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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式”探索型服装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钟安华，王

婕，江学为，陶

尹志红，
程
辉，
胡玉琴，李 月，

伟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
武汉 430073）
摘 要院[研究意义]基于企业转型后的“产学研用”人才培养方面，学生对企业问题的创新探索能力欠佳，缺乏一定的解
决实际综合问题的能力，国内行业与企业对服装研究生人才需求较大,探索型的服装创新人才数量严重不够。[研究方
法]依据人才培养的“四观点”理论，树立人才培养新理念，进一步建立“阶梯式”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结果和结论]
模块，形成“1+1+1+1”的综合素质质量评估体系，和“三级人才培养”的“阶梯式”学习
研究认为，
通过构建
“四方式学习”
阶段后，
学生的研究思维、
创新思维、
综合素质和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能力相较于未接受“阶梯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学生
均得到提升。研究表明，
“阶梯式”
人才培养模式成功应用在服装人才培养领域，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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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Ladder" Exploratory Training Mode of
Innovative Apparel Talents
ZHONG Anhua,WANG Jie,JIANG Xuewei,TAO Hui,
HU Yuqin,LI Yue,YIN Zhihong,CHENG Wei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aining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collaboration" talents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students have a poor ability to innovate and explore enterprise problems and lack a certain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and com原
prehensive problems. Domestic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have a greater demand for apparel graduate talents. The number of
innovative clothing talents is seriously insufficient. Based on the "four viewpoints" theory of talent training, establish a new
concept of talent training, and further establish a "ladder" personalized talent training model.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by
building a "four-way learning" module, a comprehensive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of "1+1+1+1" and a "ladder" learning
stage of "three-level talent training" are formed. The ability to innovate thinking,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and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of enterprises is improved compared to students who have not accepted the "ladder" talent training mode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ladder" talent training model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apparel talent training, and it
has played a very good role and has a promotion value.
Key words: graduate students in clothing;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collaboration; ladder; exploratory; innovative talents;
training model

所谓“阶梯式”探索型服装创新人才培养模

决问题的目的。该培养模式就是加强对学生创新

式，
其中
“阶梯式”
是指针对服装专业研究生的三

与探索能力培养的整体设计，将创新与探索能力

年人才培养过程，
采取从基本知识获取到高级学

培养深化到研究生教育过程的各个方面，通过研

术研究的
“三级人才培养过程”形式；
“探索型”是

究和实践，
形成了
“基于企业转型后，以企业需求

指培养学生时，无论是学习基本知识，还是研究

以研究生学习三年为主
探索型创新人才为抓手，

社会问题或者学术问题等，都采取研究探索的态

干，逐步向企业问题进行探索，向科研学术方向

度去分析问题、
探索机理、
触类旁通，
最后达到解

延伸，
促进终身学习发展”
的人才培养新理念，以
此为指导建立“四方式学习”模式、构建“1+1+1+

2020-06-06；

2020-07-21。

1”的综合素质质量评估体系和“阶梯式”三级人

2020 湖北省大创项目（S202010495025X）。

才培养阶段，
从而提高我国国情下的探索型服装

钟安华，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创新人才培养质量。当今，世界各国均重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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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素质培养，
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日益成为各

途径[6-11]。实施
“阶梯式”
人才培养模式,即为了更

国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1-2]。基于当

好地培养高技能专业人才,优化课程体系、制定完

“阶梯式”探索型服
前转型企业，
培养产学研用的

善的培养方案、
创新思维训练等全方位提升综合

装创新人才，高校责无旁贷。该模式构建具有重

素质必不可少。

要意义：淤提高研究生解决行业、企业问题的能

（2）构建探索型
“四方式学习”模块。研究生

力。于培养服装专业研究生的创新意识。盂增强

教育是处于本科生与博士生教育的中间教育过

研究生不断探索问题的创新思维训练。榆塑造研

程，要求学生既要学习专业知识又要具有一定的

究生探索问题的创新人格。程传晓等学者以郑州

研究能力，尤其是作为艺术研究生，不能一味地

轻工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本科生为例，开

设计与参赛而丢掉学术研究。他们学习绘画设计

展实施了
“创新阶梯式全历程培养模式”
。实践证

技术和制作服装，
却极少学习如何培养创新思维

明了在该培养模式下, 学业导师对创新型学生指

以及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导模式的有效性, 为高效提升创新型人才培养质
[3]

根据研究生的学习特点和学习时间安排，我

量提供了一条值得借鉴的可行途径 。国内的清

模块，这是贯穿于
们建立了研究生
“四方式学习”

