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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服装造型搭配 FASHION STYLING

学习对象

 服装设计师，品牌陈列师，造型师，电商行业从业人员，展览展示设计师，

新媒体行业以及新零售行业从业人员，时尚自媒体人士，网红达人，

时尚网店店主，服装品牌的客户经理，

 通过系统时尚搭配技能、知识、审美素养的提升，专业Stylist发展范围：

1. 终端零售店铺，货品搭配，橱窗搭配

2. 时装品牌，发布会，订货会，展会等搭配

3. 杂志编辑，品牌视觉负责人，负责电商LOOK拍摄，大片拍摄，街拍，LOOKBOOK

拍摄

 招生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及1年以上工作经验，满18岁，无色盲色弱。

具备审美能力，热爱生活，对时尚及新事物感兴趣，具备创新能力及意愿，动手能力

强，并愿意互动。

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服装造型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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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总时长 9 天，每天上课时间 9:30 — 16:30（必修课时）

每天选修课时间 16:30—18:30

学习形式：全日制脱产学习，包含理论课程和创作实操课

证书：中赫时尚《服装造型搭配培训证书》

课程目录

模块 内容
必修

课时

选修

课时

DAY 1

时尚 Icon 素养养成 & 造

型搭配师角色价值

理论：

1- 国际五大时尚 ICON 解读

2- 时尚造型搭配师的角色价值

搭配师的角色重要性以及广泛的工作应用场景

国际趋势对搭配师未来的影响，核心技能与自我 IP 价值

3- 色彩的多元化应用与心理感受营造

色彩识别与搭配，基础色彩理论

4- 质感与搭配价值感的体现

服装面料识别与搭配、材质基础

5- 纹样、图案设计史与由来

服装纹样识别与搭配手法，图案与花型的专业名称及起源

6- 最新流行趋势及元素表现

具体体现在色彩、面料、图案与趋势的结合

7- 流行资讯的及时获取途径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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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1. 全方位色彩搭配训练

2. 搭配师的趋势敏锐感训练

本模块亮点：

学员能够宏观了解行业现状及搭配师角色的重要性。并通过课

程内容与练习掌握色彩、印花、材质的基础之上，获得全球最

新的流行趋势（面料、花纹、鞋包等），并应用到色彩练习搭

配中，讲师在点评中提升学生对搭配的敏锐度及洞察力。同时，

提供对媒体、街拍资讯趋势的检索途径。

DAY 2 & DAY 3

欧洲百年服装造型史解读

（00-千禧年）

理论：

1. 欧洲百年服装造型史，以及对应的经典品牌及设计大师解读

从 1900 年至千禧年服装造型史，结合当今流行复古趋势解读。

2. 用商业化与艺术手法结合：故事性橱窗的造型搭配基本原则

与方法。

实践：

风格造型灵感版：50年代风格造型搭配练习

60年代风格造型搭配练习，70年代风格造型搭配练习

橱窗主题造型搭配

本模块亮点:

用经典品牌、电影服化道、有趣的历史事件解读服装造型史，

同时提炼出每个年代服装搭配的特点（色彩、廓形、面料、装

12 4



4

饰品、工艺等），并结合当今最新流行趋势（时尚、明星、影

视）带领学员在服装库满足不同年代造型。学员在风格运用上

会更扎实，且有出处和典故。

DAY 4

9 大商业时尚造型风格

理论：

九大商业时尚造型风格

1- 典型风格单品的设计特点识别与搭配法则

2- 九大风格应用于不同场合造型搭配原则

实践：

1- 风格代表的设计师 & 产品分析

2- 品牌店采买搭配练习

3- 九大风格的搭配练习册制作

本模块亮点:

