和管理

4.1.3 能对影响产量的因素进

行检查、分析，并提出改进措施

4.1.4 能撰写工作总结

4.1.5 能执行管理方案并提出

优化建议

4.1.1 裁剪工序的成本核算

和管理方法

4.1.2 工作总结的撰写方法

4.1.3 生产管理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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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培训指导

4.2.1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

下级别人员进行裁剪相关知识培

训

4.2.2 能编写三级/高级工及

以下级别人员裁剪培训计划

4.2.3 能指导三级/高级工及

以下级别人员生产过程中的裁剪

操作

4.2.1 裁剪培训的基本方法

4.2.2 裁剪培训计划编写的

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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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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

剪

准

备

1.1 排版

1.1.1 能对有倒顺毛向、弹力

的面料或皮革、毛皮材料的裁片

进行排版

1.1.2 能优化排版方案，提高面

料的使用率

1.1.1 有倒顺毛向、弹力的

面料或皮革、毛皮材料的排版

知识

1.1.2 优化排版方案的相关

知识

1.2 样版管

理

1.2.1 能编写对西服、婴幼儿

背带（袋）、救灾帐篷等复杂服

装服饰、家用纺织品、产业用纺

织品的裁剪工艺指导书

1.2.2 能对西服、婴幼儿背带

（袋）、帐篷等复杂服装服饰、

家用纺织品、产业用纺织品的裁

剪工艺指导书进行存档管理

1.2.1 对西服、婴幼儿背带

（袋）、帐篷等复杂服装服饰、

家用纺织品、产业用纺织品的

裁剪工艺指导书的编写要求

1.2.2 西服、婴幼儿背带

（袋）、帐篷等复杂服装服饰、

家用纺织品、产业用纺织品裁

剪工艺指导书的存档管理知识

2.

裁

剪

操

作

2.1 裁剪

2.1.1 能裁剪条格和有方向性

图案的面料或毛皮材料

2.1.2 能执行各种方法的裁剪

操作

2.1.3 能对定制产品版型进行

裁剪调整

2.1.1 条格和有方向性图案

面料的特点和裁剪要求

2.1.2 毛皮材料的特点和裁

剪要求

2.1.3 制版知识

2.2 裁后管

理

2.2.1 能对裁剪车间整体安全

问题有预判和应对措施

2.2.2 能分析、判断裁剪设备

存在的安全隐患，并提出整改措

施

2.2.1 裁剪车间设备的特点

2.2.2 裁剪车间安全问题及

处理方法

3.

质

量

管

理

3.1 质量分

析

3.1.1 能分析、判断裁剪质量

问题产生的原因

3.1.2 能分析、判断裁剪方案

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整改措施

3.1.1 裁剪质量问题产生的

原因

3.1.2 全面质量管理知识

3.2 质量控

制

3.2.1 能解决西服、婴幼儿背

带（袋）、救灾帐篷等复杂服装

服饰、家用纺织品、产业用纺织

品的质量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

3.2.2 能提出提高裁剪质量的

措施

3.2.1 西服、婴幼儿背带

（袋）、帐篷等复杂服装服饰、

家用纺织品、产业用纺织品的

质量问题知识

3.2.2 提高裁剪质量的方法

4.

管

理

与

培

训

4.1 技术管

理

4.1.1 能制定新产品、新工艺

裁剪操作方案

4.1.2 能对裁剪方案进行预判，

并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4.1.3 能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

信息检索、查询本领域的最新裁

4.1.1 裁剪技术文件的相关

知识

4.1.2 裁剪生产安排知识

4.1.3 信息检索、查询本领

域的最新裁剪技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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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技术

4.2 培训管

理

4.2.1 能制定裁剪新技术的操

作培训方案，并组织实施

4.2.2 能编审各等级裁剪工培

训大纲和教材，评审二级/技师工

作总结和技术方案

4.2.3 能参与策划、编制公司级

裁剪工技能竞赛规则、竞赛项目

4.2.1 裁剪新技术的操作培

训方案编写方法

4.2.2 审核裁剪培训大纲、

教材、工作总结和技术方案的

方法

4.2.3 策划、编制公司级裁

剪工技能竞赛规则、竞赛项目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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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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5 20 15 10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裁剪准备 20 20 20 20 15

裁剪操作 35 35 35 15 15

质量管理 10 15 20 20 25

管理与培训 — — — 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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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剪准备 35 30 25 30 30

裁剪操作 40 45 45 25 15

质量管理 25 25 30 25 20

管理与培训 — — — 20 3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