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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起稿单位：北京时代色彩商贸有限公司、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湖

北科技职业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北京市西城区职业学校、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蚌埠商贸学校、东田时尚(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前言华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城市花园婚纱摄影有限公司、北京凯思汀形象设计有限公司、山西梵黎婚纱摄影

有限公司、山西康童堂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青岛优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曼

都美容美发有限公司、上海紫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苏易肌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蒙妮坦美容用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伟涛、罗润来、毛金定、熊雯婧、梁静、邓平、税明丽、

刘杰、周京红、冯淑军、郭秋彤、马书生、申明浩、焦诗喻、孙俐、王大卫、赖志郎、

刘莉莉、朱月珍、杨传博。

声明：本编制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北京色彩时代商贸有限公司，未经北京色彩时代

商贸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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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人物化妆造型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人物化妆造型职业技能等级的培训、考核与评价，行业相关从业人

员的聘用、教育和职业培训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ZB 4-10-03-01 美容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8年版）

GZB 4-10-03-02 美发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8年版）

3 术语和定义

GZB 4-10-03-01 美容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GZB 4-10-03-02 美发国家师职业技

能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人物化妆造型 Personal Stylist

人物化妆造型是指能正确选择并使用各类化妆品及造型工具，以服务对象自身条

件为基础，通过化妆技术、发型造型、服饰搭配、色彩搭配等专业技能，塑造不同人

物形象，满足人们在生活、工作、社交、媒体、影视、舞台等不同场景中美化形象或

装扮造型的需求。

3.2 化妆服务 Makeup service

能正确选择和使用各种化妆工具，运用熟练的化妆技巧，以化妆对象自身条件为

基础，进行符合职业、新娘、宴会、舞台、摄影、影视剧人物造型需求的化妆综合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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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发型造型 Hair Styling

发型造型是一门综合的美发技艺，需要造型师具有一定的色彩、空间感和形体感

知，并借助造型师的双手与造型工具，通过梳、编、盘、包、束等，根据顾客的气质、

五官、场合等需求进行设计造型。

3.4 色彩搭配 Color match

指运用色彩的色相、明度、纯度三大属性，进行冷暖、艳浊、对比、协调等搭配，

达到更好的视觉效果。

3.5 服饰搭配 Clothes & Accessories collocation

针对顾客的需求，进行对应的服装、服饰之间的基础搭配，并具有一定的改造和

设计能力，达到个人形象包装、服装品牌风格展示和服装服饰视觉营销的效果。

3.6 TPO 原则 T.O.P.principal

TPO 原则，是有关服饰礼仪的基本原则之一，TOP 是三个英语单词的缩写，即造

型要考虑到顾客出席的时间“Time”、地点“Place”、场合“Occasion”。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美发与形象设计、美容美体、服装设计与工艺、服装展示与礼仪、

美术设计与制作、数字影像技术、戏剧表演、戏曲表演、曲艺表演、民族音乐与舞蹈、

航空服务、酒店服务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音乐、社会文化艺术、公关礼仪、服

装展示与礼仪、办公室文员、护理、助产、中医、中医康复复保健、中医护理、中医

养生保健、营养与保健、医学检验技术、精细化工、纺织技术及营销、网络营销、商

务助理、移动商务、商务日语、商务英语、商务韩语、商品经验、国际商务、学前教

育、家政服务与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事物、会展服务与管理、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D%E9%A5%B0%E7%A4%BC%E4%BB%AA/7231521


4

药品食品检验、跨境电子商务、连锁经营与管理、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房地产营销

与管理、民政服务与管理、会计、健体塑身、直播电商服务、旅游外语、导游服务、

客户服务、市场营销、康养休闲旅游服务、茶艺与茶营销、杂技与魔术表演、首饰设

计与制作、音乐表演、舞蹈表演、服装表演、民族服装与饰品、邮轮乘务、民族美术、

民航运输、播音与节目主持、文秘、老年人服务与管理、智能养老服务。

高等职业学校：人物形象设计、美容美体艺术、医学美容技术、化妆品技术、化

妆品经营与管理、服装与服饰设计、摄影与摄像艺术、戏剧影视表演、体育艺术表演、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表演艺术、服装表演、模特与礼仪、摄影摄像技术、空中乘务、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媒体营销、休闲服务与管理、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专业、会展策

