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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雕塑史》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世界雕塑史/ History of World Sculpture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雕塑专业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王红媛编. 《世界艺术史——雕塑卷》. 东方出版社.2003.02 

陈卫和编.《西方雕塑——二次大战前后的范例》. 湖南美术出版社.1993.02 

（英）赫伯特·里德.《现代雕塑简史》.四川美术出版社.1989.01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雕塑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运用教师讲课、学生自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 

通过对具体创作中的形象思维，如每件作品的时代背景介绍与分析、作者介绍、造型特点、材料与

制作工艺、相关史实及文字资料介绍（如神话故事）、与同时代其他典型作品的横向分析与比较、

与同主题不同时期的典型作品纵向分析与比较，使学生能够灵活掌握雕塑艺术的造型语言，增强学

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们对雕塑艺术的热情，为自己全面的艺术修养作一个必要的补充。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能够了解并掌握雕塑古代与近现代史的相关知识。 

2．通过课程学习，学生具备分析雕塑史中出现的艺术作品产生背景与内涵的能力。 

3．提高学生们对雕塑艺术的热情，以及全面的艺术修养作一个必要的补充。 

 

第一章  原始社会雕塑（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原始雕塑发展史的教授，能使学生了解各地原始雕塑发展的整个脉络，灵活掌握原始雕塑艺

术的造型语言。 

教学重点和难点 

原始雕塑艺术的造型语言。 

教学内容 

一、欧亚石器时代的雕塑 

二、非洲原始雕塑 

三、美洲和大洋洲原始雕塑 

 

第二章  古代雕塑（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古代雕塑发展史的教授，能使学生了解古代各地雕塑发展的整个脉络，灵活掌握古代雕塑艺

术的造型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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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古代不同地区雕塑艺术的不同的造型语言。 

教学内容 

一、古代西亚和埃及雕塑 

二、古代希腊和罗马雕塑 

三、古代中国雕塑 

四、古代印度及亚洲国家雕塑 

 

第三章  欧洲中世纪雕塑（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欧洲中世纪雕塑发展史的教授，能使学生了解欧洲中世纪各地雕塑发展的整个脉络，灵活掌

握欧洲中世纪雕塑艺术的造型语言。 

教学重点和难点 

欧洲中世纪不同地区雕塑艺术的不同的造型语言。 

教学内容 

一、宗教雕塑艺术 

二、雕塑种类以及不同时期的雕塑 

 

第四章 19 世纪雕塑（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 19 世纪雕塑发展史的教授，能使学生了解 19 世纪各地雕塑发展的整个脉络，灵活掌握 19

世纪雕塑艺术的造型语言。 

教学重点和难点 

19 世纪不同地区雕塑艺术的不同的造型语言。 

教学内容 

一、文艺复兴雕塑 

二、巴洛克及罗可可雕塑（ 

三、从新古典主义到后印象主义雕塑 

 

第五章 20 世纪雕塑（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 20 世纪雕塑发展史的教授，能使学生了解 20 世纪雕塑发展的整个脉络，灵活掌握 20 世纪

雕塑艺术的造型语言。 

教学重点和难点 

20 世纪不同风格雕塑艺术的不同的造型语言。 

教学内容 

一、西方现代派雕塑 

二、二战后的西方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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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俄雕塑 

四、20 世纪中国雕塑 

五、课程总结与复习考试 

 

 

执笔人：郭亚男            审核人：王朝阳 

 

 

《速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速塑/Clay sculpture speed plastic body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雕塑 

学 时 数:24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1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素描、圆雕技能造型 1、世界雕塑史                                                      

教学参考书：《双重基础》         吉林美术出版社 霍波洋 2006.3 

           《人体泥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张伟 2008.2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雕塑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速塑》是雕塑专业的学科专业课必修课,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从艺术思想和艺术技巧的不

同层面，做到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小到大，使学生对雕塑艺术语言的基本表现语言有所认识理

解和掌握并掌握人体结构基本运动规律。 

本课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要求学生从具体模特的特点感受出发，在短时间内把 鲜明的感觉快速表现出来； 

2.可以侧重人体动态，形体，比例，空间，节奏等不同造型因素的表现与塑造； 

3.力求生动，明确，重点要求对雕塑整体关系的理解。 

 

第一章 速塑的基本语言（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雕塑基本发展规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速塑发展语言的把握 

教学内容 

1.古典速塑作品赏析； 

2.中外速塑作品的形势与语言； 

3.学会感受模特状态特点，学会主动塑造。 

 

第二章 站立男女人体（1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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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男女人体基本造型规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速塑男女人体发展语言的把握 

教学内容 

1.男女人体站立速塑要求特点鲜明，可侧重模特的状态出发，适当提炼取舍，明确感受，要求整体

比例、动态 、重心上多下功夫，模特的职业特点，年龄特点适当明确，做形体横着看横着做。 

2.男女人体站立速塑某些特点可以适当突出，方向面要明确，空间位置要响亮。 

 

第三章 男女坐姿人体速塑（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男女人体基本造型规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速塑男女人体发展语言的把握 

教学内容 

1.男女坐姿人体速塑同样要求比例，动态，模特肌肉松弛程度，重要骨点位置的强化，模特年龄特

点等。 

2.男女坐姿人体速塑要求方向面明确，微妙处的处理要多下功夫处理，生动，气韵生动形体贯穿为

主导。 

 

第四章 男女躺姿人体速塑（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男女人体基本造型规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速塑男女人体发展语言的把握 

教学内容 

1.男女躺姿人体速塑要求比例，动态，躺着的动感，形体的压缩与加强，空间上的压缩与加强，适

当提炼。 

 2.男女躺姿人体速塑注意模特肌肉节奏的松弛，力求生动，明确 

 

 

执笔人：郭建伟           审核人：任戬 

 

 

《圆雕技能造型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圆雕技能造型 1/ Basic sculpting skills modeling 1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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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32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素描、色彩、艺用解剖学、世界雕塑史 

教学参考书：张  伟编. 《人体雕塑》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7 年. 

霍波洋编. 《双重基础》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5 年.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雕塑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学生接触雕塑的入门必修课程，也是雕塑专业基础教学阶段十分重要的课程，通过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使学生掌握泥塑的基本造型语言、空间规律和塑造方法，训练学生正确地观察对象、理

解对象、表现对象，通过理性思维把握对模特的第一感觉，更生动地塑造对象，为今后利用不同的

人物形象特征进行雕塑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走好具象泥塑的第一步，尊重学生个性的培养。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此课主要通过教师示范讲课，作品欣赏，学生实践体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 

2.使学生掌握正确地观察对象、理解对象、表现对象； 

3.通过理性思维把握塑造对象的第一感觉，更生动地表现对象。 

 

第一章 石膏具象头像临摹（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大的穿插关系，头颈胸的体积关系与解剖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大的穿插关系，头颈胸的体积关系与解剖关系，方向面的响亮。 

教学内容 

 1.以大的基本形为主要表现方式，等大。 

2.大的体积大的穿插结合解剖方向面明确 

 

第二章  男人头像写生（2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大的穿插关系，头颈胸的体积关系与解剖关系，体会模特人物特征与职业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大的穿插关系，头颈胸的体积关系与解剖关系，方向面的响亮。 

教学内容 

1.以大的基本形为主要表现方式，等大  ； 

2.以大的基本形为主要表达方式，进一步塑造对象； 

3.完整再现对象，等大，多训练感受。 

 

执笔人：郭建伟                  审核人：任戬 王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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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工艺美术史/ History of  Industrial arts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雕塑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世界雕塑史                             

教学参考书：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尚  刚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5 年 

外国工艺美术史.    张夫也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 年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雕塑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讲解，使学生系统了解工艺美术史中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各个流派的重要作品，并进

一步了解工艺美术产生和变革的过程，使学生熟悉和掌握其中的重要作品。通过学习，来探讨工艺

的民族性、区域性、时代性和宗教性。通过时间和空间的比较来研究和鉴别，对工艺美术作品做出

正确的评价和判断。通过各种角度、方位和层次的研究方法对名目繁多、内容庞杂的艺术历史理出

清晰的脉络。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构内外各历史时期的工艺美术作品的创作，并在工艺创作中感悟其

给与的诸多启示，侧重于工艺的品种、制作、艺术等各个方面，以及经济的发展、开放的政治、多

文化的交流对工艺美术的影响，并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认识工艺作品，思考技术与艺术二者在工艺

创作中的平衡问题，思考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对工艺的影响，思考科技与时代审美趣味对工艺创作

的影响；造型设计、装饰技艺、材料材质蕴涵着现代的审美意识和现代工艺的要素。  

 

第一章  原始时期及夏商周的工艺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对原始社会的工艺美术，夏商周的工艺美术有一定的了解和基本的掌握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原始时期及夏商周的工艺的知识有具体的掌握和了解 

教学内容 

一、原始社会的工艺美术 

1. 陶瓷工艺/ 彩陶/ 半山型/ 庙底沟型/ 马家窑型/ 半山型/马厂型/ 

二、夏商周的工艺美术 

1. 青铜器工艺/ 制作/ 造型/ 装饰/ 艺术特点/ 

2. 青铜器/ 鼎/ 鬲/ 簋/ 敦/ 釜/ 豆/ 壶/ 

3. 陶瓷工艺/ 灰陶/ 白陶/ 釉陶/ 原始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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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春秋战国及秦汉的工艺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对春秋战国的艺术设计的工艺美术，以及秦汉时期的工艺美术有一定的了解和基本的掌握。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春秋战国及秦汉的工艺的知识有具体的掌握和了解 

教学内容 

一、春秋战国的艺术设计的工艺美术 

1. 工艺/ 焊接/ 刻画/ 镶嵌/ 金银错/ 鎏金/ 镂空/ 

二、秦汉时期的工艺美术 

1. 陶瓷工艺/ 釉陶/ 彩绘陶/ 砖瓦/ 

2. 青铜器/ 铜灯/ 盘灯/ 虹管灯/ 筒灯/ 铜炉/ 铜镜染织工艺/ 

3. 丝织/ 印染/ 刺绣/ 漆器/ 石雕/ 玉雕/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的工艺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对魏晋南北朝的工艺美术以及隋唐五代的工艺美术有一定的了解和基本的掌握。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的工艺的知识有具体的掌握和了解。 

教学内容 

一、魏晋南北朝的工艺美术 

1. 青瓷/ 盘口壶/ 鸡首壶/ 莲花尊/ 扁壶/ 水注 

2. 黑瓷/德清窑/装饰/ 压印/ 刻花/ 堆贴/ 塑饰/ 

3. 画像砖/画像石/ 

二、隋唐五代的工艺美术   

1. 陶瓷/ 天鸡壶/ 瓶/ 罐/ 

2. 制作/ 越窑/ 邢窑/ 彩瓷/ 唐三彩/  

3. 染织/ 丝织/ 联珠/ 团窠/ 对称/散花/ 几何/ 

4. 金银器/ 铜镜/ 漆器 

 

第四章  宋辽金西夏及元的工艺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对宋辽金西夏的工艺美术以及元代的工艺美术有一定的了解和基本的掌握。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宋辽金西夏及元的工艺的知识有具体的掌握和了解。 

教学内容 

一、宋辽金西夏的工艺美术 

1. 陶瓷工艺/定窑/ 汝窑/ 官窑/ 耀州窑/ 钧窑/ 磁州窑/ 景德镇/ 龙泉窑/ 

       哥窑/ 建窑/ 吉州窑/  

    2. 辽瓷/ 鸡冠壶/ 长颈瓶/ 三彩盘/  

3. 染织/ 锦/ 绮/ 纱/ 罗/ 绢/ 绸/ 绫/缂丝 



艺术设计学院 

                                                                                                                 9

二、元代的工艺美术 

1. 陶瓷/青花/釉里红/ 

    2. 装饰/印花/刻花/帖花/绘画/ 

3. 丝织/毛织/棉织/ 

 

第五章  明清时期的工艺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对明代的工艺美术以及清代的工艺美术有一定的了解和基本的掌握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明清时期的工艺的知识有具体的掌握和了解 

教学内容 

一、明代的工艺美术 

1. 景德镇窑/ 龙泉窑/ 德化窑/ 宜兴窑/ 石湾窑/ 

2. 染织/ 丝织/ 印染/ 顾绣/ 

3. 金属工艺/ 宣德炉/  景泰蓝/ 

    4 .家具/漆器/ 螺钿/百宝嵌/ 金漆/  

    二、清代的工艺美术 

1. 陶瓷工艺/ 制作/ 造型/ 装饰/ 艺术特点/ 

2. 染织工艺/ 苏州织造/ 南京云锦/ 缂丝 /  

3. 金属工艺/ 景泰蓝/ 画珐琅/  

 

第六章  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工艺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对古代埃及的工艺美术以及两河流域的工艺美术有一定的了解和基本的掌握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工艺的知识有具体的掌握和了解 

教学内容 

一、古代埃及的工艺美术 

1. 陶瓷工艺/ 黑陶/ 彩陶/ 石工艺/ 

2. 玻璃工艺/ 金属工艺/ 木工艺/ 

二、两河流域的工艺美术 

1. 陶工艺/ 石工艺/ 

2. 金属工艺/ 装饰技法/ 雕像/ 武器/ 

 

第七章  古代希腊罗马的工艺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对古代希腊的工艺美术以及古代罗马的工艺美术有一定的了解和基本的掌握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古代希腊罗马的工艺的知识有具体的掌握和了解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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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希腊的工艺美术 

1. 陶瓷工艺/ 黑绘/ 红绘/ 彩绘/ 

2. 金属工艺/ 木工艺/ 

二、古代罗马的工艺美术 

1. 金属工艺/ 银器/ 青铜器 / 

2. 玻璃工艺/ 陶工艺/ 玉石工艺/  

 

第八章  巴洛克与洛可可的工艺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对巴洛克的工艺美术以及洛可可的工艺美术有一定的了解和基本的掌握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巴洛克与洛可可的工艺的知识有具体的掌握和了解 

教学内容 

一、巴洛克的工艺美术 

1. 染织工艺/ 戈贝兰/  

2. 木工艺/ 法国家具/德国家具/意大利家具/ 

3. 陶工艺/ 德尔夫特/ 中国样式/ 

二、洛可可的工艺美术 

1. 染织工艺/ 制作技法/ 装饰纹饰/ 艺术特点/ 

2. 陶瓷工艺/ 麦森窑/ 塞夫尔窑/ 

3. 家具工艺/ 制作技法/ 装饰纹饰/ 色彩/  

考核方式与要求 

开卷考试 

 

 

执笔人：孟夏                 审核人：任戬 王朝阳 

 

 

《装饰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装饰基础/ Basic ornament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雕塑专业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素描、色彩、形态认知、形态构成、形态语意 



艺术设计学院 

                                                                                                                 11

教学参考书：崔  唯编.《图案造型基础》.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4 年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雕塑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运用教师讲课、学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 

装饰基础是工艺实践创作的基础课和入门课。这门课程在培养装饰造型感觉、装饰创造思维、装饰

表现技巧等方面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通过对图案造型基本原理、规律、法则、技法的阐释，使学

生较为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装饰，以此达到辅助创作的目的。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能够了解并掌握装饰图案的相关知识。 

2．通过课程学习，培养装饰造型感觉、装饰创造思维、装饰表现技巧等方面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 

3．较为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装饰，以此达到辅助创作的目的。 

 

第一章  绪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装饰的概念、由来和类别的划分。 

教学重点和难点 

类别的划分。 

教学内容 

一、基本概念 

二、装饰的由来 

三、类别划分 

 

第二章  形式美法则（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装饰图案的形式美法则。 

教学重点和难点 

形式美法则的表现形式。 

教学内容 

一、形式法则的基本概念 

二、表现形式 

1. 和谐法则/ 统一/ 变化/ 

2. 平衡法则/ 对称/ 均衡/ 

3. 节律法则/ 节奏/ 韵律/  

4. 数理法则/ 数字/ 比例/ 

 

第三章  造型原理（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装饰图案的造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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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造型规律以及变化方式。 

教学内容 

一、造型规律 

1. 装饰造型和写实造型的区别 

2. 创作动机/ 创作原则/ 变化手法/ 

二、变化方式 

1. 写生变化/ 想象变化/ 改造变化/ 

 

第四章  组织形式（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装饰图案的组织形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组织形式中的空间构成形式。 

教学内容 

一、组织形式 

1. 分离式/ 接触式/ 复叠式/ 透叠式 

二、构成形式 

1. 单独/ 适合/ 连续/ 综合/ 

三、空间构成形式 

1. 平视体构成/ 立视体构成/ 

 

第五章  技法表现（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装饰图案的各种技法表现。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综合技法的综合运用。 

教学内容 

一、视感肌理表现技法 

1. 手绘式视感肌理表现技法 

2. 制作时视感肌理表现技法 

3. 数码式视感肌理表现技法 

二、触感肌理表现技法 

1. 现成式肌理表现技法 

2. 改造式肌理表现技法 

 

第六章  装饰图案的设计与创作（1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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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使学生熟练掌握装饰图案的综合创作的各个要素之间的转换与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论知识的转换与应用。 

教学内容 

一、设计与创作训练 

1、领会装饰的形式法则，利用四种表现形式进行创作。 

2、通过装饰造型的几种方法，练习从具象造型到装饰形态的转换。 

3、收集素材，进行图案创作练习。 

4、选择一创作主题，综合运用表现形式、造型方法、组织形式、构成原理、肌理表现等装饰原理

进行表现创作，使其恰当表现主题。 

 

 

执笔人：郭亚男            审核人：王朝阳 

《计算机辅助设计ⅡPHOTOSHOP》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计算机辅助设计Ⅱ（PHOTOSHOP）/ Computer-aided designⅡ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雕塑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24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形态创意、构成基础学、视觉思维基础                               

教学参考书：1、祝锡琨、薛刚等著. 《形态语意》. 辽宁美术出版社.2008.8 

2、刘建 等著《Photoshop CS3设计师从基础到实践》  电子工业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多数人对于 PHOTOSHOP 的了解仅限于“一个很好的图像编辑软件”，并不知道它的诸多应用方

面，实际上，PHOTOSHOP 的应用领域很广泛的，在图像、图形、文字、视频、出版各方面都有

涉及。建筑效果图后期修饰在制作建筑效果图包括许多三维场景时，人物与配景包括场景的颜

色常常需要在 PHOTOSHOP 中增加并调整。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能够了解并掌握 PHOTOSHOP 基础相关知识。 

2．提高学生们对 PHOTOSHOP 的热情，以及全面的艺术修养作一个必要的补充。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掌握计算机交互式图形学原理，理解.破译应用软件系统语言，熟练使用数字化的表现技巧，为艺

术设计的表现打下扎实的数码技能。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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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计算机图形学原理认知： 

A、路径与节点 

B、矢量与位图 

第二章 工具箱与工具属性： 

A、选区工具组   修正与绘图工具组 

B、路径工具组   文字工具组    

C、切片与其他工具组 

D、工具属性的调整 

第三章 光色混合与色彩管理： 

A、光色混合与色彩输出属性 

B、图像色彩修正与替换 

C、图像色彩与视觉效果 

第四章 载体与图层管理： 

A、图层及图层管理样式 

B、图层与设计表现的关联 

第五章 通道原理与属性： 

   A、通道应用效果解析 

   B、通道应用的理解与其他设计软件的关联 

第六章 调板功能详解： 

   A、Navigator/Info调板 

   B、Color/Swatches/Styles调板 

   C、History/Actions/layers/Channels/Paths调板 

第七章 内置滤镜综合应用： 

   A、修正图像滤镜   艺术效果滤镜 

   B、特技滤镜   组织与材质滤镜 

第八章 例题分析： 

A、网页制作与图像切割案例解析 

B、数码表现作品解析  

C、设计与输出参数的关联解析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20 学时） 

平面作品数码表现  PS 景观效果图  设计作品数码输出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4 学时） 

课堂命题考核 

 

执笔人：冯嗣禹                     审核人：曹福存  

 

 

 

 

《圆雕技能造型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圆雕技能造型 2 / The round modeling skill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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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雕塑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48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素描、形态认知、形态构成、世界雕塑史 

教学参考书：张  伟编. 《人体雕塑》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7 年 

霍波洋编. 《双重基础》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5 年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雕塑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解剖是具象雕塑教学的基础，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使学生系统认识骨骼与肌肉的连

接关系，掌握人体运动变化的一般规率；训练学生正确的观察习惯，锻炼眼、手和理性分析相协调

统一的能力，从而培养学生能够主动地通过解剖原理塑造对象形体、表达感受，为具象雕塑课打下

坚实的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使学生通过学习本门课程掌握基本的人体艺用解剖知识及人体运动规律。 

2．能够充分理解解剖与雕塑形体的关系并熟练运用于实践中。 

3．对学生未来学习雕塑技能奠定基础。 

 

第一章  讲授人体解剖知识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师示范讲解，作品欣赏，使学生对人体解剖知识有初步全面的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使学生充分了解人体躯干及四肢的基本解剖关系同时强调体积、造型、比例、重心。难

点是如何让学生掌握运动状态下的人体解剖关系。 

教学内容 

一、讲授人体解剖基本知识 

1.人体比例                

2.人体形态与基础结构[根据人体真实骨架] 

3.头部 躯干 四肢比例，骨骼，肌肉关系分析 

    4.人体造型[具象石膏像名作分析] 

二、讲授人体解剖与运动的关系 

1.运动状态下的人体解剖关系 

2.解剖与形体的关系 

第二章 实践临摹 （4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实践训练使学生掌握立体人体解剖知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使学生能够充分把握空间中人体躯干及四肢的基本解剖关系及连接关系。难点是如何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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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解剖与形体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临摹西方人体解剖石膏像 

二、速写人体解剖 

 

执笔人：李伟        审核人：任戬 王朝阳 

 

 

《圆雕技能造型 3》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圆雕技能造型 3 / The round modeling skills 3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雕塑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40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素描、形态认知、形态构成、世界雕塑史 

教学参考书：张  伟编. 《人体雕塑》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7 年 

霍波洋编. 《双重基础》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5 年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雕塑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胸像是具象雕塑教学的基础，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使学生系统认识人物头、颈、胸

关系，掌握人物形象塑造能力；训练学生正确的观察习惯，锻炼眼、手和理性分析相协调统一的能

力，从而培养学生能够生动地把握模特特征，表现对象形体、表达感受，为具象雕塑课打下坚实的

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使学生通过学习本门课程掌握塑造肖像能力。 

2．能够充分理解形体与空间的关系。 

3．对学生未来学习人体雕塑技能奠定基础。 

 

第一章  讲授雕塑肖像基本知识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师示范讲解，作品欣赏，使学生对胸像雕塑知识有初步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使学生充分了解如何把握人物特征及头、颈、胸在空间中的关系。难点是如何让学生掌

握形体之间的连接穿插关系。 

教学内容 

一、 经典胸像雕塑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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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讲授人物头、颈、胸解剖及形体知识 

 

第二章 实践人物胸像写生（4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实践训练使学生掌握塑造胸像的能力既表达个人感受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使学生能够充分把握头、颈、胸在空间中的连接关系。难点是如何让学生充分发挥个人感受，

准确把握模特形象特征及情绪状态。 

 

教学内容 

一、写生男/女人物胸像 

二、速写男/女人物胸像 

 

执笔人：李伟        审核人：任戬 肖福科 

 

 

 

 

 

 

 

第一章  浮雕理论学习研究（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浮雕造型技能是介于平面绘画与空间雕塑之间的学科，是雕塑专业学生把所学的专业课向室内外实

用空间是转化应用的教学。在圆雕的基础上把形体等比例压缩在二维空间的一种技能，要求理解平

面中的构图，形体，空间体量间的相互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让学生理解雕塑形体空间的压缩关系——立体与平面的转换。 

难点是如何让学生利用光线、视错觉等因素在相对平面的材质上表现立体对象。 

教学内容 

一、浮雕的原始性及存在的形式 

1.古典浮雕赏析 

2.古典浮雕的形势与语言 

 

二、欧洲具象浮雕的特点及在环境中存在的形式 

1.欧洲具象浮雕的原始性 

2.欧洲具象浮雕与环境的关系 

3.欧洲具象浮雕的形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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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欧洲具象浮雕的地域特点 

 

第二章  典型作业与训练  （2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理解浮雕是在圆雕的基础上把形体等比例压缩在二维空间的一种技能，要求理解平面中的构

图，形体，空间体量间的相互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让学生理解雕塑形体空间的压缩关系——立体与平面的转换。 

难点是如何让学生利用光线、视错觉等因素在相对平面的材质上表现立体对象 

教学内容 

一、以临摹欧洲具象浮雕和中国传统浮雕为主，了解欧洲具象浮雕和中国传统浮雕的构成特点技巧

差异 

二、任选中外浮雕一件临摹 

 

 

执笔人： 李伟                     审核人：任戬 

 

 

《泥塑人体写生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泥塑人体写生 1/ Clay sculpture body sketch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雕塑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48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素描、世界雕塑史、圆雕技能造型、人体解剖学 

教学参考书：张  伟 编. 《人体雕塑》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7 年. 

