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VGRASS·東華杯”第十三屆中國大學生服裝立體裁剪設計大賽 

2019 "VGRASS·DHU" 13th Draping Contest 

徵稿函 

“2019時尚上海”第25屆上海國際服裝文化節國際時尚論壇暨第18屆環東華時尚周定於2019年4月舉行。論壇秉承“國

際性、學術性、科技性、先進性”的特點，以推動國內時尚產業為目標，培養時尚創意產業人才為宗旨。將國際性與本土化

相結合，發揚時尚的創新和文化傳播功能。 

2019“VGRASS·東華杯”第十三屆中國大學生服裝立體裁剪設計大賽是“時尚上海”的內容之一。旨在教育與產業合作

為促進服裝新理念建設，推動服裝新技術發展，培養優秀服裝人才，致力於中國服裝教育發展、中國服裝產業發展以及中國

民眾服裝品質提升。 

2019“VGRASS·東華杯”第十三屆中國大學生服裝立體裁剪設計大賽秉承大賽精神，以“立裁設計美好服裝”為主旨，

以“白色Ⅲ-三人行”為主題，以設計為初衷，以立裁為途徑，以穿著為目的，回歸服裝設計的本質，著力服裝造型的美好設

計和舒適穿著，不限服裝品類，不限面料品類，僅限定服裝系列為全白色系，詮釋服裝從創意到實現、從展示到穿著、從模

特到生活的設計實踐。 

2019“VGRASS•東華杯”第十三屆中國大學生服裝立體裁剪設計大賽以團隊賽的形式開展，以立體裁剪技術為依託，

進行方案策劃、服裝設計和服裝製作。方案內容包括：設計定位、靈感故事、款式設計（包括效果圖、正背款式圖、細節說

明）、面輔料方案、立體裁剪坯樣、工藝方案、成本計算等。 

 

主辦單位：上海國際服裝文化節組委會 

支援單位：上海市經濟和資訊化委員會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政府 上海時尚之都促進中心 

承辦單位：東華大學 上海環東華時尚創意中心 東華大學服裝與藝術設計學院 

協辦單位：上海維格娜絲時裝股份有限公司 

 

參賽對象  服裝院校在校學生  

 

大賽主題  

          “WhiteⅢ”—三人行 
主題詮釋：  
三人行，必有吾師！ 

設計，不是自我的行為，而是自我與社會的互動； 

服裝，不是個人的形象，而是個人與社會的聯繫； 

服裝設計，起點是思想，形式是造型，美好是追求。 

WhiteⅢ——三人行 

3 人，設計的物件是你我他； 

3 人，展示的主體是模特、設計師和素人； 

3 人，評審的途徑是 T 台、平臺和櫃檯。 

從概念、坯布到成衣， 

從好看、好穿到舒適， 

第十三屆中國大學生服裝立體裁剪設計大賽，以“White Ⅲ—三人行”為主題，審視內心的設計嚮往、設計理念，錘

煉自己的設計能力、立裁技巧，開拓和交流設計的理解、制衣的觀念！ 

       

http://info.texnet.com.cn/tag/t--%B2%FA%D2%B5%BE%AD%BC%C3------%D0%D0%D2%B5%B6%AF%CC%AC----1.html


 大賽流程  

      1、參賽院校報名：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 月 30 日 

各參賽院校選拔優秀師生組隊報名，每隊限指導教師 1 名、學生 1~3 名，報名表見附件 1。 

      2、參賽方案提交：2019 年 3 月 1 日——2019 年 3 月 3 日 

設計方案以 PPT 電子檔形式提交，可參照方案範本見附件 2。內容包括：作品名稱、靈感

來源、面輔料及工藝說明、著裝系列效果圖（3~5 款），平面款式圖（包括內搭服裝）、立裁白

坯樣衣照片（2 款）。 

另提交作品匯總圖片檔一份，可參照範本見附件 3。要求繪製尺寸為 27CM×40CM，包括

著裝系列效果圖（3~5 款），平面款式圖（包括內搭服裝）、立裁白坯樣衣照片（2 款，正面、

背面、側面） 

提交方式：電子郵件提交至 2019drapingcontest@dhu.edu.cn，郵件收到後組委會及時確認

回復。 

      3、入圍評審發佈：2019 年 3 月 5 日——2019 年 3 月 8 日 

組委會組織專家對參賽作品進行評選，選拔入選決賽作品，發佈入圍通知，回饋作品評定意

見。 

進行入圍作品網路公開展示及人氣作品投票評選。 

      4、參賽作品決賽：2019 年 4 月 

各入圍院校根據入圍方案，完成系列成衣製作（3~5 款）進行動態展示評定決賽；同時每隊

選派 1 名學生參加選手現場技術評定決賽。 

作品動態展示評定：參賽成衣作品由 2 名模特（175/84A，W66，H90)和 1~3 名素人（設計師本

人或親友）穿著進行動態展示，現場由專家評定立裁造型設計各獎項。 

選手現場技術評定：參賽選手現場操作，評定選手服裝立體裁剪技術能力獎。 

現場操作為指定款式（VGRASS 品牌女裝款式），現場立體裁剪操作時間 6

小時，要求完成取布、劃線、初步造型、平面整理、紙樣拓印、大頭針別縫

展示。組委會提供人台、坯布、紙以及熨燙設備，其它立裁工具自備。 

 