华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等已在基于
“产学研用”
的

整个“阶梯式”
培养模式过程中的，旨在教授学生

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体现在

专业知识以外，新增一些创新研究类方向的知

学生的社会创造能力比较强，在双创方面为我国

识。其主要内容为
“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教学课

做出了一定贡献。而作为我校的服装专业学生，
尽管有一定的创意意识，但基于
“产学研用”
的创
新能力偏弱，
在就业中仍缺乏一定的解决行业、
企

程”+ “研究方向公共教育”+
“课题研究教育”四
种方式学习，如图 1。此种贯穿整个研究生生涯
的“四方式学习模块”既能保证研究生在三年学

业综合问题的经验，其探索精神与创新能力有待

习中逐步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学术研究

提高。我国探索型创新人才的培养还处于摸索阶

能力，也能通过探究式思考获得创新思维及应对

段，
创新人才数量严重不够，
加强对学生的创新意

社会问题的综合能力。

识与探索能力的培养是我们的责任。

1 建立“阶梯式”探索型服装专业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方法
（1）模式建立的理论依据。布鲁姆
教育目标分类法将教育目标分为三大
领域：
认知领域、
情感领域和动作技能
领域。其中认知领域正是学生应该掌
知识、
领会、
握的，
其包含了六个方面：
应用、
分析、
综合、评价。在认知领域，
教育部提出在培养学生技能知识能力
等方面要循序渐进,帮助学生并引导学
生进行深层次知识的学习,为高校学生
教学构建“阶梯式”人才培养模式 [4-5]。
通过服装行业、企业、研究机构等多
渠道社会调查分析，我们初步建立了
人才培养的四观点：即社会轴心观是
人才培养定位依据、多元质量观是人
才培养标准、能力教育观是人才培
养目标、个性化培养观是人才培养

图 1 四方式学习模块
Fig.1

Four ways to learn m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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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1+1+1”的质量评估体系
Fig.2 "1+1+1+1"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3）建立创新人才培养的“1+1+1+1”的综合
素质质量评估体系。在
“阶梯式”
探索型服装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中，第二个贯穿全程的内容，即建
立“1+1+1+1”的综合素质质量评估体系，如图 2。
在整个研究生学习阶段，
一共需要做到四个“1”
。
“1”
第一个
，
学生必须完成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包
括理论与实践课程学习，此为基础；第二个“1”
，
必须完成学位论文研究；
第三个
“1”
，在二年级阶
段要完成一项创新的研究成果或者辅助老师完
成一项科研项目等；
第四个
“1”
，必须完成 1 篇高
水平的论文发表。这四项要求对于学生的学术研
究水平要求颇高，
但这正是作为一名优秀的探索
型服装专业创新人才所需具备的条件，名师出高
徒，
老师对学生严格，
学生自然收获就多。

图 3 “阶梯式”
三级人才培养阶段
Fig.3 "Ladder" three-level talent training stage

和“1+1+1+1 综合素质评估”后，学
“四方式学习”
生到了三年级阶段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术研究

（4）形成
“阶梯式”探索型人才培养阶段。纵

思维，且学术水平逐步提高，学生毕业后成为服

观全程，研究生生涯三年被打造为一个呈“阶梯

装科技创新与创意的中坚力量，
顺利实现服装行

式”
递增的模式。而
“三级人才培养”
阶段正是
“阶

业的全面升级。

“一年级学术兴趣
梯式”
培养的体现，即逐步树立

2 两种人才培养模式的应用比较

培养和目标建立，二年级学术提高，三年级学术

2016 年起我们对 2016 级学生采用
“阶梯式”

成熟”的“阶梯式”个性化服装专业人才培养模

探索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实践应用。我们将

式，如图 3。学术水平培养是促进研究生教育持

2016 级学生的 20 名分成两组，每组学生 10 名。

验，
通过有意识地让学生去了解行业、企业问题，

第二组学生采用“阶梯式”探索型服装专业创新

续发展的动力，经过多年的研究生人才培养经

第一组 10 名学生采用原来模式进行教育培养，

提高他们对解决行业、企业问题的认识与兴趣，

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教育培养。人才培养的方式比

才能真正融入到行业问题中来。通过全程严苛的

较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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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培养方式比较

Comparison of two cultivation methods

培养方式

一年级

二年级

一组 （原
培 养 模
式）

课程学习

三年级

毕 业 论 文 开 完成 毕 业 论 文，发
题
表一篇学术论文

分别从学术论文、
专利、
参赛等七方面进行印证。
由表 2 看出，
第二组学生的学术论文数远比第一

组的原培养模式数量多出 34 篇，其中有 SCI 收

录论文 2 篇，
EI 收录论文 4 篇，核心期刊论文 3
篇等。通过与二组学生讨论发现，他们对学术研

究有较深的理解、其课外阅读资料的量较大、有
课程学习 +
树立学术兴趣
和目标，引导
学生参与学术
问 题 讨 论 ，初
二组 （新
步提出自己感
培 养 模
兴趣的学术问
式）
题，初步严谨
地学习论文写
作，参与团队
的比赛或者专
利发明等