霍波洋 编. 《双重基础》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5 年.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雕塑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雕塑专业具象人体课整体教学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是在专业基础及平台课程基础后，

重点强调基本形的整体空间感受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升华；本课程主要通过教师对图片及立体

范作的剖析和学生的实践，全方位地感受雕塑语言，尊重学生个性的发挥。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本课程使学生进一步地认识和把握人体基本形与人体肌肉骨骼解剖结构的联系； 

2.锻炼正确的空间立体观察方法、感性与理性想结合，完整地处理形与形之间的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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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体与局部，内部与外部的统一，做到既有整体又有丰富的变化。 

 

第一章 泥塑 1/2 男人体   

教学目的和要求 

    把握人体基本规律，学会简单的塑造，学会如何观察对象认识形体语言 

教学重点和难点 

    在共性掌握的基础上寻找自己的个性 

教学内容 

泥塑 1/2 男人体，是雕塑专业具象人体课整体教学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是在 1/2 人体课程重点

强调基本形的整体空间感受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升华。主要通过教师对图片及立体范作的剖析

和学生的实践，进一步地认识和把握人体基本形与人体肌肉骨骼解剖结构的联系，锻炼正确的空间

立体观察方法、感性与理性想结合，完整地处理形与形之间的衔接，整体与局部，内部与外部的统

一，做到既有整体又有丰富的变化。全方位地感受雕塑语言，尊重学生个性的发挥。 

1.讲授                                                                         

1/2 泥塑男人体制作的过程．要求从搭架子起就要考虑动态、比例、重心，每一个步骤都要做到理

性与感性相结合。在反复推敲、反复认识模特的过程中建立起形体、形成空间语言。 

2.速塑                                                                     

要求学生在做泥塑之前，面对模特不同方向画若干张速写，做到充分认识形成此动态的主要因素。 

3.学生实践教师示范辅导。 

4.第一周小结，教师明确每个学生泥塑空间动态存在的问题。 

5.第二周小结，师生互相讨论，交流观点，确定泥塑大形。 

6.课程中间环节  第三周开始，作业进入深入阶段，要求学生查阅经典名作，研究泥塑人体整体与

局部的关系，写生的艺术处理方法。 

7.第四周，启发教学，尊重学生个性发挥，教师与学生交流做好泥塑写生 终的艺术处理。 

8.教学总结。 

 

第二章 泥塑 1/2 女人体（3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把握人体基本规律，学会简单的塑造，学会如何观察对象认识形体语言 

教学重点和难点 

在共性掌握的基础上寻找自己的个性 

教学内容 

泥塑 1/2 女人体，是雕塑专业具象人体课整体教学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是在 1/2 人体课程重点

强调基本形的整体空间感受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升华。主要通过教师对图片及立体范作的剖析

和学生的实践，进一步地认识和把握人体基本形与人体肌肉骨骼解剖结构的联系，锻炼正确的空间

立体观察方法、感性与理性想结合，完整地处理形与形之间的衔接，整体与局部，内部与外部的统

一，做到既有整体又有丰富的变化。全方位地感受雕塑语言，尊重学生个性的发挥。 

1.讲授                                                                         

1/2 泥塑女人体制作的过程．要求从搭架子起就要考虑动态、比例、重心，每一个步骤都要做到理

性与感性相结合。在反复推敲、反复认识模特的过程中建立起形体、形成空间语言。明确男女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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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 

2.速塑                                                                     

要求学生在做泥塑之前，面对模特不同方向画若干张速写，做到充分认识形成此动态的主要因素。 

3、学生实践教师示范辅导。 

4、第一节小结，教师明确每个学生泥塑空间动态存在的问题。 

5、第二节小结，师生互相讨论，交流观点，确定泥塑大形。 

6、课程中间环节  第三节开始，作业进入深入阶段，要求学生查阅经典名作，研究泥塑人体整体

与局部的关系，写生的艺术处理方法。 

7、第四节，启发教学，尊重学生个性发挥，教师与学生交流做好泥塑写生 终的艺术处理。 

8、教学总结。 

 

执笔人：郭建伟              审核人：任戬 王朝阳 

 

 

 

 

 

《玩具造型表现》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玩具造型表现/ Toy modeling representatio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雕塑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32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形态系列课程、圆雕技能造型系列、装饰基础、计算机辅助设计 

教学参考书：张  剑 著.《玩具设计》.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11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雕塑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随着现代玩具设计的发展，玩具设计的题材手法以及玩具产品的种类开始多样化，玩具已经不再局

限于动漫的周边产品。但就玩具作为一件设计的作品，其造型设计要与市场相结合，所以玩具设计

实际牵涉到更多的环节与领域之中。为此，本课着重从玩具的立体造型、设计构思、平面表达、而

完成的设计作品，讲述至样品制作，以商品的形象、包装、销售推广这一整体连贯的过程，来全面

细致地介绍玩具设计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该课程，让学生主动考察城市空间环境功能性设施及其制作材料，锻炼学生在能够准确分析

调研方案的前提下，设计出自己的创作方案及风格。 

2.在系统化的授课过程中，要求学生掌握功能性雕塑设计的关键性环节，做到设计目的的顺利完成。 

 

第一章 玩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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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引导学生了解并掌握功玩具的发展史,通过典型案例分析,使学生基本掌握玩具的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解析功玩具的功能特点为本章学下的重点，准确地把握住玩具的特点才能够使方案的设计更具

有针对性。 

教学内容 

   一、玩具的起源 

  二、原始劳动生产和游戏是玩具起源的基础 

  三、宗教赋予玩具成型的环境和条件 

四、民俗传统是玩具发展的生命轨迹 

 

第二章 玩具设计分类（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玩具的基本功能及分类。要求能够掌握并明确解释玩具分类的基础及原因。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为分类的的原则，难点为区分各个类别之间的据别及联系。 

教学内容 

一、 按材料分类 

二、按功能分类 

 三、按创意来源分类 

 

第三章 玩具的设计流程（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玩具设计的基本流程，并且能够独立判断并分析玩具的生产要求。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为是学生能够熟悉掌握玩具生产的流程环节，难点为流程中的细节容易忽略提醒学生

注意 

教学内容 

   一、玩具市场设计调查与定位分析 

   二、各阶段消费使用群心理行为分析 

 

 第四章 玩具草图、效果图表现（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从收集的材料中选择出适合进行玩具设计的草稿，要求对草稿进行细化，并形成合理化

制作方案。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为学生所设计的方案是否符合生产条件，难点为讲生产与设计的结合进一步细化。 

教学内容 

    一、 玩具草图表现 

二、玩具效果图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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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造型设计的基本要素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掌握造型的基本原理了解造型的符号化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为学生所设计的方案是否体现设计的原理，难点为讲生产与市场的结合。 

教学内容 

   一、造型的夸张与变形       

   二、造型的单纯化 

   三、造型的体面、动态、个性    

   四、造型的符号化    

   五、造型组合的关系    

   六、造型剪影的魅力    

   七、造型的幽默感    

   八、写实造型的感染力    

 

 第六章 市场化推广（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玩具的市场推广基本原理和包装的要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为学生所设计的玩具的市场定位，难点为包装与所设计之产品的结合。 

教学内容 

    一、包装 

    二、玩具的市场推广 

1.方案论证（包括效果图，结构图，创意说明）   

2.1/10 小稿制作（系列样稿练习）  

 

七、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24 学时） 

1、对市场的产品系列进行调查分析，研究产品系列类型、开发目标和系列设计方法等内容，形成

调查报告。 

2、选择一种材料作为系列开发的对象。  

3、通过调查研究形成概念，并制作具有针对性的玩具模型。 

八、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 

作业 1“运用材料特殊性制作玩具”考核学生运用材料的能力及对市场现有产品系列的分析能力。 

作业 2“个性玩具设计制作”考核学生对消费群体的认识，设计制作有针对性的玩具造型。 

作业 3“课题玩具系列设计”考核学生运用系列化设计方法对玩具造型的横向扩展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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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王明妍                    审核人：任戬 王朝阳 

 

《计算机辅助设计Ⅲ（3dmax）》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计算机辅助设计Ⅲ（3dmax）/ Computer-aided design Ⅲ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雕塑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24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计算机辅助设计Ⅰ－Ⅱ、设计制图                              

教学参考书：高文浩著《3ds max+Photoshop室外建筑表现风暴》（北京科海电子）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围绕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3DSMAX的入门及实际应用为主要内容，是《计算机设计基础

3—AUTOCAD》课程相关知识结构的延续。该课程是在工业设计系学生掌握《计算机设计基础1、2、

3》的知识结构以后，进入产品三维辅助设计的必修软件课程，是学生巩固前期课程知识内容和接

触后期高级三维软件的必要环节；同时该门课程是《形态表达1》课程关于三维形态表现等方面的

延续。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该课程要求学生在熟练掌握3DSMAX软件的操作方法以后，必须能够独立使用该软件进行诸如三维造

型设计、建模、材质设定、灯光设定、渲染设置的操作；同时能够结合《计算机设计基础1、2、3》

的知识结构，结合其他相关软件（如Photoshop、AutoCAD等）制作出能够准确表达出设计的造型、

材料等相关因素的产品效果图。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3DSMAX软件概述——安装方法及软件介绍（8学时） 

1、安装方法：硬件简述——系统配置——安装软件——基本设置 

2、软件介绍：软件历史及典型应用案例欣赏 

第二章 3DSMAX基本命令讲解——分阶段的操作练习（16学时） 

1、制图步骤——由任课教师实际演示并讲解制作流程 

2、命令条讲解——由任课教师实际演示并讲解  

3、工具栏讲解——由任课教师实际演示并讲解 

第三章 制图技巧——由简至繁的演示和操作研究（8学时）（上机8学时） 

该阶段主要由任课教师按阶段、有步骤地利用典型案例讲授、分析并演示3DSMAX的制图技巧，由学

生随课练习。 

第四章 效果图实际制作（上机8学时）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20 学时） 

1、了解界面操作，三维、二维建模及高级建模技巧，材质应用方式及高级材质的设置技巧，重点

了解了各类贴图技术，如高光贴图、凸凹贴图、反射贴图、透视贴图等，讲解了灯光与像机的应用

技巧。 

2、通过室外效果图设计实例来具体了解建模、材质、贴图、灯光、像机应用技巧， 后还掌握动

画制作、渲染输出、视频合成、大气环境等技巧。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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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命题考核，现场制作景观效果图一张，独立完成，限时8学时。 

 

执笔人：冯嗣禹                     审核人：曹福存 

 

 

 

《浮雕与壁画》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浮雕与壁画/ Relievo & Fresco 

课程类别：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专业任选课                适用专业： 雕塑 

学 时 数： 2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 1.5 学分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  素描、形态构成系列课程 

教学参考书： 张伟编. 《雕塑》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7.8 

霍波洋编. 《双重基础》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5.9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课程简介： 

浮雕与壁画是介于平面绘画与空间雕塑之间的学科，是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把所学的专业课向室内外

实用空间转化应用的教学，要求创意、材料、加工工艺与具体空间环境相结合。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此课程主要以教师讲解、作品欣赏、学生实践体验为主要教学方法。让他们掌握浮雕与壁画制

作的简单技巧和各种的表现手段,理解认识环境、材料、构思的密切联系。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绪论：（4 学时） 

1、浮雕与壁画的原始性及存在的形式。 

2、欧洲具像浮雕与壁画的特点及在环境中的存在形式。 

3、中国传统浮雕与壁画的特点及存在形式。 

4、浮雕与壁画在当代空间环境中的应用： 

1）建筑外墙上  2）建筑室内空间  3）城市公共空间环境 

第二章 教师示范辅导学生作业：（12 学时） 

第三章 中外城市开放空间的浮雕与壁画案例分析（4 学时） 

第四章 城市开放空间浮雕与壁画的设计与制作（12 学时） 

1、实地考察 

2、人文理论研究 

3、草图设计,论证 

4、具体论证空间环境、尺度、人文、材料、心里感受的一致性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 

1、任选中外典型浮雕教具一件临摹； 

2、以城市车站、商场、标志性建筑表面、餐厅、舞厅、会客厅等公共空间为载体进行设计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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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 

作业 1：制作一件浮雕作品。 

作业 2：选择任意城市开放性公共空间设计一件作品 

 

执笔人：郭建伟               审核人：曹福存 

 

《雕塑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雕塑基础/ Sculpture basis 

课程类别：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专业任选课                适用专业： 艺术设计学院 

学 时 数： 2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 1.5 学分                考核方式：论文与大作业任选 

预修课程：  形态构成系列课程 

教学参考书： 张伟编. 《雕塑》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7.8 

霍波洋编. 《双重基础》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5.9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课程简介： 

雕塑基础是艺术设计专业必修课，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立体造型的塑造能力，以科学而灵活的教

学方法提高艺术观，同时提高审美观和立体观。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此课程主要以教师讲解、作品欣赏、学生实践体验为主要教学方法。通过雕塑课程的教学，使

学生初步了解和掌握雕塑艺术的基础知识和雕塑的基本技能以及不同门类雕塑的风格特征。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绪论（8 学时） 

1、雕塑的起源与分类及原始雕塑欣赏。 

2、世界雕塑的发展脉络与经典作品。 

第二章 雕塑的制作与材料（8 学时） 

1、传统雕塑的特点及材料运用 

  2、新型雕塑的特点及材料运用 

第三章 中外城市开放空间的公共雕塑与公共艺术（8 学时） 

1、公共环境雕塑的发展历程 

2、世界公共环境雕塑与公共艺术赏析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 

  通过创作雕塑实物作品与论文任选其一的方式，使学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表达与练习方式，完成

对雕塑学科初步的理解与认识。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任选一） 

作业 1：自拟题目，完成一件雕塑作品的创作，材料不限， 大尺寸不小于 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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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2：完成公共环境雕塑的论文一篇，字数不少于 3000。 

 

执笔人：曹蕾               审核人：曹福存 

 

 

 

 

 

《计算机辅助设计Ⅰ（CAD）》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计算机辅助设计Ⅰ（CAD）/ Computer-aided designⅠ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景观设计方向）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24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设计制图                               

教学参考书：文雨 著  《AUTOCAD2004 中文版教程》  海洋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围绕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 AUTOCAD 的入门及实际应用为主要内容，是《设计制图》课程相关

知识结构的延续。该课程是在工业设计系学生掌握《计算机设计基础 1、2》的前提下，引领其进入

三维辅助设计的必修软件课程，是学生巩固前期课程知识内容和接触后期高级三维软件的必要环

节。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知识目标 

1. 掌握该软件的安装、启动与退出；掌握它的基本界面和工作流程。 

2. 掌握该软件的基本操作方法，如绘图工具应用及图形绘制。 

3. 掌握图形图像的输出等。 

能力目标 

1．综合能力：图形绘制。 

2．分项能力： 

①工具运用的能力； 

②工具图层应用的能力； 

③综合素质能力。 

专业素质目标 

1．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2．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3．自觉学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4．归纳组织能力、创新能力和专业表达能力； 

5．独立分析与解决具体问题的综合素质能力。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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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程要求学生在熟练掌握AUTOCAD软件的操作方法以后，必须能够独立使用该软件进行诸如结构、

剖面及各种视图的绘制；同时能够结合《设计制图》的知识结构，借助 AUTOCAD 软件设计并绘制出

科学、准确的工业设计图纸；此外，学生有必要掌握 AUTOCAD 与其它设计软件之间的联合使用技巧。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AUTOCAD 软件概述——安装方法及软件介绍（4 学时 ） 

1.安装方法：硬件简述——系统配置——安装软件——基本设置 

2.软件介绍：软件历史及典型应用案例欣赏 

第二章 AUTOCAD 基本命令讲解——分阶段的操作练习（12 学时） 

1.制图步骤——由任课教师实际演示并讲解制作流程 

2.命令条讲解——由任课教师实际演示并讲解  

3.工具栏讲解——由任课教师实际演示并讲解 

第三章 制图技巧——由简至繁的演示和操作研究（16 学时） 

该阶段主要由任课教师按阶段、有步骤地利用典型案例讲授、分析并演示 AUTOCAD 的制图技巧。 

第四章 实际案例制作（8学时）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 

作业 1：室内 cad 表现   

作业 2：景观建筑 cad 表现 

作业 3：设计作品数码输出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课堂命题考核 

 

执笔人：冯嗣禹                     审核人：曹福存  

 

 

《画法几何与透视阴影》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画法几何与阴影透视/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景观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1.朱育万. 画法几何及土木工程制图.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2. 宋安平. 土木工程制图.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3. 何斌、陈锦昌等.建筑制图. 第四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把具体的物体或想象中的物体的形状和大小等，在平面上以正投影及轴测投影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这

门学问，称为画法几何学。若把具体的物体或想象中的物体以中心投影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学问，则

称为透视及阴影学。所以，本专业将画法几何与透视阴影作为一门综合专业基础课程讲授，是景观

设计专业的一门较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知识要求：            

本课程是建筑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主干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初步掌握用投影绘制工程图

的理论和方法，为学生学习绘制和阅读建筑工程图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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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要求：            

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和形体表达能力，并为培养学生的空间构思能力做铺垫。从而，让学生掌

握绘制建筑物透视与阴影的能力，使学生在建筑审美建筑美学的表现技能方面得以提升。 

专业素质目标 

1．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2．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3．自觉学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4．归纳组织能力、创新能力和专业表达能力； 

5．独立分析与解决具体问题的综合素质能力。 

 

一、教学目的与任务 

《画法几何与透视阴影》课程是一门研究利用投影方法以及透视方法研究物体的形状、尺度及解决

其空间几何问题的技术基础课，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读图、绘图及图解能力。本课程包括画法几

何、透视与阴影两大部分，其主要任务是： 

1、学习正投影及轴测投影的基本理论，培养学生绘制出物体的正投影和轴测投影图样。 

2、学习中心投影的基本理论，培养学生绘制出景物的形状、大小及其阴影的透视画法。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一）画法几何部分（12 学时） 

1、投影法的基本知识                       

2、形体的三面投影知识                     

3、几何体的投影                           

4、组合体的投影                           

5、形体的截断与相贯                       

6、形体的剖切                             

（二）透视与阴影部分（20 学时） 

1、透视的基本概念                         

2、平行透视 

（1）平行透视视线法                      

（2）平行透视测点法                     

3、成角透视 

（1）成角透视视线法                      

（2）成角透视测点法                     

4、圆的透视                              

5、透视的简便作图法                       

6、阴影透视 

（1）阴影透视的形成、特点与作图方法      

（2）侧光下景物阴影的透视画法            

（3）正侧光下景物阴影的透视画法          

（4）正光下景物阴影的透视画法            

（5）灯光下室内景物阴影的透视画法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 

1、画法几何作业 

（1）平面几何体的投影； 

（2）曲面几何体的投影； 

（3）组合体的投影与尺寸标注； 

（4）形体的截断与相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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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形体的剖切。 

2、透视及阴影作业 

（1）透视的基本概念； 

（2）利用视线法作物体及室内的平行透视图； 

（3）利用测点法作物体及室内的平行透视图； 

（4）利用测点法作物体及室内的成角透视图； 

（5）利用八点法作圆的透视； 

（6）作物体透视的分割、扩展、防大； 

（7）利用格网法作物体及室内的简化透视图； 

（8）作侧光下物体的阴影透视图； 

（9）作正侧光下物体的阴影透视图； 

（10）作正光下物体的阴影透视图； 

（11）作顶灯（小灯泡）下室内家具的阴影透视图。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成绩考核分为日常作业评定与课堂测验两部分。 

日常作业占 30%， 课堂测验占 70% 

 

执笔人：冯嗣禹                审核人：曹福存 

 

 

《计算机辅助设计ⅡPHOTOSHOP》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计算机辅助设计Ⅱ（PHOTOSHOP）/ Computer-aided designⅡ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景观设计方向）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24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形态创意、构成基础学、视觉思维基础                               

教学参考书：1、祝锡琨、薛刚等著. 《形态语意》. 辽宁美术出版社.2008.8 

2、刘建 等著《Photoshot CS3 设计师从基础到实践》  电子工业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多数人对于 PHOTOSHOP 的了解仅限于“一个很好的图像编辑软件”，并不知道它的诸多应用方面，

实际上，PHOTOSHOP 的应用领域很广泛的，在图像、图形、文字、视频、出版各方面都有涉及。建

筑效果图后期修饰在制作建筑效果图包括许多三维场景时，人物与配景包括场景的颜色常常需要在

PHOTOSHOP 中增加并调整。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知识目标 

1. 掌握该软件的安装、启动与退出；掌握它的基本界面和工作流程。 

2. 掌握该软件的基本操作方法，如绘图工具应用及基本图形绘制。 

3．掌握图层，通道，路径等方法的使用等。 

4．掌握常用的滤镜效果并在创作中的应用等。 

5. 掌握图形图像的输出等。 

6. 掌握用 Adobe ImageReady 制作动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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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目标 

1．综合能力：图形处理。 

2．分项能力： 

①工具运用的能力； 

②工具图层应用的能力； 

③图层、通道、滤镜的运用能力； 

④通道与蒙版的运用能力； 

⑤滤镜与蒙版的运用能力； 

⑥综合素质能力。 

专业素质目标 

1．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2．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3．自觉学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4．归纳组织能力、创新能力和专业表达能力； 

5．独立分析与解决具体问题的综合素质能力。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掌握计算机交互式图形学原理，理解.破译应用软件系统语言，熟练使用数字化的表现技巧，为艺

术设计的表现打下扎实的数码技能。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计算机图形学原理认知：(4 学时 ) 

A、路径与节点 

B、矢量与位图 

第二章 工具箱与工具属性：(4 学时) 