大賽獎項 

        1、 優秀獎 25 名 

獎金： 車船費 優秀指導教師 1 名（院校所在地至上海的汽車、火車硬座或硬臥、動車二等座、

飛機經濟艙）；優秀選手 1 名（院校所在地至上海的汽車、火車硬座、動車二等座）； 

                  食宿費 指導教師 1 名、優秀選手 1 名決賽期間在上海的住宿安排和餐飲安排； 

                  優秀指導教師獎金 1000 元人民幣。 

            證書：2019 “VGRASS∙東華杯”第十三屆中國大學生服裝立體裁剪設計大賽 

                  2019 "VGRASS∙DHU" 13th Draping Contest 優秀獎。 

      2、 銅獎 3 名：立裁設計銅獎 2 名，獎金 5000 元； 

mailto:2014drapingcontest@dhu.edu.cn


                    立裁技術銅獎 1 名，獎金 1000 元。 

            證書：2019 “VGRASS∙東華杯”第十三屆中國大學生服裝立體裁剪設計大賽 

                  2019 "VGRASS∙DHU" 13th Draping Contest 銅獎。 

      3、 銀獎 3 名：立裁設計銀獎 2 名，獎金 8000 元； 

                    立裁技術銀獎 1 名，獎金 2000 元。 

            證書：2019 “VGRASS∙東華杯”第十三屆中國大學生服裝立體裁剪設計大賽 

                  2019 "VGRASS∙DHU" 13th Draping Contest 銀獎。 

      4、 金獎 2 名：立裁造型金獎 1 名，獎金 12000 元； 

                    立裁技術金獎 1 名，獎金 3000 元。 

            證書：2019 “VGRASS∙東華杯”第十三屆中國大學生服裝立體裁剪設計大賽 

                  2019 "VGRASS∙DHU" 13th Draping Contest 金獎。 

 

      5、其他獎項 

（1）優秀選手將獲得企業優先錄用通知書； 

（2）優秀選手將獲得暑期企業見習 4 周的培訓獎勵； 

（3）優秀選手賽後將參與企業 OPEN DAY，並獲得與“與高管一起 High Tea”的機會。 

 

參賽須知  

1、參賽作品不得一稿多投，如經發現一稿多投或抄襲其他作品（包括曾發表的作品），將取消參

賽資格（包括獲獎）； 

2、大賽不負責參賽作品的版權保護，協力廠商就參賽作品提出有關智慧財產權等相關問題，將

全部由參賽作者負責，大賽組委會對此不承擔任何責任； 

3、來稿一律不退，請自留底稿。大賽有權無償及非獨家使用參賽作品作為活動宣傳推廣用途。 

 

聯繫方式 

聯繫郵箱：2019drapingcontest@dhu.edu.cn 

大賽主頁：http://202.130.157.100，http://www.v-grass.com 

微博平臺：http://weibo.com/vgrass 

 

 

 

上海國際服裝文化節國際時尚論壇 

暨環東華時尚周組委會 

2019“VGRASS∙東華杯”第十三屆中國大學生服裝立體裁剪設計大賽組委會 
 



附件 1                                                       

2019“VGRASS • 东华杯”第十三届中国大学生服装立体裁剪设计大赛 

2019 "VGRASS • DHU" 13th Draping Contest 

参赛报名表 
选送院校：                           

作品名称：                           

联系负责人  姓名：                   手机：                  E-mail：                  

            微信：__________________  QQ：_________________ 

通讯地址：                                       

指导 

教师 

信息 

姓名  性别  

照片 

身份证号码  

所在院系专业  

学历/学位  职称/职务  

E-mail  手机  

通讯地址  

 

参赛 

选手 

信息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专业年级 E-mail 联系电话 

      

      

      

 

参赛

团队

介绍 

包括团队成员与立体裁剪相关的课程、参赛或获奖经历，以及团队特色等。 

（限 300 字以内） 

参赛 

作品 

简述 

（限 200 字以内） 

注：参赛报名表的文件名称：“院校名称+作品名称+联系选手姓名”； 

投稿邮件主题请注明：“院校名称+作品名称+联系选手姓名”。 



2019 "VGRASS • DHU" 13th Draping Contest 

Application Form 

School: 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works: ______________ 

Contact information of Principal    

Name: __________    Phone number: __________   E-mail Add: __________   

WeChat: __________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instructor information 

Name  Gender  

Photo 

ID card No.  

Major  

Education degree  Job title  

E-mail  Phone number   

Address  

The competitors information 

Name Gender  ID card No. Grade  E-mail Phone number.   

      

      

      

Team introduction 

Content include curriculum, competition experience and winning experience that related to Draping 

of each team member, as well as the team features, etc. 

Content should be less than 300 words. 

Entries description  

Content should be less than 200 words. 

Note:  File name of application form:” school name + works name + competitor’s name” 

       E-mail subject format:” school name + works name + competitor’s name” 



QR Code二维码 

院校名称：中原工学院 

设计者：谢洁新、丁谷音 

指导老师：薛媛 



• 主题围绕二维码展开设计。二维码是近
年来移动设备上超流行的一种编码形式，
使当代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更是
中国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图形，也是生
活与科技紧密联系的重要标志。 

 

灵感来源 



灵感来源 

• 设计以二维码为灵感，加入平面几何
元素，采用编结、编织等技法设计出
系列作品，来展示出二维码已成为我

们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这一现象。 



效果图 



平面款式图 
 



平面款式图 
 



平面款式图 
 



平面款式图 
 



• 白坯立裁样衣 



• 白坯立裁样衣 



• 白坯立裁样衣 



• 白坯立裁样衣 



面料  

此次系列服装廓形较夸张，
所以选择较硬的面料来支
撑服装的廓形。拟采用材
质较硬易塑性、有垂感。
再结合柔软稍透明面料缓
和硬挺廓形带来的紧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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