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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致辞

北京服装学院院长  

1959 年，为“解决中国人穿衣问题”，北京服装学院应运而生。半个多世

纪以来，北服人坚守着纺织、服装这“一方水土”，始终与国家经济、文化、

科技发展共行，与纺织服装行业发展共进，自强不息，进取不止，以鲜明的办

学特色、突出的学科优势、较强的综合实力，逐步确立了在我国服装高等教育

领域的重要地位。

学校始终将人才培养放在第一位，为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纺织服装强国

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众多校友已成为纺织服装行业、文化创意

产业的杰出代表。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高等教育办出特色、争创一流的目标。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将发挥学科优势，强化特色，大力实施艺工融合的

人才培养战略，着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积极构建人

才培养的新机制、新模式，努力把北服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知

名的纺织服装高校。

 同学们，选择北服意味着选择了科学、艺术、时尚交融共生的大学文化。

在这里，思想之光将照亮你们英姿勃发的青春，知识之风将鼓满你们实现理想

的船帆。北京服装学院愿作你们走向成功人生的基石，助力你们在人生最美好

的时刻起飞、翱翔！

  北京服装学院热烈而真诚的欢迎同学们的到来！

C O N T E N T S

NO.1    学校概况

NO.3    招生咨询 NO.4   学校资源

06  学校简介

10   博士、硕士授权点

11   本科专业设置

12   师资队伍

14   海外留学项目

15   毕业生就业去向

16   奖学金及学生资助体系

18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64   2015 年本科生招生章程

66   招生计划

68   招生体检标准

69   近三年录取分数统计

76   热点问题解答

78   2015 年咨询方式

79   图书馆

80   民族服饰博物馆

81   中关村时尚产业创新园

20   实验班

27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

3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7   艺术设计学院

49   商学院

56   信息工程学院

59   外语系

61   造型艺术系

NO.2   院系介绍

弘毅日新 衣锦天下



8 6 0 0 各类在校生 7 0 0 余教职员工 2 8 本科专业

北京服装学院艺工融合的

特色办学理念

在北京市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北京服装学院全面参与了

2014 年 APEC 会议领导人服装的组织、设计和服务保障等工作。

北京服装学院是全国唯一一所以服装

命名、艺工融合为办学特色的全日制

普通高等学校。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
SCHOOL OF FASHION Art AND ENGINEErING

艺术设计学院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商学院
SCHOOL OF BUSINESS

信息工程学院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外语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造型艺术系
DEPArtMENt OF PLAStIC ArtS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基础教学部
DIVISION OF BASIC COUrSES

计算机信息中心
CENtEr FOr COMPUtEr SCIENCE tEACHING

国际学院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继续教育学院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研究生部 
SCHOOL OF 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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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北京服装学院是全国唯一一所以服装命名、艺工融合为办学特色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校始建于

1959 年，1987 年改扩建为北京服装学院。 

       学校现设有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商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外语系、

造型艺术系、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计算机信息中心，以及国际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研究生部。

有 28 个本科专业，4 个双学位专业点，8 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2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 个博士人才

培养项目。学校坚持以本科教育为主，积极发展研究生、留学生和继续教育 , 现有各类在校生 8600 余人，

其中本科生 5900 余人，研究生 850 余人，留学生 300 余人，成人教育学生 1600 余人。

       学校秉承“求是创新、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建立了“艺

术教育与工程教育、管理教育相结合，民族服饰文化与现代设

计理念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现代服装教学

体系。

      学校积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圆满完成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残奥会系列服装，神舟系列航天服饰及舱内用鞋，建

国 60 周年群众游行方队和志愿者服装，2014 年南京青奥会官

方制服，以及北京市中小学校服、两代学位服等设计研发工作。

特别是圆满完成了 2014 年 APEC 会议领导人服装工作，“既

充满了中国传统元素，又体现了现代气息”的“新中装”，赢

得了全世界的赞誉。                             

9 0 0 多项国家、省部级及各类科研项目                7 5 项授权专利                1 7 项获得国家、省部级奖励                  连续3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个北京市重点建设一级学科 3 个北京市重点建设二级学科 5 个市级科研机构1 个国家级科研机构1 个博士人才培养项目8 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 2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4 个双学位专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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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在服装服饰类大赛中成绩斐然，学校被誉为“中国服装

设计师的摇篮”。近年来，获德国“红点奖”至尊奖、“汉帛

杯”中国国际青年设计师时装作品大赛金奖、国际钻石高阶会

议（HRD）钻饰设计大奖赛金奖等 1900 余项。

      学校共向社会输送毕业生 3 万余名，许多已成为纺织服装行

业的领军人物。近年来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保持在 95% 以上。“创

新、创意、创业”特色工作体系成效显著，2014 年毕业生创业

率达 7.54%，远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被评为“北京地区高校

首批示范性创业中心建设校”。学校获“功勋学院奖”、“北京

时装之都建设育人贡献奖”、“北京时装之都建设特别贡献奖”。

     学校大力实施国际化办学战略，目前已与美国、英国、法

国等国家和地区 40 多所大学和机构建立交流与合作关系，建

立了境内外交换生培养机制，并聘请国际著名艺术院校的专家

学者来校讲学。

      学校持守“弘毅日新、衣锦天下”的校训精神，以“传承民

族服饰文化、打造纺织服装强国”为己任，服务首都，辐射全国，

面向世界，为建设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纺织服装

大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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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颉蓝唱婉

北 服 自 主 品 牌 BIFT 

COLLECTION- 蓝

印花布系列时装发布

会

01

美国著名女装品牌

Laundry by Shelli 

Segal 中国首秀

02

国家级校外人才培养

基地——“北服·爱

慕服装专业校外人才

培养基地”

03

关琦获得 53 届世界

小姐季军

04

北服毕业作品成功

进军米兰设计周

05

我校学生获得

ONESHOW 金奖

06

北服学生创意作品展

在第五届文博会上齐

亮相

07

以“科学·艺术·时

尚”为主题的北京服

装学院教师作品展在

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

08

我校学生获得 2012

中国首席模特大赛冠

军、亚军

09

我校学生获“汉帛奖”

第 21 届中国国际青

年设计师时装作品大

赛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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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硕士授权点 本科专业设置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一览表

备 注

法学

工学

管理学

艺术学

硕士专业学位

民族学

机械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纺织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

艺术学理论

美术学

设计学

艺术

国际商务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机械电子工程

化学工程

纺织工程

纺织材料与纺织品设计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

服装设计与工程

会计学

艺术学

美术学

设计艺术学

企业管理

材料学 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

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

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

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

授予学位学科名称 项目名称

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一览表

设计学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抢救传承与设计创新人才培养项目

学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本科所授学位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商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外语系

造型艺术系

服装设计与工程 工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文学

艺术学

艺术学

传播学

表演

工学

工学

工学

工学

工学

工学

艺术学

艺术学

艺术学

艺术学

艺术学

艺术学

艺术学

艺术学

艺术学

经济学

文学

管理学

管理学

管理学

管理学

文学

艺术学

应用化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轻化工程

工业设计

产品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

摄影

动画

数字媒体艺术

国际经济与贸易

会计学

工商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市场营销

广告学

视觉传达设计

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商务英语

绘画

雕塑

公共艺术

10 11



师资队伍

刘元风，北京服装学院院长，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

主席，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主持北京奥运会服装设计等，研究方向为

服装艺术设计与理论研究。

刘瑞璞，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国家级教学成

果二等奖，主持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华民族服饰结

构图考》等，研究方向为传统服饰结构研究、服装国

际规制。

赵平，教授，博士生导师，服装北京市技术转移中心

主任，出版《服装心理学概论》等，获 2014 年国家

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研究方

向为服装品牌策略。

 

王建明，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纺

织工程学会染整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纺织品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印染品分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印染行业

协会理事及专家委员会委员。

周永凯，研究生部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持国

家科技部多项项目，研究方向为纺织材料及其纺织品

开发、服装材料结构与性能研究、服装舒适性研究。

傅吉全，教授，硕士生导师，化学工程学位点学科带

头人。

郑嵘，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 EI 检索杂志编辑，主持神七舱内用鞋设计等，

研究方向为人体工学、服装结构设计、服装舒适性与

创新产品设计。

赵国樑，教授，硕士生导师，材料学学科带头人，北

京市教学名师。

廖青，北京服装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纺

织化学与染整工程”学科带头人。中国纺织工程学会

标准测试与检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纺织

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四川大学兼职教授。

 

王锐，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

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市有突出

贡献科学、技术管理人才，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学科委

员，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化纤专业委员会委员。

 

 

李从举，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兼职教

授，北京市属高校高层次人才，服装材料北京市重点

实验室主任。

 
赵云川，教授，硕士生导师，艺术学学科带头人，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资深会员，中

国建筑学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

李士进，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写实画派成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张森，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书籍插图

艺委会副主任，曾担任全国书籍美术展四届、六届评

委，担任十二届全国美展插图与书籍装帧初、复评评

委。

陈芳，教授，硕士生导师，《艺术设计研究》杂志常

务副主编。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国艺术

史，2015 年入选北京市“长城学者”培养计划。

 

宁俊，教授，硕士生导师，商学院纺织服装研究方向

带头人，首都服饰文化与服装产业研究基地主任、首

席专家，北京市服装纺织协会秘书长。

 

贾荣林，北京服装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包装联合设计委员会副主

任，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会副理事长，北京设计学会副

会长，《中国设计年鉴》编辑委员会委员。

 

詹炳宏，北京服装学院副院长兼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教

授，硕士生导师，“数字与交互媒体”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主任，瑞士苏黎世艺术大学客座教授，教育部高等学

校动画、数字媒体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工

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

 

 

郭燕，教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致力于国际经济与贸易、服装贸易等方面的研

究，指导学生参加创业计划大赛，多次获得国家级、

北京市级大奖。

郭平建，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常

务理事，北京市高教学会大学英语研究会理事。

袁晔，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

究方向为信号与图像处理及其在纺织服装领域的应用。

范秀娟，教授，硕士生导师，华北地区高等院校电子

技术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研究方向：模式识别与智

能信息处理在工业检测控制中的应用。

安佳，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

京美术家协会理事、会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

工笔画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专家委员会委员。

李晓慧，教务处处长，教授，硕士生导师，致力于服

装市场营销、时尚品牌管理、服装网络商务、奢侈品

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韩润萍，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兼

任北京自动化学会常务理事、北京高校电子信息类专

业群教学协作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纺织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纺织装备分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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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积极实施国际化办学战略，大力开展多种形式、多层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目前已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

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40 多所大学和机构建立交流与合作关系，基本实现每个院系有一个国外稳定合作伙伴的目标。初步建立境

内外交换生培养机制。聘请多名来自国际著名艺术院校的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开展了各类学生交换交流项目。获批国家留学基金

委“艺术类人才特别培养”项目和“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及论坛、国际青年设计师邀请展及在京使馆

外交官联谊等活动，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传播中国传统民族服饰文化。

海外留学项目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备注

1

1

1

1

2

2

2

2

3

3

3

3

4

4

4

6

6

6

9

9

13

14

15

7

7

7

8

8

10

10

11

11

12

5

5

5

国家留学基金委“优秀
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

项目流程：每年进行项
目申报 -- 基金委审批

项目流程：艺术类专业学生在线递
交申请 -- 基金委组织专家评审

项目流程：学生在线递交申
请 -- 基金委组织专家评审

台湾亚洲大学交换生项目

英国格拉斯哥美术学院交流生项目

法国 MOD'ART 巴黎国际时装艺术学院交流生项目

创意英伦——英国艺术研修之旅

暑期赴美带薪实习

日本早稻田大学暑期短期交流项目

意大利圣心天主教大学暑期定制课程

台师大 2015 卓越青年台湾文化体验营

青年师生赴美社会调研项目 1+8

台湾东海大学夏令营

英国利兹大学交流生项目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交换生项目

台湾实践大学交换生项目

西班牙赫罗纳大学交流生项目

意大利 Alchimia 珠宝设计学院交流生项目

英国博尔顿大学交流生项目

美国芬利大学交流生项目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金斯维尔分校交流生项目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交流生项目

美国北阿拉巴马大学交流生项目

美国太平洋大学交流生项目

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交流生项目

台南应用科技大学交流生项目

台湾中原大学交流生项目

美国特惠生项目

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交换生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
公派硕士研究生项目”

英国伦敦艺术大学交流生项目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交流生项目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交流生项目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交流生项目

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交换生项目

意大利那不勒斯第二大学交换生项目

韩国仁川大学交换生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艺术
类人才培养特别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往返国际旅费、在外期间的
奖学金生活费。对部分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
究生或本科插班生可提供学费资助。

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规定期
间的奖学金生活费，资助标准及方式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执行。对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可提
供学费资助。

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规定
期间的奖学金生活费，资助标准及方式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国家留学基金委“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商学院

商学院、外语系

外语系

长        

期        

交        

换           /           

交         

流        

生        

项        

目

短        

期        

交        

流         

项      

目

院

系

交

流

项

目

国
家
公
派
项
目

毕业生就业去向

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是评价一所学校整体办学水平和教

育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我校在毕业生就业方面

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就业状况呈良好态势。

       我校毕业生思想素质过硬，基础扎实，专

业性强，知识面宽，富有创新意识，工作作风

严谨，多年来一直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与好评，

2014 年我校毕业生就业率在 95% 以上。

     我校是全国最早建立毕业生就业信息网的

高校之一，通过网络向毕业生传递的就业信息

量大、质量高、速度快、实效性强。我校与全

国数百家用人单位有着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

每年有数百家用人单位到我校参加供需见面会

或专场招聘会。

       毕业生主要地区流向：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厦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

       毕业生主要行业流向为纺织服装行业、文化创意产业等行业的企事业单位，部分毕业生选择

升学、出国和创业。2014 年我校被评为北京地区高校首批示范性创业中心建设校。

       毕业生代表性用人单位：例外服饰、纺科院、三六一度、百丽鞋业、乔丹、梦洁家纺、凡客

诚品、爱慕内衣等。

NO.1  社会需求信息充分

NO.3  行业和地区流向符合经济建设需要

NO.2  拥有毕业生就业信息优势

 北京

 广东

 上海

 浙江

 福建

 天津

 江苏

     湖南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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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及学生资助体系

