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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learly defining the importance of fashion accessories design in fashion design 
educ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e shortages of current Chinese fashion accessories desig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rying to establish the future fashion accessories education mode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of practice, value and method, reflecting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ystem, the frontier of the curriculum content, and the ambiguity of the 
discipline boundaries. The education strategy is aiming to cultivate Chinese young designers who 
could not only have the ability of embody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traditional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design language, but also hold the view of globalization for br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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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本文通过明确时尚配饰设计在服饰设计教育中的重要性，论述了当前中国时尚配饰

设计本科教育的不足，试图通过实践，价值和方法三个维度建立未来的时尚配饰教育模式，

体现该专业知识体系的综合性、课程设置内容的前沿性、以及学科界限的模糊性。教育策略

旨在培养中国未来的年轻设计师群体，使他们不仅具备运用现代设计语言来体现中国文化身

份和传统美学的能力，同时还能秉持全球化的品牌发展观。 

1．引言 

当我们试图讨论中国服饰设计的未来，首先必须回到自己的文化土壤中去重新认识自己

的思维内核。而一个国家的教育理念也不可能朝夕形成，它是一个民族文化思想的缩影。 
20世纪初期至新中国建立，是中国现当代时装的萌兴时段，西方文化的强势入境迫使中

国服装现代化，民众趋而从之、争相仿效，形成了风格庞杂的繁兴局面。1949年新中国建立，

中国的社会生活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受东欧与苏联影响，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服饰产

业发展停滞。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四十年来，中国人的时尚意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

国服饰与国际服饰逐步接轨。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人逐渐对消费品有了概念, 中国人的消费观念从改革开放前的

“轻消费”，到改革开放后国家放开了对消费的限制，再到进入全球化时代的鼓励消费，使用

户体验变得更为多元化与人性化。实体消费环境成为了生活美学的展览馆，品牌店更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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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精神的体验所。文学、艺术、甚至美食都得以与服装配饰在同一个空间并存，国际时尚

品牌也在越来越多地发展成为综合多品类的生活方式品牌。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全面经受经济全球化洗礼，在生产与消费两方面越发体现

出难以协调的矛盾。今时今日，设计创新已被提到国家战略层面。经济全球化使品牌成为其

发源地文化输出的代表，具有创新能力的品牌充满机遇，而坚持地域性、文化性特色也保证

了品牌在国际市场上能走的更远。 
国际营销大师飞利浦•科特勒早在21世纪初期就曾预言：“未来20年，将是中国品牌的高

速成长期。”而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

有机体。当今中国企业发展急需理解产业发展的国际规则与标准、具备面对全球竞争的工作

能力以及能把握世界潮流发展趋势、具有文化创意设计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而作为专业设计

院校评价的标准, 就是要去寻找一种能够产生新设计方式的新教育模式。 

2．中国服饰设计教育的发展 

     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起步的。1980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设立服装设计专业，开始引进现代设计教育体系，20多年来，中国高等艺术设计教育的数量

和规模有了飞跃进步与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在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政
策的引导下，制造业迅速发展，设计人才需求激增，在就业市场驱动下，高等艺术设计教育

迅速扩张，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大国。 

2.1  中国的服装设计教育理念构成 

    中国的服装设计教育理念主要受三方面影响：工艺美术思想、现代美术教育、国外设计 
教育。课程结构是综合性的、立体性的，从文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设计课到选修与

辅助课，总共二三十科课程，涉及哲学、语言、工学、生物学、理学、美学、自然、社会、

经济等诸多学科。这种课程设置注重系统性，虽然并没有直接的思维引导与开启课程，但其

提供了大量思维原料，利于学生作全面快速的思维联想。这种综合性的知识结构能用最节省

的时间使受教者对各种理论有所了解与掌握，属于知识输送型。这种教学在中国设计师设计

方式的形成过程发挥了直接作用，但对设计人才的时尚敏感度及品牌意识的培养明显不足。 

2.2  中西方服装设计教育的差异 

由于我国的艺术设计教育起步较晚，大量的教育经验都是依靠吸收或模仿国外的先进设

计教育成果所得。以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西方第一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进行比较，20世纪80
年代开始，英国设计教育也异军突起，培养出众多世界知名的成功设计师。英国的理性精神