A、选区工具组   修正与绘图工具组 

B、路径工具组   文字工具组    

C、切片与其他工具组 

D、工具属性的调整 

第三章 光色混合与色彩管理：(4 学时) 

A、光色混合与色彩输出属性 

B、图像色彩修正与替换 

C、图像色彩与视觉效果 

第四章 载体与图层管理：(4 学时) 

A、图层及图层管理样式 

B、图层与设计表现的关联 

第五章 通道原理与属性：(4 学时) 

   A、通道应用效果解析 

   B、通道应用的理解与其他设计软件的关联 

第六章 调板功能详解：(4 学时) 

   A、Navigator/Info 调板 

   B、Color/Swatches/Styles 调板 

   C、History/Actions/layers/Channels/Paths 调板 

第七章 内置滤镜综合应用：(上机 8学时) 

   A、修正图像滤镜   艺术效果滤镜 

   B、特技滤镜   组织与材质滤镜 

第八章 例题分析：(上机 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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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网页制作与图像切割案例解析 

B、数码表现作品解析  

C、设计与输出参数的关联解析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 

平面作品数码表现  PS 景观效果图  设计作品数码输出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课堂命题考核 

 

执笔人：冯嗣禹                     审核人：曹福存  

 

 

《景观植物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景观植物学/ Landscape Botan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景观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景观设计原理                               

教学参考书：1.陈有民主编. 《园林树木学》. 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9 

2.刘燕主编. 《园林花卉学》. 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3 

3.王晓俊编著. 《风景园林设计》增订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8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景观植物学是景观设计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包括：景观树木学、景观花卉学、景

观植物的设计表达三大部分。景观树木学与景观花卉学的讲解均包括总论和各论二部分。总论部分

主要介绍景观植物分类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景观植物在城市绿化中的应用等基础知识。各论部分主

要介绍东北地区常见常用的景观植物的形态特征、习性及常见景观植物的识别与设计应用。景观植

物的设计表达部分主要讲解规范的景观植物设计与平面表达方式方法，培养学生把实体景观要素落

实到设计图纸上，并提高视觉质量的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景观植物的基本理论与常用品种，培养学生善于观察、认知植物的

能力，提高学生应用景观植物进行设计和表达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也为学生毕业

后从事景观设计、苗木生产与经营等相关工作打下专业基础。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景观植物是各类公共开放空间景观骨架的主体组成部分。本课程通过讲授景观植物的种类、生态习

性、观赏特性、城市景观树种选择及其设计表达等内容，使学生了解景观植物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

重要作用，掌握常见常用景观植物的形态特征、生态习性、观赏特性及应用。在此基础上，基本能

够独立进行各类公共开放空间景观植物的选择、规划、配植应用等。既具科学性又具艺术性的一系

列专业技能，为景观设计的其他专业课程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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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绪论（1 学时） 

1．景观、景观植物 

2．景观植物在城市景观建设中的作用 

3．景观植物学研究内容及学习方法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第二章  景观树木学总论（1 学时） 

1．景观植物的分类 

2．景观树木的分类 

3．景观树木在城市绿化中的功能 

4．景观树木的生态习性 

第三章  园林树木学各论（16 学时） 

1．东北地区常见的园林树木（裸子植物） 

2．东北地区常见的园林树木（被子植物） 

第四章  景观花卉学总论 （2 学时） 

1．景观花卉的研究内容、作用与应用类型 

2．景观花卉的分类 

3．景观花卉的生态习性、栽培方法 

第五章  景观花卉学各论 （8 学时） 

讲授东北地区常见的露地花卉和温室花卉 

第六章  景观植物的设计表达（4 学时） 

1．景观植物设计图的内容 

2．景观植物设计图的表现表达方法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 

1．认识练习一：对校园中的景观植物进行识别 

2．认识练习二：由授课教师选定某一居住区中的景观植物进行识别 

3．认识练习三：由授课教师选定某一公园中的景观植物进行识别 

4. 典型作业：“景观绿地植物配置实测与表达”， 考核学生对景观植物的认识与图面尺度、表现方

式准确性能力。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平时考核成绩（70%+30%）  

大作业：选择某一园林景观设计场地，进行植物配置设计，要求作出平面图、立面图、效果图，考

核学生正确运用景观植物进行场地设计的能力。 

 

执笔人：张妤              审核人：曹福存 

 

 

《环境行为心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环境行为心理学/Environmental Behavior Psycholog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 

计划学时：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8 学时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建筑初步、中外建筑园林史、形态语意                           

教学参考书：李道增编著. 《环境行为学》. 清化大学出版社.1999.3 

林玉莲、胡正凡编著.《环境心理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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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扬·盖尔著.《交往与空间》.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10 

[美]阿摩斯·拉普卜特著.《建成环境的意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8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讲解了环境与行为关系的理论；人的空间行为及人愿意逗留的场所分析；人对城市环境的认

知与体验等内容，着重分析了人的行为心理在空间环境方面的体现。同时，也讲解了城市环境对人

的行为、心理的影响，并结合案例，分析了基于行为的城市外部公共空间的设计以及住区户外环境

的设计。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通过本门课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相关基础理论知识,并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能力，从而使学生能够了

解环境行为心理与景观设计的关系，提高设计能力。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课程力图运用行为、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方法与概念，来研究人在城市环境中的活动及人对这

些环境的反应，由此反馈到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中，以改善人类生存环境。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绪论（4 学时） 

1、研究内容 

2、学科的发展及应用 

第二章   空间行为（4 学时） 

1、 人的需求与行为特点 

2、个人空间、领域性及人愿意逗留的空间 

3、中观空间行为 

第三章   城市环境的认知与体验（4 学时） 

1、城市的意向 

2、空间定向与认知模式 

3、城市环境体验与城市设计美学 

第四章   城市环境对人的行为心理的影响（4 学时） 

1、环境的负载与信息量 

2、拥挤、噪音与空气污染 

3、城市居住环境与人的生活方式 

第五章   基于行为的室内外空间环境设计案例分析与训练（16 学时）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 

1、分析大连工业大学校园环境 

2、天津路步行街环境行为分析报告 

3、空间环境与人的行为关系的分析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参考平时成绩，以大作业及作业汇报为主要考核依据，进行分层考核。 

平时成绩包括学生上课考勤、考察实践等， 

大作业要求学生运用上课所学的基本知识，对已建成环境做出分析评价，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设计

实践，提高设计能力。该作业主要以书面作业形式和作业汇报形式作为考核标准，考察学生对本课

程的掌握情况。  

 

执笔人：赵阳阳                    审核人：曹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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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工程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人体工程学/ Human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8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环境设计导论 

教学参考书：王郁新、邵卓峰等著. 《人体工程学与室内设计》. 辽宁美术出版社.2005.8 

《室内人体工程学》 建工版 

《人体尺度与室内空间》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室内设计资料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使学生具备设计人才所必需人体工程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形成初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过程中注意渗透“以人为本”的设计价值观，为今后的功能性设计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课程简介： 

人体工程学是研究人及其与人相关的物体（机械、家具、工具等）、系统极其环境，使其符合于人

体的生理、心理及解剖学特征，从而改善工作与休闲环境，提高舒适性和效率的边缘学科。作为一

门独立的指导性学科，人体工程学已广泛应用于现代设计领域。 

对人-机（家具）-环（境）系统的研究是人体工程学的出发点，环境舒适性的追求是人体工程学研

究不变的主题。室内设计就其本质而言为人的生活提供便利，它与人的日常行为息息相关，故而，

室内各部分空间的体量一般均应与大多数人的人体尺度相协调，这决定了对人体尺度进行研究和学

习的必要性；对视觉、光环境、听觉、噪声、触觉环境及心理要素的考量，是室内设计保障舒适性

的又一重要因素。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人体工程学是艺术设计专业所开设的一门特殊课程。通过该课程的系统学习，学生不仅能掌握设计

领域有关“人—机—环境” 优化的科学知识，提升专业学习的科学性，还能够养成科学、先进的

设计理念，从而真正把握现代设计以人为本的精神所在。 

人体工程学的教学应立足于促进学生能力和认识的提高，为其今后的专业发展奠定科学的方法论基

础。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概述（2 学时） 

1、人体工程学简介及其发展史 

2、人体工程学的研究内容和应用 

第二章 人体工程学基础（2 学时） 

1、人体测量学知识 

2、常用人体测量数据 

3、人体测量数据的应用 

第三章 人体感知（4 学时） 

1、人的感觉和知觉 

2、视觉的功能及其特征 

3、听觉器官和听觉过程 

4、肤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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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平衡觉 

6、运动觉 

第四章 工作空间设计（8 学时） 

1、人的作业范围 

2、工作面设计 

3、座椅的设计 

4、卧具的设计 

第五章 人体工程学与环境空间设计（8 学时） 

1、物品尺度/人体尺度 

2、公共设计与人的视觉 

3、公共设施的功能与人体尺度 

4、人的行为与景观设计 

第六章 作业环境（8 学时） 

1、对人机环境系统产生影响的因素 

2、热环境 

3、光环境（照明环境） 

4、声音环境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 

1、座椅设计。设计一种座椅（休息椅、工作椅或多功能椅），从人体的解剖学出发，椅子的设计应

满足身体各部位的要求（脊椎、座骨骨节、肌肉等）。 

要求：三视图（Top \ Left \ Front）标注尺寸 

坐面角度、靠背角度、座面高度 

坐位深度、宽度 

腰垫的主要支撑点高度 

靠手的高度、长度、宽度 

头枕的坡度等 

透视图标示出材质 

在满足人体工学的基础上对座椅形态进行创新，必要的说明文字 

制作方法不限，规格 A4 装订 

2、带座椅的树池或花坛设计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考试成绩 70% + 平时成绩 30% 

 

执笔人：赵阳阳                    审核人：曹福存 

 

 

《园林植物造景艺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景观植物造景艺术/ Art of using landscape botany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 中外景观史、景观植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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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参考书：1.朱钧珍 著  《中国园林植物景观艺术》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07  

2.王玉晶等编著   《城市公园植物造景》    辽宁科技出版社   2003.08 

3.朱仁元等主编   《城市道路•广场植物造景》    辽宁科技出版社   2003.08 

4.吴涤新  何乃深著  《园林植物景观》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06 

5. [美]理查德• L •奥斯汀著  罗爱军译   《植物景观设计元素》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06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介绍园林中植物景观的营造方法与原理，以自然植物群落的组成、外貌、季相、结构、

物种关系等规律作为原理。针对不同类型园林绿地的性质与特点，从生态学原理与审美学原理出发，

提出园林植物景观的营造方法。并介绍各类园林绿地植物景观的维护与管养方法措施。本课程以植

物学、园艺植物分类学、植物生态学、美学等课程为先行课程。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艺术美学原理与生态群落原理在园林植物造景中的运用，了解不同

类型园林绿地植物景观配置与营造中审美、生态与环境的协调统一关系；使学生了解植物景观维护

与管理的方法。为学生在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中更好地开展植物景观建设与管护，创造优美的园林景

观打下基础。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绪论  中国园林植物景观风格的形成（2 学时） 

了解本门课程的是一种文化艺术的创作，能表现出一定的风格。 

了解本门学科的各种风格形成所受的哪些因素的影响或制约。 

第一章 中国传统园林的植物景观（6 学时） 

    1、传统园林植物景观历史概述 

    2、传统园林植物景观特色论述 

第二章 园林植物景观与空间构成（8 学时） 

    1、立意在先 

    2、空间划分 

    3、空间主景 

    4、树木组合 

    5、色彩季相 

    6、其他 

第三章 广场的植物景观（8 学时） 

    1、广场植物配置的主要特点 

    2、广场植物配置应注意的问题 

第四章 城市道路的植物景观（8 学时） 

    1、城市道路景观构图 

    2、城市园林路径植物景观 

    3、城市园路局部植物景观 

第五章 景观建筑及小品的植物景观（8 学时） 

    1、建筑物的基础种植 

    2、园林建筑及小品 

第六章 园林水体的植物景观（8 学时） 

    1、不同园林水体的植物景观 

    2、水面空间的植物划分 

    3、水边的植物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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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水面的植物景观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16 学时） 

1、选择某一典型园林景观空间的植物景观进行现场实测，绘出平面和立面图。 

2、选择某一园林景观空间进行植物配置，画出平面图、立面图、效果图。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平时考核成绩（70%+30%）。 

作业：选择某一居住区或某一城市开放空间进行植物配置设计，要求平面图、立面图、效果图和植

物配置说明书。 

 

执笔人：曹福存                     审核人：王守平 

 

 

《园林设计初步》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园林设计初步/Landscape design basis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24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景观设计原理、形态表达、景观植物学、景观建筑设计、景观制图 

教学参考书：1.王晓俊 编著   《风景园林设计》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6 

2.刘滨谊 著  《现代景观规划设计》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5.8 

3.王学哲主编，《建筑初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4.〔英〕伊恩·伦诺克斯·麦克哈格 著 《设计结合自然》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6.10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解园林景观设计的基本知识, 讲解景观绘图的基本方法, 进行景观绘图基本技能

训练。讲解园林景观设计的基本方法、依据、原则, 并通过园林景观设计的实际案例分析, 进一步

加强对园林景观设计的基本程序和方法掌握。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课程通过对景观绘图基本技法的讲解，使学生在景观制图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基本技能训

练；讲解园林景观设计基本方法、依据、原则，使学生掌握对场地进行设计时所要进行的各项工作

及其方法和程序，通过案例分析和对某些小型场地的景观设计实践，培养学生实际设计能力，为学

习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和居民区景观设计等课程奠定基础。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概述（2 学时） 

第二章  景观绘图基本技能训练（6 学时） 

1．徒手线条画 

2．尺规制图 

3．工程字与美术字 

第三章  园林景观设计基本方法（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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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园林景观设计过程 

2．基地调查和分析 

3.  园林景观场地功能划分及其概念设计 

第四章  园林景观设计的依据与原则（4 学时） 

1．园林景观设计的依据 

2．园林景观设计所遵循的原则 

第五章  园林景观设计实例分析（4 学时）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24 学时） 

1、选择某一较小场所进行景观设计，掌握景观设计的基本方法和程序。 

2、根据园林景观图例和制图标准，绘出一条城市道路景观设计平面图、效果图。 

3、选择校园某一场地，进行实际测量，绘出平面图、立面图, 图纸比例为 1:50。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平时作业及出勤考核（70%+30%）。 

 

执笔人：曹福存                   审核人：王守平  

 

 

《计算机辅助设计Ⅲ（3dmax）》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计算机辅助设计Ⅲ（3dmax）/ Computer-aided design Ⅲ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24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计算机辅助设计Ⅰ－Ⅱ、设计制图                              

教学参考书：高文浩著《3ds max+Photoshop室外建筑表现风暴》（北京科海电子）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围绕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3DSMAX的入门及实际应用为主要内容，是《计算机设计基础

3—AUTOCAD》课程相关知识结构的延续。该课程是在工业设计系学生掌握《计算机设计基础1、2、

3》的知识结构以后，进入产品三维辅助设计的必修软件课程，是学生巩固前期课程知识内容和接

触后期高级三维软件的必要环节；同时该门课程是《形态表达1》课程关于三维形态表现等方面的

延续。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该课程要求学生在熟练掌握3DSMAX软件的操作方法以后，必须能够独立使用该软件进行诸如三维造

型设计、建模、材质设定、灯光设定、渲染设置的操作；同时能够结合《计算机设计基础1、2、3》

的知识结构，结合其他相关软件（如Photoshop、AutoCAD等）制作出能够准确表达出设计的造型、

材料等相关因素的产品效果图。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3DSMAX软件概述——安装方法及软件介绍（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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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装方法：硬件简述——系统配置——安装软件——基本设置 

2、软件介绍：软件历史及典型应用案例欣赏 

第二章 3DSMAX基本命令讲解——分阶段的操作练习（16学时） 

1、制图步骤——由任课教师实际演示并讲解制作流程 

2、命令条讲解——由任课教师实际演示并讲解  

3、工具栏讲解——由任课教师实际演示并讲解 

第三章 制图技巧——由简至繁的演示和操作研究（8学时）（上机8学时） 

该阶段主要由任课教师按阶段、有步骤地利用典型案例讲授、分析并演示3DSMAX的制图技巧，由学

生随课练习。 

第四章 效果图实际制作（上机8学时）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20 学时） 

1、了解界面操作，三维、二维建模及高级建模技巧，材质应用方式及高级材质的设置技巧，重点

了解了各类贴图技术，如高光贴图、凸凹贴图、反射贴图、透视贴图等，讲解了灯光与像机的应用

技巧。 

2、通过室外效果图设计实例来具体了解建模、材质、贴图、灯光、像机应用技巧， 后还掌握动

画制作、渲染输出、视频合成、大气环境等技巧。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4 学时） 

课堂命题考核，现场制作景观效果图一张，独立完成，限时8学时。 

 

执笔人：冯嗣禹                     审核人：曹福存 

 

 

 

《园林建筑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园林建筑设计/ Garden Architecture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及平台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时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中外建筑史、建筑初步                        

教学参考书：杜汝俭等主编，《园林建筑设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吴为廉编著，《景园建筑工程规划与设计》. 同济大学出版社.1996 

(日)丰田幸夫著，《风景建筑小品设计图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张钦楠编著，《建筑设计方法学》（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美)弗吉尼亚•麦克利奥德编，《当代世界景观建筑细部图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景观建筑设计课程主要讲授景观建筑的历史、理论、设计方法以及应用与实践等内容。课程讲授的

重点是当代景观建筑设计所面临的问题及具体的解决方法和措施。并通过辅导、实践，学习景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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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设计中如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掌握景观建筑设计的一般过程和方法，完成相关设计方

案，并绘制图纸。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对景观建筑设计历史和理论的讲述，使学生了解景观建筑设计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同时通过考

察、实习，并结合实际项目的设计实践，将理论和设计思维的训练应用到实践之中，掌握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景观建筑设计概论(4 学时) 

1、景观建筑的特点、功能及分类 

2、中、外景观建筑发展史 

第二章、景观建筑设计的内容、方法和程序(8 学时) 

1、 景观建筑设计的内容 

2、当代景观建筑的特点 

3、景观建筑设计的构思方法 

4、景观建筑设计的程序 

第三章、园林景观建筑的构造与材料 (4 学时) 

1、景观建筑构造类型及特点 

2、景观建筑材料 

第四章、景观建筑施工图设计(8 学时) 

1、景观建筑施工图设计的内容 

2、景观建筑初步设计 

3、景观建筑施工图设计 

第五章、景观建筑设计 (8 学时) 

1、景观建筑设计（休憩类、服务类、文化类、管理类等） 

2、设施及小品设计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16 学时） 

1、已建景观建筑项目的考察与测量：通过对已建成景观建筑项目的考察、测量与分析，进行原设

计方案评析、建筑结构、使用情况、维护情况的调查和分析，完成调查、分析报告和测量图纸。 

2、景观建筑项目设计实践：以实际（或虚拟）项目为题，进行具体设计，完成方案图纸。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依据平时表现、考察实践与大作业的综合表现进行分层考核。 

平时表现：依据出勤情况、课堂情况考核； 

考察实践：依据出勤情况、完成情况、分担工作量情况考核； 

大作业：依据设计过程、图纸完成情况、汇报答辩的效果考核。 

 

执笔人：李睿煊                    审核人：王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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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设计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城市规划设计原理/ Principles of Urban Planning &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8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景观设计原理、中外景观史                               

教学参考书：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原理》（第三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友华、赵民.《城市规划概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 

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课程通过对城市的定义、分类、发展历史、规划设计等的基本方法的学习，了解城市构成、用地分

类、空间构成、规划程序和实施的全过程，以及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各类问题的产生和对策，使学生

对城市建设过程中一些规律性、普遍性的知识，有全面系统的认识和理解，掌握其规律，并举一反

三，灵活应用在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中。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对城市、城市规划、规划实施、规划法规等相关知识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城市大环境现状、规

划、建设的方方面面，开阔专业视野，拓展知识层面，夯实知识基础，丰富专业知识结构，为以后

的专业学习打下基础。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城市与城市发展(4 学时) 

1. 城市的产生与发展；中外城市建设史城市回顾；城市的定义； 

2. 现代城市发展的特征；中国城市的特征；城市化的发展； 

第二章 城市规划学科的产生与发展(4 学时) 

1. 古代的城市规划思想与城市建设； 

2. 城市规划学科的产生； 

3. 现代与当代城市学科理论发展与实践； 

第三章 城市构成与用地规划(4 学时) 

1. 城市的系统构成； 

2. 城市的用地分类与用地构成； 

3. 不同用途的城市用地介绍； 

4. 案例介绍； 

第四章 城市规划编制内容与程序(4 学时) 

1. 城市规划的任务与原则；城市规划工作的内容与特点； 

2. 城市规划的程序与各层面的主要内容； 

3. 关于规划程序与内容的新理论； 

4. 案例介绍； 

第五章 城市总体规划(4 学时) 

1. 城市总体功能、结构与布局原则； 

2. 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 

3.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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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城市分项规划(4 学时) 

1. 城市交通与道路系统规划； 

2. 城市工程规划； 

3. 居住区规划； 

4. 城市公共空间规划； 

5.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8 学时） 

1、针对本人生活的城市或熟悉的城市，进行资料搜集，掌握城市建设背景，发展现状等信息，为

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2、针对本人生活的城市或熟悉的城市，展开现场调查，熟悉周边环境，生活场景等情况，为进一

步研究打下基础。 

3、整理调查报告。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依据调查报告及资料积累进行。 

内容涉及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文化，建筑，人际关系，交通，节日等，考察并体会身边的人与

事，抽取日常生活感触 深的内容表现出来。 

保留场所记忆/延续历史文脉/彰显特色文化/创造持续价值 

 

执笔人：黄磊昌                    审核人：曹福存 

 

 

《景观生态学与生态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生态设计/  Eco-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专业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景观植物学、景观建筑学、景观生态学、景观设计初步                               

教学参考书：1.李景文主编  森林生态学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9 

2.李博主编  生态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3.孙儒泳等主编  普通生态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4.徐化成主编   景观生态学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7.3 

5.张宇星 著    城市生态空间理论---城市与城镇群空间发展规律研究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8.10 

6. 刘翠玲等编著    室内绿化装饰技巧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3 

7. 戴志棠等编著  室内观叶植物及装饰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4.9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根据地理学上的景观与环境学中的生态，把地理学对地理现象的空间相互作用的横向研究和

生态学对生态系统机能相互作用的纵向研究集合为一体，以景观为对象，系统介绍景观生态学的基

本概念和基础理论，解析了景观生态学的构成要素、空间结构、功能、过程、形成因子以及各部分

的相互关系，研究景观的动态变化及景观优化利用和保护的原理与途径，结合专业特色阐述景观生



艺术设计学院 

                                                                                                                 43

态学在景观规划、土地资源利用、自然保护区建设以及生态设计等方面的应用方法与技术。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面对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潮流与国际生态设计的学科前沿要求，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景观设计过程中

如何调整人类对资源的利用方式，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掌握景观生态学的相关概念、原理和基

本理论，全面深入地了解和掌握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与其在国土整治、资源开发、土地利用、自然保