       我校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近年来不

断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逐

步形成了以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社会赞助专项奖学金、校内奖学金、国家助

学贷款、特困补助、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等

多位一体的奖学金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资助体系。

        1. 国家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是国家设立用于奖励普通本

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本科生中特

别优秀的学生，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 8000

元，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负担。

        2. 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是由中央及北京市共同

拨款设立，用于奖励资助普通本科高校和高

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中品学兼

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面占在校生的

3% 左右，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5000 元。

         3. 社会赞助专项奖助学金

       社会赞助专项奖助学金是社会上（包括

国内外、境内外）的企业、单位团体和个人

以各种形式捐资赞助学校、支持教育事业发

展而设立的奖励和资助学生的基金。目前主

要设有桑麻奖学金、纺织之光奖学金、爱慕

奖学金、白领奖学金、361°奖学金、《时

尚》奖学金、真维斯助学金、“爱心成就未

来”助学金、京工奖学金，金额从 1000 元

到 10000 元不等。

         4. 校内奖学金

       （1）新生奖学金

       新生奖学金是由学校设立的用于奖励品

学兼优的新生的奖学金，奖励金额从 3000

元到 5000 元不等。

       （2）人民奖学金

       每年评定一次，分为特等、一等、二等、

三等四个等级，金额相应为 2000、1500、

1200、600 元。每年约有 40% 的本科学

生获得校内奖学金。

       （3）奋进创新奖学金

       奋进创新奖学金是学校设立的专门用于

表彰和奖励在国内外各类大赛中以本校名义

取得优异成绩为校争光的学生。

       5. 国家助学金

       国家助学金由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共同出

资设立。国家助学金的资助对象为高校中家

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国家

助学金以资助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的生活

费为目的。分为两等：一等国家助学金标准

为每生每月 450 元，二等国家助学金标准

为每生每月 230 元。每年按 10 个月发放。

我校的资助面按照全校学生总数的 15% 的

比例安排。

       6. 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是国家运用金融手段，由

北京银行面向普通高等学校中家庭经济贫困

的学生发放的用于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学

费、生活费并由国家财政给予贴息的人民币

信誉贷款。国家助学贷款每学年申请一次，

最高金额为每年 8000 元。执行《北京服装

学院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

       从 2010 年开始，北京生源申请国家助

学贷款需要“三证”之一：《北京市城市（农

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北京

市城市居民生活困难补助金领取证》或《北

京市低收入家庭救助证》。

        7. 生源地贷款

       生源地贷款是指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

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

生和在校生（以下简称学生）发放的，学生

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向学生入学前

户籍所在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或金融机构申请办理，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支付在校学习期间所需的学费、住宿费的

助学贷款。生源地贷款为信用贷款，学生和

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

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学生可向当地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咨询具体办理生源地信用贷款的相

关事宜。

          8. 勤工助学

      勤工助学是由学校组织，学生利用课余

时间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一定报酬的助学活

动。勤工助学优先安排贫困学生参加。勤工

助学活动受法律保护。参加勤工助学活动的

学生必须遵守相关规定和履行相应的义务。

按《北京服装学院勤工助学管理办法》执行。

        9. 减免学杂费

      减免学杂费是资助经济困难学生接受高

等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近几年来，我校对

部分确因经济条件所限交纳学费有困难的学

生，实施学费减免政策，特别是其中的孤残

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及烈士子女、优抚家庭

子女等。

        10. 临时困难补助

      临时困难补助是由国家和学校设立的专

项困难补助。资助对象为入学时遇到特殊困

难、家庭遭遇特殊困难、本人突患重病的全

日制在册学生。每生每次视情况给予 200-

1000 元的补助。按《北京服装学院临时困

难补助管理办法》执行。

         11. 设立“绿色通道”

     “绿色通道”是学校为解决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入学报到，顺利完成学籍注册手续所

设立的助学措施。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可以按

照学校要求，提供父母单位和家庭所在地人

民政府出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证明》，经“绿

色通道”入学报到，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在

办理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和其它资助手续后注

册。

       12. 其他资助

        学校还积极求助于各种校外机构和社会

各界人士，为特困学生提供经济资助。随着

我校的不懈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日益关注，各

类经济资助将惠及更多的北服学子。

序号 奖学金种类 奖励金额（元 / 人·学年） 获奖对象
2014 年

获奖人数

设立机构

或个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国家奖学金 品学兼优的学生

国家设立奖学金

社会赞助专项奖助学金

校内奖学金

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与纺织相关各专业的学生

在国内外各类大赛中以我校名义取得
佳绩的学生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

品学兼优的新生

香港查济民先生设
立的桑麻基金会

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服装学院

教育部

教育部

中国纺织工业协
会、纺织之光科
技教育基金会

北京爱慕公司

北京白领时
装有限公司

三六一度 ( 中国 )
有限公司

《时尚》传媒集团

真维斯有限公司、
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

北京京工服装
集团有限公司

纺织、服装、染整、纤维材料、纺织机械
等相关专业或领域的本科生、研究生

优秀本科生、研究生

品学兼优的本科生

学校主干学科和专业的优秀学生为重
点奖励对象，其他专业优秀学生兼顾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本科生

品学兼优的本科学生，家庭困难学生优先，
以长期资助为主

专业不限，重点资助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学生

国家励志奖学金

新生奖学金

人民奖学金

奋进创新奖学金

桑麻奖学金

纺织之光奖学金

爱慕奖学金

白领奖学金

361°奖学金

《时尚》奖学金

真维斯助学金

京工奖学金

4000( 本科生 )/2000( 研究生 )

3000

8000

8000/5000/3000

10000/4000/3000/2000

2000/1500/1200/600

5000/3000

5000

8000 13

196

47

12

60

32

68

10

39

19

30

占在校生
的 40%

254 人次300-3000 元不等

2000

5000

4000( 大一 )
2000( 大二、大三 )

奖助学金一览表

北京服装学院 2015 报考指南

16 17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艺术与科学、传统与时尚相融合的北服校园文化，以其“蓬勃

进取、求是创新、励精于治、德艺双馨”的校园精神而散发独特魅

力。一年一度的“首都大学生创意集市”、大型校园文艺系列展演、

北服社团风采月、“一·二九”体育联赛、暑期社会实践、服饰风

采大赛、“晨曦”论坛、“启智杯”辩论大赛、“新睿杯”学术作

品大赛、“春蕾杯”歌手大奖赛、“玫瑰杯”舞蹈大赛等特色鲜明

的校园活动，感召与带动了一届届北服学子。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

生活为大学生们创造了探究学科前沿，感受多元文化，提升人文素

养与锻炼成长的良好环境。近年来，学校先后获得北京市共青团“达

标创优”竞赛五四红旗团委、08 奥运志愿工作先进单位、60 周年

国庆志愿工作先进单位、第七届“挑战杯”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金

奖等集体奖励 80 多项。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红色舞台剧大赛 校庆文艺汇演 首都大学生创意集市

毕业生晚会 全国大学生五四青年节主题文艺活动 学生骨干素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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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班以现代纺织服装产业链对高级

人才的需求为基础，以满足社会人才多元

化需求和学生个性化发展为目标，以培养

学生艺术设计创新和实践动手能力为着力

点，通过培养帮助学生既掌握扎实的学科

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又具备在服装与服

饰设计、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营销与管

理等多个专业领域，独立或组建团队开展

产品设计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最终将

学生培养成为纺织服装领域、文化创意产

业等相关领域具有潜在影响力的艺工融合

拔尖人才。

     实验班将在原有服装与服饰设计、服

装设计与工程两个专业的培养方案基础

上，充分利用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

程学院在服装服饰设计、服装工程和营销

管理领域的专业优质资源，构建“艺术与

工程知识能力相互融合”为特色的创新人

才培养方案；同时学院为实验班配备了由

校内外教师、专家以及企业精英共同组成

的优秀教学团队，并采取“专业导师制”

管理方式，在导师指导下，学生除全面接

受专业理论知识授课外，还鼓励自主学习、

研究性学习，积极参与到导师的科研项目

中。此外，通过实现工作室制、校企合作

以及国际交流等多种培养模式，学生将接

受系统的艺术设计及科学研究基本训练，

获得产业认知及品牌企业专业实习的锻炼

机会，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项创意设计

比赛、展览和海外院校交流活动。

       实验班由两个班构成：服装与服饰设

计实验班和服装设计与工程实验班，共招

收 40 名学生，其中艺术类学生 20 名，

理工类学生 20 名。实验班学生将在新生

入学后加试择优录取。实验班实行淘汰制，

即每学年结束后，学校将对实验班学生进

行综合考评，未达到要求的学生将编入到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相关专业的普通班中

继续学习。学生毕业时，分别授予服装与

服饰设计专业或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学士

学位，并将获得学院颁发的“创新人才实

验班”证书。实验班毕业生择优推荐工作、

参加海外留学交换生计划、攻读硕士研究

生，或推荐去国外合作大学进一步深造。

现代服装高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班

实验班介绍
时尚文化与传播实验班

     实验班以现代时尚产业对高级人才的

需求为依托，以培养具有时尚文化与时尚

传播基础理论和实践能力的创新应用型人

才为目标，所培养的学生不仅能适应当代

时尚产业发展需求，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

知识，还应具有实践应用能力，能够从事

时尚文化批评与传播、时尚品牌及流行趋

势研究与应用、时尚媒体策划、运营与技

术实现、时尚活动创意策划、推广与管理

等相关各项工作。

     实验班基于服装服饰设计、时尚产品

设计、时尚品牌营销与管理、视觉传达等

课程体系，利用北京服装学院校内及国内

外各专业媒体中的优势资源，构建了全新

的“文化研究和传播营销相结合”的创新

人才培养方案。专业理论教学方面，除了

为学生配备了校内优秀的教师之外，还将

邀请时尚文化和传播相关行业领域的摄影

师、造型师、艺术指导、时装秀和电影制

作 人 以 及 时 尚 记 者、 编 辑、 作 家、 网 络

营销家等参与专业课程教学，确保学生掌

握丰富而扎实的理论知识；实践教学环节

方面，除了要求学生参加并完成各项实习

（践）活动外，还将通过与国际知名媒体

共同开展项目教学的模式，以及学生毕业

环节参与到实际媒体制作和文化研究项目

等形式，实现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学生

具有突出的实践应用、团队合作和独立学

习的能力。 

       实验班独立设置，共招收 25 名学生，

其中艺术类学生 10 名，文史类学生 15 名。

学生毕业时，分别授予服装与服饰设计专

业或传播学专业学士学位。实验班毕业生

择优推荐工作、参加海外留学交换生计划、

攻读硕士研究生，或推荐去国外合作大学

进一步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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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与时尚设计实验班

      纤维与时尚设计实验班以现代纺织、

服装及家纺等产业对高级人才的需求为基

础，以培养艺工融合的新型设计师为目标，

从纤维设计为原点，历经纱线和面料的设

计与实现，最终在服装及家纺产品设计中

应用，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专业理论教育与

实践能力训练，最终培养出具有开阔眼界

及产品研发能力，从纤维到终端产品、技

术与艺术并重，掌握相应理论水平与较强

实践动手能力的综合型设计人才。

      实验班由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和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联合组建和开展教学，充

分发挥两个学院所具备的优质教学资源及

校外专业机构的支持，针对艺术与工程相

融合人才的培养目标，构建了全新的创新

人才培养方案。在专业理论教学方面，将

整合学校优秀师资，组建一支由纤维、染

整、纺织、织物设计、服装与家纺设计为

背景的专业化教师团队，同时还将组建由

国际羊毛局、中国纤维学会以及知名企业

的专家学者构成的校外教学团队，完善理

论教学内容和提升其实效性，确保学生在

校内即可了解产业状况，熟练掌握实际设

计方法与产品开发流程；在实践教学环节，

将根据专业特色开设系列化校内实践课

程，培养学生实际操作与动手能力，同时

组织学生进行产业认知与专业实习，深入

到设计与产品开发第一线进行锻炼，全面

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为了实现国际化的

对接和拓展学生视野，将开设国际工作营、

国际合作课程以及国际院校交换生项目，

通过参与项目，实现学生团队合作和独立

设计能力的提升。

       实验班独立设置，共招收 30 名学生，

其中艺术类学生 15 名，理工类学生 15 名。

实验班配备专业导师。学生毕业时，分别

授予学士学位，并将获得学院颁发的“创

新人才实验班”证书。实验班毕业生择优

推荐工作、参加海外留学交换生计划、攻

读硕士研究生，或推荐去国外合作大学进

一步深造。

艺工融合联合教学实验班

     实验班依托于艺术设计国家级特色专

业和工业设计北京市特色专业，以现代社

会发展、现代设计产业发展和文化创意产

业对人才需求的特征为导向，发挥我校服

装服饰学科优势，更新教育理念，构建艺

工交叉融合的工业设计教学体系。在本科

教学的前两年全面学习工业设计的核心课

程，掌握现代工业设计的基础理论、创造

性思维、专业知识与应用设计能力。后两

年则以本院的服装服饰专业优势和师资力

量为基础，将专业学习集中于功能性的服

饰产品以及运动与户外装备的设计领域，

包括体育休闲、户外运动鞋品、背包、其

它服饰品以及延伸到相关的运动器材、专

业装备产品等方面。

     实验班培养适应社会发展新环境下的

综合创新型卓越设计人才，学生将具备国

际化视野 、系统设计方法与创新思维，综

合设计解决与设计管理能力，具备从设计

趋势研究、用户研究、协同创新设计到设

计工程与实施、交互设计、产品品牌策划

全流程设计能力和时尚趋势与 CMF 综合

应用、可持续设计、服务设计等与社会发

展接轨的前端设计研究能力。

       实验班独立设置，共招收 40 名学生，

其中艺术类学生 20 名，理工类学生 20 名，

共同授课一起学习。学院特为实验班配备

了一支艺术类与工科类交叉混合的专业教

师队伍，采取“本科生导师制”，突出个

性培养和柔性管理理念，鼓励学生进行自

主性学习、研究性学习，参与导师的科研

与项目，接受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强化

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以及设计解决能力的

培养。在专业课程和就业出口则侧重于功

能性的服饰产品以及运动与户外装备的设

计领域。

     涵盖主干课程包括综合造型基础、产

品模型基础、用户研究与设计程序方法、

人机工学应用设计、材料与加工工艺、计

算机辅助设计、模具设计、运动装备设计、

可穿戴服饰产品设计、箱包专题设计、鞋

楦应用设计、运动鞋专题设计、户外与功

能鞋设计、工作室创新项目设计、产品综

合创新设计。

     同时，以众多国内运动类知名企业为

人才培养的实习基地，将安排学生进行不

同教学内容的实践学习科目。

     学生毕业时，分别授予产品设计专业

学士学位或工业设计专业学士学位。能在

专业设计部门、科研单位、网络设计等部

门从事工业产品设计以及相关的教学和科

研工作；在国内外各类服装服饰品牌、体

育服饰用品、运动装备相关品牌、等公司、

机构、独立设计工作室等就职，具有创新

思维和研发能力的优秀的应用性设计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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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设计实验班