导师亲自带学院实体探店，现场搭配，还原真实场景。在实践

中掌握所有风格搭配的原则与技巧。

6 2

DAY 5

时尚风格混合搭配

（时尚博主/INS 造型）

理论：

1. 九大风格搭配的目录册制作、典型风格单品的高难度搭配技

法

2. 时下最潮流的网红造型、时尚博主、INS 风搭配

3. OOTD 的搭配风潮及趋势

实践：

在影棚进行大片拍摄，呈现一件风格单品 9 种搭配的策划方案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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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块亮点:

风格化、商业化的搭配体现，让搭配师在深入理解形、色、纹

样搭配搭配特点后，能将 1 件单品高效的搭配出多种实穿风格

DAY 6

搭配师职业水准提升：

VIP 顾客的商业造型改造

理论：

1.线下商业环境，顾客造型搭配理论与技巧（顾客脸型，妆发量

感，顾客体型识别与商业顾客造型搭配）。

2.VIP 顾客作为素人的整体造型提升改造策划及方案实施实操：

店铺动线规划练习+店铺陈列组货实操练习+货品店铺分布练

习。

实践：

职业搭配师项目：素人改造

Before & After 造型纪录片拍摄

本模块亮点:

搭配师能快速识别顾客的身形、气质，并提供搭配方案，私人

造型师的必备技能和实操经验

6 2

DAY 7

电商 LOOK 大片的

搭配与拍摄

理论：

1. 电商品牌的爆款单品打造，爆款单品法则+实战爆款案例

2. 电商 LOOK 搭配，线上货品搭配组合与联单率的形成

3. 电商 LOOK 拍摄实践

实践：

1. 真实模拟 LOOK 拍摄流程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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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棚内进行 banner 大片和电商 LOOK 的拍摄

本模块亮点:

电商 LOOK 拍摄的呈现要求与顾客线上购买的流程、需求相对

应。快速提高线上无实物展示搭配能力，通过时尚造型搭配完

成商品售罄。

DAY 8

时尚搭配师的工作项目：

广告大片造型

LOOKBOOK 造型

理论：

时尚服装品牌搭配师应具备的策划思路：

1- 品牌当季大片、广告片的策划

2- 品牌电商图片、LOOKBOOK、推广片策划

3- 特殊节日搭配原则（圣诞节、春节、情人节）

4- 品牌大秀、订货会 showroom、橱窗策划

5- 活动造型及流程（明星街拍、展览、综艺节目）

实践：

1- 品牌当季大片、广告片的策划

2- 品牌电商图片、LOOKBOOK、推广片策划

3- 品牌大秀、订货会 showroom 策划练习

本模块亮点:

具备对时尚品牌年度视觉的策划能力，包装在广告大片、秀场、

showroom、橱窗的呈现上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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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9

毕业作品拍摄
商业大片与静态展策划及呈现 6 2

讲师介绍

Fifi Song

毕业于纽约时装学院 FIT 时尚管理专业，获得硕士学位。作为一名国际高端商业的资深买手，并具有多

年的一线奢侈品平行贸易工作经验，及多品类集合店铺供应链管理与采买经验。擅长多业态综合型买手

的产品设计开发、选品、供应链运营。

凭借多年国外的留学经历以及国际奢侈品买手的工作经验，必备的前沿趋势的敏锐度及洞察力，将为造

型搭配课的学生带来更多眼界及思路上的拓宽。

Keira Wu

15 年时尚一线从业经验，前顶级时尚媒体运营总监

LOOKNOW SHOWROOM 主理人，包含中国最大时尚珠宝类目。

买手委员会及配饰委员会创始委员；王府井百货自营买手店顾问

上海时装周常驻分享嘉宾；深圳时装周顾问；北京服装学院毕业班客座老师

深度了解设计师品牌和买手店，谙熟线上线下建立独立和深度合作销售渠道，明星、KOL 打造品牌、买

手店及 SHOWROOM 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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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赫时尚全球同步体验式时尚职业培训机构

网址：www.cohim.com

电话：4006 345 900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电通创意广场 5 号楼 C 区中赫时尚 邮编：1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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