护、环境治理、区域规划、旅游开发尤其是景观的结构功能以及构成要素等在场所规划与设计、自

然保护与开发以及城市园林景观建设等方面的应用。使可持续的设计从理论与设想到实施操作。提

高在实际工作中解决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景观、生态学、景观生态学（4 学时） 

1、景观类型、边界及其相互作用 

2、生态学基础 

3、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内容与基本原理 

4、景观生态学的发展历史和研究展望． 

第二章 景观基本要素与形成的因子（4 学时） 

1、形成的因子 

2、景观基本要素 

第三章 景观总体结构与功能与动态（8 学时） 

1、景观结构、 

2、景观功能 

3、景观动态 

第四章 景观生态学基本研究方法与应用（8 学时） 

1、研究方法 

2、景观生态学的实际应用 

第五章 生态设计 (8 学时) 

1、 自然生态保护 

2、城市公共空间景观生态设计 

3、景观园林生态规划与设计 

4、建筑及室内生态设计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16 学时） 

1、文献资料与案例阅读与体验：以景观结构功能以及过程与应用等为关键词。 

2、应用景观生态学基本原理对特定案例的景观结构、格局以及时空动态变化的分析。 

3、应用景观生态学基本原理对特定场所的调研与分析，训练生态设计的思维能力。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平时出勤考核（70%+30%） 

作业 1：应用景观生态学基本原理对特定案例的景观结构、格局以及时空动态变化的分析。考核不

同尺度下景观规划与设计的控制能力。 

作业 2：应用生态学与景观生态学基本原理对特定场所的调研与分析，考核生态设计的思维能力。 

 

 

执笔人：黄磊昌                     审核人：曹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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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工程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景观工程设计/ Design about Landscape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测量学、建筑初步、景观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初步 
教学参考书：1. 孟兆祯等编著   园林工程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6.3 

2.〔美〕尼古拉斯·T·丹尼斯等著  刘玉杰等译  景观设计师便携手册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6 

3. 吴为廉编著    景园建筑工程规划与设计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6.2 

4. 张黎明编著    园林小品工程图集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89.3 

5.〔美〕海伦·纳什编著  李斯平等译  庭园水景设计与营造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8 

6. 毛培琳编著     园林铺地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1.3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解园林景观工程技术原理、工程设计、施工技术和养护管理。根据园林景观工程进行

的先后顺序，本课程包括地形地貌分析、土方工程、给水及排水工程、水景工程、园路工程、假山

工程、植物种植工程、园林供电工程和园林机械等内容。景观工程设计要求将园林景观艺术和市政

工程融为一体，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掌握本大纲中各章节的基本概念及一般知识；了解景观工程设计的基

本原理和设计方法（指园林用地的竖向设计、园路设计、水景设计等）；了解园林景观给水设计、

园林景观排水设计、园林景观供电、园林机械的一般知识。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绪论（1 学时） 

   了解本门学科的历史沿革以及学科的国内外发展现状和前景 

   了解本门课程的学习内容、各教学环节的要求以及相应的学习方法。 

第一章 场地与地形（3 学时） 

1、 场地的本质和特征 

2、 地形地貌特点分析 

3、 地形对景观特征的影响 

第二章   土方工程（4 学时） 

1、 理解竖向设计的概念 

2、 了解竖向设计的方法 

3、 掌握土方量计算的方法 

4、 了解土壤的工程特性，了解土方施工的方法 

第三章   园林给排水（4 学时） 

1、 了解园林用水水源 

2、 了解园林中给水管网设计 

3、 了解园林喷灌系统组成与设计 

4、 了解园林排水规划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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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了解防止地表径流冲蚀的措施 

第四章  水景工程（4 学时） 

1、 了解城市水系的有关知识 

2、 了解小型水闸的作用与构成 

3、 了解驳岸、护坡、挡土墙设计与施工 

4、 理解水池的分类与结构 

5、 了解一般喷泉的设计 

第五章   园路工程（4 学时） 

1、 理解道路工程相关的基本知识 

2、 了解园路的线形设计 

3、 理解园路结构，了解园路的结构设计 

4、 了解园路的铺装设计 

5、 理解常见园路“病害”及其产生原因 

6、 了解园路的施工工艺及方法 

第六章   假山工程（4 学时） 

1、 理解假山的功能与作用 

2、 了解常用假山材料，了解其采运方法 

3、 了解置石、置石布置及掇山及其理法 

4、 了解假山结构和一般施工方法 

5、 了解假山设计的方法 

第七章   种植工程（4 学时） 

1、 了解园林工程施工中植物栽植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2、 了解草坪的种植、养护等 

第八章   园林供电（2 学时） 

1、 理解园林供电的基本概念与特点 

2、 了解园林供电中常用的光源、照明标准以及照明要求 

3、 了解园林供电设计的方法和步骤 

第九章   园林景观机械（2 学时）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16 学时） 

1、典型作业（三者任选其一）： 

地形模型制作；喷泉设计或园路设计；假山设计及模型制作 

2、调研实习： 

给排水实习           地点：教师自定，具有较完善给排水系统的公园 

喷水池实习           地点；教师自定，具有类型较丰富有一定代表性的公园绿地 

假山实习             地点：教师自定，具有较为齐全的石品及假山、置石类型的园林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平时作业及出勤考核（70%+30%）。 

作业 1：对某一园林景观场地进行园路或场地铺装设计，并做出施工图。 

作业 2：对某一园林景观场地进行水景设计，并做出施工图。 

 

执笔人：曹福存                   审核人：王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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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 Design of urban open space landscape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及平台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96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32   

学 分 数：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景观设计原理、中外景观史、城市规划设计原理                             

教学参考书：1.王晓俊编著，《风景园林设计》，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2.(美)John•L•Motloch 著. 《景观设计理论与技法》.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3.(美)约翰•O•西蒙兹著.《景观设计学－场地规划与设计手册》（第三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000 

4.(美)克莱尔•库珀•马库斯等编著，《人性场所－城市开放空间设计导则》，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5.(加)艾伦•泰特著，《城市公园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课程主要讲授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的历史、理论和方法以及各类城市公共

空间景观设计的应用及实践等内容。课程讲授的重点是当代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所面临的问题及

具体的解决方法和措施。并通过辅导、实践，学习景观设计中如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掌

握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的一般过程和方法，完成相关设计方案，并绘制图纸。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对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历史和理论的讲述，使学生了解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的一般规律和

方法；同时通过考察、实习，并结合实际项目的设计实践，将理论和设计思维的训练应用到实践之

中，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概论(2 学时) 

1、城市环境与城市公共空间 

2、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的目的、作用和分类 

第二章、中、外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发展简史(4 学时) 

1、传统城市公共空间景观发展简史 

2、现代城市公共空间景观发展简史 

3、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的风格与流派 

4、当代城市公共空间景观的特点 

第三章、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的内容、方法与程序(10 学时) 

1、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的内容 

2、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的方法 

3、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的程序 

第四章、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 (48 学时) 

1、城市带状空间（道路、步行街、滨水景观等）景观设计 

2、机构及单位景观设计 

2、城市公园（包括街头绿地、小游园）景观设计 

3、主题公园景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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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业遗址及废弃地环境改造与景观设计 

5、城市开发区（科技园区）景观设计 

6、风景旅游区（名胜区、度假区、森林公园等）景观规划与设计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32 学时） 

1、已建城市公共空间景观项目的考察与测量：通过对已建成景观项目的考察、测量与分析，进行

原规划设计方案评析、景观结构、交通、植物、建筑等的建设情况、使用情况、维护情况的调查和

分析，完成调查、分析报告和测量图纸。 

2、城市公共空间景观项目设计实践：以实际（或虚拟）项目为题，进行具体方案设计，完成方案

图纸。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依据平时表现、考察实践与大作业的综合表现进行分层考核。 

平时表现：依据出勤情况、课堂情况考核； 

考察实践：依据出勤情况、完成情况、分担工作量情况考核； 

大作业：依据设计过程、图纸完成情况、汇报答辩的效果考核。 

 

执笔人：黄磊昌                    审核人：曹福存 

 

 

《遥感与测量》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遥感与测量/ Remote Sensing & Survey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计算机基础、辅助设计、景观设计                               

教学参考书：1.郑金兴 《园林测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2.覃辉  《土木工程测量》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 

            3.刘星  《工程测量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课程讲解测量的界定、作用与任务等基础知识，重点掌握水准测量、角度测量、距离测量的方法以

及相关仪器的正确使用，结合景观规划设计与工程施工、管理讲解测量的应用。同时掌握现代遥感

测量技术的基本知识并突出其在景观规划与设计中的作用，在实习教学过程中，突出强调学生对涉

及场所的把握与操作。重点培养实践应用能力，理论与实践结合。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实验与实习，使学生了解测量学科领域技术发展的概况；了解测量工作的基础

知识；掌握主要测绘仪器的操作，掌握地形图的应用及施工测量基本方法。使学生能解决在各类园

林工程、场所建设中的有关测量问题。为学生从事园林工程设计、施工、管理奠定基础。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测量的任务及作用（2 学时） 

1．测量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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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测量学的发展与作用  

  3．地面点位的确定方法  

第二章 水准测量 （8 学时） 

1．水准测量原理 

2．水准测量的仪器和工具  

3．水准测量的方法 

4．水准测量的校核与高程计算 

5．微倾水准仪的检验与校正 

第三章 角度测量 （8 学时，掌握） 

1．经纬仪构造及使用  

2．水平角外业观测 

3．垂直角观测 

第四章 距离测量与直线定向 （8 学时，掌握） 

1．普通钢尺丈量方法 

2．精密测量方法 

3．精度分析 

4．直线定向与直线方向 

第五章 遥感（RS）的概念、发展和应用（2 学时，掌握） 

5.1 遥感基本概念及其分类 

5.2 遥感的特性及优势 

5.3 遥感技术的发展史及其发展趋势 

5.4 遥感的应用前景 

第六章 全球定位系统（GPS）的概念、发展和应用（2 学时，掌握） 

6.1 全球定位系统的基本概念、组成和特性 

6.2 全球定位系统的发展史及发展趋势 

6.3 全球定位系统的应用 

第七章 地理信息系统的概念、发展和应用（2 学时，掌握） 

7.1 GIS 的基本概念、分类及其发展趋势 

7.2 GIS 的应用特点以及派生应用系统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16 学时） 

1、水准仪的使用 

给定场所的测量，掌握水准仪的使用，普通水准测量、四等水准测量的观测记录计算方法；与普通

水准测量，四等水准测量，水准仪的检验与校正。 

2、经纬仪的使用 

给定场所的测量，掌握经纬仪的使用与测回法、方向法水平角观测记录计算，经纬仪的检验与校正，

竖角和视距测量的观测记录计算。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基础理论，课程基本理论考试与实践作业结合。 

基础理论考核学生的对场所的总体把握意识。 

结合景观规划场所的实践作业考核对测量仪器的操作能力。 

 

执笔人：黄磊昌                   审核人：曹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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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表现技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景观表现技法/Hand-painting techniques of landscape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及平台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 景观植物学、景观建筑设计、景观工程设计                             

教学参考书：1.辛艺峰 编著. 《城市环境艺术快速效果表现》.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8 

2.唐文 张华娥 著 《景观设计徒手表现技法》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9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在形态表达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景观设计表现技法。主要针对现代城市不同空

间类型进行表现技法的强化训练，通过对实际项目设计的二维平面图进行三维空间表达能力的培

养，加强学生对所设计场所的平面图的三维表达能力。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课程通过对城市中不同空间类型景观环境效果表现技法的讲解和训练，目的在于加强学生对具体

空间类型景观效果的表达能力。尤其对居住区、商业步行街、城市道路和广场等空间类型，要在设

计平面图的基础上画出该场地的景观效果图，而不是对现有场地的景观环境的临摹。这就需要在形

态表达课程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手绘技法的熟练程度。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居住区景观环境效果表现技法（4 学时） 

1、居住区入口表现技法 

2、居住区活动场地表现技法 

3、居住区休闲空间表现技法 

4、居住区庭园空间表现技法 

第二章 商业步行街景观环境效果表现技法（2 学时） 

1、商业步行街景观环境效果表现特点 

2、商业步行街景观环境各要素表现技法 

第三章 城市广场景观环境表现技法（4 学时） 

1、不同广场空间类型表现技法 

2、广场周边景观环境表现技法 

第四章 城市道路景观环境表现技法（2 学时） 

  1、城市主干道及桥梁表现技法 

  2、街区人行步道表现技法 

  3、园林小径表现技法 

第五章 城市历史街区及纪念场所景观环境表现技法（2 学时） 

  1、历史街区景观环境表现技法 

  2、纪念场所景观环境表现技法 

  3、特色建筑景观环境表现技法 

第六章 城市景观小品表现技法（2 学时） 

1、景观建筑表现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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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艺术表现技法 

3、环境小品表现技法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16 学时） 

1、选择某一居住区景观设计平面图，手绘整体效果图或局部效果图，提高学生由二维空间到三维

空间转变的能力； 

2、选择某一历史街区景观环境进行现场写生，锻炼学生对典型空间表现能力。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平时考勤成绩（70%+30%）。 

作业 1：根据某一广场平面图绘出景观效果表现图。 

作业 2：根据某一园林景观平面图绘出效果表现图。 

 

执笔人：曹福存                   审核人：王守平 

 

 

《居住区景观规划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居住区景观规划设计/ residential plan and landscape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景观设计原理、城市规划设计原理 、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                          

教学参考书：1.(美)莎利•露易斯著.《城市住宅区设计》.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2.(美)克莱尔•库珀•马库斯等编著，《人性场所－城市开放空间设计导则》，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3.刘滨谊著，《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居住区景观规划设计课程主要讲授居住区景观规划设计的历史、理论和方法及居住区项目景观设计

的应用及实践等内容。课程讲授的重点是居住区景观规划设计所面临的问题及具体的解决方法和措

施。并通过辅导、实践，学习住区景观设计中如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掌握居住区景观规

划设计的一般过程和方法，完成相关设计方案，并绘制图纸。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对居住区景观规划设计历史和理论的讲述，使学生了解居住区景观规划设计的一般规律和方

法；同时通过考察、实习，并结合实际项目的设计实践，将理论和设计思维的训练应用到实践之中，

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居住区景观设计概论(4 学时) 

1、居住区景观规划设计的目的、作用和分类 

2、中、外居住环境景观设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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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当代住区景观环境分析(4 学时) 

2、 当代住区环境规划 

3、 住区交通 

3、当代住区户外物理环境（包括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 

第三章、住区景观环境与居民的户外行为(8 学时) 

    1、商业住区的特点 

2、居民对景观环境的需求及其价值取向 

3、住区景观环境与居民户外行为 

4、住区邻里关系 

第四章、居住区景观规划设计的内容、方法与程序(8 学时) 

1、居住区景观规划设计的内容（入口景观、中心绿地、组团绿地、道路景观、楼间绿地等） 

2、居住区景观规划设计的方法与程序 

第五章、居住区景观详细设计 (8 学时) 

1、水体景观设计 

2、建筑及设施小品设计 

3、道路及铺装设计 

4、植物景观设计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16 学时） 

1、已建居住区景观项目的考察与测量：通过对已建成景观项目的考察、测量与分析，进行原规划

设计方案评析、景观结构、交通、植物、建筑等的建设情况、使用情况、维护情况的调查和分析，

完成调查、分析报告和测量图纸。 

2、居住区景观项目设计实践：以实际（或虚拟）项目为题，进行具体设计，完成方案图纸。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依据平时表现、考察实践与大作业的综合表现进行分层考核。 

平时表现：依据出勤情况、课堂情况考核； 

考察实践：依据出勤情况、完成情况、分担工作量情况考核； 

大作业：依据设计过程、图纸完成情况、汇报答辩的效果考核。 

 

执笔人：李睿煊                    审核人：曹福存 

 

 

《公共设施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公共设施设计/ Public Facility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16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形态语意、形态表达 

教学参考书：王昀王菁菁编《城市环境设施设计》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冯信群编《公共环境设施设计》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针对学生已初步具备产品设计的相关知识，通过本课程教学进一步加强前期课程所学习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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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通过设计实践，了解城市设计中以市政设施为代表的城市功能性设施的设计方法及规律；掌

握城市公共设施的形态特点及设计原则，达到能够自行进行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目的。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学习中外城市公共设施的相关知识，培养学生对现代城市景观形式美的感受能力和鉴赏能力。

重点提高学生在设计中对产品形态的理解与表达。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公共设施概论、现状、分类要求  （4 学时） 

一、公共设施概论 

二、公共设施的历史背景 

三、公共设施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四、公共设施设计分类与设计要求 

第二章  生活中典型的公共设施分析  （4 学时） 

引导学生按照上节课学习的公共设施分类，分析生活中一个特定场所的公共设施。 

一、选定需要调研分析的场所 

二、学生分组并组织分工 

第三章  分析评价调研报告  （4 学时） 

要求学生按照分组的特定地点制作调研报告并且汇报演讲。 

一、组织演讲 

二、分析评价 

第四章  公共设施的设计原则及流程  （4 学时） 

一、设计原则：1、合理性 2、功能性 3、人性化 4、绿色设计原则 5、创造性原则 6、整体性原则 

二、公共设施设计的基本流程步骤 

第五章  公共设施设计案例分析  （4 学时） 

一、造型风格分析 

二、特定环境公共设施的设计 

第六章  公共设施实例设计  （12 学时） 

一、分析创意 

二、分析结构、材料、环境等 

三、方案草图、效果图、整体表达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 

1、观察城市户外生活并把握其细部行为，解析城市公共设施的功能特性，完成一篇调查报告。 

2、以我们所在的城市为研究范围，以城市中的公共设施为研究对象，做某一类型的公共设施设计

实例。充分运用城市环境设施的设计原则，探索户外生活的需要，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 

作业 1：重点考核学生观察和分析的能力。 

作业 2： 考核学生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执笔人：田甜           审核人：任戬、薛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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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区与度假区景观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风景区与度假区景观设计 

 Landscape design of scenic  Area & Resort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 景观建筑设计、景观植物学、景观工程设计                               

教学参考书：1.张国强  贾建忠 主编  《风景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实施手册》   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社  2003.07  

2.美国城市土地利用学会编著   《度假区开发设计手册》    知识产权出版社  中国水利水电出

版社  2004.10 

3.〔英〕曼纽尔·鲍德—博拉   弗雷德·劳森著唐子颖  吴必虎等译   《旅游与游憩规划设计手

册》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05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介绍风景科学导论，风景区的发展历程，风景区规划程序、步骤及内容和度假区的定义

与分类，度假区项目设计及其案例分析等知识。实践部分包括风景区、度假区的调查分析，对策研

究，概念规划等。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风景区和度假区的发展历程，掌握风景区和度假区规划设计的程序、

步骤和内容，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能初步掌握风景区和度假区的景观设计原理、要点、方法和原

则。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有利于拓展学生的视野和规划思路，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风景科学导论（6 学时） 

    1、传统园林植物景观历史概述 

    2、传统园林植物景观特色论述 

第二章  风景区的发展历程（8 学时） 

    1、立意在先 

    2、空间划分 

    3、空间主景 

    4、树木组合 

    5、色彩季相 

    6、其他 

第三章  风景区规划程序、步骤及内容（8 学时） 

    1、广场植物配置的主要特点 

    2、广场植物配置应注意的问题 

第四章 度假区的定义与分类（8 学时） 

    1、城市道路景观构图 

    2、城市园林路径植物景观 

    3、城市园路局部植物景观 

第五章 度假区项目设计（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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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筑物的基础种植 

    2、园林建筑及小品 

第六章 案例分析（8 学时） 

    1、不同园林水体的植物景观 

    2、水面空间的植物划分 

    3、水边的植物景观 

    4、水面的植物景观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16 学时） 

实践部分包括风景区、度假区的调查分析，对策研究，概念规划等。 

1、选择某一风景名胜区进行调查分析，对策研究，进而提出概念性规划方案。 

2、选择某一度假区进行调查分析，对策研究，进而提出概念性规划方案。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平时考核成绩（70%+30%）。 

作业：选择某一风景区或度假区进行概念性规划设计设计，要求调查分析、平面图、立面图、效果

图和规划设计理论知识说明。 

 

执笔人：曹福存                     审核人： 

 

 

《园林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园林美学/  Garden  Aesthetic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8 学时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 景观建筑设计、景观植物学、景观工程设计                               

教学参考书：1.金学智  著  《中国园林美学》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08  

2.曹林娣  著   《中国园林文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05 

3.李泽厚  著  《园林植物景观》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06 

4. [美]理查德• L •奥斯汀著  罗爱军译   《植物景观设计元素》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06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介绍园林美学的历史行程、园林美的物质生态和精神生态建构序列，以及东西方园林美

的不同风格影响因素分析，针对不同历史时期园林美学的特点，从生态学原理与审美学原理出发，

提出园林美的营造方法。并介绍园林美的鉴赏和园林管理与美学等相关知识。本课程以景观建筑设

计、景观植物造景艺术、植物生态学、美学等课程为先行课程。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对园林美学的历史行程、东西方园林美的风格及园林美学领域相关问题的思索等内容的介绍使

学生理解和掌握园林美学的历程、园林美的不同风格及其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在园林美学

方面的审美修养，为景观设计、景观工程设计等专业核心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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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有关园林美学的概论（4 学时） 

1.美和美学基本思想 

2.园林美学的基本观点 

第二章. 园林美及其表现形式（4 学时） 

1．园林 

2．园林美及其特征 

第三章. 园林美的创造（4 学时） 

1.园林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变化 

2.园林造园的基本原则 

3.园林造园的处理手段 

第四章. 园林美的鉴赏（4 学时） 

1.园林美鉴赏的意义 

2.园林美鉴赏的多样性与综合性 

3.怎样鉴赏园林美 

4.园林美鉴赏的引导 

5.承德避暑山庄的美学效果 

第五章. 园林管理与园林美学（4 学时） 

1.园林管理的特征 

2.园林的日常维护与园林美 

3.园林美的园林功效 

4.园林工作者的美学修养问题 

第六章. 园林美学的继承和发展（4学时） 

1.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的继承和发展 

2.欧洲，日本园林美学的主要特色 

3.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的继承和发扬 

4.园林美学思维的创造性 

5.园林与现代化城市的整体环境艺术 

6.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园林美学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8 学时） 

1、选择某一我国古典型园林景观空间，对空间审美意境的整体生成，以及空间的物质序列和精神

序列进行分析，形成文字材料，并结合图纸说明。 

2、选择某一现代（国外或国内均可）园林景观空间进行美学鉴赏。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平时考核成绩（70%+30%）。 

作业：选择某一城市开放空间进行景观设计，要求应用园林美学知识对所设计的空间类型从美学角

度进行说明，并绘出平面图、立面图、效果图。 

 

执笔人：曹福存                     审核人： 

 

 

《景观材料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景观材料与应用/ Materials & Application of Landscape Desig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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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专业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0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城市公共空间设计、景观设计初步、景观工程设计、景观建筑设计、 
教学参考书：1. 孟兆祯等编著   园林工程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6.3 

2.〔美〕尼古拉斯·T·丹尼斯等著  刘玉杰等译  景观设计师便携手册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6 

3. 吴为廉编著    景园建筑工程规划与设计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6.2 

4. 张黎明编著    园林小品工程图集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89.3 

5.（美）索温斯基（Sovinski.R.W.） 著 孙兴文 译  《景观材料及其应用》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04 

6. 毛培琳编著     园林铺地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1.3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解园林景观材料的类型特点以及发展，重点讲授景观材料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使学

生对景观材料的全面了解，从设计方法、经济性、环境影响、功能和实际运用中的问题等方面讨论

了材料选择、布局和详细设计。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掌握本大纲中各章节的基本概念及一般知识；熟悉景观工程设计中的