     实验班以文化创意产业对人才需求的

特征为导向，以培养兼具设计实践与设计

资源整合能力的综合创新型设计人才为目

标，使之具备国际化视野的、科学设计方

法与创新思维、系统组织管理的综合操作

能力。关注时尚与视觉新领域与新趋势，

学习在可持续性、信息设计、创造性服务

与潮流生活方式等方面结合技术因素的创

新意识与分析能力。整合设计实验班涵盖

若干专业的学科特点，又独立承担针对复

杂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与教

学任务。科学设计方法的培养保障了学生

将能够胜任时尚创意方向的各类工作，并

在不同领域中创造价值。

     学院为实验班配备了一支具有海外留

学经历的专业教师队伍，鼓励学生进行自

主式学习和研究性学习。本专业课程主体

由两个既有侧重又相互联系的教学模块组

成—— Workshop（从调研到概念先行的

创意工作营）与 Project（设计项目实践

操作能力的项目）。通过设计思维与认识、

信息整合设计、传媒策划与设计统筹的系

统性训练，掌握专业领域内的基本理论、

操作方法、发展趋势、相关社会与人文、

时尚与趋势、材料与工艺等学科广泛知识，

培养适应现当代社会的多种需求，并敏锐

洞察设计趋势与未来，在现代信息沟通、

新兴传媒与传播推广等方面表现出灵活的

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学生将学习传媒产

业、工业产品、环境设计等跨领域的相关

知识、组织技能以及技术合作，以锻炼整

合设计项目所需的相关设计、组织沟通的

综合协调执行能力。

       实验班独立设置，共招收 20 名学生，

实验班采取新生入学后经过一年基础课学

习，大二开学前加试的办法，择优组建。

学生毕业时，授予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学士

学位。毕业生择优推荐工作、推荐参加海

外留学交换生计划、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

或推荐去国外合作大学深造。

品牌传播与时尚广告设计实验班

     实验班以培养具有广告创意、品牌推

广、时尚设计等基础理论和实践能力的综

合性高级应用人才为目标，发挥我校学科

教学体系优势和社会影响力，构建艺工融

合的时尚类广告人才培养体系。实验班将

充分利用优秀教师资源、先进实验室资源、

创新企业合作资源构建“广告创意与时尚

设计”综合教学平台，为时尚行业及文化

创意产业培养具备品牌塑造与推广能力的

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

     实验班课程将在全校组建富有教学经

验的优秀教师授课，将建立“导师负责制”，

在学习专业课基础上，课外辅导学生进行

创新创作研究，并参与国内国外专业赛事；

建立“企业讲师制”，利用企业人才的工

作经验，通过实践教学提高学生专业实践

能力；建立“校园聆听制”，使学生充分

参与学校丰富的讲座安排，扩展专业知识

面；聘请“国外专家教授”参与教学，扩

大学生视野掌握时尚前沿；利用“校企合

作制”，通过加强时尚类品牌公司和广告

公司的事例实践教学，从而提高实验班所

培养的创新型人才的专业实际运用能力。

     实验班专业课程包括：广告基础、品

牌传播、广告设计、时尚设计四个教学模

块；特色课程包括：时尚摄影、网店设计、

服装陈列、橱窗设计、绘图软件、公关活

动策划、企业形象设计等课程；涉及广告

学、传播学、设计学、营销学、心理学等

课程。

     实验班共招收学生 60 名，分为“品牌

传播实验班”与“时尚广告设计实验班”，

每班 30 人。其中招艺术类学生 20 名，

非艺术类学生 40 名。非艺术类中 20 名

文史类新生按高考志愿直接录取，另 20

名理工类新生采取入学后加试择优选拔方

式，每班各分配 10 名。两个班广告学基

础课程合班教学，方向专业特色课程分班

教学。实验班的教学和管理实行特殊政策，

学生毕业时分别授予广告学专业或视觉传

达设计专业学士学位。实验班毕业生择优

推荐工作、参加学院海外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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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经理人实验班

      实验班依托快速扩张的全球时尚产业，

培养适应时尚企业需要的时尚经理人。实

行“时尚经理人”招生培养创新模式，充

分发挥我校学科优势和社会影响力，构建

艺工融合的时尚类管理人才培养体系，实

现教育的前瞻性和服务社会的功能。

     实验班将充分利用国内外优秀教育资

源、先进实验室资源、全国创业创新竞赛

资源、行业标杆企业合作资源，构建“时

尚经理人”综合教学平台。培养方案的设

计强化实践能力，学生将具备全球视野、

互联网思维，掌握管理经营前沿理论和方

法，系统的组织策划以及综合操作能力，

成为未来的纺织服装、时尚文化创意管理

领域拔尖职业经理人。

     商学院为实验班配备由校内外优秀教

师，国内外知名专家以及标杆企业的管理

精英组成的教学团队。将实行“专业导师

制”，在统一学习专业课基础上，课外辅

导学生进行创新创作研究；“全国竞赛参

与制”，学生参与国内国外专业赛事，实

现以赛代练，以赛促学；建立“企业讲师

制”，用企业高级人才的工作经验，通过

实践教学提高学生专业实践能力；聘请“国

外专家教授”参与教学，扩大学生视野掌

握时尚前沿；利用“校企合作制”，通过

加强时尚类品牌公司案例实践教学，从而

提高实验班所培养的创新型人才的专业实

际运用就业能力。

     实验班独立设置，招生采取新生加试

择优选拔，共招生学生 30 名。实验班的

教学和管理实行特殊政策，学生毕业时授

予管理学学士学位。实验班毕业生择优推

荐工作、参加学院海外留学计划，其中成

绩优秀者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宣传片

商学院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始建于 1987 年，

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办学中坚持“创意融合技术、设计传承文

化”的教育教学理念，不断完善人才培养

方案、提升教学质量。现有 4 个本科专业、

11 个专业方向：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原

有女装、男装、针织、运动装四个方向，

2015 年新增纤维与时尚设计方向和服饰

传承与创新方向）、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

（包括服装产品研发、服装产品策划与买

手两个方向）、表演专业（包括服装表演、

广告传播两个方向）和传播学专业（时尚

文化与传播方向），其中服装与服饰设计

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为国家级特色

专业建设点，表演（服装）专业为北京市

特色专业建设点。依托设计学、纺织科学

与工程和艺术学理论三个一级学科，设有

服装艺术设计、服装设计与工程、纺织材

料与纺织品设计、服装史论与风格、中外

服饰文化等多个研究生专业与研究方向。

依托设计学，现有一个服务国家特殊需求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抢救传承与设计创

新”博士人才培养项目。2014 年荣获国

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北京市教学成

果一等奖 1 项。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以“营造优良的

教研环境与氛围，使教师团队得到良好发

展并不断追求突破”为使命，努力打造一

支依托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具有国际化视

野、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艺工

融合的一流专任教师队伍。学院现有教职

工 98 人，其中专业教师 88 人，教授、

副教授 46 人（46.9%），拥有博士学位

教师 15 名（15.3%），在职攻读博士学

位教师 6 人（6.1%），45 岁以下的中青

年教师 68 人（69.4%），有一年以上的

国外（境外）学习和进修经历的教师 28

人（28.6%），在全国同类院校中独具特色。

学院以面向纺织服装产业、文化创意产业

培养“善于学习、富于创新、敏于行动、

诚于德行”的优秀人才为己任，2015 年

荣获中国服装大奖 -- 行业支持大奖。学

院现有在校本科生 1550 余人，硕士研究

生 220 余人，博士研究生 5 人，已为相

关行业输送了近 5000 名高素质的专门人

才。学生在美国 AOF 大奖、“汉帛奖”

中国国际青年设计师大赛、“常熟服装城”

杯中国休闲装设计精英大奖、“黛安芬”

创意内衣大赛、世界小姐决赛、CCTV 模

特电视大赛、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等国内外

重要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近三年来共获

各种奖项 300 余项，其中国际国内金银铜

奖 125 项。

       遵循学校进一步深化“科学·艺术·时

尚”的学术取向，探索“艺工融合”的教

育教学发展理念，学院积极整合毕业生资

源、校内外资源、行业资源和国际资源，

努力拓展学术视野，推动纺织服装、文化

创意产业领域知识创新，拓展科技与时尚

前沿，回应社会发展与需求。校内，与艺

术设计学院及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联合建

立了国家级服装服饰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产学研用合作方面，与企业合作建立北

服·爱慕人体工学研究院、361° - 北服

高性能运动服装设计研发中心、北服南山

中国职业装研究院以及多个服装设计与品

牌策划工作室，与中国针织工业协会合作

成立中国针织服装设计研发中心；积极开

展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与美国、加拿大、

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香港

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大学、研究机构建立

合作关系，2011 年加入国际服装技术院

校基金会（IFFTI）。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坚持协同创新，

与博物馆、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艺术设

计学院及产业协作，近年来承担完成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系列服装设计、

神七（神九、神十）航天员舱内服饰设计、

国庆 60 周年群众游行方阵服装设计等一

系列重要项目；出版、发表了一批具有较

高水平的教材、专业书籍和论文；参与制

定国家标准 10 项；学院师生积极参加国

际国内各类学术活动，取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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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

服装学科基础理论和实践能力，能从事服

装工艺技术、企业经营管理、产品策划和

开发、服装市场营销、服装设计的应用型

高级专门人才。

      获得服装专业的基本训练，系统掌握

服装设计基础、服装材料、服装纸样与工

艺、服装产品开发管理、服装市场与贸易、

以及服装工业化生产所需的相关理论知识

及技能，三年级以后设有服装产品策划与

买手、服装产品研发两个子方向。

     主要课程有服装电脑效果图、服装设

计学、中外服装史、服装结构、服装纸样

与工艺、立体裁剪、服装材料学、服装工

业制板、服装市场营销、服装 CAD 应用、

服装商品企划、时尚买手、成衣订单实务、

服装生产与运作管理。

     学生毕业后可在各类服装品牌公司、

服装行业协会等企事业单位、服装零售业、

服装高职和中专院校、服装媒体及网站等。

可从事服装产品技术开发、服装企业经营

管理、服装设计、服装品牌和产品策划、

服装营销与贸易、服装教育及相关工作。

传播学专业（时尚文化与传播方向）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

备较扎实的传播学和服装学科基础理论，

有较强的时尚品鉴力和感受力，经过时尚

文化与传播的系统训练和实践，能从事时

尚品牌和媒体的推广、时尚产业项目的创

新策划和管理、运营与技术实现的研究型

和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获得时尚文化与传播和服装专业理论

的基本训练，了解时尚产业和文化创意产

业的发展现状和时尚品牌与媒体的推广、

运营模式和业务流程；具有较强的时尚品

鉴力、视觉表现和文字表达能力；具有较

强的项目策划、开发与管理能力和市场与

社会的调研能力；了解本专业的前沿动态

和发展前景，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和较强

的实践工作能力。

       主要课程有传播学概论、时尚传播学、

时尚媒介与品牌、国际时尚产业、奢侈品

市场、时尚品牌案例分析、时尚流行趋势

研究、广告与传播、服装市场营销、服装

社会心理学、中国服装史、西方服装史、

时尚媒体创意策划与选题、传统服饰文化

的开发和创新运用、时尚品牌策划与推广、

时尚评论与写作、时尚摄影与实践。

     学生毕业后可在时尚产业和文化创意

产业相关机构、时尚媒体（纸质、影视和

新媒体）、时尚品牌企业、文化艺术经纪

公司、时尚文化研究和教育机构等，能从

事时尚品牌和媒体的推广、时尚产业项目

的创新策划和研究、时尚媒介设计策划等

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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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纺织服装行业及文化创意产业培养

“善于学习、富于创新、敏于行动、诚于

德行”的，具备艺术设计修养和较扎实的

服装学科基础理论，有一定创新实践能力，

能独立进行服装与服饰设计创作构思和成

品实现，能从事各类服装设计、产品策划

及相关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服装专业人

才。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分为学科基础与

学科方向两个层级，采用专业基础加专业

子方向的培养方式，三年级以后设有女装

设计、男装设计、针织服装设计、运动服

装设计和服饰传承与创新五个子方向。学

生在一、二年级完成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

与训练，掌握服装设计理论、服装设计方

法与服装工艺制作技巧；三、四年级学生

可根据自身兴趣和未来就业需要选择一个

专业子方向，完成相关方向特色课程的学

习和训练，通过项目教学和产业实习，掌

握服装专项领域的产品策划与设计实现。

      主要课程有服装设计元素、服装设计

方法与实践、服装效果图、中外服装史、

服装结构基础、服装纸样与工艺、立体裁

剪、服装材料概论、服装 CAD 应用、女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

装子方向系列课程（或男装子方向系列课

程、针织服装子方向系列课程、运动服装

子方向系列课程、服饰传承与创新子方向

系列课程）。

      学生毕业后可在各类服装品牌公司、

服装服饰设计公司或工作室、服装行业协

会等企事业单位、服装零售业、服装高职

和中专院校、服装媒体及网站等，从事服

装与服饰设计、服装品牌和产品策划、服

装营销和贸易、服装教育及相关工作。

     为文化创意产业及时尚行业培养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备一定艺术审

美修养和时尚传播基本知识与专业技能，

经过服装表演系统训练和实践，能从事服

装模特、时尚编导与活动策划、文化经纪

人管理、表演专业教育、时尚造型设计、

时尚媒体公关、时尚品牌推广的应用型高

级专门人才。

     围绕服装表演专业特点，将服装表演

与时尚传播概念相融合，从整个时尚产业

表演专业（服装表演方向）

链入手，使学生通过对服装展示、时尚传

播和品牌推广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学习，具

备服装表演、时尚编导与策划，以及时尚

传播与品牌推广等方面的相关理论知识和

实践经验，具备一定的艺术与人文科学的

基本知识和较高的审美能力。

     主要课程有服装表演概论、服装表演

编导与策划、文化经纪人管理、形体训练、

舞蹈基础、音乐基础、模特心理学概论、

化妆造型、服装设计原理、服装效果图赏

析、时装品牌案例分析、时尚产品分析与

评论、时尚传播媒体概论、时尚展示设计

等。

     学生毕业后可在模特或艺人经纪机构

担任高层管理、时尚编导、签约模特和专

业培训等工作；专业院校中担任教学及教

学管理工作；服装企业中担任设计或营销

工作；专业媒体（如电视台、杂志社或网

络媒体）中担任时尚编辑等工作及广告及

影视界从事策划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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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专业（广告传播方向）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

掌握服装、影视广告模特高级技巧和宣传、

策划、推广等专业知识，能从事服饰饰品

及时尚产品展示、广告拍摄、品牌推广、

表演专业教育、时尚文化推广、推广活动

的组织与策划、文化经纪管理、公关礼仪

等工作，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高

级专门人才。

     围绕广告传播专业特点，结合表演专

业的基本要求，构建基于时尚、广告传播

和品牌推广等方面知识构成的人才培养课

程体系，同时加强本专业学生在学习期间

的实践教学内容，在完成基本知识的学习

后，将组织学生广泛参与到国内、国际知

名品牌公司的相关文化推广活动的组织与

策划，参与一线期刊杂志、摄影刊物、平

面广告等活动的拍摄、展示与展演环节，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在具备一定

艺术与人文科学的基本知识外，更加具有

较高的专业素养。

      主要课程有广告表演、舞台语言表达、

音乐基础、形体训练、舞蹈基础、化妆造型、

广告学、传播学、心理学概论、服装表演、

影视表演基础、摄影基础、广告摄影、整

体造型设计、广告编导与策划、服装设计

原理、时尚品牌管理与推广、时尚传播

项目管理与实践、时尚传播与公关。具

体实践教学环节包括：摄影及表演实践、

活动策划组织与经纪、广告编导实习、

市场调查与分析、毕业实习以及毕业设

计等。

      学生毕业后可在平面、影视广告拍

摄；时尚机构、电台、电视台、新闻媒

体的相关工作；也可从事时尚编辑、时

尚模特或艺人经纪机构的管理、编导、

签约艺人和专业培训等工作；或在专业

院校中担任教学及教学管理工作，还可

向影视表演、主持人方向发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是北京服装学院

成立最早的二级学院。现有应用化学（服

装安全与评价、纺织化学方向），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服装材料与工程方向）和轻

化工程（服装色彩与功能方向）三个本科

专业，其中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和轻化

工程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专业被教育部批准实施“卓越工程

师教育培养计划”。学院拥有材料学、纺

织化学与染整工程、纺织工程和化学工程

四个硕士学科点，其中材料学、纺织化学

与染整工程、纺织工程三个学科为北京市

重点建设学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师资力量雄厚，

现有教职工 65 人（专任教师 48 人），

其中教授 11 人，副教授 20 人，博士生导

师 4 人，硕士生导师 27 人，具有博士学

位教师 25 人，硕士学位教师 18 人。聘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 2 人，国内外兼职教授 6