则表现为“求知”，因为了解自然和征服自然的需要，也就有了“逻辑”、“科学”、“摹仿”等有关

“物”的研究发现，这种习惯自然带入到了英国现当代服装设计当中。相比之下，中国服装设

计不注重展现时装的生成过程，设计师更善于用直觉思维思考设计，注重体悟设计，在深度

研究时装本身方面较弱。 
在设计教学中也可以发现，英国学生的设计作品差异性大，虽然设计过程进展缓慢，但

通过不断地实验，最终作品的概念与结构成型都较为独特细致。而中国学生虽然反应较快、

绘画水平普遍较好，能快速出很多方案，但作品的相似性较大，这与中国时装设计教育中强

调必须要反复思考的设计方式以及过于注重绘图表现效果有很大的关系。 
英国设计教育普遍较为强调对人的启发与引导，而不是知识与概念的传递，启发学生形

成自己的观点。研究包括收集、整理和分析资料，最后的设计方向取决于此，是整个设计项

目的基础。这种任务驱动式、项目式课程或主题式教学，促使学生更快适应独立设计，并能

更好地应对商业品牌设计环境的创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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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时尚配饰设计教育的发展 

时尚配饰设计是艺术设计中十分独特的门类。根据功能、材料与制作工艺来分析，帽饰、

手套、围巾都是与服装有着更密切关联的附属配饰产品；而珠宝、鞋类、包袋、手表、眼镜

等品类却更为独立，自成一体。 
在当今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消费社会中，人们更多地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精神特

性与形象价值，各类配饰产品也成为了服装之外最容易自由搭配与体现个人风格的形体装饰，

其中，如手袋、首饰、手表、眼镜、丝巾等相对不受年龄身形限制并能更长效使用的产品类

型更是具有广泛的市场。同时，此类产品用材的丰富性与品质控制的灵活性也给产品溢价更

大的利润空间，逐渐成为时尚及奢侈品牌营销中的主角。 
十几年间，时尚经济发展趋势促使西方各大高等院校将时尚配饰专业的本科教育与研究

生教育从服装设计专业中独立出来，并在教学中强调概念探索与实验创新，加强与时尚品牌

的合作关系。 
目前，中国的时尚配饰设计教育仍较多依附于服装设计体系，有些发展时间较长的门类

比如珠宝首饰设计又较为独立，不能与其他配饰类型整合教学。同时，中国院校面对国际时

尚市场的变化反应相对迟钝，难以应对巨大的人才市场需要。 
所以配饰设计教育需要一个具有系统性、科学性与完整性的专业课程体系。也必须认识

到课程不仅是传递知识的一种工具，更是重新创造我们自身以及社会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3．中国时尚配饰设计教育定位 

我国的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发展迅速，但当我们在接受国外新知识与新观念的同时，也弱

化了几千年来积淀而成的传统审美观与价值观，而这些具有民族精神的社会意识与文化观念

正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艺术体系的必备要素之一。 
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艺术语言体系，走适合我国国情的和谐发展道路，就需要从

传统文化、本土文化、族群文化中吸取养分；恢复产品与文化的断裂关系，并使之与现代技

术相结合，重新反省、探讨新的设计文化观。 

3.1  跨学科创新探索 

创新实际上就是一种“越界”。面对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汹涌浪潮，工程、设计还有商业

之间的边界被打破，设计从一个相对线性的流程性的工作发展成为高度网络化和智能化的行

为，也成为了连接艺术世界和技术世界的边缘领域。学生必须跨出单一的学科概念, 在多学

科综合中组合出自己新的能力来。 

3.2  T形人才模式 

    美国著名设计公司IDEO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就提出了“T型人才”模型的概念，其在设