各种材料的特点和应用；掌握各种材料在实际场所空间中的应用。提高景观设计的可操作性和景观

设计水平。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九章 景观材料概述（2 学时） 

1、 景观设计对材料的要求 

2、 景观材料的类型与特点 

3、 景观材料的发展 

第十章  道路与广场景观材料及应用（4 学时） 

1、 道路及广场景观对材料要求 

2、 道路及广场景观材料及应用 

第十一章   园林建筑小品景观材料及应用（4学时） 

1、 园林建筑小品的类型与材料 

2、 园林建筑材料及应用 

第十二章 山水景材料及应用（4 学时） 

1、 山水景观类型与材料 

2、 山水景观材料及应用 

第十三章 其他材料及应用（2 学时） 

1、 软质生命材料-植物 

2、 布匹塑料等材料 

3、 环境雕塑材料及应用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16 学时） 

1、典型作业： 

不同类型景观空间的景观材料类型及应用调研。 

2、特定景观空间设计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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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景观材料，根据给定的景观空间场所进行特定景观空间效果的多方案设计。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平时作业及出勤考核（70%+30%）。 

 

执笔人：黄磊昌                   审核人：曹福存 

 

 

《风光摄影》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风光摄影/ Landscape Photograph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风光摄影》中国摄影出版社 

开课单位：服装学院 摄影系 

 

课程简介：  

从事环境艺术和景观设计的设计是都要对摄影有所了解,通过镜头表现设计是作品传播的主要手

段。即使使用计算机制图也要对软件进行摄影方面的设置，才能达到 完美的效果表现。 

通过课程的学习，使非摄影专业的学生初步了解摄影的相关器材，镜头的分类与选择，画面构图的

技巧，光线的灵活运用，景物人物的一般拍摄方法等内容。并通过摄影语言对设计作品进行二次创

作。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摄影的基本分类，了解常用的摄影器材，掌握镜头的选择，了解光圈快门的功能与作用，了解

景深概念，了解不同的测光与曝光方法，熟悉光线和构图，掌握建筑摄影常规拍摄方法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摄影分类（4学时) 

教学重点和难点：摄影是什么 

1、摄影的一般分类 

2、摄影是什么 

第二章 摄影器材（4 学时) 

教学重点和难点：摄影器材的分类 

    1、照相机的分类 

2、照相机镜头的分类 

第三章 镜头的分类与选择(4 学时) 

教学重点和难点：不同焦距镜头的区别 

1、相机的成像原理  

2、相机镜头的种类    

3、不同镜头的成像效果 

4、不同焦距的视觉感受 

第四章 曝光(4 学时) 

教学重点和难点：光圈快门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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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光圈 

2、什么是快门 

3、倒易律 

4、景深 

第五章 曝光实践(4 学时) 

    教学重点和难点：测光的依据 

1、入射式和反射式测光 

2、哪些因素影响曝光 

第六章 国家地理照片的启示(8 学时) 

    教学重点和难点：什么是好照片  

1、观摩美国国家地理照片 

2、风光摄影的光线与构图方法 

3、什么是好照片 

第七章 建筑摄影(4 学时) 

    教学重点和难点：建筑摄影的表现 

1、室内建筑及用光 

    2、室外建筑及场景表现 

3、建筑摄影是设计的二次创作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 

1.选一场地，进行景观场所的实际拍摄； 

2.对某一景观小品进行拍摄，并进行二次创作。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 

执笔人：周常剑     审核人：孙越 

 

 

《建筑与环境雕塑赏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建筑与环境雕塑赏析/ Architecture & Environment Sculpture Enjoy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工业设计等专业 

学 时 数：2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论文报告 

预修课程：形态基础、素描、色彩                              

教学参考书：潘谷西.《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2004  

陈志华著.《外国建筑史》（19 世纪末叶以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罗小未.《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陈辉.《环境雕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梁思成.《中国雕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美）雷·肯拜尔等著,钱景长等译.《世界雕塑史》.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89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专业（景观设计方向） 

 

课程简介： 

课程讲解中国的古代和现代的建筑及雕塑的发展及应用与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建筑及雕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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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应用，并介绍了环境雕塑与传统概念中的雕塑语言之不同及建筑中的雕塑的运用。通过对大量的

宫殿建筑及其中环境雕塑的分析，阐明了古代的雕塑是如何介入环境、介入建筑；通过对大量的现

代公共空间的雕塑及环境艺术的分析，阐明了现代的雕塑是如何介入环境及其建筑。使学生掌握如

何使环境雕塑与建筑充分的融合并得到新的景观效果。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建筑与环境雕塑赏析是艺术设计专业的必选课之一，通过讲解和大量的图片欣赏，使学生了解中国

和世界的建筑特点以及环境雕塑在环境中的地位、运用、特点，对建筑与环境雕塑的发展史和设计

史有进一步的理性和感性认知，了解材料、风格、形式在建筑与环境雕塑中的运用，使学生达到独

立理解分析建筑与环境雕塑的关系。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中国的建筑及环境雕塑（8 学时） 

（一）、中国的建筑 

1、建筑的特征 

2、建筑的形式 

3、建筑的发展 

（二）、中国的环境雕塑 

1、环境雕塑的特征 

2、环境雕塑的形式 

3、环境雕塑的发展 

4、环境雕塑的文化 

（三）、建筑与环境雕塑的融合（建筑、雕塑、景观等等） 

1、中国古代建筑与环境雕塑的融合 

2、中国现代建筑与环境雕塑的融合 

第二章 西方的建筑及环境雕塑（8 学时） 

（一）、西方的建筑 

1、建筑的特征 

2、建筑的形式 

3、建筑的发展 

（二）、西方的环境雕塑 

1、环境雕塑特征 

2、环境雕塑形式 

3、环境雕塑发展 

4、环境雕塑文化 

（三）、建筑与环境雕塑的融合（建筑、雕塑、景观等等） 

1、西方古代建筑与环境雕塑的融合 

2、西方现代建筑与环境雕塑的融合 

第三章 建筑和环境雕塑的可持续发展（8 学时） 

（一）、概述环境雕塑对城市建筑设计的影响 

（二）、概述 20 世纪的环境雕塑与城市建筑空间 

（三）、概述环境雕塑与公众的关系 

（四）、概述建筑和环境雕塑的外观和形态 

（五）、概述建筑和环境雕塑的相关技术支持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 

1、收集建筑、环境雕塑不同风格特点的资料，以赏析的角度从风格、流派、装饰手法、设计文化

的角度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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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文字结合图片的形式阐述个人对建筑与环境雕塑的认识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论文报告作业考核。 

论文 1：综合个人对建筑与环境雕塑赏析过程，评述建筑与环境雕塑的现状 

论文 2：以风格、材料、形式为切入点对建筑与环境雕塑加以评述 

 

执笔人：王洋                     审核人：任戬 

 

 

《版式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版式设计/ Typographic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形态构成                             

教学参考书：（英）戴维.达博纳 编著《英国版式设计教程》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美）思考特.波尔斯顿 编著《非凡的设计.案例与版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王汀 编著《版面构

成》广东人民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课程简介： 

版式设计讲解平面空间中诸要素，即图形、图像、文字、字体、色彩等视觉因素，根据特定的内容

进行有机的组合排列，将理性思维以视觉化、个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是一种具有个人风格和艺术

特色的视觉传达方式。它在传达信息的同时，会利用造型要素和形式原理产生感官上的美感。其范

围可涉及到报纸、杂志、书籍、画册、产品样本、挂历、招贴、唱片封套、企业形象、包装、网页

等平面设计的各个领域，它的设计原理和理论贯穿于每一个平面设计的始终。版式设计是视觉传达

的重要手段，是平面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视觉传达专业基础课程中的主要课程，也是现代设

计师必须具有的艺术修养与技术知识。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版面设计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版面设计在平面设计中的重要性。理解版面设计是将多种视觉

传达元素，按照审美法则和人们的视觉经验进行编排组构的一种视觉表达形式。课程要求学生了解

版面设计发展的现状和未来，掌握版面设计的方法和设计程序，以提高灵活运用各种表现手法设计

版面的能力，从而创造出富有个性的版面设计作品。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版式设计概念 （2 学时） 

[知识点提示] 版式设计概念  

[重、难点提示]  建立对版式构成元素进行整体设计的概念 

第一节 版式设计概念导入 

第二节 版式设计的发展流程 

第二章 版式设计原则 （2 学时） 

[知识点提示] 版式设计四大原则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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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难点提示]  建立对版式设计原则的意识 

第一节 思想性与单一性原则 

第二节 艺术性与装饰性原则 

第三节 趣味性与独创性 

第四节 整体性与协调性 

第三章 版式设计原理（4 学时） 

[知识点提示] 设计原理 

[重、难点提示]  黑、白、灰与点、线、面的整体布局关系，协调性与空间 

第一节 分类 

1、同类合并原则 

2、确定中心内容 

3、邻近原则 

第二节 分区 

1、黑、白、灰关系 

2、面的构成 

3、空白空间 

第三节 分栏 

1、网格构成 

2、版式设计中的线 

3、重复原则 

阶段性小结与讲评 

第四章  版式的视觉流程（4 学时） 

[知识点提示] 视觉流程 

[重、难点提示]  视觉流程的类型和方法 

1、单向视觉流程 

2、曲线视觉流程 

3、重心视觉流程 

4、反复视觉流程 

5、导向视觉流程 

6、散点视觉流程 

阶段性小结与讲评 

第五章  版式的基本类型（4 学时） 

[知识点提示] 版式基本类型 

[重、难点提示]  版式的基本类型特征和方法 

1、骨格型 

2、满版型 

3、上下分割型 

4、左右分割型 

5、中轴型 

6、曲线型 

7、倾斜型 

8、对称型 

9、重心型 

10、三角型 

11、并置型 

12、自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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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四角型 

阶段性小结与讲评 

第六章 文字的编排设计（6 学时） 

[知识点提示] 文字与文字之间的编排  

[重、难点提示]  标题、副标题与正文在编排中的关系、文字易读性 

第一节 字体 

1、宋体 

2、黑体 

3、文艺复兴字体 

4、巴洛克字体 

5、现代自由体 

6、拉丁字母基本字形比例 

7、字体选择原则 

第二节 字号、字距、行距、字系、标题字 

1、文字编排原则 

2、字号 

3、字距、行距 

4、字系 

5、标题字编排的基本形式 

第三节 正文文字编排的基本形式 

1、左右均齐的编排 

2、齐左（右）的编排 

3、文字居中对齐编排 

4、文字绕图编排 

5、文字的图形化编排 

阶段性小结与讲评   

第七章 图形与文字的编排设计（6 学时） 

[知识点提示] 图形与文字的编排关系  

[重、难点提示] 具体设计内容与形式表现之间的关系；图形与文字的主次关系  

第一节 图形与文字编排的对比关系 

1、大与小的对比 

2、明暗的对比 

3、曲与直的对比 

4、动与静的对比 

5、疏与密的对比 

第二节 图形与文字编排的基本形式 

1、上下分割 

2、左右分割 

3、线性编排 

4、重复编排 

5、以中心为重点的编排 

6、对称与均衡的编排 

7、重叠编排 
8、蒙德里安式编排 

9、边框式编排 

10、散点式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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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小结与讲评 

第八章 版面设计的应用（4 学时） 

[知识点提示] 版面设计的具体应用领域及实战练习  

[重、难点提示] 版式的整体设计；版式的视觉冲击力表现；版式设计的实战演练 

第一节 报纸广告的版式设计 

第二节 招贴广告的版式设计 

第三节 直邮广告的版式设计 

第四节 企业形象的版式设计 

第五节 书籍的版式设计 

第六节 包装的版式设计 

第七节 网页的版式设计 

总结与讲评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16 学时） 

1、题目：文字与色块 

要求：自选一组字母和文字与色块做为视觉创作元素，运用版式设计原理及形式法则，处理好文字

在平面空间中的关系 

2、题目：图像的选取与裁切 

要求：自选一个图像和一段文字作为视觉创作元素，充分运用版式设计原理及形式法则，把图像作

大小、位置、方向的变化，段落文字也作出相应的调整，使他们整体形成不同的视觉感受。 

3、题目：大连（具体题目自己拟定） 

要求：以大连为背景，宣传大连这个城市的特征。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在宣传上要有侧重点，并且

有清晰的线索贯穿始终。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 

作业 1：“文字与色块”重点考核学生对于文字在版式设计中的运用能力。 

作业 2：“图像的选取与裁切”考核学生对图形图像在版式设计中的运用能力。 

作业 3：“手册设计”考核学生对版式设计知识在具体领域里的灵活应用及整体设计。 

 

执笔人：张嘉铭                     审核人：任戬 

 

 

《景观创意》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景观创意/Landscape conceptio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景观设计方向）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景观设计原理、景观植物造景艺术、景观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初步                               

教学参考书：1.杨志麟  编著. 《设计创意》. 东南大学出版社. 

2.荀平  杨平林 著.《景观设计创意》.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10 

3．〔美〕 S·阿瑞提 著  钱岗南 译  《创造的秘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8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专业（景观设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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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课程主要讲解景观设计创意的含义、理性基础、感性基础及景观创意思维方式等内容，介绍中国的

诗画与景观创意、景观构图等知识。并且通过对我国和国外著名景观案例分析，说明景观创意思维

过程，阐述景观创意是根据目标要求，联系传统文化内涵，结合思维创作过程所产生的形态意向而

进行的构思设计过程。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对景观创意的含义的理解，了解景观创意的理性基础和感性基础，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思维创造

力。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诗画及创造思维方式，讲解中国现代景观设计创意思维方式，目的在于

培养学生对现代景观设计进行创意的思维能力。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景观创意的含义（8 学时） 

1、创意的含义 

2、景观创意的理性基础 

3、景观创意的感性基础 

第二章 诗画与景观创意（4 学时） 

1、按诗词创意 

2、按画理创意 

第三章 构图与思辨（8 学时） 

1、构图与布局 

2、色彩与对比 

3、统一与格调 

4、气韵与节奏 

5、比例与尺度 

第四章 景观创意思维（12 学时） 

1、定向思维设计 

2、逆向思维设计 

3、仿生思维设计 

4、功能思维设计 

5、借鉴思维设计 

6、系统思维设计 

7、象征思维设计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 

1、对我国古典园林景观进行案例分析，确定景观创意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 

2、对国内或国际一现代著名景观进行案例分析，使学生掌握现代景观创意的时代特征。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平时作业和出勤考核（70%+30%）。 

作业 1：对某一园林景观场地进行景观设计创意，作出概念设计。 

作业 2：对某一园林景观小品进行设计创意，要有详细构思过程，并作出效果图。 

 

执笔人：曹福存                     审核人：王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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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雕与壁画》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浮雕与壁画/ Relievo & Fresco 

课程类别：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专业限选课                适用专业： 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   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学 分 数：   32 学分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  素描、形态构成系列课程 

教学参考书： 张伟编. 《雕塑》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7.8 

霍波洋编. 《双重基础》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5.9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课程简介： 

浮雕与壁画是介于平面绘画与空间雕塑之间的学科，是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把所学的专业课向室内外

实用空间转化应用的教学，要求创意、材料、加工工艺与具体空间环境相结合。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此课程主要以教师讲解、作品欣赏、学生实践体验为主要教学方法。让他们掌握浮雕与壁画制

作的简单技巧和各种的表现手段,理解认识环境、材料、构思的密切联系。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绪论：（4 学时） 

1、浮雕与壁画的原始性及存在的形式。 

2、欧洲具像浮雕与壁画的特点及在环境中的存在形式。 

3、中国传统浮雕与壁画的特点及存在形式。 

4、浮雕与壁画在当代空间环境中的应用： 

1）建筑外墙上  2）建筑室内空间  3）城市公共空间环境 

第二章 教师示范辅导学生作业：（12 学时） 

第三章 中外城市开放空间的浮雕与壁画案例分析（4 学时） 

第四章 城市开放空间浮雕与壁画的设计与制作（12 学时） 

1、实地考察 

2、人文理论研究 

3、草图设计,论证 

4、具体论证空间环境、尺度、人文、材料、心里感受的一致性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 

1、任选中外典型浮雕教具一件临摹； 

2、以城市车站、商场、标志性建筑表面、餐厅、舞厅、会客厅等公共空间为载体进行设计组稿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 

作业 1：制作一件浮雕作品。 

作业 2：选择任意城市开放性公共空间设计一件作品 

 

执笔人：郭建伟               审核人：曹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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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济管理法规》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项目经济管理法规/  Item Economy Management Regulations 

课程类别：专业限选课   

课程性质：选修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32 学时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卷面考试 

预修课程：《环境艺术设计工程量清单与计价》、《建筑初步》、《材料与构造》、设计原理、设计基础、

设计实训等课程。                               

教学参考书：张长江 编. 《建筑与景观设计基本规范》.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9。 

全国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用书编写委员会 编写.《建筑工程管理与实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课程简介： 

项目经济管理法规是完成在校学习向社会执业资格取得过渡中间的一门课程。它通过工程项目的立

项、工程技术要求、招标与投标、造价与合同管理等课程内容的介绍，重点掌握设计、材料、施工、

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规范要求。明确设计的限制，以及项目经济管理等方面标准的强制性，为执业资

格的取得做准备。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学科是在施工与材料、清单与计价、和有关设计知识学习的基础上，深入系统的学习建筑经济、

管理、规范等方面应用的相关知识，为工程项目设计服务，为获取执业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景观工程管理实务 

第一节  景观工程项目简介（1 学时） 

第二节  工程量清单与计价（2 学时）   

第二章 招标与投标 

第一节  建设工程招标（1 学时） 

第二节  建设工程投标（1 学时） 

第三节  工程合同的主要内容与管理（1 学时） 

第三章  项目经理与管理 

第一节  项目经理的工作性质、任务与责任（1学时） 

第二节  施工组织设计（1 学时） 

第三节  施工进度、质量、安全、造价控制与现场管理（2学时） 

第四节  工程的竣工验收与保修（1学时） 

第四章 景观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第一节 《公园设计规范》（4 学时） 

第二节 《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2 学时） 

第三节 《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2学时） 

第四节 《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2 学时） 

第五节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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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2 学时） 

第七节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1 学时） 

第八节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1 学时） 

第九节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1 学时） 

第十节 《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1 学时）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4 学时） 

1、现场观摩教学，了解建筑的结构体系，认识建筑材料与构造方式。 

2、了解建筑工地的现场管理状况。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卷面考试，闭卷。50 道题，1/4 单选，25%干扰。 

重点考核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把握问题，判断问题，控制问题的能力，增强

设计的决策力。 

 

执笔人：张长江                     审核人：曹福存 

 

 

《实物量清单与计价》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实物量清单与计价/ BOQ & Pricing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景观工程设计、景观建筑设计、景观植物学                               

教学参考书：1.辽宁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 编. 《辽宁省建设工程造价专业人员资格培训教材

（通用部分）》. 沈阳出版社.200.11 

2. 辽宁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 编. 《辽宁省建设工程造价专业人员资格培训教材（市政、园林

绿化专业）》. 沈阳出版社.200.11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课程讲解园林景观工程量清单编制与计价、定额计价等基本知识，介绍园林景观工程量清单编制与

计价、定额计价的施工图预算编制的过程。并且通过对园林景观工程量清单编制与计价、定额计价

的施工图预算编制的过程，使学生掌握编制预算的方法和程序，为未来的景观设计施工管理课程学

习奠定基础。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对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知识的了解，使学生掌握园林景观工程量清单编制的基本方法

和程序，通过对园林景观工程量清单编制与计价案例分析，使学生掌握园林景观工程量清单编制方

法与程序，进而作出施工图预算。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2 学时） 

1、规范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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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辽宁省实施细则及相关配套办法简介 

第二章 工程量清单编制与计价（6 学时） 

1、概述 

2、工程量清单编制 

3、工程量清单计价 

第三章 工程量清单编制与计价案例分析（8 学时） 

1、园林景观工程 

2、园路、园桥、地面铺装 

第四章 定额计价（8 学时） 

1、定额概述 

2、2004 年辽宁省园林绿化工程消耗量定额 

3、定额消耗量指标的确定及单位估价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8 学时） 

1、对园林工程量清单编制程序进行上机操作，掌握清单编制的方法和计算机编制清单的基本操作

程序。 

2、选择某一园林景观设计施工图进行工程量清单编制，作出景观工程量清单计价单。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平时考核成绩（70%+30%） 

作业 1：对某一园林景观工程进行工程量清单编制与计价，编制预算。 

作业 2：对对某一园林景观工程进行定额计价，编制施工图预算。 

 

执笔人：曹福存                     审核人： 王守平 

 

 

《景观施工组织与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景观施工组织与管理/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园林工程、建筑初步、 景观植物学                       

教学参考书：徐建林，《园林施工组织与管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梁伊任主编，《园林建设工程》，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 

孙昌玲，《土木工程造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专业限选课，主要讲授景观园林工程施工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工作要领。主要内容有项

目管理意义，施工项目管理组织、管理目标与规划、目标控制与风险管理、生产要素及管理、工程

竣工验收等。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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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获悉景观园林工程项目的施工管理规范及技术要求，初步具备承担工程

项目经理的基本业务素质和知识结构，为步入社会后从事景观工程施工管理打下较好的管理层面知

识基础。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景观施工组织管理概述(4 学时) 

1、景观施工项目 

2、施工组织管理 

3、项目委托方、设计方、施工方、监理方和政府管理 

第二章、景观工程项目管理规划(12 学时) 

4、 景观工程工作体系 

2、景观工程目标管理 

3、景观工程项目招、投标管理 

4、景观工程投标书的编制 

第三章、景观工程生产要素管理(12 学时) 

1、劳动力要素管理 

2、材料要素管理 

3、机械设备要素管理 

4、资金要素管理 

5、技术要素管理 

6、项目风险管理 

第四章、景观工程竣工与验收(4 学时) 

1、工程决算与审计 

2、景观工程维护管理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 

1.对某一景观设计项目进行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2.对某一景观设计项目现场进行指导实习，并作出竣工图。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依据平时表现与大作业的综合表现进行分层考核。 

平时表现：依据出勤情况、课堂情况考核； 

大作业：依据设计过程、图纸完成情况、汇报答辩的效果考核。 

 

执笔人：曹福存                    审核人：王守平 

 

 

《环境设计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环境设计导论/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术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透视、制图、人体工程学                            

教学参考书：杨滟君,任戬著.《设计原理教程》.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7 年 

        席跃良著.《环境艺术设计概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郑曙旸著.《环境艺术设计》.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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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卫国著. 《环境艺术设计概论》.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年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环境设计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人类不断地与各种生存空间和条件共处互动，与环境建

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自 20 世纪 70 年代“设计科学”建立以来，环境设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综合性

研究的拓展，并拥有了无限丰富的多元性、交叉性和复合发展特点。内容以环境以人的实用价值与

经济价值为出发点，重点解析各种环境条件综合协调问题、环境美的创造问题、环境的目的及物质

手段等等问题。其中包含了现代环境设计多方面内容的基础概念和知识，深入浅出，容易理解，是

环境设计及相关专业的重要基础理论课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知识目标：从基本概念、设计领域、设计元素和设计方法等多方面对环境艺术设计进行了全面