人；拥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2 名，北京

市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1 名，科技北京百

名领军人才 1 名，北京市优秀青年知识分

子 2 名，北京市“长城学者”培养计划 1 名，

北京市属高校“高层次人才” 2 名，北京

市属高校“拔尖创新人才”3 名，北京市

科技新星 5 名。

     学院拥有国家级服装服饰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服装材料开发与评价北京市级重

点实验室，服装安全研究检测中心。拥有

国际先进的教学科研仪器及设备，固定资

产约七千万元。

     学院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拥有北京

市级科技创新团队，承担多项国家和省部

级科研项目，先后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研

和教学奖 50 余项，发明专利近 80 项，

其中，曾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获得推动中国纺织产业升级重大技术进步

奖 1 项。近年来，承担国家 863、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经

贸委、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教委、

中国石化集团等委托项目近 300 项。

     学院现有在校本科生 590 人，研究生

136 人。学院在人才培养上以环保—功能—

智能纺织材料为中心；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专业培养方向定位于多功能性、高性能及

智能纤维研发和纺织材料循环再利用；轻

化工程专业的培养方向定位于环保、节能

染整技术和服装工效学；应用化学专业的

培养方向定位于绿色纺化助剂研发、纺织

品安全检测和功能评价及相关标准建立。

我院毕业生具有在新型服装材料开发、染

整、服装材料检测与评价等领域的扎实理

论基础和创新实践能力，受到相关科研单

位、企业、进出口检验检测机构、外贸公司、

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广泛欢迎，也为自主

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学院与英国利兹大学、澳大利亚迪肯

大学和美国北卡州立大学等国外知名大学

建立了多年合作关系。学院与英国利兹大

学签订“3+1+1”合作培养协议，毕业后

将获得北京服装学院学士学位和英国利兹

大学硕士学位，已有多名本科生前往学习，

此外学院每年还有相当数量的毕业生考取

国内外著名大学及研究单位研究生。

     学院与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联合组建

纤维与时尚设计实验班，新生入学后通过

自愿报名，加试《素描》和《色彩基础》，

选拔 15 名同学，独立成班。毕业后授予

学士学位，并将获得学院颁发的“创新人

才实验班”证书。

唱响团歌 党支部开展主题教育参观活为打工子弟小学 - 安民小学义务支教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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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化学专业 ( 服装安全与评价、纺织化学方向）

     应用化学专业的办学方向为：(1) 纺织

服装生产加工过程中所必需的纺织助剂

( 特别是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绿色、功能

性纺织用精细化学品 ) 的开发与应用；(2)

基于先进的仪器分析技术的纺织品服用安

全性评价；(3) 与时尚密切相关的美容及

香妆品为办学特色，科技引领时尚，化学

美化生活。

     学生通过四年系统的学习，掌握化学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如功能性精细化学

品的设计与合成、复杂物质的分离与分析

表证技术等，重点培养其在功能性绿色纺

织助剂的开发与应用能力、纺织品的生态

安全性检测与评价能力，美容、美发、香

水及化妆品的配方设计能力。

     学生毕业后可在国内外高校或科研单

位继续深造；国家和地方各级商检、质检

及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及第三方检测机构；

纺织印染、日化、制药等相关企业从事研

发、销售和管理；进入相关行业协会、贸

易公司等部门。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服装材料与工程方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系国家级特色

专业，并被教育部批准实施“卓越工程师

教育培养计划”，偏重纺织服装材料与工

程方向。坚持材料科学与工程同人文艺术

相结合的办学理念，以服装材料、多功能、

高性能和智能纤维材料的制备加工原理与

工艺为主，突出材料与人文、环保，纺织

品设计与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的有机结

合，兼顾纺织品及服装贸易，有关材料的

检测与评价。培养学生的特点：基础“厚”、

出口 “宽”、专业“尖”；具有艺工融合

的理念、技术与工程结合的能力，理论联

系实际。

     学生通过四年的学习，掌握基础化学

理论、高分子科学、纤维材料学、纺织品

设计与纺织工程，纺织材料及服装的检测、

评价与贸易知识，了解服装设计与工程、

机械及自动化、以及企业管理方面的基本

知识。

     学生毕业后可在国内外高校或科研单

位继续深造；可以从事功能性、高性能纤

维及纺织材料及其尖端复合材料的研发和

生产、相关工程设计、工艺技术；纺织品

设计、纺织材料检测与评价、纺织品及服

装贸易、文化创意及企业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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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化工程专业（服装色彩与功能方向）

     轻化工程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是

体现我院“艺工融合”办学特色的专业之

一；注重实践教学，校内拥有高水平的纺

织品染色、数码印花等实践教学基地，是

纺织服装艺术设计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

本专业在国内第一个通过了国际权威机构

英国染色家学会（SDC）教育委员会的教

学质量认证，为毕业生就业和深造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专业课程体系完整，以纺织

服装面料的艺术色彩、图案及功能化加工

原理为主，突出纺织服装面料与文化、环

境、纺织品设计与工程、色彩设计、服装

设计与工程的有机结合，兼顾纺织服装贸

易、纺织服装面料检测标准制定及功能评

价方法。培养学生的特点：人才培养模式

符合都市经济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需求，

注重培养学生的艺工融合理念，理论联系

实际，技术与工程结合能力。

     学生通过四年的学习，能够掌握基础

化学理论、纤维化学、纺织品染色与印花、

功能性纺织品、纺织品设计、纺织服装面

料标准制定及评价、纺织品及服装贸易知

识，了解纺织品色彩设计、服装设计与工

程、服装贸易、纺织机械、自动化以及企

业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

     学生毕业后可在国内外高校或科研单

位继续深造；纺织服装相关行业研究开发、

贸易和管理等岗位。如：国家知识产权局、

各省市海关、质监局、商检局、纺织行业

协会等部门；以及纺织品进出口贸易公司、

服装商贸公司、相关文化创意产业、出版

社科研院所和学校，相关企业的管理、研

发和销售等工作。

艺术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建于 1988 年，面向全国

招收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现有工业设计、

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动

画、数字媒体艺术和摄影七个专业。设计

学、艺术学理论两个一级学科。艺工融合

联合教学和视觉传达设计（整合设计）两

个实验班。其中产品设计专业涵盖了珠宝

首饰设计、鞋品设计、箱包设计、纺织品

设计以及家居用品设计五个专业方向。视

觉传达设计涵盖视觉传达、整合设计二个

专业方向。目前在校本科生 1510 余人，

研究生 251 人；学校形成一批由中青年教

师为主体的师资队伍，教职工共 108 人，

其 中 专 业 教 师 88 人， 教 授、 副 教 授 43

人，五分之一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三分

之一的教师有一年以上的国外学习和进修

经历，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实践

经验和娴熟的国际交流经验，在全国同类

院校中别具一格。

     在学校“内涵发展。特色办学”的理

念指导下，艺术设计学院不留余力探索艺

术设计教育规律，努力推行艺术设计与科

学技术相结合、现代设计与民族民间文化

传统相结合以及时尚设计与创意文化产业

相结合的办学原则，积极营造开放与整合

的教学环境，力求打破专业间的壁垒，最

大化的利用现有教学资源，努力培养社会

所需的“艺工融合”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

才。

      二十多年的办学，是我们积累了大量

的经验，取得了一批批丰硕的成果。工业

设计专业是北京市特色专业，珠宝首饰设

计、鞋品设计、箱包设计、纺织品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工业设计等成

为国内知名的热门专业，围绕数字生活数

字时尚开设的“动画”、“摄影”、“数

字媒体艺术”三个专业的发展势头良好。

学生在德国“Red Dot”奖、比利时“HRD”

钻石高阶比赛、意大利“克瑞斯比”竞赛、

“金犊奖”、“One Show”、全国大学

生广告大赛、CCTV 首饰大赛等三十多个

国际国内竞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锐意创新、积极进取、艺术设计学院

将在我院特色办学和国际化的道路上越走

越好。

纺织品设计

tEXtILE DESIGN

珠宝首饰设计

JEWELErY DESIGN 

鞋品设计

FOOtWArE DESIGN  

箱包设计

BAGS & LUGGAGE DESIGN  

家居用品设计

HOMEWArE DESIGN

工业设计

INDUStrIAL DESIGN

视觉传达设计

VISUAL COMMUNICAtION 

整合设计

INtEGrAL DESIGN

摄影

PHOtOGrAPHY

环境设计

ENVIrONMENtAL DESIGN

动画

ANIMAtION

数字媒体艺术

NEW MEDIA DESIGN

艺术设计学院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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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设计专业 

     培养适应社会发展新环境下的综合创

新型卓越设计人才，学生将具备国际化视

野 、系统设计方法与创新思维，综合设计

解决与设计管理能力，具备从设计趋势研

究、用户研究、协同创新设计到设计工程

与实施、交互设计、产品品牌策划全流程

设计能力和时尚趋势与 CMF 综合应用、

可持续设计、服务设计等与社会发展接轨

的前端设计研究能力。

     主要课程有综合造型基础、产品模型

基础、用户研究与设计程序方法、人机工

学应用设计、材料与加工工艺、计算机辅

助设计、模具设计、运动装备设计、可穿

戴服饰产品设计、鞋楦应用设计、户外与

功能鞋设计。

     学生毕业后可在专业设计部门、科研

单位、网络设计等部门从事工业产品设计

以及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国内外各

类服装服饰品牌、体育服饰用品、运动装

备相关品牌、等公司、机构、独立设计工

作室等就职，具有创新思维和研发能力的

优秀的应用性设计人才。

产品设计专业（纺织品设计方向）

     培养具有时尚审美趣味，熟悉室内软

装饰整体设计、服装面料设计，能够在纺

织品艺术设计等领域从事设计、开发、营

销和管理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

       采取“本科生导师制”和“工作坊制”

的培养方式，鼓励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

研究性学习，参与导师的科研与项目，接

受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强化创新意识与

创新能力的培养。

     主要课程有织物设计基础、印花面料

图案设计、家纺设计、传统手工艺、织物

与产品设计、室内纺织品整体设计、纤维

艺术、织物与空间环境设计、织物创新设

计、品牌策划与设计等。

     学生毕业后可在家用纺织品公司、服

饰公司、图形设计公司、软装家居陈设公

司、国内大专院校以及纺织艺术设计相关

行业从事设计研发等相关工作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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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国内珠宝首饰、贵金属艺术品、装

饰品等领域培养具备较高创新意识和制作

技能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要求本专业

学生在掌握各种珠宝首饰及装饰品的设计

创新规律、工艺技术以及专业前沿发展趋

势的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产品策划、包

装、宣传等的综合能力，为今后开展与从

事各种珠宝及贵金属艺术品及装饰品的艺

术设计、市场开发等领域的工作打下良好

的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方面的基础。

产品设计专业（珠宝首饰设计方向） 

     培养方式以设计实践为主，要求学生

掌握装饰艺术设计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珠宝

首饰设计的艺术规律 , 学习并掌握珠宝首

饰的制作工艺技术，认识贵金属材料与宝

玉石材料 , 了解珠宝首饰的生产加工与市

场营销流程 , 掌握珠宝首饰领域的时尚流

行趋势，成为具有时尚设计、珠宝首饰设

计、装饰产品设计能力的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有传统造型基础、创意思维

训练、珠宝首饰手绘表现技法、金属铸造

（锻造）工艺、宝石琢形工艺、珠宝鉴定、

传统金属工艺技法、首饰制图与 CAD 设

计、珠宝镶嵌艺术设计、大师工作营、贵

金属台上器设计、现代珐琅首饰设计、概

念首饰设计等。

     学生毕业后可在珠宝首饰行业以及与

装饰艺术相关的设计行业从事产品设计、

品牌管理和营销工作，也可以成立珠宝首

饰及艺术品个人工作室与公司，开创自己

的事业。

     对服饰品行业全面了解，具有较强的

专业素质、超前的发展意识、专业扎实的

设计表现技能，熟练使用各种必备的设计

软件；熟悉本专业的制造技术和材料特性，

有敏感的时尚意识和市场观念；具有较高

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水平，宽厚的艺术素质

和设计理论储备，独立研究和完成设计项

目的能力，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以服饰品设计专业综合性和宽泛性的

设计能力训练为基础，以时尚、休闲等类

鞋品的艺术设计专业素质的进一步强化为

最终人才培养的细分目标。

     分为两个既有侧重又相互联系的教学

阶段。在本科教学的前两年主要为服饰品

设计的基础通识类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全

产品设计专业（鞋品设计方向）

面了解服饰品设计理念，掌握设计理论和

技能。在后两年主要为鞋品设计专业的分

化提升课程，目的是学习更多相关的艺术

设计类和产业技术类的精化内容，提升学

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实际设计技能。

同时以众多国内鞋类知名企业为人才培养

的实习基地，将安排学生进行不同教学内

容的实践学习科目。

     主要课程有创意思维训练、工艺实习

基础、箱包工艺实习、皮鞋工艺实习、鞋

的结构与制版、设计绘图软件、手绘技法、

皮革材料与手工艺、服饰手工艺、服装与

时尚形象、鞋的款式设计元素、人体工学

应用设计、鞋楦应用设计、时尚鞋专题设

计、正装鞋专题设计、休闲鞋专题设计、

运动鞋专题设计、服饰品牌与产品策划、

流行趋势研究等。实践类包括工艺实践、

工作室创新项目设计、产品综合设计实践、

专业市场考察、以及国内外相关比赛等。

     学生毕业后主要的就业方向是鞋类产

品的高端设计师。包括各类男女鞋品，时

尚类以及休闲运动类。能够在鞋类产品相

关品牌企业、院校研究、科研单位、贸易

公司、设计工作室、流行资讯机构，以及

服装品牌服饰部门等机构从事产品和品牌

的设计、研发、管理、教学、推广等工作

的高级应用型设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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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服饰品行业全面了解，具有较强的