完成 毕 业 论 文，发
毕 业 论 文 开 表一篇高水平学术
题 + 参加企 论文 + 能 主动 学
业问题解决， 习，学生能直接面
自 己 独 立 完 对企业问题，能独
成 学 术 论 文 立创新解决一个企
写作与发表， 业问题或者社会问
集 体 完 成 专 题，作为大学生创
利申请，或者 新创业项目负责人
集 体 参 加 比 或者参赛负责人能
组织团队参加不同
赛
比赛活动

2016 级学生经过 3 年的人才培养实践后，
发

如
现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明显的培养成绩，

表 2。
“阶梯式”
探索型服装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

善于总结和提炼的能力、
有发现提出并解决问题
的能力。第一组原培养模式的学生虽然完成了
13 篇学术论文发表，达到每人 1.3 篇的数量，但

这些论文都是发表在省部级类的期刊上，相对学
术水平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其他的研究成果方
面，一组的学生对于其他学术问题的研究成果较
少，如没有发明专利，
参加比赛、参与企业项目与
大创项目的人数很少；
而二组中的实用新型发明
专业有 5 人参加，获取 2 项专利；参加省部级组
织大赛的最佳设计奖 1 项，
智能化大赛最佳设计

奖 1 项等；以团队形式组织大创的项目有 1 项，
而且他们毕业后均自己成功获得就业机会，而一

式经过 3 年的人才培养实践和总结后，我们将原

组学生还有 3 人未就业。

培养的新模式进行了各项具体对比，
以便研究两

装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很好的人才培养效果，

种模式各自的优劣势。研究发现，表 1 中的原模

完全可以在服装学院的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服

主要内容为课
式采取的人才培养方法相对简单，

饰设计、服装表演三个专业的人才培养过程中进

程学习、
完成毕业论文与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学

行深入、系统、
科学地研究、
改革、
推广与验证，可

生在这三年中的学术考核主要是二年级的开题

形成特色鲜明的服装专业“探索型”创新人才培

报告，
三年级的毕业答辩，
其中发表一篇论文，
且

养模式和自我完善机制。该成果是一套完整、系

论文没有学术水平要求。因此，
学生在三年学习

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可操作性强、具有很强的可

中，对学术论文的写作和发表只是为了完成任

推广性。可在全国其他同类院校推行与交流互

务，而对学术研究方法还不够清楚，未具备良好

动，肯定对服装与艺术设计同行的人才培养有参

的学术研究水平。
“阶梯式”
探索型服装创新人才

考价值。

培养模式初衷即为了提高学生的学术研究水平

3 结语

培养模式与“阶梯式”探索型服装专业创新人才

通过上述对比研究，发现“阶梯式”探索型服

创新人才培养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

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因此将学生的研
究创新思维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体化，

内容，明确创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内在关联

表 2 两种培养模式取得的成绩比较
Tab.2
取得成绩
取得成绩
二组（新培养
模式）

Comparison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two training modes

学术论文

专利发明

参赛名次

优秀学生

参与企业

（篇）

（项）

（人数）

（人）

项目（项）

13

0

三等奖 5

1

2

0

7

47

2

5

12

1

10

大创项目（项） 就业人数（人）

一等奖 2
二等奖 7
三等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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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全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指导思想。在充分
了解当前社会与行业企业对探索型服装创新人
才的迫切需求下，依据人才培养的四观点“社会
轴心观是人才培养定位依据，
多元质量观是人才
培养标准，能力教育观是人才培养目标，个性化
培养观是人才培养途经”
，首先建立了“阶梯式”
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
包括构建探索型
“四方式”
学习模块、建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1+1+1+1”
的综合素质质量评估体系、
形成“阶梯式”探索型
“阶
人才培养阶段。接着将原有人才培养模式与
梯式”
探索型服装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进行了
应用对比研究，
发现新模式培养的学生无论从学
术论文数量与水平上，
还是从应对与解决社会问
题上，
包括专利发明、
实施大创项目、参加各种比
赛与就业等都明显成果多于原有的培养模式，从
而说明“阶梯式”个性化人才培养新模式操作易
行且科学合理；其形成新型的人才培养目标体
系，
对促进我们服装人才创新能力与解决问题能
力的培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培养了学生的学术
探索精神，
提高了学生应对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
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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