论述。通过本课程的理论讲授，使学生掌握环境艺术的基础知识，为进入专业学习、专研打下良好

基础。考核方式：大作业。 

    2．能力目标：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掌握环境设计的基本设计方法和程序

步骤，在此基础上，能够从整体上理解小尺度的环境设计，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简单的方案构思与

设计。 

3. 素质目标：通过对一些国内外的优秀设计作品进行深刻剖析，使学生进一步理解环境艺术设计

的内涵和设计美学，学习优秀作品的设计方法和绘图方法，进一步提高学生自身的文化艺术修养。 

 

第一章 环境设计学的研究范围与分类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对设计以及环境设计这两个专业概念的综合阐述，让学生从专业角度对环境艺术设

计专业有所认识，并通过对环境艺术设计专业领域中的各个学科内容的专业介绍，使学生能够对本

专业各个学科领域专业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从而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教学要求：了解环境艺术设计所涉及的内容与分类，掌握不同建筑空间与环境艺术的独特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环境艺术设计产生的背景和设计的相关理念；难点是环境艺术设计领域的各个学科的特

性及其学科之间的关联。 

教学内容 

一、环境设计的概念 

1、什么是设计  

2、什么是环境设计  

二、环境设计学的研究范围与分类 

1、建筑设计 

2、室内设计 

3、景观设计 

4、环境设施设计 

 

第二章  环境设计的现状与发展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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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对国内、国际环境设计的发展历史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综合阐述，使学生对中外环

境艺术形成系统完整的了解，体会世界各国在环境艺术设计方面的独特之处，充分理解环境设计的

各种基本观点，从而更加深入地思考环境艺术与人类生存的关系。 

教学要求：了解中外环境设计发展现状；掌握世界各国之间环境艺术的借鉴、创新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环境设计发展的方向和倾向；难点是中外各国环境设计的风格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关

系。 

教学内容 

一、世界环境设计的现状 

二、中国环境设计的现状 

三、环境设计发展的方向和倾向 

1、不断扩展实践领域，重视细节设计  

2、深入挖掘地域特征，凸显本土文化特色  

3、关注生态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第三章  环境设计的组成因素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本章节将结合国内外著名建筑作品及园林作品，由简入深地剖析环境设计的重要组成因

素，使学生对空间作用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使学生理解通过合理的组织设计元素，可以将环境营造

的更加人性化、功能化。 

教学要求：了解环境设计的诸多组成因素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四大组成因素；难点是四大组成因素之间的联系与整体把握。 

教学内容 

一、存在的必然——功能因素 

二、存在的基础——技术因素 

三、存在的升华——形式因素 

四、存在的价值——经济因素 

 

第四章  环境设计的美学规律和基本原则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环境艺术设计的基本创作规律，提高学生的设计素养和设计思维

能力，为学习专业课和设计创作活动奠定基础。 

教学要求：了解环境设计的美学规律；掌握美学规律在环境设计中应用的方法、原则。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各种形式美的处理手法；难点是对实际设计中美学原则应用效果的把握。 

教学内容 

一、环境设计的美学规律 

1、统一与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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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均衡与稳定  

3、韵律与节奏  

4、对比与类似  

5、比例与尺度  

6、质感和肌理  

二、环境设计的基本原则 

1、以人为本的原则  

2、形式美的原则  

3、整体设计原则  

4、可持续发展原则  

5、创新性原则 

第五章  环境设计要素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对环境设计中的物理因素、材料、构造、科学的施工组织方法的讲解，使学生充分

了解设计因素与施工之间的协调关系， 终在物质技术的实践中获得设计的真正涵意。 

教学要求：了解环境设计中的各个设计要素；掌握环境设计中的重要材料及构造特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环境设计的诸多要素的特性；难点是不同空间类型的结构与构造。 

教学内容 

一、空间与界面 

二、光、空气、水和声音 

三、色彩 

四、材料 

五、结构与构造 

六、内含物 

七、智能化与信息化                    

 

第六章  环境设计与人的心理及行为的关系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对人的生活方式、人体感知、行为心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地域习俗、行为

道德准则、修养觉悟和价值取向的深入分析，初步培养学生观察生活的能力，并使学生了解“人—

行为—环境”之间的关系，使环境设计达到生态的有机平衡发展。 

教学要求：了解人的生活方式、行为规律以及地域习俗等；掌握人的行为及心理尺度。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室内外环境中的人体感知；难点是环境心理学。 

教学内容 

一、环境与感知、环境与体验 

二、环境与行为的互动           

             

第七章  环境设计的程序与表现方式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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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环境设计的流程，了解环境艺术设计的评价方法和理论，从环

境的基本理念和指标中把握基准值，从而建构“结构一人文”主观评价方法体系来提高环境设计的

质量。 

教学要求：了解环境艺术设计的表现方式及环境评价的标准；掌握环境设计的基本流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环境设计的程序；难点是环境艺术设计的表现。 

教学内容 

一、环境设计的程序 

1、设计筹备 

2、概要设计 

3、设计发展 

4、施工图与细部详图设计 

5、施工建造与施工监理 

6、用后评价与维护管理 

二、环境艺术设计的表现方式 

1、传统的设计思考与表现方式 

2、计算机在设计表现中的角色 

 

 

执笔人：孙艳梅                     审核人：任戬 

 

《计算机设计基础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计算机设计基础 1/ Design of Computer Foundation 1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术设计方向） 

学 时 数：36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2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设计制图                               

教学参考书：白云等编著.《计算机辅助设计与绘图--AutoCAD2010 实用教程及实验指导》.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1 年. 

            九州书源编著.《AutoCAD 辅助设计（第 2 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所授内容是 AutoCAD 软件，是计算机应用基础教育的骨干课程，是计算机设计文化、技

术、应用基础教育中与专业课程关系 紧密、 为直接的课程。课程通过基础知识、应用实例、项

目案例、上机实训、练习提高几个环节的设置，力求循序渐进、学以致用，并切实通过项目案例和

上机实训等方式提高学生应用技能。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计算机辅助设计在本专业上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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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应用水平；熟练操作现有的 AutoCAD 设计软件；能够独立分析具体的专业应用问题，提出辅助

设计的解决方法。掌握软件新增功能和实验训练；更加紧密的与专业课程结合，以室内设计、实际

工程、规划等课程的图纸强化训练，使学生掌握专业图纸的辅助设计特点和技法。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应阶段性地进行综合练习，以加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考

核方式：大作业。 

    2.研究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应用计算机进行图形处理的技术，使学生掌握图

形生成的基本知识和算法，培养编写绘图程序的能力，提高计算机操作水平，为今后设计工作打下

基础。 

 

第一章 AutoCAD 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了解 AutoCAD 的主要特点、基本功能、软硬件环境及安装启动方法。要求学生

熟练掌握 AutoCAD 的用户界面和命令、数据的输入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操作环境设置、辅助绘图工具、追踪、捕捉、精确绘图 

教学内容 

    一、 CAD 技术概况 

    1.讲授 CAD 技术的发展史 

    2.系统构成、应用、发展展望。 

    二、 AutoCAD 基本知识 

    1.讲授 AutoCAD 软件的版本发展、运行环境 

    2.安装、启动、用户界面、 

    3.坐标系统、数据输入、实体选择的各种方法。 

    三、 AutoCAD 基本操作 

    1.讲授配置操作、文件操作 

    2.图形环境的设置、辅助绘图工具、帮助功能。 

 

第二章 AutoCAD 的基础命令(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熟练掌握基本绘图命令，要求学生理解主要图形编辑命令的功能及其用法，

能熟练运用编辑命令对图形进行修改和编辑。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绘图命令和编辑命令的一般操作过程、命令，图层的作用 

教学内容 

    一、绘图命令 

    1.讲授点、直线、多段线、样条线、多线、结构线 

    2. 讲授多边形、圆、椭圆、弧等图元绘制命令。 

    二、编辑命令 

    1.讲授删除、复制、镜向、移动、旋转 



艺术设计学院 

                                                                                                                 75

    2. 讲授偏移、拉伸、阵列、比例缩放 

    3. 讲授圆角、倒角、修剪、延伸等命令。 

    三、图层及显示控制命令 

    1.讲授图层的基本概念、属性 

    2.控制对话框，显示控制命令。 

    四、图块 

    1.讲授图块基本概念、块定义、块插入、重定义 

    2. 讲授替换、存储、编辑等命令。 

  

第三章 AutoCAD 的其他命令(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了解设计中心的使用和编辑文本属性命令，掌握图案填充的设置，熟练掌

握尺寸设置命令。 

教学重点和难点 

    尺寸标注样式定义、模型空间与图纸空间标注的区别，填充边界的识别 

教学内容 

    一、设计中心的使用、快速选择 

    讲授设计中心的使用方法及快速选择的应用。 

    二、图案填充 

    1.讲授图案的概念 

    2. 讲授填充命令 

    3. 讲授填充编辑命令。 

    三、文本注释 

    1.讲授文本类型、字体设置 

    2. 讲授多行文本、特殊字符的输入 

    3. 讲授文本编辑等命令。 

    四、工程标注 

    1.讲授尺寸标注的构成及类型 

    2.尺寸标注、格式设置 

    3.标注文本编辑命令。 

 

    第四章 AutoCAD 的输出(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了解图形的输出、打印设备，掌握设置图纸空间及参数，掌握图形的打印。  

教学重点和难点 

    布局设置、视口比例、模型空间与图纸空间的关系、视口比例与图纸比例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布局、视口的设置 

    二、模型空间、图纸空间的设置 

    三、图形输出，根据需要输出不同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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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打印图形 

    1．打印到文件 

    2.不同比例打印图形 

 

执笔人：张瑞峰                    审核人：任戬 

 

 

 

 

《计算机设计基础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计算机设计基础 2/ Design of Computer Foundation 2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术设计方向）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计算机设计基础 1 、透视、人体工程学                               

教学参考书：张媛媛编著.《3ds Max/VRay/Photoshop 室内设计完全学习手册（第 2版）》.中国铁 

            道出版社.2012 

            李娇编著.《3ds Max/VRay 室内设计从入门到精通(DVD)》.科学出版社.2011 年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所授内容为 3ds Max 和 VRay 软件，该课程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必修的专业

基础课。课程内容以理论结合案例的形式，全面诠释如何使用 3ds Max 制作各类不同风格的室内效

果图，既有对效果图制作流程、室内设计知识、室内效果图建模流程、灯光材质渲染等基础知识的

讲解，又有对客厅、卧室、厨房、洗手间、阁楼等室内效果图渲染案例的剖析。研究绘制三位立体

图形的理论方法以及应用计算机进行图形处理的技术，使学生掌握图形三维生成的基本知识和修改

方法，培养学生图形理解、绘制、修改得的能力，提高计算机操作水平，为今后计算机设计工作打

下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三维计算机辅助设计在本专业上的应用水平；熟练操作现有

的 3ds MAX 和 VRay 设计软件；能够独立分析具体的专业应用问题，提出辅助设计的解决方法。考

核方式：大作业。 

    2. 结合实践案例对各软件的命令细致深入讲解的同时，将部分重点设计理论与技巧囊括其中。

通过学习让学生在短期内拓宽设计思路，迅速掌握相关制作技巧，从而绘制出堪称精品的室内设计

作品。 

 

第一章初识室内造型巨匠——3ds Max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熟悉 3ds Max 的用户界面。熟练掌握基本建模操作方法，了解高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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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操作。能够熟练掌握设定摄像机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创建标准基本体操作、创建二维图形及二维图形的编辑、复杂建模、摄像机的设定 

教学内容 

    一、3ds Max 基本操作方法 

    1. 3ds Max 的应用领域 

    2. 3ds Max 的工作界面 

    二、 建模技术 

    1. 建模常识 

    2. 创建标准基本体 

3. 创建扩展基本体 

4. 创建复合对象 

5. 创建二维图形 

6. 利用修改器创建模型 

7. 常用修改器 

8．复杂建模 

三、摄像机与构图 

1．摄像机的使用方法与分类 

2. 目标摄像机应用技巧 

 

第二章了解终极渲染王 VRay 及灯光(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熟练掌握 VRay 渲染器调用方法及参数的设置，熟练掌握 VRay 灯光重

要参数。能够熟练在空间中设置灯光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VRay 渲染器的使用方法、灯光的选用和参数调节 

教学内容 

    一、渲染的基础知识 

1. 渲染器的类型 

2. 渲染工具 

3. 默认扫描线渲染器 

4. VRay 渲染器 

    二、光源特效的逼真表现 

    1. 初识灯光 

2. 灯光属性 

3. 标准灯光应用技巧 

4. VRay 灯光 

    

    第三章材料质感的模拟真谛(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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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使用材质编辑器，设置材质基本参数，掌握常用贴图类型。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给模型赋予材质的方法及标准材质应用 

教学内容 

一、材质概述 

1.什么是材质 

1.材质的制作流程 

二、3ds Max 材质 

1．材质编辑器 

2．材质类型 

3. 常用材质 

三、3ds Max 贴图 

1. 贴图类型 

2. 常用贴图 

四、VRay 常用材质与程序贴图 

1．漫反射和环境色贴图 

2．透明贴图 

3．自发光贴图 

4．环境贴图 

 

第四章渲染与输出(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渲染输出的基本方法，了解高级渲染。 

教学重点和难点 

    基本的渲染方法，文件的输出和输入 

教学内容 

一、认识渲染 

1.执行渲染的方法 

1.渲染场景 

二、输出和输入文件 

1．输出文件 

2．输入文件 

 

执笔人：张瑞峰                    审核人：任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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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建筑设计原理/ Principles of Architecture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术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设计制图、透视、人体工程学                             

教学参考书：田学哲编.建筑初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05. 

骆宗岳、徐友岳编.建筑设计原理与建筑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 

彭一刚编.建筑空间组合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05. 

何益斌编.建筑结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05.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课程讲授建筑设计的基本知识和一般原理，设计的基本方法和步骤。其主要内容包括：建筑设计的

基本步骤与方法；建筑功能分区与流线组织；建筑单体到总体，总体到单体的设计构思程序；功能、

空间、形态和结构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建筑形式美的规律；设计构图的草图表达和 终成果。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知识目标：本课程讲述一般民用建筑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使学生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了

解建筑设计的国家相关规范、规范和标准。考核方式：大作业。 

2．能力目标：对常见的民用建筑设计要点有一定的掌握，能进行一般的民用建筑方案的设计工作。 

3. 素质目标：会分工协作及交换信息；能独立计划与实施、选择工作过程、计划评估与修订。 

 

第一章  建筑的发生与发展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对建筑有一个全面概括的了解；掌握建筑的基本构成要素，培养学

生欣赏建筑的能力。 

教学要求：了解建筑的发展历史，建筑的分类；掌握建筑设计内容与依据及设计程序与步骤。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建筑设计内容与依据；难点是建筑设计程序与设计阶段划分。 

教学内容 

一、建筑的发生与发展 

二、建筑的分类与等级 

三、建筑设计内容与依据 

四、建筑设计程序与设计阶段划分 

 

第二章  建筑平面设计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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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熟悉建筑平面设计的规律，并学会灵活运用，不断实践，掌握民用

建筑方案设计的方法。 

教学要求：了解建筑平面设计的内容：主要使用房间设计、辅助使用房间设计、交通联系部分的设

计、建筑平面的组合设计；掌握各类建筑的设计方法以及建筑平面的组合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主要使用房间设计和辅助使用房间设计；难点是交通联系部分的设计和建筑平面的组合

设计。 

教学内容 

一、主要使用空间设计 

二、辅助使用空间设计 

三、交通联系空间的设计 

四、建筑的平面组合设计 

 

第三章  建筑剖面设计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建筑剖面设计的一般原理及方法，并能进行一般民用建

筑的剖面设计。 

教学要求：了解房间剖面形状的确定，房间层高及各部分标高的确定；掌握建筑空间的组合与利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和难点是从建筑的使用功能、技术经济条件、周围环境等方面研究竖向空间的处理。 

教学内容 

一、房间的剖面形状和高度 

二、房间的层数和建筑空间组合 

 

第四章  建筑的外形设计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影响建筑体型和立面设计的各种影响因素，以及建筑构

图的基本法则，能进行一般民用建筑的体型及立面设计。 

教学要求：了解建筑体型和立面设计的原则；掌握建筑体型组合设计和立面设计的基本方法，并能

灵活运用这些方法进行建筑立面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建筑体型和立面设计的原则；难点是建筑体型组合设计方法。 

教学内容 

一、建筑的体形 

二、建筑形体的组合设计 

三、建筑的立面设计 

第五章  建筑设计中的美观问题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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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评价建筑美观的各种要素，以及建筑形式美的基本规律，

能进行一般民用建筑的外形设计。 

教学要求：熟悉和理解形式美的规律及具体手法，并能灵活运用这些方法进行建筑的外形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和难点是从建筑的使用功能出发考虑建筑的美观问题，兼顾实用、坚固、美观三者的有机

结合。 

教学内容 

一、建筑艺术的特征 

二、建筑形式美的基本规律 

三、建筑创作的艺术构思 

 

第六章  几种建筑物的建筑设计要点（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几种类型建筑的基本构成要素、建筑空间的功能和处理

手法，并能运用这些方法进行建筑的空间设计。 

教学要求：了解不同类型的建筑设计要点和规范；掌握不同类型建筑空间与功能的关系和建筑空间

的处理手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住宅建筑设计要点；难点是餐饮、办公、文教卫生建筑设计要点。 

教学内容 

一、住宅建筑设计要点 

二、餐饮建筑设计要点 

三、办公建筑设计要点 

四、文教卫生建筑设计要点 

 

 

执笔人：林林                      审核人：任戬 

 

 

《景观设计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景观设计原理/ Principle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术设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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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环境景观设计、城市设计概论                               

教学参考书：唐学山等著，《园林设计》，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 

王晓俊编著，《风景园林设计》，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杜汝俭等著. 《园林建筑设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 

刘仁林编.《园林植物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吴为廉编著，《景园建筑工程规划与设计》，同济大学出版社，1996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景观设计原理课通过讲授中外景观园林规划设计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园林建筑、工程、植物等元素的

设计应用及实践，让室内设计专业的同学了解到室外景观与室内设计的关系和景观设计对本专业的

重要性。重点讲授当代设计中方法、理论的具体应用以及各元素设计中存在的普适性原则，带领学

生分析经典案例从中学习如何解决景观设计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同时通过课程实践，使学生熟悉

景观园林规划设计的一般过程和方法，为今后的设计工作和学习打下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认识并了解景观园林设计的理论及方法。 

2．掌握景观园林设计的基本规范。 

3. 能够独立完成一套景观园林设计的前期方案。 

 

第一章  景观园林规划设计概论(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景观园林规划设计概论的讲解，使学生了解到学习本次课程的重要性、课程的主要内容

以及本次课程的总体教学安排。 

教学重点和难点 

    景观园林规划与设计学科的发展 

教学内容 

一、景观园林规划与设计的目的、作用及分类 

二、景观园林规划与设计学科的发展 

 

第二章  中、外景观园林规划与设计思想发展史(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中、外景观园林规划设计发展史的讲解，使学生了解本学科在国内外的历史发展，重要

的理论、思想。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中外景观设计思想的理解 

教学内容 

一、外国园林景观设计思想史 

二、中国园林景观设计思想史 

 

第三章  现代景观园林规划理论及其应用(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现代景观园林规划理论及其应用的讲解，使学生了解现代景观布局的立意、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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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划程序。 

教学重点和难点 

    景观设计的设计规划方法 

教学内容 

一、 景观规划原理 

1. 科学依据 

2. 社会需要 

二、 景观设计原理 

1. 功能要求 

2. 经济条件 

 

第四章  景观元素设计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景观元素设计的讲解，使学生了解景观设计的基本构成元素以及各元素的设计、使用方

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每种景观元素的特性以及使用者与景观元素的关系问题。 

教学内容 

一、地形设计 

二、水体设计 

三、园林植物设计 

四、建筑及设施小品设计 

五、景观工程设计 

 

执笔人：刘歆               审核人：任戬 

 

 

 

 

 

《设计思维与方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设计思维与方法 / Design Intellection & Means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环境设计导论、室内设计原理                               

教学参考书：任文东，杨静著 《室内设计的创新思维与表达》  

             郑曙旸 《室内设计思维与方法》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罗玲玲等著 《建筑设计创造能力开发教程》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8 

            [美]保罗•拉索著 《图解思考—建筑表现技法》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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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宫宇地一彦著 《建筑设计的构思方法——拓展设计思路》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 2006.02.01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研室） 

课程简介： 

    创新是现今所有工作机制与专业领域中都加以刻意追求的发展精神与工作效果。如何正确的启

发创新思维，有效地把握创新思维的过程，掌握创新思维的方法从而对创新思维进行完整的表达，

是我们设计界急待需要研究并加以逐步解决的一大设计课题。特别是在教学过程中，把这一课题落

实到位，解决的彻底，就会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原创能力，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增加学生的思维角

度，完善学生的设计视角，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设计思维与方法课程的设立，主旨在于教授学生学会使用科学、系统的设计思考方式和有效率

的构思表现，同时还要强调设计构思的创意。使学生会在以后的设计中用专业化的思维与方法展开

设计。课程通过搜集相关的设计资料进行分析助于学生对设计整体趋向的把握；通过学生对身边熟

悉空间的设计，激发兴趣，触发设计灵感；通过深入方案，归结出的设计方法必定具有相对性和独

特性，也就保证了我们设计出的设计作品具有创新和独特的意义。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课程讲解创造性思维、设计问题与解决方法、设计过程的图解分析等设计方法，结合完整

案例分析成功案例形成过程，设计过程中创新性与合理性的兼顾，培养学生正确的设计思维方法。

考核方式：大作业。 

2. 通过对设计创新思维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采取更加直接有效的教学方法，改变

学生思考问题的单一方法与模式，从而培养学生掌握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多种能力，对其今后的

设计工作产生良好的指导作用。 

 

第一章概论、创造的基础(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使学生对设计思维的基本含义，创造的基础及创造与思维的关系有一个基本的

了解，从而进一步掌握创造性思维的技法，提高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创造思维和创造技法训练 

教学内容 

一、原创的动力 

二、人的天赋、激励机制、意志与自信 

三、积累——相关资料的收集 

四、文字、图片、速写、影象 

五、创造思维和创造技法训练 

六、创造性想像 

 

第二章设计思维(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旨在使学生通过对设计思维的基本理论的学习，了解设计思维的基本意义，熟

悉设计思维的精神内核，从而提高学生的设计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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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设计风格的认识 

教学内容 

一、设计思维的意义 

    二、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 

三、概念设计与设计思维 

四、对设计风格的认识 

五、案例分析 

 

第三章图解思考(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绘图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便捷工具，而且对思想和解决问题的创

造过程来说也是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掌握更加多样和易学的草图，可以为设计难题提供灵活的、有

创造力的解决办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图解思考的应用技能 

教学内容 

一、设计与图解思考的关系 

    二、图解思考的基本技能 

三、图解思考的应用技能 

四、图解思考的交流形式。 

 

第四章设计思维的基本能力(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设计思维的表达形式，熟悉设计的沟通技巧，从而提高学生的设

计表达与沟通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和协作能力 

教学内容 

一、理解能力 

    二、分析和综合能力 

三、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应变能力 

五、个性表达的能力 

六、沟通和协作能力 

执笔人：高巍                      审核人：任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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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图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设计制图 1/ Graphic for Design 1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术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                               

教学参考书：刘文辉.《室内设计制图基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梁俊、杨珺.《设计制图》.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2005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把具体物体或想象中的物体的形状和尺度等，在平面上绘制出来的工作，就是设计制图。设计制图