专业素质、超前的发展意识、专业扎实的

设计表现技能，熟练使用各种必备的设计

软件；熟悉本专业的制造技术和材料特性，

有敏感的时尚意识和市场观念；具有较高

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水平，宽厚的艺术素质

和设计理论储备，独立研究和完成设计项

目的能力，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以服饰品设计专业综合性和宽泛性的

设计能力训练为基础，以箱包皮具、帽饰

等其它小饰品的艺术设计专业素质的进一

步强化为最终人才培养的细分目标。

     整个四年分为两个既有侧重又相互联

系的教学阶段。在本科教学的前两年主要

为服饰品设计的基础通识类教学，目的是

让学生全面了解服饰品设计理念，掌握设

产品设计专业（箱包设计方向）

计理论和技能。在后两年主要为箱包设计

专业的分化提升课程，包括手袋、皮具和

帽饰等服饰小配件两个方面的课程。目的

是学习更多相关的艺术设计类和产业技术

类的精化内容，提升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

实际设计技能。

     同时以众多国内箱包、帽类、配饰类

知名企业为人才培养的实习基地，将安排

学生进行不同教学内容的实践学习科目。

     主要课程有创意思维训练、工艺实习

基础、箱包工艺实习、皮鞋工艺实习、箱

包结构与制版、设计绘图软件、手绘技法、

皮革材料与手工艺、服饰手工艺、服装与

时尚形象、箱包的款式设计元素、人体工

学应用设计、帽饰设计、时尚手袋专题设

计、皮具专题设计、休闲与运动包设计、

手工皮艺设计、服饰品牌与产品策划、流

行趋势研究等。实践类包括工艺实践、工

作室创新项目设计、产品综合设计实践，

以及国内外相关比赛等。

     学生毕业后主要的就业方向是箱包、

皮具、帽子等其它配饰类产品的高端设计

师。包括各类男女箱包配饰，时尚类以及

休闲运动类。能够在相关产品的品牌企业、

院校研究、科研单位、贸易公司、设计工

作室、流行资讯机构，以及服装品牌服饰

部门等机构从事产品和品牌的设计、研发、

管理、教学、推广等工作的高级应用型设

计人才。

     培养学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

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理论

基础、较宽的知识面、较强的创新和实践

能力。使学生在掌握工业设计理论与思维

方式的基础上，能从商业品牌开发、标准

化生产的角度整合精致工艺、稀缺材料的

优势，对家居产品、日用品、服饰品、奢

侈品等相关制造业企业提供品牌战略与设

计研发方面的相关服务。

      以产品设计专业综合性和宽泛性的设计

能力训练为基础，以家居用品、服饰品的

艺术设计专业素质的进一步强化为最终人

才培养的细分目标。

      整个四年分为两个既有侧重又相互联

系的教学阶段。在本科教学的前两年主要

为产品设计的基础通识类教学，目的是让

学生全面了解产品设计与工业设计理念，

掌握设计理论和技能。在后两年主要为家

居用品设计专业的分化提升课程，包括多

种工艺制作的实践课程及工业产品大批量

生产加工制造的相关课程。目的是学习更

多相关的艺术设计类和产业技术类的精化

内容，提升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实际设计

技能。

      同时安排到相关生产企业进行生产实

习，毕业设计实习，并参加国内外产品设

计大赛活动。

     主要课程有设计思维与方法、综合造

型基础、饰品设计手绘表现技法、设计工

程制图、产品结构设计、数字化设计与

3D 打印技术、设计程序与方法、流行色

趋势研究、品牌企划与饰品定位设计等。 

     学生毕业后可在工业设计、家居用品

设计、服饰品设计、礼品设计、旅游纪念

品设计等行业中的科研院所及公司企业内

从事产品设计研发及设计管理工作。

产品设计专业（家居用品设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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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从事以视觉形式传达信息的设计

人才，掌握艺术设计、信息视觉化与传播

理论，在文化传播、市场推广、信息沟通、

时尚潮流以及产品视觉等方面具有较高的

实践能力；具备良好的艺术素养、传播理

论应用实践能力、视觉元素造型与构成基

础，熟悉本专业相关的工艺、软件和材料

应用；系统学习设计思维与策略方法，了

解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并初步探索信息视觉

设计新形态，胜任印刷媒体、新型媒体、

时尚领域的视觉设计工作。

     本专业学生将进行充分的视觉元素造

型基础锻炼，对现代视觉设计的基本理论

与观念有充分的认识，并培养敏锐获取相

关艺术、信息、视觉形态、生活方式、时

尚潮流、传播发展的动态与趋势的能力，

通过对学生设计思维的培养，设计方法和

技能的训练，使学生能够运用设计方法进

行调查、研究和逻辑分析的综合能力，并

以创意概念先导下行之有效的视觉传达原

创设计，并在设计产品开发、工艺材料制

作以及适应市场需求、创新意识等方面具

有较强的基础。同时，通过基础外语、专

业外语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较为熟练

的阅读外语资料和外语沟通能力。通过软

件基础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数字化操作

与新媒体应用技能。

      主要课程有文字应用与设计、图形设

计、信息视觉化设计、交互界面设计、包

装设计、商业摄影、书籍与阅读设计、综

合广告设计、品牌形象设计、工艺与材料、

动态平面设计等，在核心课程之外，不同

阶段的工作营、国际交流与教学以及跨界

设计课题将结合相关概念或项目，进行综

合性实践与操作。

       学生毕业后可在设计类、广告营销类、

媒体出版类、设计教育、新型媒体类、网

络产品类等机构从事字体研发、图形设计、

教育教学、信息传播设计、机构形象设计、

产品应用视觉、界面与动态视觉设计等工

作，以及更加广泛领域的机构单位从事相

关视觉设计管理工作。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培养具有国际化的眼光和视野，了解

商业视觉的运作规律，从事商业摄影、时

装摄影、影像设计、广告传媒的应用型高

级专门人才。重点了解时尚及广告摄影、

摄影制作、影像创意、视觉设计、动态摄

影等学科与市场的的前沿和趋势；全方位

掌握人像摄影、时装摄影、广告摄影、动

态摄影、数字后期的高级技术；具备现代

的摄影意识和创作风格；掌握商业摄影的

市场运作规律，多角度掌握其他摄影门类

的主要风格和技能；具有开拓和创新的学

习和创作精神。在数字时代，能够通过对

影像的敏锐度和感知力，不断升级并更新

知识体系，在不断变化的商业影像领域以

及时尚、广告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多角

度的培养自身的艺术修养；通过基础外语、

专业外语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较为熟

摄影专业

练的阅读外语资料和外语沟通能力；培养

勇于开拓和创新的学习和创作精神。

     要求学生采取积极主动的学习方式，

提倡调查研究与掌握信息，并始终保持对

新鲜事物的敏感，以及形成自我决策和独

立分析能力。注重对创新的认识方法，引

导学生从宏观、整体和系统的角度去体验

设计和影像创作。引导学生，冲出课堂，

利用互联网、社会活动等尽可能的延伸他

们的学习触角，在扎实有效研究的基础上，

获取更为广泛、独特的观点和理念。实践

课程体系和理论方法体系相互穿插、互为

表里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大量的拍

摄实践以及高质量的实习基地为学生掌握

专业技术提供保障。与国际品牌佳能、爱

普生以及布朗灯光的深度合作，让学生站

在国际商业摄影的高端平台，从而更快的

实现职业理想。

     主要课程有摄影史与专业外语、胶片

摄影传统暗房、人像摄影基础、动态摄影、

时装摄影、广告摄影、数字影像输出、创

意影像与视觉设计、时尚趋势与风格、影

像艺术与设计综合训练、影像定制工作营、

时尚传播工作营、模特卡拍摄工作营、时

尚摄影工作营、作品集工作营、毕业论文、

毕业创作。

     学生毕业后可通过对商业摄影流程的

掌握和运用，进行创业，成立摄影工作室

和广告传媒公司；或就职于高水平的摄影

公司、国际 4A 广告公司、大型电子商务

网站、图片社、报社、时尚杂志社、互联

网媒体、企事业单位摄影部门、影视公司、

出版社以及相关高等院校或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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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改善我们人居环境为理想，与时代

科技以及时代需求同步，研究新技术、新

材料以及新观念下人居环境设计的发展趋

势及方向，培养作为一个未来设计师所必

须具备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心，培养从事

室内设计、景观设计、展示设计、建筑设

计、小区规划设计等有关环境设计及教学、

研究工作的技能型或研究型专业人才。为

文创中国、设计北京培养和输送适应社会

发展新环境下的创新型设计人才。

     教学方式由低年级到高年级，逐渐由

教师主导课堂的单向性过渡到师生交流互

动的双向性，到四年级时，则转换成以学

生为主体，教师为辅助，在课题的选择以

及实现过程中，逐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团队协作，努力攻关，全面整合的综合性

设计能力。

     除正常的教学课程设置外，专家学术

性的讲座、以研究性探索性较强的校际间

设计工作营、流程性强实现性高的社会实

践活动等也都会穿插在每一学期间。在主

课程外，多方位、多渠道、最大化的培养

学生的专业素养和专业兴趣。

     主要课程有制图基础、设计基础、专

业软件应用、设计创意、室内外表现技法、

模型制作、建筑史、建筑法规、建筑施工

预算、家具设计、建筑设计（A、B）、

室内设计（A、B、C 及专题设计）、小

区规划设计、园林设计、景观设计（A、B、

及专题设计）、展示设计、模型工艺制作

训练、家具制作、建筑及室内环境测绘、

建筑装饰材料及构造、社区建筑调研等。

     学生毕业后可在建筑设计研究院、室

内装饰设计或工程公司、景观设计工程公

司等各类相关行业企业从事环境艺术设计

和建筑设计工作；可在大专院校等教育单

位从事该专业的教学工作；也可在房地产

开发公司或政府部门从事城市规划和建筑

设计管理以及相关领域的研发应用工作；

亦或选择自主创业。

环境设计专业

     培养技能扎实、观念开放、具备思考

和行动能力，具有开放性、实验性的青年

动画艺术工作者，以及可以在时尚产业、

动画产业和相关交叉领域有所作为，勇于

尝试，面向未来的人才。使学生掌握动画

设计、制作、创作的基本方法与基础技能，

了解专业相关领域的前沿发展趋势，具备

从事动画创作职业所需的综合能力与素质。

     主要培养方式有四种：授课；授课与

操作；设计工作室；跨专业项目与其他，

包括毕业实习、游学采风、毕业设计等。

本专业非常重视实践环节，在课堂与各类

比赛、实验室、工作室横向专题研究相结

合。

      主要课程有视觉哲学、阅读与剧本创

作、影像与材料动画、动态肢体语言、动

画制作基础、动态摄影、创意案例分析、

视听语言、动画制作技术等课程。

     学生毕业后在动画公司、游戏公司、

影视制作公司、电视台、新媒体创意机构、

数字内容机构从事各类动画创作或进行独

立动画创作；在时尚演艺公司、数字营销

公司从事交互动画、实验动画等基于传达

与沟通的数字内容设计创作。

动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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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在时尚产业具备时尚互动、时尚

传达和时尚展演专业素质和能力的创新

人才，以及在信息产业从事交互设计、

数字内容设计、信息资讯系统设计、软

件界面设计、数字媒体广告与传播、信

息可视化设计、虚拟现实设计等具备科

学精神以及艺术创新能力、面向未来的

交叉型人才。使学生熟悉新媒体发展现

状，具备基于交互平台的数字内容设计

以及数字体验设计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掌握信息设计的思想和方法。

     主要培养方式有四种：授课；授课与

操作；设计工作室；跨专业项目与其他，

包括毕业实习、游学采风、毕业设计等。

本专业非常重视实践环节，在课堂与各类

比赛、实验室、工作室横向专题研究相结

合。

     主要课程有趋势与方法、设计调研与

用户研究、信息设计、新媒体设计、视觉

心理、新媒体艺术、交互设计、界面设计、

交互设计技术、视听语言、创意案例分析、

新媒体营销、动态摄影等，还包括围绕时

尚电影、时尚展陈、时尚演艺、时尚应用、

时尚穿戴等方向的工作室实践课程。

     学生毕业后可以在信息产业和时尚产

业的内容提供商、服务提供商、软件开发

企业、公共信息管理部门、展览馆、博物

馆、移动终端开发商以及时尚展演、广告、

出版和影视传媒企业从事内容设计、信息

设计、交互设计以及设计管理等工作。

            商学院

       北京服装学院商学院，是一所集经济

学、管理学、文学为一体的综合型二级学

院，设有国际经济与贸易（贸易与金融）、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市场营销（时

尚品牌管理）、工商管理（企业零售管

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数据分析师

方向）、广告学（品牌传播与时尚广告设

计）等 6 个本科专业；设有工商管理一级

学科硕士点、国际商务专业硕士点和管理

学博士国际合作项目；设有国际经济与贸

易、广告学、市场营销（奢侈品管理）等

双学位专业。形成了以本科教育为主，研

究生培养渐成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目前

在校学生 1695 人，其中本科生 1348 人，

硕士研究生 49 人，双学位 298 人。学院

拥有一批以教授和研究生导师为骨干的教

师队伍，专任教师中正副教授 34 人，占

60%, 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占 95%，研

究生导师 33 人，近 1/2 的教师有国外学

习经历。

      为适应国内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商

学院依托学校优势资源，与美国北阿拉巴

马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 、芬

利大学 、德州农工大学金斯维尔分校、英

国博尔顿大学、挪威斯坦万格大学、韩国

首尔大学等相继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包

括 3+1+1 本硕连读项目、3+1 本科项目、 

短期交流项目。

       参与“国家优秀本科生留学资助项目”

和北京市“外培、双培计划”，每年公派

优秀本科生赴国内外高校学习。

      拥有校外人才培养基地 20 多个，有北

京市学术创新团队、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

校重点建设专业和数门精品课程。

       研究机构有：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

首都服饰文化与服装产业研究基地、服装

营销研究所、服装品牌推广中心、时尚产

业大数据管理中心、广告制作工作室、服

装网络营销研究与培训中心等。

      现有 ERP、广告制作、金融模拟、

ERP 沙 盘 模 拟、 网 络 基 础、 服 装 品 牌

监测、服装消费心理研究、会计手工模拟、

物流、经管类综合、国际贸易实务综合、

录音棚等实验室。

      商学院图书资料室有中、外文藏书近

万册，期刊杂志 100 余种。

     商学院严谨、科学、完善的教学体系

培养了大批掌握专业技能、具备领先视野、

符合社会需求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近

几年毕业生就业率 95% 左右。近百名学

生在全国和北京市英语、数学建模竞赛及

“挑战杯”、“金犊奖”、“ONESOHW” 、“大

广赛”等竞赛中获奖。曾在 “挑战杯”全

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获得铜奖、银奖，

在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中获特等奖。

      商学院经济管理类国际经济与贸易（贸

易与金融）、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市场营销（时尚品牌管理）、工商管理（企

业零售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数

据分析师方向）5 个专业按大类招生，新

生录取时 , 不分专业。

      采取“1.5+2.5”培养模式，即本科学

生入学后前三学期先按大类培养，第四学

期开始进入相应专业继续学习。根据招生

计划，我院学生可在五个专业中选择一个

专业学习。依据学生大学期间成绩、高考

成绩、面试成绩进行综合成绩测评与排序，

根据学生填报志愿进行专业分流。

商学院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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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掌握经济学、国

际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证券

投资学、国际金融实务以及计量经济学、

统计学和财务会计等理论与方法，熟知国

际贸易惯例，能熟练运用英语进行国际商

务谈判及拟定合同 , 了解服装学等基础知

识，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从事涉国际

贸易和国际金融业务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证

券投资学、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货币银

行学、财政学、国际结算、外贸函电、金

融实务模拟、外贸电子制单、电子商务、

会计学、统计学、经济法、外贸英语对话

与英语写作等。

     毕业生可就业于国家机关、国家和地

方政府的政策研究部门、行业协会；各类

外贸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银行、

保险公司、证券机构等金融机构；时尚传

媒及出版机构；从事国际贸易、国际金融、

证券业务、行政管理、国际电子商务、海

外市场营销等领域的工作。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贸易与金融方向）

      培养熟悉经济管理理论，掌握现代会

计、审计、财务管理、税务知识和操作技能，

具备从事资本市场会计信息披露、投融资

决策、资本运作、审计、税务策划等领域

的工作能力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基本素质，

具有深厚财经知识功底和较强实践能力的

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有宏、微观经济学、会计学

原理、中级财务会计学、高级财务会计学、

成本与管理会计学、会计实务、会计信息

系统、会计制度设计、ERP 软件应用、财

务管理、财务报表分析、审计学、电算化

审计、资产评估、税制与税务、税务筹划、

财政与金融学、管理学、管理信息系统、

统计学、经济法、市场营销学等。

      会计专业具有非常广阔的就业前景 , 就

业去向包括：会计师事务所、税务部门、

工商企业、行政事业单位、金融机构等。

会计学专业（注册会计师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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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具有市场营销基础理论、时尚品