划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电子商务、网络新闻与传播、网络营销、美术、高速铁

路客运服务、民航运输服务、社区康复、移动商务、医学检验技术、医学美容技术、

医学营养、商务日语、商务英语、应用日语、旅游日语、旅游英语、旅游管理、应用

外语、应用英语、应用韩语、康复治疗技术、康复工程技术、影视制片管理、影视多

媒体技术、影视编导、影视美术、戏曲导演、丝绸技术、中医康复技术、学前教育、

家政服务与管理、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临床医学、健身指导与管理、产品艺术设计、

中医学、老年服务与管理、老年保健与管理、艺术教育、英语教育、广告策划与营销、

护理、中医养生保健、健康管理、国际商务、国际文化贸易、国际标准舞、国际经济

与贸易、市场营销、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旅游管理、导游、茶艺与茶叶营销、休闲

服务与管理、现代流行音乐、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摄影与摄像艺术、首饰设计

与工艺、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音乐表演、舞蹈表演、戏曲表演、歌舞表演、曲艺表

演、音乐剧表演、时尚表演与传播、现代魔术设计与表演、民族表演艺术、民族服装

与饰品、首饰设计与工艺、表演艺术、酒店管理、钢琴伴奏、音乐传播、民航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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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与主持、网络直播与运营、舞蹈教育、艺术教育、体育艺术表演、文秘、法律文

秘、婚庆服务与管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数字媒体技术、护理、康复治疗、健康服务与管理、数

字媒体技术、护理、康复治疗、健康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

务、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数字媒体艺术、服装与服饰设计、美术、音乐表演、舞蹈

表演、网络与新媒体、播音与主持、影视摄影与制作、影视编导、学前教育、商务英

语、商务日语、应用韩语、休闲体育、家政管理。

应用型本科学校：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摄影、戏剧影视导演、

戏剧学、摄影、表演、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中医学、中医康

复学、化妆品技术与工程、化妆品科学与技术、国际商务、国际新闻与传播、学前教

育、家政学、影视摄影与制作、广告学、广播电视学、中医临床医学、产品设计、会

展、传播学、体育旅游、健康服务与管理、养老服务管理、文化产业管理、公共事业

管理、公共艺术、播音与主持艺术。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美发与形象设计、美容美体艺术、房地产营销、化妆品制造技术、

服装设计与工艺、纺织技术与服务、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邮轮乘务、民航运输服务、

航空服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数字媒体技术应用、移动应用技术与服务、护理、

中医护理、中医、中医养生保健、中医康复技术、医学检验技术、营养与保健、国际

商务、连锁经营与管理、市场营销、客户信息服务、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移动

商务、网络营销、直播电商服务、导游服务、康养休闲旅游服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茶艺与茶营销、会展服务与管理、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工艺美术、首饰设计

与制作、绘画、工艺品设计与制作、音乐表演、舞蹈表演、服装表演、曲艺表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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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表演、戏剧表演、杂技与魔术表演、戏曲音乐、舞台设计与制作、民族音乐与舞蹈、

民族服装与饰品、民族纺染织绣技艺、播音与主持、影像与影视技术、广播影视节目

制作、商务英语、商务日语、商务韩语、商务外语、休闲体育服务与管理、民政服务、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老年人服务与管理、母婴照护、文秘、行

政事务助理、商务助理。

高等职业学校：人物形象设计、美容美体艺术、摄影与摄像艺术、服装陈列与展

示设计、化妆品技术、香料香精技术与工艺、现代纺织技术、服装设计与工艺、丝绸

技术、食品营养与健康、化妆品经营与管理、化妆品质量与安全、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民航运输服务、空中乘务、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移动互联应用技术、电信服务与管理、护理、助产、中医学、中医康复技

术、中医养生保健、药膳与食疗、医学检验技术、医学美容技术、康复治疗技术、健

康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老年保健与管理、心理咨询、医学营养、财富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关务与外贸服务、国际文化贸易、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市场营销、连锁经营与管理、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网络营销与直播

电商、农村电子商务、旅游管理、导游、旅行社经营与管理、定制旅行管理与服务、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民宿管理与运营、葡萄酒文化与营销、