是研究工程图样绘制和识读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工程技术人员表达设计意图、交流技术思想、指导

生产施工等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本课程正是通过对设计制图基础课程内容的学习，来

达到上述目的。本课程包括画法几何、制图基础、专业制图及根据需要的加选部分。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正投影的基本原理，作图方法及其应用，了解轴测投影的基本知识。 

2．能够阅读和绘制较复杂的建筑施工图，能够绘制较复杂的装饰工程施工图。所绘图样应做到投

影正确，视图选择与配置恰当，尺寸完全、准确，字迹工整，图面整洁。符合国家建筑制图标准。 

 

第一章 制图基本知识与技法(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设计工作是多快好省地完成基本建设任务的重要环节，设计人员首先要认真学习国家有关的施工图

绘制规范，掌握制图工具的使用方法，以提高制图的质量与速度。 

教学重点和难点 

施工图的画法规定为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教学内容 

一.、绘图工具和仪器的使用 

二、 常用的几何作图方法 

三.、《建筑制图》等国家标准的介绍 

四.、徒手草图的技法 

 

第二章 投影作图(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正投影、轴测图等的基本理论和作图方法；培养学生绘制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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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图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空间想象力和空间分析能力；培养学生具有严谨细致的工作

作风，为学生绘制和阅读建筑施工图与装饰工程施工图打下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建立空间想象力，掌握正投影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利用投影方法解决空间几何问题。 

教学内容 

一、投影法的基本知识 

二、形体的三面投影 

三、点的三面投影 

四、各种位置直线及其投影特性 

五、各种位置平面及其投影特性 

六、立体 

1．平面立体的表示方法及其表面上的点和线 

 2．曲面立体的表示方法及其表面上的点和线 

 3．组合体的绘制方法 

七、形体的表面相贯 

 1．平面与回转体的表面相交（相贯）。 

 2．两回转体表面相交 

八、形体的剖切 

 

第三章 专业制图(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建筑施工图和装饰工程施工图的绘制技巧，能够运用制图法，把自己的设计构想，通过设

计图准确表达，正确绘制建筑施工图和装饰工程施工图。 

教学重点和难点 

建筑施工图和装饰工程施工图的制图与识图。 

教学内容 

一、建筑施工图 

1．建筑总平面的阅读和绘制 

   2．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的阅读及绘制 

   3．建筑详图的阅读和绘制 

   4．设计说明、门窗表等。 

二、装饰工程施工图 

1．装饰平面图及地面铺装图的绘制 

   2．天花图的绘制 

   3．装饰室内立面图的绘制 

   4．详图的绘制 

   5．设计说明、材料说明等 

 

执笔人：乔会杰                   审核人：任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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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与陈设》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设施与陈设/ Facility & Decoratio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术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室内设计原理、室内设计思维与方法、人体工程学 

教学参考书： 高祥生著.《室内陈设艺术设计》.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8 

乔国玲编著 《室内陈设艺术设计》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3 

张利、丁立伟、陈金瑾编著 《室内陈设设计》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2.9 

[美]约翰•派尔著 刘先觉等译著.《世界室内设计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7开课单位：艺

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系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讲解设施与陈设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含义、作用及其深刻文化的内涵，并系统介绍室内陈设

品布置的设计特点、范围及典型案例，室内陈设和室内空间的整体协调关系及常用的设计方法，了

解室内陈设艺术的风格流派表现及影响这些风格流派产生的各种因素。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考核方式：大作业  平时成绩 30%，作业成绩 70%； 

2．知识目标：掌握陈设品的类型；不同类型空间陈设品的布置。 

3．能力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室内陈设设计的能力，具备与室内设计相融合的整合能力。 

4．素质目标：深化陈设设计的认识，建立完整的室内设计的观念，具备室内设计专业人才所必需

的思想认识水平、思维方式。 

 

第一章 设施与陈设概述（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陈设品与陈设设计的概念，室内陈设设计的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室内陈设设计的作用。 

教学内容 

一、设施概念、分类和及其在环境艺术设计中作用 

二、陈设品及陈设设计的概念 

三、室内陈设设计作用 

 

第二章 室内陈设品的选择（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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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陈设品的种类、形态、风格及文化特征，掌握观赏时的行为方式和审美倾向。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陈设品观赏时的行为方式和审美倾向。 

教学内容 

一、陈设品的种类 

 二、陈设品的形态 

三、陈设品的风格 

四、陈设品的文化特征 

五、观赏时的行为方式 

六、观赏时的审美倾向 

 

第三章 室内陈设品的布置（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陈设品的视觉感知；陈设品布置中的构图方法、构景及对环境的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陈设品的构图方法和构景； 

难点：不同空间位置中陈设品的构景和效果和要求。 

教学内容 

一、陈设品的视觉语言 

二、陈设品布置中的构图方法 

三、陈设品布置中的构景 

四、陈设品布置中对环境的设计 

 

第四章 室内陈设艺术设计范围（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不同陈设品的类型特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不同陈设品的选用注意事项。 

教学内容 

一、建筑构件陈设 

二、各种维护面陈设 

三、室内家具陈设、绿化陈设 

四、室内织物陈设 

五、室内饰品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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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室内绿化（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室内绿化的作用和布置方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室内植物、水景、山石等对环境的影响及布置要点。 

教学内容 

一、室内绿化的作用和布置方式 

二、室内植物、水景、山石 

 

第六章 案例分析与课程设计（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案例分析，提高学生的陈设设计的认知。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辅导学生进行课程设计 

教学内容 

一、室内陈设视觉案例分析 

二、课程设计（辅导） 

学生运用陈设差异感受到空间性质和个性，体现对室内设计综合知识的运用 

 

执笔人：杨翠霞            审核人：任戬 

 

 

《实物量清单与计价》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实物量清单与计价/ BOQ & Pricing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术设计方向）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制图、材料与构造、建筑初步、居住建筑室内设计、公共建筑室内设计         

教学参考书：姜玲主编  《装饰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与招投标 》 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6  

顾期斌主编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概预算》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7 

薛淑萍主编 《建筑装饰工程计量与计价》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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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较为重要的课程，学生通过学习国家及地方的建筑装饰工程量清单，学

习预算程序、方法，并结合定额学习，掌握各部分的及专业的预算知识。掌握建筑装饰工程清单计

价的知识和特点，结合实例，掌握建筑装饰工程的报价与规律。考虑了艺术类专业的特点，通过引

入有代表性的图例，对建筑装饰工程造价知识进行了理论的解释与阐述，并配以装饰工程预算案例

和清单计价方式的招投标实例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叙述紧密结合实际应用。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考核方式：考查  平时成绩 30%，作业成绩 70%； 

2．知识目标：了解工程造价的基本知识；掌握“清单计价”与“定额计价”两种方式的计量与计

价原理；掌握工程量清单计价的意义及其计价特点；利用现行综合计价定额及企业定额计算工程量

清单综合单价，进行工程量清单报价； 

3．能力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学习并掌握编制工程量清单及计价所必备的基础理论

知识，并具备将专业设计与造价系统地有机结合与运用的能力，成为具有较强综合能力的设计人才。 

4．素质目标：使学生具备职业素质和高级专业人才所必需的思想认识水平、思维 方式、职业道德

及编制施工图预算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初步形成在设计人员工作岗位及相关岗位上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第一章 建筑装饰工程计价概述（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实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的目的和意义；掌握建筑装饰工程计价的适用范围及应遵循

的基本原则。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建筑装饰工程计价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教学内容 

一、基本建设的相关知识。 

二、建筑装饰工程清单计价的内涵及适用范围。 

三、建筑装饰工程清单计价活动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二章 建筑装饰工程定额（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定额的概念及分类；了解建筑装饰工程预算定额的编制；掌握定额计价模式的费用构成。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定额计价模式下的工程造价的计价程序。 

教学内容 

一、工程建设定额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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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装饰工程预算定额。 

三、定额计价模式费用构成及计价程序。 

 

第三章 工程清单计价模式下的费用计算（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工程清单计价模式的费用构成；掌握各项费用的计算方法；掌握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下的

计价程序。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下的各项费用的计算。 

    难点：人工费、材料费及机械定台班费的计算。 

教学内容 

一、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下的费用构成。 

二、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下的各项费用的含义及计算方法。 

三、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下的工程造价的计价程序。 

 

第四章 清单计价模式下装饰工程的计量（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建筑装饰工程的内容；掌握建筑装饰工程的分部分项的工程内容及工程量计算规则。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建筑装饰工程的各分部分项工程的工程量计算规则。 

难点：楼地面装饰工程、墙柱面装饰工程、天棚装饰工程的工程量计算。 

教学内容 

一、楼地面装饰工程 

二、墙柱面装饰工程 

三、天棚装饰工程 

四、门窗装饰工程 

五、油漆、涂料、裱糊工程 

六、其他工程 

 

 第五章 建筑装饰工程招投标报价编制（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建筑装饰工程招投标中的工程量清单报价格式；掌握报价编制的步骤；招投标报价的策略。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施工图报价的编制。 

难点：综合单价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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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建筑装饰施工图预算编制概述。 

二、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图编制实例。 

 

执笔人：刘育成            审核人：任戬 

 

 

《室内设计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室内设计原理/ Principles of Interior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术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透视、制图、人体工程学                               

教学参考书：来增祥、陆震纬著. 《室内设计原理》.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10 

            张绮曼，郑曙旸著.《室内设计资料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 

            彭一刚著.《建筑空间组合论（第二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室内设计原理是室内设计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是室内设计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室内设计专

业的主干课程，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本课程知识容量大，涵盖范围广，涉及室内

设计的含义、发展、内容及其方法程序，室内空间界面设计及造型原则，室内设计包含的其他相关

要素，室内设计与相关科学，室内设计的风格与流派及发展趋势等知识内容。对于学生学习、了解

室内设计，研究、探索室内设计的方法及基本规律，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表现能力及创新

意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了解建筑室内环境设计的一般原理，学习和掌握室内设计各个环节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室内

功能流程、界面设计、空间语义以及相关材料、工艺技术的综合探讨。考核方式：大作业。 

    2.室内设计原理是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使学生面对空间的各种问题能运用正确的思维方法

得以解决，同时训练学生理性与感性的混合思维能力，感受设计，体验创意。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的主要系列课程之一。 

 

第一章室内设计的概述(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了解室内设计的内容及方法程序，并能依据室内设计的要求和特点进行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室内设计的内容及方法程序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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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室内设计的含义。 

二、室内设计的发展。 

三、室内设计的内容及方法程序。 

四、室内设计的依据要求和特点。 

五、室内设计师必备的修养。 

 

第二章室内空间界面设计及造型原则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了解室内设计的界面概念，并能在设计中独立进行室内设计及能在设计中合理

的选择造型元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室内各个界面的设计以及室内各种造型的准确运用。 

教学内容 

一、室内空间组织。 

二、室内空间界面处理。 

三、室内设计造型原则。 

四、室内设计形式法则。 

 

第三章室内采光与照明(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了解室内照明设计，并能在设计中独立进行合理室内照明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室内照明的种类的正确选用，各种空间照明设计的特点。 

教学内容 

一、采光照明的基本概念与要求。 

二、室内采光部位与照明方式。 

三、室内照明作用与艺术效果。                

四、建筑照明。 

 

第四章室内设计色彩与内置物(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了解室内色彩设计的基本知识、作用、协调与对比等，并能在设计中灵活运用

色彩设计的基本原则及设计的一般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室内色彩的设计与室内中色彩的表达方式。 

教学内容 

一、色彩设计的基本概念。 

二、色彩的心理效应以及发展。 

三、室内色彩设计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四、内置物的尺度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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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室内设计的风格与流派及发展趋势(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了解室内设计的发展过程与趋势，室内设计的流派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认识室内设计的任务与内容及与建筑设计的关系，准确分辨室内设计的流派。 

教学内容 

1、风格的成因和影响。 

2、室内设计的风格。 

3、室内设计的流派。 

4、当代室内设计的发展趋势。 

 

执笔人：顾逊                     审核人：任戬 

 

 

《透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透视/ Perspective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术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设计制图、造型知识（素描、速写）                               

教学参考书：殷光宇著.《透视》.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6 

          白  缨著.《艺术与设计透视学》.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6 

        李蜀光著.《绘画透视原理与技法》.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4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课程研究的是在二维平面上表现立体造型和三维空间的一门学科。是艺术设计专业必修的基础理论

课程。课程主要讲授透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以及透视的几种类型，并介绍和分析平行透视、成

角透视、曲线透视、阴影透视等的基本原理和作图法。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使学生理解、接受并能灵活自如的掌握平行透视、成角透视、倾斜透视、曲线透视等透视法的形成

原因、基本原理和作图方法，使学生养成科学的观察方法和绘图方法，培养学生在设计中运用透视

的知识和技能，正确表现立体造型和三维空间的能力。 

。 

第一章 绪论（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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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西方透视学的发展概况；了解透视的概念、透视的基本原理与

类型；掌握透视学常用的基本术语，为后续章节的学习内容打好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透视的基本原理与类型、透视图的基本术语 

教学内容 

一、透视学的发展概况 

二、透视的基本原理与类型 

三、透视图的基本术语 

四、作品赏析 

 

第二章 透视的基本原理与作图方法（2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透视的基本规律，学习和掌握透视的基本画法，在二维图纸上精

确地绘制立体造型和三维空间，为后续的设计专业课程打好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透视的基本原理与作图方法 

教学内容 

一、平行透视（一点透视） 

1．平行透视的基本特点 

2．平行透视的作图方法 

二、 成角透视（两点透视） 

1．成角透视的基本特点 

2．成角透视的作图法 

三、 曲线形体透视 

1．曲线形体透视的基本特点 

2．曲线形体透视的基本画法 

a．规则曲面形体的透视画法 

b．不规则曲面的透视画法 

四、简化作图法 

1．简化作图法概述 

2．形体的分割与放大 

3．成角透视的简化作图法 

4．微角透视的简化作图法 

5．利用网格法作图 

五、 阴影透视 

1．阴影透视的形成及其特点 

2．阴影透视的作图法 

a．阳光下阴影的透视画法 

b．灯光下阴影的透视画法 

3．反影透视的作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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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水面倒影的透视画法 

b．镜面反影的透视画法 

六、 综合应用 

1、根据设计草图、平面图、立面图作建筑外观的成角透视图 

2、根据设计草图、平面图、立面图作室内空间的透视图 

 

执笔人：乔会杰                    审核人：任戬 

 

 

《人体工程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人体工程学/ Human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术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环境设计导论 

教学参考书：王郁新、邵卓峰等著. 《人体工程学与室内设计》. 辽宁美术出版社.2005.8 

《室内人体工程学》 建工版 

《人体尺度与室内空间》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室内设计资料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人体工程学是研究人及其与人相关的物体（机械、家具、工具等）、系统极其环境，使其符合于人

体的生理、心理及解剖学特征，从而改善工作与休闲环境，提高舒适性和效率的边缘学科。作为一

门独立的指导性学科，人体工程学已广泛应用于现代设计领域。 

对人-机（家具）-环（境）系统的研究是人体工程学的出发点，环境舒适性的追求是人体工程学研

究不变的主题。室内设计就其本质而言为人的生活提供便利，它与人的日常行为息息相关，故而，

室内各部分空间的体量一般均应与大多数人的人体尺度相协调，这决定了对人体尺度进行研究和学

习的必要性；对视觉、光环境、听觉、噪声、触觉环境及心理要素的考量，是室内设计保障舒适性

的又一重要因素。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使学生具备高素质劳动者和高级应用型人才所必需人体工程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形成初步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学过程中注意渗透思想教育，逐步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加强学生职

业道德观念。 

1．知识培养目标：本课程通过对人体家具、准人体家具、建筑家具尺度要求的学习，结合百分点

原理，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尺度意识，并通过适当的练习加以巩固；对有关的环境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2．能力培养目标：使设计在适应生理、心理需求的探索中，符合尺度、材料、温湿等诸多要素。 

3．素质培养目标：“以人为本”实质上是对人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关怀。树立为人民服务、敬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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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的主人翁意识，“以人为本”就会真正落到实处；培养思维的全面性，家具设计离不开具体的情

景。 

 

第一章  概述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人体工程学的定义；熟悉人体工程学的主要内容，人体工程学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1．人体工程学的定义； 

2．人体工程学的主要内容，人体工程学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人体工程学简介及其发展史 

二、人体工程学的研究内容和应用 

 

第二章  人体工程学基础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人体的结构尺寸、功能尺寸、人体测量点、人体姿态以及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常用人体尺寸的应用；百分位的概念及应用原则。 

教学内容 

一、人体测量学知识 

二、常用人体测量数据 

三、人体测量数据的应用 

 

第三章  人体感知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把握各种感知觉规律进行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人体感知觉及其特性。 

教学内容 

一、人的感觉和知觉 

二、视觉的功能及其特征 

三、听觉器官和听觉过程 

四、肤觉 

五、平衡觉 

六、运动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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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作空间设计  （9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掌握人在不同环境中人体活动空间尺度的要求； 

2．熟悉家具设备空间尺度的要求； 

3．掌握知觉空间尺度的要求；根据不同的要求创造一个良好的室内环境。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放在熟悉家具设备空间尺度的要求，掌握知觉空间尺度的要求；根据不同的要求创造一个良好

的室内环境方面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人的作业范围 

二、工作面设计 

三、座椅的设计 

四、卧具的设计 

 

第五章  人体工程学与室内空间设计  （9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人体工程学的室内设计应用原则。 

掌握：人体工程学空间设计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认识人体工程学在室内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难点：区别各个环境空间的设计要求。 

教学内容 

一、物品尺度/人体尺度 

二、家具与人的视觉 

三、家具的功能区划分 

四、居住行为与室内设计 

 

第六章  作业环境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注意作业环境对人的影响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放在环境对人的影响力应用方面。 

教学内容 

一、对人机环境系统产生影响的因素 

二、热环境 

三、光环境（照明环境） 

四、声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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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杨静                     审核人：任戬 

《环境设计史》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环境设计史/ History of Envieroment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形态类课程  环境设计导论          

教学参考书：王向荣 林菁.《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潘谷西.《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2004  

陈志华著.《外国建筑史》（19 世纪末叶以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罗小未.《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齐伟民著. 《室内设计发展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介绍古今中外各类室内、建筑以及外环境设计发展历史及特点，(包括中国古代的各类建筑及室内

外环境设计情况、近现代建筑及室内的发展状况，外国古代各时期的建筑及室内外环境设计类型、

近现代建筑及室内外环境设计的发展历程)，使学生能够建立起室内外一体的环境观，从整体上把

握中外环境设计的一般规律，认识总体发展水平，并能够进一步运用其基础知识与典型环境结合进

行创意设计，灵活运用历史上的设计元素，创造出适合现代生活的环境，达到 终服务于人的设计

目的。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古今中外建筑以及室内外环境历史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建筑以及室内外环境科学的发展规

律，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突出成就和特色，使学生对建筑以及室内外环境发展脉络有清晰的认识。    

2.体会建筑以及室内外环境科学中艺术与技术的辨证关系，吸收我国和世界其他各国的丰富的建筑

以及室内外环境文化知识。 

3.掌握建筑以及室内外环境科学的发展动向，借鉴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鉴古知今，继往开来，

为今后专业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一章 中国环境设计史（８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中国古代及近现代建筑与室内环境设计概况。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中国古代建筑构造结构原理与名称体系。 

教学内容 

１．中国古代环境设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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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国古代建筑与室内设计史 

３．中国近现代环境设计概述 

４．中国近现代建筑与室内设计史 

 

第二章 外国古代环境设计史（８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外国古代建筑与室内设计发展脉络与概况。 

教学重点和难点 

    欧美各国古代建筑与室内设计风格流派的典型代表样式的区分与记忆。 

教学内容 

１．外国古代建筑与室内设计史—奴隶制社会 

２．外国古代建筑与室内设计史—欧洲中世纪 

３．外国古代建筑与室内设计史—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和绝对君权时期 

４．外国古代建筑与室内设计史—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５．外国古代建筑与室内设计史—亚洲封建社会 

 

第三章 外国近现代环境设计史（８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外国近现代建筑与室内设计发展概况。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定义与代表形式。 

教学内容 

1．外国近现代建筑与室内设计史—现代主义之前 

2．外国近现代建筑与室内设计史—现代主义 

3．外国近现代建筑与室内设计史—现代主义之后 

 

第四章 室外环境设计史（８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室外环境设计发展脉络与各时期代表风格。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中外室内环境发展个时期代表特色与中外室外环境设计的区别与相互关系。 

教学内容 

１.概述 

２.公元前 3500－500 年室外环境设计的发展 

３.公元 5－14 世纪室外环境设计的发展 

４.公元 14－16 世纪室外环境设计的发展 

５.公元 17－18 世纪室外环境设计的发展 

６.公元 18－19 世纪室外环境设计的发展 

７.中外室外环境设计的区别及各自特色与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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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宋桢                  审核人：任戬 

 

 

《形态认知》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形态认知/ Form Cognition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素描                               

教学参考书：任戬  胡阔著. 《形态认知》. 辽宁美术出版社.2008.8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课程简介： 

课程强调学生学习艺术设计要从观察身边的形态开始，分析形态的结构与功能，综合以前所积累的

知识，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等各个角度，对自然形态、人化形态、抽象形态有一个细致、独

到的理解。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首先从认识形态方向，以知识的角度，艺术的理解、认识、研究、发现、逐步深入世界中的形态

学研究。明确人类是通过认知形态而产生视觉感知、艺术形象再现、科学分析形态特征为基础。 

 使学生在形态结构、功能的认知及理解基础上逐步转化 新的形态羽翼、功能性为创意理念，

与当代艺术创新思维开发相结合、创造出新颖的形态学创意从而进入到以社会实践为主要先导的独

立创新性发展，运用到实际、实践社会活动中。 

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 

3．．对所搜集的三种形态的联系有清楚的认知，尤其是对抽象形态的提炼与把握。 

能应用自己的各方面知识对所搜集到的形态进行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分析细致，内容广泛，角度独

特,能对形态的结构和功能进行感性化转化，转化的合情、合事（合适）、合理。 

 

 

                 第一章 形态理解（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我们生活形态中的基本环境认知。 

教学重点和难点 

1．认识、发现、理解世界中的形态语言及结构。 

教学内容 

第四章 人类对早期的形态理解、认知和掌握。 

 

                 第二章 形态分类（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形态的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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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态的划分 

教学内容 

     1．形态的区别 

                  第三章 形态分析（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形态结构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形态功能 

教学内容 

    1.形态同构变化 

                 第四章 形态转化（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形态转化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形态结构转化 

教学内容 

1.形态功能转化 

2.形态转化流程 

 

              第五章 形态转化方式（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形态感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形态感性化手段 

教学内容 

二、 自然形态、抽象形态、人化形态进行收集分类。 

三、 进行结构和功能分析。 

                           

                                 执笔人：胡阔                    审核人：任戬   

 

《形态构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形态构成/ CONSTRUCTION OF FORM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32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                               

教学参考书：《形态构成·平面》刘大伟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2008.8 

           《形态构成·立体·材质》. 李立、徐微微等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2008.8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美术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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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对于艺术设计来说，平面构成是基础性，立体构成是外延。艺术设计乃至艺术设计以外的众多学科