牌管理、时尚企业管理、时尚产业运营、

时尚产业链管理、国际贸易等专业知识，

掌握市场营销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和网络

营销技术，能够适应国内外营销业务变化

需要，从事时尚领域企事业战略规划、营

销策划、市场开发、产品销售及市场研究

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有宏、微观经济学、服装网络

营销、时尚品牌管理、视觉营销、服装消

费研究、服装零售学、时尚买手、服装产

业与市场、奢侈品品牌管理、服装学概论、

市场营销学、市场预测与管理决策、广告

学、时尚媒介经营、公共关系学、商务谈判、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学、统计学、会计学、

经济法、战略管理、财务管理、管理信息

系统等。

      就业去向包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

金融机构、贸易公司、品牌企业、时尚媒体，

从事市场研究、产业运营、管理战略规划、

品牌运作与传播、活动企划以及其他相关

管理工作等。

市场营销专业（时尚品牌管理方向）

      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科学

素养和诚信品质，掌握现代管理理论，掌

握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管理工作基本原

理与方法，掌握国际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和

技能，熟练掌握工商管理实践技能，具备

传统和非传统企业零售管理专长，了解互

联网零售管理理念，掌握大数据背景下企

业零售管理精髓，富有社会责任、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能在传统企业、跨国企业

和零售、电商企业从事管理、经营和策划

工作，能在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管理

和服务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专门人

才。

       主要课程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人力资源管理、营销情报与数据管理、零

售管理、知识经济与创新管理、管理学、

会计学、战略管理、财务管理、互联网零

售、管理信息系统、服装生产管理与运作、

质量管理、项目管理、市场营销学、国际

企业管理等。

      就业去向包括各类实体零售企业、商业

网站、传媒业、银行、金融机构、保险业、

新闻出版、房地产、酒店旅游、外资企业、

咨询机构、服装企业、物流企业、政府及

事业单位。

工商管理专业（企业零售管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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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具有跨管理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专

业知识，精通数据分析理论与技术，善于

从大数据中“钻取石油、开采黄金”，了

解数据的商业价值及其商业目的，通晓以

清晰直观的形式提供数据分析结果的方法，

以便为企业提供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的复

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数据正成为与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相

提并论的重要生产要素，数据分析师将会

是未来最有价值、缺口最大、最热门的职业。

目前在数据分析方面，懂业务又懂数据分

析和计算机技术的人才国内非常稀缺。

       学生毕业后可在以下单位就业：

      1. 电子商务企业。例如，阿里巴巴年

交易额过万亿元，用户从搜索到浏览、支付，

每一个节点都将产生大量数据，目前有阿

里巴巴有 800 多名员工专门从事大数据分

析与处理的相关工作，还设立了首席数据

官（CDO）职位和横跨其各事业部的大数

据委员会。

        2.IT企业（公司、互联网企业等）。例如，

Google 通过追踪像“咳嗽”、“发烧”和“疼

痛”这样的词汇，准确判断流感在哪里扩散，

成就著名的“流感趋势”。

        3. 政府部门。

      4. 金融企业（银行、保险公司）。顾

客理财倾向，信誉评估，欺诈检测及预防

等 。

       5. 商业企业。例如，沃尔玛使用大数据

模式，分析社交网站海量数据，从“挖掘”

顾客需求到“创造”消费需求。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数据分析师方向）

     广告学专业依托于广告学交叉和融合

性特色专业，以培养具有广告创意、品牌

推广、时尚设计等基础理论和实践能力的

综合性高级应用人才为目标，充分发挥我

校学科教学体系优势和社会影响力，充分

利用北服优秀教师资源、先进实验室资源、

企业合作资源构建“广告传播与时尚广告

设计专业”综合教学平台，转变教学思维

和理念，构建艺工融合的时尚类广告人才

培养体系，为时尚行业及文化创意产业培

广告学专业（品牌传播与时尚广告设计实验班）

养具备品牌塑造与推广能力的应用型高级

专业人才。

       实验班培养方案课程包括：广告基础、

品牌传播、广告设计、时尚设计四个教学

模块；课程包括：素描与色彩、广告学原理、

广告策划、广告创意与文案、广告媒介计

划、平面广告、广告摄影、电脑图文设计、

影视广告制作、企业形象系统、传播学原

理、市场营销学、时尚媒介经营、公共关

系学、消费者行为学、广告法规与管理等。

     学生毕业后可在各类广告公司、各类

新闻媒体报社、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策划

宣传门部、市场调查及咨询策划机构、各

类时尚型企业就职。就业前景十分广泛，

也可在工商企业的市场、品牌、公关、广

告等部门进行市场推广、品牌设计等工作，

时尚商场、服装品牌公司、时尚展览展示

公司、时尚协会等也有大量职位可供选择。

时尚广告设计
实验班

广告 传媒

艺术
Art

Ad Media

综合能力培养 交叉学科课程 

数据业
务应用

数据挖掘方法

数据处理技术

数据分析基础理论和原理

电子商务基础理论

经济管理理论基础

客户关系管理   物流管理   库存管理
网络营销   网站分析

R 统计分析语言   SPSS 分析软件
SAS 统计分析软件 EXCEL 统计分析应用  
 商务智能

计算机网络   管理信息系统
数据库   数据结构
Linux 操作系统   Web 程序设计
JavaScript   Java 程序设计   网站色彩与构图

电子商务概论   电子商务项目管理
电子商务营销写作实务   电子商务管理实务
电子商务网站建设   网络信息安全
ERP 原理与应用   ERP 沙盘模拟

管理学   信息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市场营销学   会计学

统计学   商务数据分析
运筹学   市场预测与管理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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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始建于 1979 年，现设

有 3 个四年制本科专业：自动化、电子信

息工程、数字媒体技术。学院拥有机械电

子工程学科硕士点，招收机电系统控制及

自动化、信号处理与智能系统、模式识别

与图形图像技术等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学

院拥有一支实力雄厚、业务素质高的师资

队伍，现有专职教师 23 名，其中副高级

职称以上教师的比例为 60.9％，具有博

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为 21.7%，具有硕士以

上学位的教师比例为 95.6%，硕士研究生

导师教师的比例为 56.5%。近年来，学院

加大了教学基本建设和教学改革力度，注

重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

教学和科研成果，先后获得多项省部级和

校级奖励；学院注重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

实验室的硬件条件达到了国内院校同类实

验室的先进水平，其中 3 个实验室是与国

外著名公司共建的实验室。

     学院注重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

培养，将高新技术融入到本科教学中，把

实践教学拓展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中。

自 1993 年起，学院组织学生参加了历年

的全国和北京市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并

多次取得好成绩，多名学生曾获得全国赛

区二等奖、北京赛区一等奖和北京赛区二

等奖。自 2010 年起，学院组织学生参加

全国大学生机械设计创新大赛，共获得全

国大学生机械设计创新大赛慧鱼组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4 项。近 5 年

来，学院本科毕业生的平均就业率超过了

95%，高于全校各专业的平均值。近 3 年

来，学院本科毕业生的签约率在全校名列

前茅。

      学院积极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机制。通过实施交叉培

养计划，选派品学兼优的本科生进入北京

地 区 的“211”、“985” 高 校 学 习。 通

过大力开展对外合作办学，使办学资源得

到有效拓展。目前我校和澳大利亚纽卡斯

尔 大 学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tralia) 已签订了海外学习协议。凡在

我院自动化专业、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习，

且英语水平和课程成绩满足我校和澳大利

亚纽卡斯尔大学要求的本科三、四年级学

生可申请到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相关专

业进行为期一年的课程学习。学院不断加

强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已经与多家知名企

业签署校外实习基地协议，我院的校外实

习基地“天津宝盈电脑机械有限公司”已

经被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确定为“中国纺

织服装人才培养基地”。

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党支部共聚中华民族园共畅民族大团结主题活动 信息工程学院红色 1+1 活动 信息工程学院开展学生消防培训活动

APEC 会议期间信息工程学院入党积极
分子承担了樱花园社区的治安执勤工作

信息工程学院承办“玫瑰杯”校园舞蹈大赛 信息工程学院学生趣味运动会

信息工程学院本科生学科

竞赛作品展示

     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基础扎实，知

识面宽，适应性强，善于创新，掌握自动

化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受到工程

实践基本训练，能从事自动化、电子技术、

计算机应用等领域的系统设计与开发、信

息处理、系统运行与管理工作的应用型高

级专门人才。

     本专业主要课程包括电路理论与电子

技术系列课程、计算机技术系列课程，以

及信号与系统分析、自动控制原理、电机

与拖动基础、检测技术与仪表、PLC 与低

压电器、嵌入式系统、计算机控制系统、

自动化专业

运动控制系统、测控总线实用技术等专业

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电路理论

与电子技术系列课程实验、计算机技术系

列课程实验、计算机控制系统实验、嵌入

式系统实验、电气控制技术实验、自动化

工程基础实践、自动化系统项目实践、专

业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

     学生毕业后可在相关科研院所、政府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从事有关自动化系统或

装置方面的研制开发、系统集成、系统运

行维护、技术服务与管理，以及相关行业

的计算机应用、网络管理和维护等方面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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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基础扎实，知识面宽，

适应性强，善于创新，掌握电子技术及信

息工程的基础理论知识，具备相应的开发

和应用能力，能从事各类电子及计算机技

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移动互联技术

方面的研究、设计、开发和运行管理的应

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本专业主要课程包括电路理论与电子技

术系列课程、计算机技术系列课程、信号与

信息处理系列课程，以及通信系统原理、

嵌入式系统、数字图像处理、网络程序设

计、现代数字系统设计、网络规划与配置、

iOS 应用程序设计、Android 应用程序设

计等专业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

电路理论与电子技术系列课程实验、计算

机技术系列课程实验、通信技术实验、移

动平台项目实践、网络综合实践、专业课

程设计、毕业设计等。

        学生 就业范围广，可在相关科研院所、

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从事电子技术、计

算机软 / 硬件技术、信息系统、网络技术

等方面的研究、设计、开发和运行管理工作。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外语系

     外语系始建于 2002 年，培养出国际

贸易方向的本科生 600 余名，特色科研团

队中外服饰文化研究中心培养出中外服饰

文化方向的艺术学硕士研究生近 60 名。

2013 年开始招收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并

开设英语精读、口笔译、英文写作、商务

英语、英语视听说、法律英语、国际贸易

及服装英语等特色专业课程，现有教职工

43 人， 其 中 专 职 正 副 教 授 21 人， 讲 师

17 人，97% 的教师都是毕业于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广州外语外贸大学、上海外国

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等名校的博士或硕士，其中

30% 的教师都有出国攻读学位或访学的

经历。多位教师获评“纺织之光”奖、“桑

麻”奖与“北京市优秀教师”，主持完成

省部级教改项目 110 余项，出版专著、译

著和教材 70 多部，发表论文 400 余篇，

获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励 20 余项。

外语系现有 9 间多媒体实验室，1 间同声

传译训练室和 1 间外文资料室。资料室拥

有二万余册的外文图书资料、期刊杂志，

以及教学录像带及光盘等，可供师生借阅。

语言实验室则有最新购置的各类多媒体教

学资源，为师生在多媒体教学环境下从

事教学和科研提供了保障。同时，学校还

建有卫星地面接收站，每天播放 BBC、

CNN 等英语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方便学

生课堂内外的英语学习。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文化走

出去”，都需要大量的商务英语人才熟悉

商务知识，具备扎实的英语基础和较好的

口笔译能力。外语系商务英语专业在拓宽

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结合学校特色，

充分利用学校定期举办的各类涉外服装文

化艺术活动，为学生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

创造条件，并通过 3+1 模式的培养，实现

与美国多所大学的教学合作，多渠道培养

学生成为英语语言功底扎实、跨文化交际

能力强、且通晓国际经贸知识和法律规范

的服装特色商务英语人才。

外语系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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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扎

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娴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良好的人文素养和较系统的商务知识；在经

济全球化竞争中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精神，能胜任跨国公司管理、内外资银行、

中外合资企业、服饰文化国际交流与合作等

部门工作的复合型商务英语人才。

     主要课程有基础英语、英语口笔译、

商务英语、英语视听说、西方文化概论、

英美文学选读、商务英语写作、商务英语

翻译、跨文化交际、国际贸易实务、国际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国际商法、经济学

商务英语专业             造型艺术系

     造型艺术系成立于 2000 年 1 月，现

有绘画（油画）、绘画（中国画）、雕塑、

公共艺术四个专业方向。2006 年设美术

学硕士点。

     造型艺术系拥有一支实力雄厚、整体

素质高的师资队伍。35 名教师均来自全

国知名艺术院校，其中正教授 7 人、副教

授 9 人，讲师 19 人；硕士生导师 15 人；

教师中具有博士、硕士学位者 23 人。近

年来承担市、院级科研、重点课程建设、

教改项目数十项，公开发表作品、论文数

百篇（幅），师生多次在国内外的艺术展

览中获奖、展出，正式出版了一批具有较

高水平的教材和专著，其中《色彩构成》、

《服饰图案》两部教材被评为北京市高等

教育精品教材。多篇论文发表于国家级核

心期刊 , 多幅作品在国内外的艺术展览中

获奖、展出。

       造型艺术系坚持“艺术·传承·文化”

的办学宗旨，重视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和

艺术素质的培养，在训练学生熟练掌握专

业技能的前提下，多渠道、多角度地拓宽

学生的知识面，侧重动手实践能力的提高，

坚持教育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宗旨，努

力使学生成为一专多能全面发展的应用型

高级专门人才。

造型艺术系宣传片

导论、商务沟通、商务谈判、金融英语等。

        商务英语专业本科学生在毕业后，可以

在商务、国际贸易、教育、科研等企事业

单位从事商业、管理、翻译、教学、研究

和营销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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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具有较强的艺术创作与研究能