茶艺与茶文化、会展策划与管理、休闲服务与管理、艺术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展

示艺术设计、工艺美术品设计、广告艺术设计、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首饰设计与工

艺、音乐表演、舞蹈表演、戏曲表演、戏剧影视表演、表演艺术、歌舞表演、音乐剧

表演、国际标准舞、现代流行音乐、戏曲音乐、钢琴伴奏、时尚表演与传播、音乐传

播、舞蹈编导、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现代魔术设计与表演、民族表演艺术、民族服

装与饰品、文化创意与策划、文化产业经营与管理、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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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编导、影视制片管理、摄影摄像技术、融媒体技术与运营、网络直播与运营、传

播与策划、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学前教育、早期教育、音乐教育、美术教育、舞

蹈教育、艺术教育、商务英语、应用英语、旅游英语、应用韩语、商务日语、旅游日

语、应用外语、体育保健与康复、体育艺术表演、法律文秘、民政服务与管理、民政

服务与管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婚庆服务与管理、现代文秘。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化妆品工程技术、服装工程技术、国际邮轮运营管理、

食品营养与健康、药事服务与管理、高速铁路运营管理、民航运输服务与管理、智慧

机场运行与管理、城市轨道交通智能运营、数字媒体技术、护理、医学检验技术、康

复治疗、健康管理、医养照护与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

全媒体电商运营、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旅游规划与设计、烹饪与餐饮管理、数字媒

体艺术、服装与服饰设计、美术、展示艺术设计、时尚品设计、音乐表演、舞蹈表演

与编导、戏曲表演、舞台艺术设计、网络与新媒体、播音与主持、影视摄影与制作、

影视编导、全媒体新闻采编与制作、学前教育、应用英语、应用日语、应用韩语、应

用外语、休闲体育、外事实务、现代家政管理、智慧健康养老管理。

应用型本科学校：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摄影、戏剧影视导演、

戏剧学、摄影、表演、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中医学、中医康

复学、化妆品技术与工程、化妆品科学与技术、国际商务、国际新闻与传播、学前教

育、家政学、影视摄影与制作、广告学、广播电视学、中医临床医学、产品设计、会

展、传播学、体育旅游、健康服务与管理、养老服务管理、文化产业管理、公共事业

管理、公共艺术、播音与主持艺术。

5 面向工作岗位（群）

【人物化妆造型】（初级）：主要面向影楼新娘机构、新娘跟妆工作室、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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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工作室、文化传播公司、个人形象工作室、电商线上平台、影视剧组等的化妆

造型部门，从事顾客咨询接待岗位；日常类、职业类、新娘类、晚宴类等化妆造型

助理岗位工作。

【人物化妆造型】（中级）：主要面向影楼新娘机构、新娘跟妆工作室、各类

摄影工作室、文化传播公司、个人形象工作室、电商线上平台、影视剧组等的化妆

造型部门，完成从事新娘类、宴会类、舞台类、摄影类、影视剧类的化妆服务岗位

工作；面部化妆造型方案文案制作岗位工作。

【人物化妆造型】（高级）：主要面向影楼新娘机构、新娘跟妆工作室、各类

摄影工作室、文化传播公司、个人形象工作室、电商线上平台、影视剧组等的化妆

造型部门，完成从事舞台类、摄影类、影视剧化妆造型设计岗位；人物化妆造型（含

发型、妆面、服饰搭配）创意设计相关工作岗位。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人物化妆造型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依次递

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人物化妆造型】(初级)：根据岗位要求，完成顾客接待，以及日常类、职业类、

新娘类、晚宴类化妆造型的助理工作。

【人物化妆造型】(中级)：根据岗位属性，完成新娘类、宴会类、舞台类、摄影

类、影视剧类的化妆造型工作，以及化妆造型方案的制作。

【人物化妆造型】(高级)：根据岗位特性，完成舞台类、摄影类、影视剧类的化

妆造型工作，以及人物化妆造型创意设计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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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物化妆造型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妆前准备