计创新领域的不断成功与“T型人才”的应用也是分不开的。所谓的“T型人才”就是：跨专

业领域的换位思考能力（T字上的横轴），同时具备一项深度的专业技能（T字上的纵轴）。 
  所以，时尚配饰设计本科教学体系（四年制模式）也可以通过纵向和横向能力需要涵盖

的知识范围、设计类别、材料与技术的掌握以及社会价值的交叉性来梳理和建立（见图1）。 

 
图1  时尚配饰设计本科教育的“T形人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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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与表达技能，更应该培养学生从宏观、系统、整体的角度去把

握与认识专业体系，并运用创造性思维去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训练。通过反复的

实践将自己的设计理念现实化，形成独特的个人艺术风格。同时，也不能一味强调个性化的

观念创新，而忽略社会、市场、大众以及环境的需求，从时尚、生活方式、技术、环境、道

德、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去培养创造力，同时允许学生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从事各种角色。 

3.3  时尚配饰设计教育发展理念 

具体的课程目标是一个课程体系的灵魂和一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判断学生质量与

评价教学发展水平的依据。我们需要将塑造学生完整而独特的个性放在放在第一位，促使其

形成一种新型的思维模式，能通过认识与观察事物的表面现象来自主发现其事物本质属性的

能力。 
3.2.1 以综合为导向的教育发展走向： 

时尚配饰设计是一门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交叉性综合型应用学科，是解决人对于物的

需求问题。其学科的特质体现了该专业知识体系的综合性、课程设置内容的前沿性、以及学

科界限的模糊性。可以将中国传统的设计思维方式与现代先进的设计理论进行科学、系统的

整合，组成一种跨学科、宽领域的知识结构。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与社会责任

感，明确专业服务意识，形成与社会发展趋势相适应的经济与市场理念，为学生构建一个可

持续良性发展的新型专业理念体系。 
3.2.2 以问题为导向的教育发展走向： 

随着当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侵袭，时尚配饰设计专业的课程内容

应当具有时代前沿性，并向国际化趋势发展。因此，在专业课程设置的内容中应该融入国际

上先进的艺术设计思想和科技理念，以及符合世界艺术设计发展趋势的技术手段，以专业的

研究方法为核心，通过一系列的方法论课程引导学生通过独立思考来发现问题，并能从全面

的、开放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专业视角出发去研究与解决问题。 
3.2.3 以艺术为导向的教育发展走向： 

国际著名设计大师乔治•罗亚曾经说过：“设计的内涵就是文化。”可见，设计建立在民

族传统底蕴的基础上，是一种具有文化倾向的理性选择。要培养学生拥有具备时代特色的、

独特敏锐的专业设计眼光，就必须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素养与传统人文精神来支撑其整个专业

知识的框架。因此，在专业课程具体内容的设置上，我们应当在保证专业知识体系具备世界

性、先进性与前沿性的前提下，补充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引导学生根植于社会文化的土壤，

以民族传统设计思维为基础，增强人文修养，把握历史文脉，将人文内涵贯彻到专业知识传

授的过程中。 

3.4  校企协同发展 

尽管社会的认同与市场的需求是衡量当代高校艺术设计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标杆之一，

然而过度的强调艺术设计专业的社会化与市场化，并以此作为专业课程设置的价值取向，必

然会导致专业课程的内容体系在学术性方面的缺失，减弱了学生对专业知识进行深入的理论

性研究能力；除此之外，对市场与商业因素的过分灌输与关注，容易忽略设计的本质，不利

于行业竞争的良性循环。 
企业与高校应当共创课题，依托地区性制造产业优势，利用高校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与课

题研究的优势，互相学习，共同成长，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产业特性、民族文化精髓、社会生

活形态、用户需求、产品开发、商业模式及用户体验，培养能够引导品牌前进的设计师，使

企业走上可持续的品牌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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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束语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正遭受着严重的冲击。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领域，时尚配

饰产业值得中国教育领域积极深入地研究。我们需要通过整合与重组专业学科来发展创新的

设计教育模式，以应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的挑战。设计教育应采取切实有效的实际

行动来引导和推动这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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