力、具有创新精神和适应社会需求的有

关绘画创作、艺术教学、艺术设计和研

究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掌握美术学科的基本理论和造型基

础；掌握绘画艺术语言和表现技能；了

解和掌握中外艺术发展概况和国内外现

绘画专业（中国画方向）

代艺术发展的动态并具备专业创作实践

的基本能力。

      主要课程有素描、色彩、速写、书

法、白描花卉临摹与写生、白描人物临

摹与写生、写意花鸟临摹与写生、工笔

花鸟临摹与写生、工笔人物写生与创作、

水墨人物写生与创作、绘画形式与解析、

综合材料应用与研究、中国画论、艺术

哲学、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毕业

创作与论文等。

      学生毕业后可在与绘画创作及艺术

设计相关的单位工作或从事艺术教学工

作以及独立的艺术创作工作。

      培养具有较强的艺术创作与研究能力、

具有创新精神和适应社会需求的有关绘

画创作、艺术教学、艺术设计和研究等

方面的专业人才。

      掌握美术学科的基本理论和造型基

础；掌握绘画艺术语言和表现技能；了

解和掌握中外艺术发展概况和国内外现

绘画专业（油画方向）

代艺术发展的动态并具备专业创作实践

的基本能力。

       主要课程有素描、色彩、风景写生、

素描肖像、油画肖像、素描人体、油画人

体、素描全身像、油画全身像、油画技法

与创作、图像采集与重构、油画人物组合、

油画创作与研究、油画风景写生与创作、

油画人体写生与创作、综合材料应用与研

究、艺术哲学、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

毕业创作与论文等。

      学生毕业后可在与绘画创作及艺术设

计相关的单位工作或从事艺术教学工作

以及独立的艺术创作工作。

     以培养装饰绘画创作、环境壁画与景

观设计为主要目标，兼具平面设计等相关

专业能力的设计及教学、研究的高级专门

人才。

     具备良好的艺术修养和艺术造诣，掌

握公共艺术设计的理论知识，了解本学科

的发展趋势和前沿动态，熟悉各类工艺材

料的特性及制作方法，具备壁画艺术与景

观设计、装饰绘画创作以及相关的平面设

公共艺术专业

计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主要课程有素描、水粉、构成基础、

装饰基础、雕塑基础、人物线描、人物重彩、

传统壁画临摹与研究、装饰绘画创作、壁

画设计与工艺（陶瓷）、壁画设计与工艺

（漆画）、壁画设计与工艺（金属）、壁

画设计与工艺（版画）、壁画设计与工艺（马

赛克）、壁画设计与工艺（岩彩）、综合

设计与表现（漆画）、综合设计与表现（陶

瓷）、综合设计与表现（岩彩）、平面广

告设计、壁画设计、中国工艺美术史、西

方美术史、专业外语、毕业设计与论文等。

     学生毕业后可在与公共艺术设计相关

的包括城市环境规划与设计部门、装饰公

司、动画公司、广告公司、杂志社、科研、

企事业等单位从事壁画与景观设计、平面

设计、展示设计、动画图形设计及其研发

应用、教学工作。

     以培养雕塑创作、城市雕塑与景观设

计为主要目标和相关专业的设计、教学、

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

     通过艺术理论教学使学生具备良好的

艺术修养和艺术造诣，造就具有独立思想

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通过艺术实践教

学，掌握各类雕塑艺术创作规律，熟悉雕

雕塑专业

塑材料的特性及制作工艺，具备雕塑创作

和公共艺术景观设计方面的能力。

     主要课程有素描、色彩、构成基础、

装饰基础、雕塑基础、金属工艺基础、陶

塑艺术、中国传统雕塑研究、西方雕塑研

究、硬质材料雕塑创作、彩塑、装饰雕塑

创作、景观艺术设计、二维软件应用、三

维软件应用和专业外语等。

     学生毕业后可在各级市政规划局、园

林局、装饰公司、动画公司、杂志社、科研、

企事业等单位从事雕塑设计、景观设计、

动画造型设计以及相关领域的研发应用、

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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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制）。如果文化折算成绩相等，优先录取专业成绩高的考生。

                                              文化课总成绩

文化折算成绩 =                                                                      ×100

                            所在省本科 ( 文 / 理科 ) 一批录取分数线

      ③报考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表演专业的考生按照专业成绩分数

优先的原则择优录取。如果专业成绩相等，优先录取文化折算成绩

（同上）高的考生。

      第二十三条 少数民族预科班、内地新疆高中班、新疆文化艺术

人才定向生、香港免试生、北京市“双培计划”、“外培计划”的

招生工作按照教育部及相关主管部门和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在我校组织的北京市“双培计划”、“外培计划”

艺术类专业考试及全国统招艺术类专业考试合格的基础上，北京市

“双培计划”、“外培计划”艺术类专业与统招艺术类专业在同一

批次按照综合成绩分数优先的原则择优录取；在我校组织的新疆文

化艺术人才定向本科生艺术类专业考试及全国统招艺术类专业考试

合格的基础上，新疆文化艺术人才定向本科生艺术类专业与统招艺

术类专业在同一批次按照综合成绩分数优先的原则择优录取。

2015 年本科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

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教育部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主

管部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有关规定，结合本校招生工作的实际

情况，特制定本招生章程。

       第二条 学校名称：北京服装学院  学校代码：10012

       第三条 学校（校本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樱花园东街。

      芍药居校区地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芍药居甲 1 号。

      北校区地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漕碾村西。

      第四条 学校是全国唯一一所以服装命名、艺工融合为办学特色

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培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

生等各类高级专门人才。

       第五条 本科招生类别包括：艺术类、文史类、理工类。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六条 学校设有本科招生工作委员会，全面负责学校本科生招

生工作。

      第七条 招生就业工作处下设的招生办公室负责招生工作的具体

组织、实施和日常工作。

      第八条 学校招生工作接受纪检监察部门、考生、家长及社会广

泛监督。

    第三章 招生计划
       第九条 学校根据发展规划、办学条件、生源状况、人才需求、

学科发展等因素，制定年度招生计划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条 学校艺术类专业面向全国统一招生，不编制分省招生计

划；文史类、理工类专业编制分省招生计划。

      第十一条 学校招生办公室将上级核准下达的招生计划及时报送

到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通高校招生主管部门，并由其向

社会公布，同时学校也通过多种渠道予以公布。

    第四章 招生条件
      第十二条 符合教育部规定和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招

生委员会规定的报名条件的考生，均可报考。

     第十三条 学校各专业录取的体检标准以教育部、卫生部、中国

    第五章 录取规则
     第十五条 招生录取工作严格遵循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程

序，德智体美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

      第十六条 学校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计划和生源情

况，确定调档比例，调档比例控制在 110% 以内。按教育部要求，

学校预留不超过计划总数 1% 的招生计划，用于调节各地统考上线

生源的不平衡。

      第十七条 艺术类专业考生的政策性照顾附加分在投档时计入总

分，录取时不计入总分；文史、理工类专业考生的政策性照顾附加

分在投档、录取时均计入总分。

      第十八条 在第一志愿生源不足的情况下，学校将按规定招收非

第一志愿考生。

      第十九条 文史、理工类专业的进档考生，根据成绩和专业志愿

按照分数优先的原则安排专业及录取。所报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的

考生，如果服从专业调剂，将由学校调剂到招生计划尚未完成的专

业，直至录取额满；所报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又不服从调剂的考生，

做退档处理。如果考生投档成绩相同，商务英语专业依次按照英语、

语文、数学、综合科目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文史类专业（除商

务英语专业以外）依次按照语文、数学、外语、综合科目成绩从高

到低择优录取；理工类专业（除商务英语专业以外）依次按照数学、

语文、外语、综合科目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如果各省级招生办

公室录取时有特殊要求，我校将按照要求执行。

      第二十条 商务英语专业只招收英语考生，报考商务英语专业的

考生要求高考英语成绩不低于 90 分（150 分制）。

      第二十一条 学校在江苏省的录取规则为“先分数后等级”的方

法，要求选测科目除须选择物理外，另一选测科目不做要求。选测

科目等级要求为 2B 及以上，必测科目等级要求为 4C 及以上。如

果考生投档成绩相同，依次按照数学、语文、外语科目成绩择优录

取，如各科目成绩仍相同则按照选测、必测科目等级高低顺序择优

录取。

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规定

为依据，执行《北京服装学院招生体检标准》。

      第十四条 对在入学考试及体检中弄虚作假的考生，一经发现，

取消入学资格或学籍。

      第二十二条 艺术类本科专业招生参照“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

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执行，面向全国招生、文理兼收。学校

从符合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艺术类报考条件、录取规定及下述

条件的考生中择优录取。

    （1）省级统考有要求且涉及到的专业必须获得省级统考相应专

业合格证书，同时获得校考专业合格证书；省级统考未涉及的专业

必须获得校考专业合格证书。

     （2）在我校专业考试（校考）及文化考试（高考）成绩合格的

基础上，按照以下原则录取：

      ①报考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艺术设计学

院设计学类、造型艺术系美术学类的考生，按照综合成绩分数优先

的原则择优录取，文化考试外语科目成绩不得低于 60 分（150 分

制），如果综合成绩相等，优先录取专业成绩高的考生。

                    专业课总成绩                                   文化课总成绩

综合成绩 =                          × 100 +                                    × 100
                     专业课合格分数线     

          

      ②报考商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考生按照文化折算成绩分数

优先的原则择优录取，文化考试外语科目成绩不得低于 60 分（150

专业名称（层次：本科） 学费 ( 元 )

4200

4600

5000

10000

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广告学、传播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轻化工程、应用化学、工业设计、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

商务英语

服装与服饰设计、表演、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摄影、动画、数字媒体艺术、
绘画、雕塑、公共艺术

所在省本科 ( 文 / 理科 )
一批录取分数线

     第六章 收费及其他
       第二十五条 录取新生学费收取标准，按照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发改委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表演专业学生在校本部就读；国际经济与贸易、广

告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视觉

传达设计（商学院）、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一、二年级在北校区就读，

三、四年级在芍药居校区或校本部就读；其它各专业学生一年级在

北校区就读，之后在校本部就读。

       第二十七条 学校设有多项奖学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同时，

通过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困难资助等措施帮助经济困难学生

顺利完成学业。

      第二十八条 毕业生由学校颁发教育部监制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证书；符合要求的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颁发学位证书。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樱花园东街甲 2 号北京服装学院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29

      咨询电话：010-64288364 或 010-64288375

      传真电话：010-64210494

      监督电话：010-64288281

      学校网址：http://www.bift.edu.cn/

      招生网址：http://bkzs.bift.edu.cn/

      第三十条 本章程若有与国家相关政策、规定不符之处，以国家

相关政策、规定为准。

       第三十一条 本章程由北京服装学院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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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北京  河北  山西  内蒙  辽宁  吉林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山东   河南   湖南  广东  广西  四川  云南  其它科类

       备注：

       1. 具体招生计划及录取批次，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公布为准。

      2. 商学院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会计学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工商管理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按照工商管理类进行大类招生，入校

后首先选拔 20 人进入品牌传播与时尚广告设计实验班学习，选拔 30 人进入时尚经理人实验班学习，其余学生前三学期大类培养，第四学期进入

相应专业学习。

       3. 其它项中包括内地新疆高中班、少数民族预科班转入等招生计划。

       4. 北京市“双培计划、外培计划”，具体计划分配详见我校北京市“双培计划、外培计划”招生简章。

       备注：

       1. 考生须参加我校组织的各类别的专业考试且成绩合格。

       2. 艺术类招生专业说明：

      ①报考设计学类的学生入校后选拔 20 人进入艺工融合联合教学实验班学习。其余 340 人在入学后第二学年，根据日常各科目课业成绩、个

人志愿及分专业考核情况确定专业及方向。包括产品设计（纺织品设计）、产品设计（珠宝首饰设计）、产品设计（鞋品设计）、产品设计（箱

包设计）、产品设计（家居用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摄影、动画、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②报考美术学类的学生入校后依据综合成绩、结合个人发展志愿确定专业及方向，其中绘画（油画）专业 15 人、绘画（中国画）专业 15 人、

雕塑专业 20 人、公共艺术专业 20 人。

       3. 北京市“双培计划、外培计划”，具体计划分配详见我校北京市“双培计划、外培计划”招生简章。

一、2015 年普通文史、理工类专业招生计划表

招生计划

类

北京市“双培计划”

二、2015 年艺术类专业招生计划

合计

249

40

20

376

86

26

797

北京市
“双培计划”

北京市
“外培计划”

北京市“外培计划”

造型艺术系

新疆文化艺术人才
定向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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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专业名称 计划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计划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计划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国际经济与贸易（文）

国际经济与贸易（理）

商务英语（文）

商务英语（理）

广告学（文）

广告学（理）

传播学（文）

应用化学（理）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理）

工业设计（理）

自动化（理）

电子信息工程（理）

轻化工程（理）

服装设计与工程（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理）

工商管理（文）

工商管理（理）

市场营销（文）

市场营销（理）

会计学（理）

35

28

24

25

24

8

6

5

7

6

6

6

38

26

37

35

45

24

20

21

22

20

22

22

5

5

21

5

5

5

38

22

20

16

22

14

47

50

26

20

25

24

5

5

17

3

5

5

44

24

34

40

52

535

567

539

604

541

591

624

594

528

502

509

514

591

529

531

525

540

532

547

544

544

571

549

578

556

544

545

526

525

549

658

538

525

542

551

534

548

498

496

576

504

578

476

473

560

464

462

472

563

462

482

474

479

496

538

499

546

510

560

513

516

504

495

495

504

516

495

495

498

509

494

505

503

507

519

515

515

532

505

506

523

511

505

516

507

496

505

500

509

508

433

446

438

471

445

439

449

434

438

436

446

447

436

433

433

445

506

544

513

557

522

567

537

537

509

497

501

509

529

509

506

507

517

509

529

521

525

536

532

529

540

528

524

524

521

516

537

527

510

522

515

520

525

453

464

457

487

461

447

457

466

453

451

464

469

447

447

448

460

2013 年 2012 年

年份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一批                             第二批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理工农医类 文史类 

  附：北京市近三年各批次本科分数线

近三年在北京招收普通文史、理工类各专业录取分数统计表招生体检标准

      根据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体

检标准，作为北京服装学院高考录取工作的依据。

      一、患有下列疾病者，学校可以不予录取
      1. 严重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经手术治愈，或房室间隔缺损

分流量少，动脉导管未闭返流血量少，经二级以上医院专科检查

确定无需手术者除外）、心肌病、高血压病。

        2. 重症支气管扩张、哮喘，恶性肿瘤、慢性肾炎、尿毒症。

        3. 严重的血液、内分泌及代谢系统疾病、风湿性疾病。

      4. 重症或难治性癫痫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严重精神病未治

愈、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

      5. 慢性肝炎病人并且肝功能不正常者（肝炎病原携带者但肝

功能正常者除外）。

        6. 结核病除下列情况外可以不予录取。

     （1）原发型肺结核、浸润性肺结核已硬结稳定；结核型胸膜

炎已治愈或治愈后遗有胸膜肥厚者；

     （2）一切肺外结核（肾结核、骨结核、腹膜结核等等）、血

行性播散型肺结核治愈后一年以上未复发，经二级以上医院（或

结核病防治所）专科检查无变化者；

      （3）淋巴腺结核已临床治愈无症状者。

     二、患有下列疾病者，学校有关专业可不予录取
      1. 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不能录取的专业：应用化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轻化工程专业。

        2. 色觉异常 II 度（俗称色盲）不能录取的专业：广告学、传

播学、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工业设计、轻化工程、服

装设计与工程、服装与服饰设计、表演、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摄影、动画、数字媒体艺术、绘画、雕塑、公共艺术专业。

      3. 不能准确识别红、黄、绿、兰、紫各种颜色中任何一种颜

色的导线、按键、信号灯、几何图形者不能录取的专业：国际经

济与贸易、广告学、传播学、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工

业设计、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轻化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服装与服

饰设计、表演、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摄影、动画、

数字媒体艺术、绘画、雕塑、公共艺术专业。

     三、患有下列疾病不宜就读的专业
      1. 主要脏器：肺、肝、肾、脾、胃肠等动过较大手术，功能

恢复良好，或曾患有心肌炎、胃或十二指肠溃疡、慢性支气管炎、

风湿性关节炎等病史，甲状腺机能亢进已治愈一年的，不宜就读

的专业：表演。

      2. 先天性心脏病经手术治愈，或房室间隔缺损分流量少，动

脉导管未闭返流血量少，经二级以上医院专科检查确定无需手术

者不宜就读的专业：表演。

       3. 肢体残疾（不继续恶化），不宜就读的专业：表演。

      4. 屈光不正（近视眼或远视眼，下同）任何一眼矫正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 400 度的，不宜就读的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

      5. 任何一眼矫正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 800 度的，不宜就读的

专业：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

      6. 一眼失明另一眼矫正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 400 度的，不宜

就读的专业：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工业设计、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轻化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