1.1 职业健康维护

1.1.1 会正确识别、选择和安全使用合法合规

的化妆产品。

1.1.2 会正确使用卫生、清洁、消毒工具、器

皿及设备。

1.1.3 会在服务过程中保护自己和客人的健

康（例如传染病预防、基础应急急救、健康

职业形象及职业习惯等）。

1.1.4 能规范取用产品和安全使用化妆造型

工具。

1.2 顾客接待

1.2.1 能使用礼貌用语及得体方式迎接顾客。

1.2.2 能按照服务流程妥善安排顾客。

1.2.3 能为顾客介绍服务项目及服务内容。

1.2.4 能填写顾客资料并进行登记。

1.3 信息采集

1. 3.1 能通过电脑等工具对顾客信息登记表

并进行整理归档。

1. 3.2 能通过观察、语言交流对顾客的消费

心理类型进行判断并归类。

1.4 五官分析

1.4.1 对顾客“三庭五眼”比例关系进行测量，

理解局部与整体的比例关系。

1.4.2 观察顾客相貌特点、判断人物性格，找

出脸型与五官的优缺点。

1.4.3 观察顾客头部骨骼结构中五官起伏、凹

凸变化能找出主要骨点位置。

1.4.4 能熟知肌肉的走向与产生表情的关系，

了解不同年龄阶段肌肉的衰老程度。

2.化妆服务 2.1 职业化妆

2.2.1 能根据顾客肤色和肤质挑选适合的粉

底，进行不同型号粉底的调和，在打好基底

和立体打底的基础上，能对黑眼圈、斑痕等

问题性皮肤进行局部遮瑕。

2.2.2 掌握职业女性形象设计的各个基本要

素，根据顾客自身的五官特点和气质条件以

及行业特定要求进行妆面化妆，体现职业性。

2.2.3 掌握职业男性形象设计的各个基本要

素，了解男性形象设计的意义，根据顾客的

年龄、职务、职位以及行业的特定要求进行

妆面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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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能根据 TPO 原则对不同职业如公务人

员，营销人员，媒体工作者、空乘人员、服

务人员等进行面部化妆。

2.2.5 能够识别和避免职业化妆常见误区。

2.2 新娘化妆

2.2.1 能辅助跟妆师做好化妆工具的摆台、消

毒工作。

2.2.2 每换一个造型对头饰、首饰、假发、手

纱及手套等及时清理放回原处，并对使用过

的用品进行分类、分色、分新旧进行登记。

2.2.3 独立掌握新郎、妈妈、伴娘的面部化妆，

达到妆面整洁、美观。

2.2.4 在拍摄中跟随顾客，检查顾客妆面、发

型、头饰、礼服等细节，有异常及时补妆。

2.2.5 协助顾客拆头饰，更换衣服，并进行梳

整和卸妆。

2.3 宴会化妆

2.3.1 能利用基础色、阴影色、高光色三者结

合，塑造脸部五官的立体结构感。

2.3.2 能运用矫形手段对顾客五官进行扬长

避短化妆，塑造顾客端庄高贵的形象。

2.2.3 能掌握公司年会、庆典、聚会、生日宴

会等生活社交型宴会的面部化妆。

3.造型服务

3.1 发型造型

3.1.1 熟知美发工具、用具的种类、性能和用

途知识。

3.1.2 了解发型工具的性能，并进行工具的安

全操作。

3.1.3 能鉴别顾客的发质类型。

3.1.4 了解发型设计与头部结构特征的关系。

3.1.5 能控制吹风机的温度、风力、送风时间

和角度。

3.1.6 能使用电棒、电夹板做直发和卷发的基

本造型。

3.1.7 能用盘、包、束、编等手法进行职业类、

新娘类、宴会类发型造型。

3.1.8 能进行真假发混合造型。

3.2 服饰搭配

3.2.1 能分析顾客的着装习惯和实际需求。

3.2.2 能根据顾客的脸型、服装提出合理的服

饰搭配意见。

3.2.3 能根据顾客出席的场合和自身条件结

合帽子、发饰等配件进行搭配造型。

3.2.4 能根据新娘的不同风格进行发型与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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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发型与鲜花等装饰物的协调搭配。