       7. 两耳听力均在 3 米以内，或一耳听力在 5 米另一耳全聋的，

不宜就读的专业：商务英语、表演。

      8. 嗅觉迟钝、口吃、步态异常、驼背，面部疤痕、血管瘤、

黑色素痣、白癜风的，不宜就读的专业：表演。

       此部分内容供考生在报考专业志愿时参考。

     四、其他
        1. 学校根据本体检标准进行本科招生录取工作。

      2. 学校对入学新生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复查，复查后如发现

不符合本体检标准，按北京服装学院的有关管理规定处理。
565 507

494

446

549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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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 辽宁省 吉林省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区 四川省 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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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与贸易
（理）

商务英语（文）

商务英语（理）

广告学（文）

广告学（理）

传播学（文）

应用化学（理）

工业设计（理）  

高分子材料与工
程（理）

电子信息工程
（理）

自动化（理）  

服装设计与工程
（理）

轻化工程（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理）

工商管理（理）

市场营销（理）

会计学（理）

2014 年文史、理工类专业分省分专业录取情况统计

506

544

513

557

522

567

537

537

509

501

497

529

509

509

506

507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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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5 年的招生情况？

      答：北京服装学院全国唯一一所以服装

命名、艺工融合为办学特色的全日制普通高

等学校，培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

究生等各类高级专门人才。我校本科招生分

为艺术类专业和普通文史、理工类专业。艺

术类专业全国统招不做分省招生计划，文理

兼收，录取批次为提前批。普通文史、理工

类专业在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

吉林、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

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 17 个省设

有招生计划，其中在云南省和山东省部分专

业为本科一批招生，其他省份在本科二批招

生。详见我校 2015 年招生计划。

        2. 哪些专业按照大类招生？

      答：2015 年艺术设计学院、商学院、

造型艺术系实行大类招生。艺术设计学院的

产品设计（纺织品设计）、产品设计（珠宝

首饰设计）、产品设计（鞋品设计）、产品

设计（箱包设计）、产品设计（家居用品设

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摄影、动画、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按照设计学类进行大类招

生，入校后首先选拔 20 人进入艺工融合联

合教学实验班学习，其余 340 人在入学后第

二学年，根据日常各科目课业成绩、个人志

愿及分专业考核情况确定专业及方向。商学

院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会计学专业、市

场营销专业、工商管理专业、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专业按照工商管理类进行大类招生，

入校后首先选拔 20 人进入品牌传播与时尚

广告设计实验班学习，其余学生前三学期大

类培养，第四学期进入相应专业学习。造型

艺术系的绘画专业、雕塑专业、公共艺术专

业按照美术学类进行大类招生，学生入校后

依据综合成绩、结合个人发展志愿确定专业

及方向。

       3. 实验班如何选拔？

      答：我校今年在 4 个学院共开设 7 个实

验班。包括现代服装高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验班、时尚文化与传播实验班、纤维与时

尚设计实验班、艺工融合联合教学实验班、

整合设计实验班、时尚经理人实验班、品牌

传播与时尚广告设计实验班。实验班充分利

用学校各院系在相关专业领域的优质资源，

培养“艺术与工程知识能力相互融合”的创

新人才。实验班学生选拔分别采取直接录取、

入学后加试和一年后选拔的方式进行。

       4. 学校奖学金及资助体系情况

      答：我校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近年

来不断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

度，逐步形成了以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

学金、社会资助专项奖学金、校内奖学金、

国家助学贷款、特困补助、勤工助学、学费

减免等多位一体的奖学金及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资助体系。

       5. 学费收取标准情况

     答：按照目前北京市教委和发改委的

规定，我校艺术类专业新生学费为每学年

10000 元，普通文史、理工类专业学费为每

学年 4200 元、4600 元或 5000 元不等。

       6. 对考生的外语语种有限制吗？

      答：我校商务英语专业只招英语考生，

其它各专业不限外语语种。但入学后我校公

共外语课程只开设英语，没有其他语种的教

学。

      7. 普通文史、理工类专业录取时提档比

例是多少？

      答：我校按照各省招生主管部门的文件

规定，在录取时将调阅考生档案的比例控制

在计划录取数的 110％以内，具体比例会根

据报考的生源情况确定。

      8. 普通文史、理工类专业的录取原则是

什么 ? 是否有专业级差？

       答：我校录取时不设置专业级差。文史、

理工类专业的进档考生，根据成绩和专业志

愿按照分数优先的原则安排专业及录取。所

报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的考生，如果服从专

业调剂，将由学校调剂到招生计划尚未完成

的专业，直至录取额满；所报专业志愿都无

法满足又不服从调剂的考生，做退档处理。

各省级招生办公室录取时有特殊要求，我校

将按照要求执行。

       9. 录取时怎样对待加分？

     答：艺术类专业考生的政策性照顾附加

分在投档时计入总分，录取时不计入总分；

文史、理工类专业考生的政策性照顾附加分

在投档、录取时均计入总分。

       10. 入学后是否能转专业或修双学位？

      答：根据我校学生手册规定，学习成绩

优秀的同学，第一学年末可以提出转专业申

请。第一学年成绩优秀的学生，从第二学年

开始可修双学位。目前我校选修双学位的专

业有：国际经济与贸易（贸易与金融）、广

告学（品牌策划与传播）、市场营销（时尚

与奢侈品管理）、服装设计与工程。

     11. 请问色弱的考生可以报考北京服装学

院吗？

     答：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共同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

工作指导意见》和《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

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

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

学厅〔2010〕2 号）的规定，学校制定了各

专业的体检标准，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

不能录取的专业：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轻化工程专业。其他专业可以被录取。

热点问题解答
       12. 今年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和报考情

况如何？艺考生如何填报志愿？

      答：我校艺术类专业为参照“独立设置

本科艺术院校招生”的高校，面向全国招生，

文理兼收，不编制分省招生计划。2015 年

在全国统招计划招生 725 人。考生须达到各

省美术类专业统考本科合格要求并且通过我

校组织的美术类专业校考；表演专业须通过

学校组织的专业校考。根据近年来学校艺术

类专业报考情况，建议考生第一志愿报考我

校。

        13. 美术类专业的录取方法？

      答：凡报考我校美术类专业的考生，首

先应参加我校组织的美术类专业考试，成绩

合格者，可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报考我校的美

术类专业。在我校专业考试（校考）及文化

考试（高考）成绩合格的基础上，按照以下

原则录取：

     ①报考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服装与服饰

设计专业、艺术设计学院设计学类、造型艺

术系美术学类的考生，按照综合成绩分数优

先的原则录取，文化考试外语科目成绩不得

低于 60 分（150 分制），如果综合成绩相等，

优先录取专业成绩高者。

                    专业课总成绩                                  文化课总成绩

综合成绩 =                                   × 100 +                                         × 100

                专业课合格分数线

例：某考生为文科考生，专业课成绩 230

分， 所 报 专 业 合 格 分 数 线 为 202 分 , 高 考

文 化 课 成 绩 400 分， 所 在 省 本 科 文 科 一

批录取分数线为 500 分 , 则该考生综合分

=230/202×100 + 400/500×100 =113.86 

+ 80=193.86。理科考生的综合分计算方法

与文科考生的计算方法相同，所在省本科第

一批录取分数线为理科线。

     ②报考商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考生

按照文化折算成绩分数优先的原则录取，文

化考试外语科目成绩不得低于 60 分（150

分制）。如果文化折算成绩相等，优先录取

专业成绩高的考生。

                                   文化课总成绩

文化折算成绩 =                                                                             ×100

                                 所在省本科 ( 文 / 理科 ) 一批录取分数线

      14. 介绍一下普通文史、理工类专业在京

录取最低分是多少？

      答：近三年，理工类专业在京录取最低

分为北京市理科第二批本科录取分数线（二

本线），文史类专业录取最低分比北京市文

科二本线高出 10-20 分左右。

       15. 北京市“双培计划”、“外培计划”

涉及哪些专业？招生计划是多少？去哪些学

校接受联合培养？

      答：按照北京市的统一部署，学校新增

北京市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 “双培计划”招

生 69 人，“外培计划”招生 48 人。

      我校“双培计划”学生前三年分别到中央

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4 所中央部委院校学

习，第四年回到学校学习，涉及专业包括服

装与服饰设计、公共艺术、视觉传达设计、

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等专业。

       我校“外培计划”学生第一年在北服学习，

外语成绩及面试成绩达到要求后，第二、三

年到英国伦敦艺术大学学习，第四年回到我

校学习，涉及专业包括服装与服饰设计、设

计学类、服装设计与工程等招生专业。

       16. 学校北京市“双培计划”、“外培计划”

招生类型是什么？

      答：我校“双培计划”、“外培计划”

招生分为普通文史、理工类专业和艺术类专

业二种类型。报考我校艺术类专业“双培计

划”和“外培计划”的考生须参加学校组织

的“双培计划”和“外培计划”艺术类专业

考试且合格，报名及考试工作预计在高考结

束后进行。

       17. 毕业生就业去向如何？

    答 ： 我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率 一 直 保 持 在

95% 以上。毕业生主要行业流向为纺织服装

行业、文化创意产业等行业的企事业单位，

部分毕业生选择升学、出国和创业。2014

年我校被评为北京地区高校首批示范性创业

中心建设校。

      毕业生代表性用人单位：例外服饰、纺科

院、三六一度、百丽鞋业、乔丹、梦洁家纺、

凡客诚品、爱慕内衣等。

       18. 如何了解学校的招生信息？

       答：我校通过以下途径展示学校风采、发

布招生信息、解读招生政策，帮助广大考生

和家长能更方便准确及时地了解学校。

      ①报考指南：学校编印了内容详实的招

生简章和报考指南，考生可以到我校本科招

生网上下载，还可以到我校直接索取。

      ②网站查询：通过北京服装学院官方网

站（http://www.bift.edu.cn/）详细介绍学

校和各院系以及专业的基本情况，通过本科

生 招 生 网 站（http://bkzs.bift.edu.cn/） 发

布最新的招生信息，回答考生关心的各种问

题。

      ③手机信息：学校还开设了官方微信，

扫一扫在手机上也可以了解招生信息。

     ④咨询电话：学校开设招生咨询电话

（010-64288364、64288375）及各院系

招生咨询电话进行高招咨询。

      ⑤新闻媒体：通过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中国教育在线等网络媒体发布招生信息，链

接学校网站。通过北京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

发布本科招生相关信息。通过中国青年报、

北京考试报等报刊宣传高招信息。

      ⑥来访接待：学校招生办接待考生及家

长来校咨询。

所在省本科 ( 文 / 理科 )

一批录取分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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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咨询方式

本科招生办公室招生咨询方式

学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樱花东街甲 2 号北京服装学院

邮政编码：100029

咨询电话：010-64288364 或 010-64288375

传真电话：010-64210494

监督电话：010-64288281

学校网址：http://www.bift.edu.cn/

招生网址：http://bkzs.bift.edu.cn/

序号 院系名称 咨询电话 网  址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1

2

3

4

5

6

7

64288183

64288278

64288286

64288247

64288277

64288042

6428801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商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外语系

造型艺术系

各院系招生咨询方式

http://fzy.bift.edu.cn/

http://cly.bift.edu.cn/

http://ys.bift.edu.cn/

http://biz.bift.edu.cn/

http://xxgc.bift.edu.cn/

http://wyx.bift.edu.cn/

http://zxys.bift.edu.cn/

图书馆

     我院图书馆 1959 年与北京纺织工学

院同时建立，曾命名为北京纺织工学院图

书馆、北京化纤工学院图书馆，1988 年

更名为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图书馆现

有 馆 舍 面 积 5900 平 方 米， 阅 览 室 面 积

2100 平方米，阅览座位 800 余席。目前

设有艺术书刊阅览室、外版艺术图书阅览

室、时装信息中心、期刊工具书阅览室 4

个各具特色的纸质资源阅览室，以及中外

文书库等 7 个书库；另外设有多媒体学习

中心、电子阅览室、电子文献检索室和学

生自习室；同时在我校北校区设有分馆，

拥有 2 个阅览室和 1 个开放式书库。

     目前，图书馆拥有不同学科、不同语

言的藏书 99.4 万册，其中纸质图书 62.7

万余册，拥有中外文期刊 850 余种，电

子期刊 3 万余种，多媒体资料 2 万余部，

各种数据库 70 余个。

     图书馆为满足读者日益变化的信息需

求，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完善服务内容，

除开展传统的借阅服务外，先后推出专题

讲座、预约培训、代查代检、在线咨询、

馆际互借 / 互阅、文献传递、校外访问、

手机信息推送、移动图书馆等多项服务，

此外每年还积极开展读书节等各种读者交

流活动。

专家讲座

随手拍

真人图书馆

有奖知识竞赛 文献传递 / 馆际互借

图书馆寻宝 现场选书

图书漂流

78 79



民族服饰博物馆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是 1988 年开始筹办，2000 年经北京市文物局批

准正式成立的，是中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是具有现代化展示手段的、积极为

社会服务的高水平特色博物馆，也是一个集收藏、展示、科研、教学为一体的文化研

究机构。

      民族服饰博物馆是目前国内最具专业特色的服装专业博物馆之一，现有展厅面积

2000 平方米，设有少数民族服饰厅、汉族服饰厅、苗族服饰厅、金工首饰厅、织锦

刺绣蜡染厅、奥运服饰厅、图片厅等七个展厅，还有供教学及学术交流活动使用的多

功能厅以及可以与观众实现互动的中国民族传统服饰工艺传习馆。

       民族服饰博物馆收藏有中国各民族的服装、饰品、织物、蜡染、刺绣等一万余件。

还收藏有近千幅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拍摄的极为珍贵的彝族、藏族、羌族的民族生活

服饰的图片。

       学校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民族服饰文化与现代设计教学、科研活动。引介老艺

人、非物质文化传人、服饰技艺的继承者进课堂传习、授课。探索博物馆研究与教学

实践、设计实践相结合的新思路、新途径。博物馆设有民族服饰文化方向硕士点，也

是学校博士项目的科研、实践基地。

      民族服饰博物馆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成为服务公众、传播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的

平台。已被正式授予“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市科普教育基地”、“北

京市青少年外事交流基地”的称号。为传承、创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挥重要的作用。

民族服饰在国家大剧院展厅展出        金工首饰厅 苗族服饰厅一角 学生在博物馆写生

金工首饰

MEtALWOrkING JEWELrY

少数民族服饰

EtHNIC COStUMES

织染绣品

BrOCADE EMBrOIDErY AND BAtIk

老照片

OLD PICtUrES

苗族服饰

MIAO NAtIONALItY COStUME

汉族服饰

HAN NAtIONALItY COStUME

奥运服饰

OLYMPIC UNIFOrM AND CErEMONY COStUME 

中关村时尚产业创新园

      2012 年 3 月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与北京服装学院共建的“中关村科学城第四批签约

项目——北京服装学院服饰时尚设计产业创新园（简称北服创新园）落成。总面积占地

10000 平方米的 BIFTPARK 北服创新园，毗邻美丽的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是在京高校

签约中关村科学城 7 个文化产业项目中，唯一的服饰时尚设计产业园。园区将打造成为全

球知名的青年设计师聚集中心，助力北京乃至全国时尚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

天景广场 阳光广场

首都时尚新地标 

1 号秀场 银色大厅 展览厅 会议厅 

 

 

报告厅

土城空间 土城空间 土城空间

北服品牌 BIFT COLLECTIONS
入驻西单老佛爷百货店

北京市服装产业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壹佰号设计师资源中心 “尤目”工作室“台风”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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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服装学院本科招生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