3.2.5 根据造型完成头、耳、颈配饰的搭配以

及简单的指甲修饰。

3.3 色彩搭配

3.3.1 能通过色值的选择和颜色搭配表达诸

如淑女、可爱、时尚、古典、前卫等的纸上

妆容效果。

3.3.2 能根据顾客要求进行图纸配色设计。

3.3.3 能根据顾客发色、瞳孔色、肤色进行皮

肤冷暖色判断，并挑选适合的粉底、腮红、

唇膏的颜色进行配色。

3.3.4 能根据顾客所处的环境色、灯光色进行

妆容配色，符合摄影化妆的要求。

3.3.5 能利用色彩的对比效果塑造不同宴会

场合的风格形象。

表 2 人物化妆造型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造型分析与设

计

1.1 脸部分析

1.1.1 能根据脸型、头型、骨架比例及肤色冷

暖、深浅、亮浊分析给到顾客合理意见。

1.1.2 通过观察、咨询，能运用 APP(魔镜、

美图秀秀、HOW PRETTY 等) 软件测试，对顾

客的体型、脸型、发型、肤色、发色等形象

要素做出数据分析。

1.2 造型设计

1.2.1 能进行与新娘婚纱款式匹配的造型方

案设计。

1.2.2 能根据顾客出席场合和角色需要进行

造型方案设计。

1.2.3 能根据摄影风格对顾客所需的服装、配

饰、发型等做好造型方案设计。

2.化妆服务 2.1 新娘化妆

2.1.1 能根据顾客预定的套系，进行棚拍和外

景拍摄化妆，具有快速变妆的能力。

2.1.2 能根据流行和市场需求配合进行影楼

样片的研发工作，具有一定的时尚设计美感。

2.1.3 及时了解最新流行的化妆手法，并根据

顾客实际情况应用于工作中，不断推陈出新，

有培养助手的能力。

2.1.4 根据顾客服装和新人特点完成新娘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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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出门、外景、敬茶、迎宾、仪式化妆，

并具有快速变妆的能力。

2.2 宴会化妆

2.2.1 借助于钻、卡纸、羽毛等材料，根据

PARTY 宴会主题进行拟人、拟物面部化妆。

2.2.2 能根据出席宴会场合要求进行适当创

意化妆，使顾客具有独特风格。

2.2.3 能熟练掌握公司年会、庆典聚会、生日

宴会、招待宴等生活社交性宴会的化妆技法，

具有时尚感。

2.3 舞台化妆

2.3.1 能配合舞台表演节目进行人物角色妆

容设计。

2.3.2 能完成节目主持人（新闻、娱乐类）的

妆面化妆任务。

2.3.3 能进行（直播、主播、网红等）网络媒

体形象化妆设计，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

2.3.4 能根据不同场景（中、小型舞台），对

人物妆面浓淡程度及面部结构合理妆面刻

画。

2.3.5 能完成年会活动演出节目中的演员面

部化妆。

2.3.6 能完成普通秀场、产品展示等舞台创意

面部化妆。

2.4 摄影化妆

2.4.1 能熟练掌握多样化时尚化妆技法，如运

用彩绘、喷枪掌握新产品、新材料的运用。

2.4.2 能在人像写真、儿童摄影，商业广告拍

摄等机构中对拍摄不同对象进行化妆服务。

2.5 影视剧化妆

2.5.1 能根据基本要求为角色需求设计出各

阶段的年龄妆面设计。

2.5.2 能完成不同名族和种族的妆面设计。

2.5.3 能进行一定的特效妆（如刀疤妆、骷髅

妆、晒伤妆等）的妆面设计。

2.5.4 能进行现代网络剧的化妆造型工作。

3.造型服务 3.1 发型造型

3.1.1 能够用堆砌、填充、梳理、编织、交叉、

环绕等盘发方法，展示舞会，时装发布、推

广会等会等活动艺术发型。

3.1.2 能运用真假发、接发设计符合时代潮

流、制作主题系列时尚流行造型。

3.1.3 能结合假发，材料进行一发多变发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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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整造型。

3.1.4 能根据栏目需求，进行电视节目和主持

人形象发型设计。

3.1.5 掌握国外具有代表性的梳理技巧，造型

有较强的名族性和时代性。

3.1.6 能配合导演对舞台表演进行人物角色

发型设计并具有一定的改造能力。

3.1.7 能运用泡沫、丝绵、碎发、人造纤维等

填充材料，用隐形发网、铝棍、发胶、黑发

夹等材料制作不同尺寸和型号的假发包。

3.1.8 根据造型和角色需要正确佩戴假发包，

做到真假结合，不穿帮。

3.2 服饰搭配

3.2.1 根据纱材质造型的需求，会操作新娘时

尚抓纱造型。

3.2.2 能根据要求运用发饰品及基本技巧完

成发饰的修饰与搭配。

3.2.3 具有传统与时尚流行融合的创新能力。

3.3 色彩搭配

3.3.1 将色彩需求和色彩调查结果按照色彩

特性进行分析。

3.3.2 制作色彩方案，使用色彩工具对色彩进

行准确表达，并按照色彩方案进行色彩实施。

3.3.3 掌握化妆色彩搭配中的冷暖色、强调

色、对比色、同类色的配色手法。

3.3.4 具有色彩协调配色能力，了解摄影灯光

与化妆，背景色与化妆的关系。

3.3.5 能根据化妆对象的节目形态要求、电视

拍制设备的不同定位、光线色温不同条件、

节目内容的不同需求等提供造型服务。

3.3.6 在摄影化妆中，掌握光、影、色彩之间

的相互关系与作用，充分运用造型、色彩、

明暗的变换，借助修饰技巧，创造出富于均

衡美感的符合要求的整体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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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人物化妆造型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造型方案制定

1.1 造型方案构思

1.1.1 能完成舞台演出前的案头方案构思工

作。

1.1.2 能根据电视导演、主创人员的要求，做

出符合节目呈现的不同角色的整体构想。

1.1.3 能根据顾客和演出剧目角色定位分析。

1.1.4 能够根据剧本提供的内容、导演阐述、

演员条件及所搜集的素材，撰写形象造型的

文字叙述并绘制出人物造型设计图。

1.2 造型方案制定

1.2.1 能按照拍摄要求进行造型方案设计。

1.2.2 能够根据节目性质、演出场景、演出主

题、表现内容、角色要求、演员的自身特点

及摄影、灯光等条件，进行妆发舞台造型方

案设计。

2.化妆服务

2.1 舞台化妆

2.1.1 能根据设计师构思，运用绘画化妆法从

结构、年龄、人种、地域、年代、性格等特

征在面部或形体上进行化妆塑造，达到角色

的要求。

2.1.2 能掌握中型舞台对人物妆面浓淡程度

及面目结构合理进行妆面刻画。

2.1.3 能运用人体彩绘技法对顾客身体和面

部进行设计修饰和美化，以符合节目演出需

要。

2.1.4 能根据主创人员的要求，完成大型歌舞

剧实际操作的助理工作。

2.2 摄影化妆

2.2.1 能结合现代元素进行古风摄影的化妆

服务。

2.2.2 能根据流行趋势，进行妆面创意设计。

2.2.3 能根据顾客的要求进行人物形象妆面

定制服务。

2.3 影视剧化妆

2.3.1 能根据剧本内容整理出一份完整人物

妆表，按照妆表筹备准备好头套，化妆品，

饰品，胡子等各类需要用到的材料。

2.3.2 熟悉中国古代文化历史，会进行唐代、

明代、清代、民国不同时期的妆面设计。

2.3.3 能根据规定情境中的多种氛围造型进

行如血、汗、泪、干裂、残疾等特殊效果的

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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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能用基础塑型制品、材料通过雕塑的手

段进行立体化妆。

3.造型服务

3.1 发型造型

3.1.1 能按照主创人员或效果图的要求，佩

戴、整理、粘贴、清理、清点、保存毛发制

品或头饰等造型用品。

3.1.2 能根据人物进行发套清洁、粘贴、卸妆

和保养工作。

3.1.3 能根据需要，策划或参与编创特定演活

动、演出节目发型造型。

3.1.4 能进行特定影视节目、剧组的人物形象

创作，并带领和指导团队，实施和完善演员

妆发造型。

3.1.5 掌握中国不同时代特征的古代盘发，其

中以唐代、明代、清代、民国时期为代表。

3.1.6 掌握现代毛发造型的基本梳理技巧，反

映时代气息，符合时尚要求。

3.1.7 掌握中外具有代表性毛发造型的特点

与梳理技巧，有较强的名族性与时代性。

3.2 服饰搭配与制

作

3.2.1 能进行服装拍摄中服装与服装，服装与

配饰的协调搭配。

3.2.2 能进行摄影创作进行配饰创意搭配。

3.2.3 在年代古装造型中，能遵循历史，搭配

出适合年代的发式。

3.2.4 能正确选择专业工具、配件等材料对原

饰品进行改造，使其更加符合主题需求。

3.2.5 能进行基础的古装头饰制作，如点翠、

缠花、珠花、热缩片的制作。

3.3 色彩搭配

3.3.1 能够准确分析色彩并表达其内涵。

3.3.2 能准确掌握化妆色彩搭配中的技巧运

用及不同摄影灯光下的配色方法。

3.3.3 能根据化妆对象的节目特性需求提供

恰当的造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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