的发展，也极大的丰富了平面构成的外延与内涵。平面构成的发展与媒介发展、材质发展紧密相连。

形态除实际使用功能外，形态本身所具有的“概念”在形态构成中也是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本课

程旨在建立一个开放式的公共平台，强调学科基础性的建立和学科专业性的拓展。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第三章 从构成的发展历史，形式法则与原理的分析角度，运用实际典型的案例解析、合理规划设计

构成产生的原因。 

2.逐步掌握构成的要素、本质，使学生在形态结构中发挥自身充分的想象力、创造力，汇合不同元

素组合方式使其产生全新的形象创造，从而应用于实际的创新工作和学习中，通过学习积累并与当

代社会主流艺术思潮相结合。 

    3.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 

“平面构成与人类文明”案例收集与分析，从历史的角度让学生了解艺术设计活动发生的原因，逐

步建立对艺术设计学习的科学发展观。 

“结构、功能、概念”三者之间转化训练，培养学生对平面构成基本的认知能力，材质肌理塑造，

考核学生的材质塑造和表现能力，构成主题表现，考核学生综合运用色彩、材质、形体等形态要素

的表现能力。 

 

                       第一章 平面构成的历史渊源（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平面构成与人类文明。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平面构成与媒介发展。 

教学内容 

1．平面构成与材质发展。 

2．平面构成的发展趋势。 

 

                       第二章 平面构成的形态认知（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自然形态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抽象形态 

教学内容 

1．人化形态 

 

                      第三章 平面构成元素解析（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对点、线、面知识的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2．线与面的结合。 

教学内容 

1．点 

2．线 

3．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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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平面构成形式与原理（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数理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场地论 

教学内容 

1．构成原理 

 

                     第五章  材质的认知（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材质的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1．自然材料的材质与人工材料的材质。 

教学内容 

1．不同材质的选择与应用。 

 

                     第六章  材质的感觉（理论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材质的视觉、视觉肌理、视觉情感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材质的触觉、触觉肌理、触觉情感                                   

教学内容 

1．材质的嗅觉、听觉、味觉                                         

                      

                     第七章 立体形态的构建（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立体形态要素解析。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点、线、面构成语言。 

教学内容 

1.形态结构认知 

                           第八章 空间塑造（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从平面走向半立体、立体 

教学重点和难点 

1．体与体的组合塑造 

教学内容 

1. 体与面的关系理解                                         

2．完成新形态转化，并对其结构和功能加以分析。 

3. 点、线、面，自然形态、抽象形态、人化形态的运用。 

4．材料的基础，选择材料，创造不同肌理效果。 

5．综合运用色彩、材质、形体塑造等形态要素，组织构造一形态，使其恰当表现主题。 

 

                               

 

                               执笔人：杜立君                    审核人：周长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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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美术史/ The History of Fine Art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48 学时               实验/练习学时： 0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论文 

预修课程：素描 色彩 西方哲学史 西方美学史 西方美术理论 中国画论史 艺术原理 绘画透视                

教学参考书：《视觉艺术史》，（美）帕特里克·弗兰克 著、陈玥蕾 俞钰 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 

社，2008 年 2 月第 1 版。 

       《牛津西方艺术史》，（英）马丁·肯普等 著、余君珉 译，外语教学与研究社，2009 年版。 

《剑桥艺术史》，（英）钱乘旦 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2009 年 1 月第 1版。（共 8 册，

分别为：古希腊罗马艺术、中世纪艺术、文艺复兴艺术、17 世纪艺术、18 世纪艺术、19 世纪艺术、

20 世纪艺术、绘画观赏；作者分别为：苏珊·伍德福德、安尼·谢弗—克兰德尔、罗萨·玛利亚·莱

茨、玛德琳和罗兰德·梅因斯通、斯蒂芬·琼斯、唐纳德·雷诺兹、罗斯玛丽兰伯特、苏珊·伍德

福德） 

《艺术与观念》，（美）威廉·弗莱明 玛丽·马里安著、宋协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艺术的故事》或《艺术发展史》，（英）贡布里希 著，范景中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年

版。  

《西方现代艺术史——建筑、雕塑、绘画卷》，约翰·阿纳森 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 年版。 

《图式与精神——西方美术的历史与审美》，邵大箴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 7 月第 1

版。 

《外国美术史简编》，张敢 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西方现代美术史》，张坚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年版。 

《外国美术简史》：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年版。 

《西方美术史教程》，李春著，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年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150～500 字） 

美术史是美术学系当代艺术和公共艺术两个专业方向共同的三大基础课程之史论基础部分的核心

课程，主要包含中国美术史和外国美术史两个部分。 

美术史体例主要有通史、断代史、专题史和个案研究四种，在基础阶段按通史讲授，即按美术的起

源与发展的空间和时间顺序讲授。就空间转移来讲主要涉及古代欧洲、古代埃及、亚洲（美索不达

米亚、波斯、阿拉伯地区、印度、中国、日本、东南亚）、非洲、大洋洲、美洲（美国、拉丁美洲、

中南美洲）；就时间序列来讲主要涉及远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后现代、当代。考虑到高

年级阶段有专业的中国美术史，在专业基础学习阶段的讲授内容以外国美术史部分为主，中国美术

史部分仅作简略涉及，中国部分美术史仅在亚洲地区用一小节简略提及，不再详细展开。 

美术史所要讲授的内容主要涉及时代背景、艺术名作、艺术家、艺术材料媒介、艺术技法、艺术美

学、艺术形式要素、艺术风格、不同地区之间艺术的联系、不同视觉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影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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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艺术之间的承传。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知识方面：为学生建构系统的世界美术史知识体系； 

2.能力方面：培养学生的艺术判断力、提高学生的审美和鉴赏品味； 

3.素质方面：为学生的艺术创作建立牢固的艺术史基础。 

 

第一章  从 早期艺术到青铜时代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了解人类文明早期的艺术状况。 

教学要求：让学生透彻理解人类文明早起艺术法则的发生学意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艺术的起源与审美法则的萌生。 

教学内容 

一、石器时代的艺术与文明的起源 

二、美索不达米亚与古埃及艺术 

 

第二章  古典艺术与西方中世纪艺术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了解古代近东地区作为欧洲艺术的源头及其在中世纪的状况。 

教学要求：使学生真切理解欧洲艺术的起源以及中世纪时期的宗教内涵。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中世纪艺术与基督教。 

教学内容 

一、古希腊与古罗马 

二、早起基督教艺术和拜占庭艺术 

三、欧洲中世纪与罗马式和哥特式艺术 

第三章  欧洲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罗可可艺术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熟悉欧洲文意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及其作品。 

教学要求：让学生透彻理解欧洲文意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及其作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文艺复兴艺术及其在风格方面的变异性发展。 

教学内容 

一、意大利和北欧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 

二、巴洛克艺术 

三、洛可可艺术 

 

第四章  亚洲传统艺术  （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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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熟悉亚洲地区的文明古国及其艺术作品。 

教学要求：让学生透彻理解亚洲地区的文明古国及其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佛教艺术的形式与内涵。 

教学内容 

一、古印度艺术  

二、东南亚艺术 

三、中国及日本的艺术 

四、佛教艺术 

 

第五章  伊斯兰艺术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熟悉伊斯兰教及其势力范围内的艺术作品。 

教学要求：让学生透彻理解伊斯兰教宗教内涵及其对艺术的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伊斯兰艺术在地域上的复杂性与伊斯兰艺术的宗教内涵。 

教学内容 

一、阿拉伯地域 

二、西班牙 

三、古代波斯 

四、印度：莫卧儿王朝 

 

第六章    非洲、美洲、大洋洲艺术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熟悉非洲、美洲、大洋洲的艺术传统及其典型作品。 

教学要求：让学生透彻理解非洲、美洲、大洋洲的艺术作品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原创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大洋洲和澳大利亚艺术。 

教学内容 

一、非洲艺术 

二、大洋洲和澳大利亚艺术 

三、北美土著艺术 

四、前哥伦布时期的中南美洲艺术 

 

第七章    现代艺术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熟悉现代艺术的发展脉络，真切理解其观念的转向。 

教学要求：让学生能够将当下的艺术现象放到现代艺术的历史逻辑中去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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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艺术的终结。 

教学内容 

一、现代艺术的萌生 

二、现代艺术的崛起 

三、现代艺术的终结 

 

第八章    后现代艺术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熟悉后现代艺术的发展脉络，真切理解其观念的转向。 

教学要求：让学生能够将当下的艺术现象放到现代到后现代的历史逻辑中去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后现代艺术的当代性。 

教学内容 

一、后现代艺术的萌生 

二、后现代艺术的崛起 

三、后现代艺术的当代性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  

1、知人论世，选择一位你欣赏的艺术家的代表作品，结合艺术家的时代和生平以你的专业特点谈

谈学习艺术史的心得。 

2、鉴古知今，运用美术史的相关知识和研究方法分析当代视觉艺术或公共艺术作品一件（副或套）。 

3、学以致用，运用美术史的相关知识和研究方法创作当代视觉艺术或公共艺术作品一件（副或套）。 

4、当下全球化背景对中国当代视觉艺术和公共艺术有哪些影响，结合自己的学习状况和中国当代

艺术的现状谈谈舶来艺术的本土化问题。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成绩考核分两部分 

（一）作业评定 

根据学生平时作业评定，分数占总成绩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二）课堂测验 

课堂测验时间为 4 学时，分数占总成绩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执笔人：毛炳军                    审核人：任戬 

 

《艺术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艺术原理/ The Principle  of Art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32 学时               实验/练习学时： 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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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修课程：素描 色彩 西方哲学史 西方美术史 西方美学史 西方美术理论 中国美术史 中国画论

史                                

教学参考书：《视觉艺术原理》，（美）帕特里克·弗兰克 著、陈玥蕾 俞钰 译，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 

社，2008 年 2 月第 1 版。 

《艺术的真谛》，（英）赫伯特·里德 著、王柯平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艺术理论第 2 版——从荷马到鲍德里亚》，（美）罗伯特·威廉姆斯 著、许春阳 汪瑞 王晓鑫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0 月第 1版。 

《艺术学概论》，杨琪 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4 月第 1 版。  

《西方美术理论教程》，顾丞峰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第 1版。 

《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 月第 1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艺术原理课程在美术学专业序列中专指视觉艺术方面的相关原理，主要包含纯粹哲学理论和技法理

论两个层次，是美术学专业骨干理论课程之一，是美术学系当代艺术和公共艺术两个专业方向共同

的基础课程。本课程从艺术本质、艺术设计方法、不同艺术和设计门类三大方面探讨艺术的相关理

论和技法原理，是美术学专业的入门课程。 

视觉艺术原理课程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形势和美术学专业教学改革以及办学方向转型的需要，其不同

于学院派执行的传统美学原理艺术概论、美术概论、等课程纯粹形而上学式的思辨特色，为避免流

于泛泛而论的空谈和隔靴搔痒，特别强调讲授内容的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尤其强调落到实处，

做到学以致用。视觉艺术原理在对艺术做一些基本的理论探讨之后，主要讲授艺术创作和艺术设计

的相关原理，继而结合素描、色彩、雕塑等视觉艺术、印刷、版画、平面、摄影、电视、电影、数

字媒体等设计艺术、玻璃、金属、纤维、陶土等传统工艺设计和景观、环艺、建筑等现代设计等专

门艺术领域进行分门别类的讲解，真正把艺术原理落到实处，同时，举例讲解个专门艺术领域的现

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知识方面：让学生了解艺术原理的形态动力系统。 

2. 能力方面：让学生能够正确运用艺术原理人之相关艺术现象。 

3. 素质方面：让学生具备扎实的艺术理论学术素养。 

 

第一章  艺术的性质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了解艺术的本质。 

教学要求：使学生理解确定艺术的本质的哲学标准。 

教学重点和难点 

艺术的本质与功能。 

教学内容 

一、艺术的本质 

二、艺术的目的和功能 

 

第二章  认知、创造和传达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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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了解艺术创作的逻辑程序。 

教学要求：让学生在进行艺术创作时自觉到艺术体验、艺术构思与艺术传达的的规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思维转换与传达。 

教学内容 

一、视觉思维 

二、艺术与体验 

三、视觉传达 

 

第三章  视觉要素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了解点、线、面、色彩、肌理、材质、时间、空间、运动等造型要素。 

教学要求：让学生在进行艺术创作时自觉运用对艺术要素的感性和理性认知知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视觉要素认知分析。 

教学内容 

一、线条、形状、块面 

二、空间、时间、时间和运动 

三、光、颜色、质地 

 

第四章  设计原理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熟悉艺术造型要素的基本构成形式法则。 

教学要求：让学生在艺术创作时自觉运用艺术形式的法则。 

教学重点和难点 

形式美的构成法则及其特征。 

教学内容 

一、统一性与多样化  

二、平衡、对称和均衡 

三、主体和次要 

四、方向力 

五、对比 

六、重复和节奏、比例和比率 

 

第五章  艺术评论与写作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了解艺术批评的标准和写作规范。 

教学要求：让学生能够熟练运用艺术批评的标准和专业论文的写作技巧。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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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标准与写作范式。 

教学内容 

一、评论 

二、艺术批评和写作 

 

第六章  素描与绘画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熟悉素描与绘画的材料和技法。 

教学要求：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素描与绘画的材料和技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绘画的分类及其特征。 

教学内容 

一、素描的目的与技法 

二、画种及其材料和技法 

 

第七章  雕塑、工艺与建筑和环境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熟悉建筑、雕塑等艺术门类的造型特征。 

教学要求：使学生能够自觉运用建筑、雕塑等艺术门类的工艺和材料处理技巧进行艺术创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工艺与材料。 

教学内容 

一、独立雕塑、浮雕、活动雕塑 

二、混合媒介与雕塑 

三、装置艺术中的雕塑 

四、雕塑方法和材料 

五、陶土、玻璃、金属、木材和织物及其制作工艺 

六、建筑、景观、公共设施及其设计方法 

第八章  版印制作、摄影和数码影像以及平面设计和插画设计（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熟悉平面设计与数码艺术的材料与技术特色。 

教学要求：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平面设计与数码艺术的材料与技术进行艺术创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平面与数码的技术与媒材。 

教学内容 

一、浮雕版画、凹刻版画、平版画、丝网版画以及版画的当前趋势 

二、摄影、电影、电视、视频及数码艺术形式 

三、平面设计与插画设计 

 

典型作业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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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一位你欣赏的艺术理论家的代表性论著深入研读，总结其主要理论观点并谈谈心得。 

2、运用视觉艺术原理的相关知识和方法分析当代艺术和设计作品。 

3、运用视觉艺术原理的相关知识和方法创作当代艺术和设计作品一件（副或套）。 

 

考核方式与要求 

成绩考核分两部分 

（一）作业评定 

根据学生平时作业评定，分数占总成绩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二）课堂测验 

课堂测验时间为 4 学时，分数占总成绩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执笔人：毛炳军                    审核人：任戬 

 

《绘画透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绘画透视/ Drawings Perspective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32 学时                实验/练习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造型知识（素描、速写）                               

教学参考书：殷光宇著《透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年 1 月第 1版。  

            蒲新成著《绘画与透视》，湖北美术出版集团、湖北美术出版社，2007 年 2 月第 1版。 

            刘广滨著《绘画透视教程》，广西美术出版社，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刘传宝著《简明透视学》，人民美术出版社、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8 年 9 月第 1 版。 

        李蜀光著《绘画透视原理与技法》，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150～500 字） 

透视学是美术院校三大基础技法理论之一，绘画透视学从理论上解释了物体在二维平面上呈现三维

空间的基本原理和规律，使学生学会判断所画对象的形体，从而在绘画欣赏、写生和创作的过程中，

正确的理解和运用透视法则，处理好景、物和人之间的远近、大小、高低等透视关系。 

本课程主要讲授透视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和透视的基本类型，主要包括平行透视、成角透视、倾

斜透视、曲线透视、阴影透视、反影透视、散点透视的基本特征、作图方法。同时，举例讲解个钟

透视类型在绘画中的应用，并介绍透视与写生、透视与构图的基础知识。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知识方面：让学生切实掌握透视学的知识，使学生了解透视的基本原理和规律； 

2. 能力方面：让学生掌握透视图的作图方法，并具备在绘画创作和观察生活中正确运用的能力； 

3. 素质方面：让学生在理论修养、创作实践和作品欣赏三个层面上建立一个完整的、立体的绘画透

视学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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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绘画透视学概述（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让学生切实掌握透视学的知识，使学生了解透视的基本原理和 

规律，掌握透视图的作图方法，并具备在绘画中正确运用的能力。 

教学要求：让学生在理论修养、创作实践和作品欣赏三个层面上建立一个完整的、立体的绘画透视

学知识体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透视学常用名词术语及基本原理。 

教学内容 

一、西方透视学发展简述 

二、中国传统透视学发展简述 

三、透视学常用名词术语及基本原理 

 

第二章  平行透视（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熟悉并理解平行透视原理。 

教学要求：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平性透视画法进行绘画写生与创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平行透视的画法与运用。 

教学内容 

一、平行透视的特征 

二、平行透视的画法与运用 

 

第三章 成角透视（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熟悉并理解成角透视原理。 

教学要求：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成角透视画法进行绘画写生与创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成角透视的画法与运用。 

教学内容 

一、成角透视的特征 

二、成角透视的画法与运用 

 

 第四章 倾斜透视（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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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让学生熟悉并理解倾斜透视原理。 

教学要求：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倾斜透视画法进行绘画写生与创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倾斜透视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平视的倾斜透视  

二、仰视、俯视的斜透视  

三、倾斜透视的应用 

 

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12 学时） 

1、中国传统透视学和西方透视学比较研究。 

2、取透明玻璃一块，站在窗前将所看到的物用笔画在玻璃上，再把它移到纸上，画成透视画。 

3、挑一些平行透视、成角透视的图片或绘画，分析其透视规律。 

4、用平行透视的画法绘制一幅室内透视图。 

5、绘制室内、室外成角透视的图各一张。 

6、根据斜面透视的基本规律及方法绘制一幅楼梯透视图。 

7、以一张建筑物的平行仰视图或照片作透视分析。 

8、以一张室内的成角仰视或俯视图或照片作透视分析。 

9、以数幅中国传统绘画为例，进行散点透视的分析说明。 

 

考核方式与要求 

成绩考核分两部分 

（一）作业评定 

根据学生平时作业评定，分数占总成绩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二）课堂测验 

课堂测验时间为 4 学时，分数占总成绩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执笔人：毛炳军                    审核人：任戬 

 
 

《艺用解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艺用解剖学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素描    

教学参考书：《伯里曼人体结构绘画教学》. (美)乔治,伯里曼. 广西美术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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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素描解剖教程》.米.谢.科佩金.  尼.列宾.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艺用人体解剖是从造型艺术的实践角度出发,深刻观察研究人体结构解剖、比例关系、形态运动规

律的基础科学.是美术学教学中一门专业必修的技法理论与实践课程,也是洞悉人物状态，让画家掌

握好人体机枢、组织构成必须掌握的绘画基础知识之一.在研究经典遗产作品的同时建议学习艺术

大师的高超范本,以发展构建形象造型的理解能力为基石，用高度的艺术修养来完成具体而生动的

物质形体.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4．掌握人体解剖学的基本特征与结构、了解人体造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基础,全面提升人体解剖的

准确性表达。 

2.系统深入地认识、理解人体的骨骼、肌肉、形态及动势的变化,使学生熟练运用到实际创作、写

生任务之中.本课程以理论讲解与教学实践环节相结合,通过大师作品资料展示、课堂实践教学推

进，结合当前艺术理念与社会生活对解剖学知识的关注及依存，更易贯通于大众文化当代主义的解

剖教学实践课程。 

   3.学生对本课程基础知识的掌握，学生的作业训练主要通过学生的设计实践，使学生能够学以

致用，达到对本学科基础知识完全掌握并能灵活应用，提高设计能力。该作业主要以书面作业形式

作为考核标准，考察学生对本课程的掌握情况,参考学生上课出勤率、考察实践以及作业为平时成

绩，考试成绩作为主要考核依据，两者结合作为学生的 终成绩。  

 

                         第一章 解剖历史概述（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艺用解剖概念及其发展历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四、 解剖学历史特点 

教学内容 

1.特征规律、结构组和关系 

 

                         第二章 艺用解剖基础（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人体比例、造型骨架，体块平衡 

教学重点和难点 

2．人体解剖的局部特征与整体分析研究 

教学内容 

1.骨关节结构解剖特征规律 

 

                        第三章 人体动态结构关系（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身体比例美学标准 

教学重点和难点 

1、骨骼动态形势表现 

教学内容 

1、肌肉动能和形态体验 

2、平衡变化法则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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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人体概况（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骨骼局部分析评述 

教学重点和难点 

2.关节扭转及训练、观察 

教学内容 

1.肌肉拉伸与系统转化 

 

                        第五章  人体结构与肌肉关联(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头部形体结构和躯干体块连接 

教学重点和难点 

1、肢体局部肌肉结构分析、比较 

教学内容 

1、四肢肌肉形态研究变化 

 

                        第六章  人体协调动势（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结构和动势转化连接 

教学重点和难点 

第五章 骨关节肌肉形态变化拉伸 

教学内容 

1.人体结构运动变化规律认识 

 

                         第七章  人体运动透视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人体透视形态结构认知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动态特点、躯干变化的解剖转折 

2.四肢结构的和理性搭配 

教学内容 

1、全身肢体运动透视 

2.肌肉骨骼的形态变化，骨骼关节运动中的变化规律。 

 

                            执笔人：黄音                     审核人：任戬 

 

《素描》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素描/ Drawing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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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 

教学参考书：《素描指南》.(美)丹尼尔.曼德尔洛维兹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设计素描》.唐鼎华.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造型艺术的基础概念、法则和要素，基础训练的学习提高了实践论的实际科研课题。结合

绘画专业课教学的通俗性和艺术设计专业教学的发展特殊性原则制定的独立课程体系规范标准，在

继承已知的素描理论知识结构上与教学内容的实践环节相衔接、具体的设计与规划。使学生能够熟

练运用所学专业基础知识与自身设计实践结合起来，达到对本学科内容知识的深刻理解、理论和实

际应用知识的全面掌握和完善。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2．学生通过课程的系统研究学习，使其了解素描造型语言的基本概念要素，形式法则和步骤方法。

熟练掌握以眼、手，身体作画为协调配合的对素描实践的深入指导分析。 

2.培养准确的判断能力与观察理解力，提高对物质形象思维能力分析、比较和审美创造水平，从而

增强了学生在通过图象绘画表达深度思维能力以及具象观察表现物象的能力上，熟练运用技法、技

巧提高学生的实际、实践动手能力。 

3.通过考试来考察学生对本课程基础知识的掌握，学生的作业训练主要通过学生实践，使学生能够

学以致用，达到对本学科基础知识完全掌握并能灵活应用，提高设计能力。该作业主要以书面作业

形式作为考核标准，考察学生对本课程的掌握情况,作业为平时成绩，考试成绩作为主要考核依据，

两者结合作为学生的 终成绩。  

                     

                      第一章、结构素描（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静物的造型形体本质归纳分析。 

2．线的表现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概括能力。 

2．透视规律的运用。 

教学内容 

   1．各种不同样式的结构静物选择。 

   2．金属阀门、锅碗瓢盆、音乐乐器、石膏模型、玻璃器皿等。 

                      

                     第二章、精细描绘（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以精细表现为手段。 

  2．深入刻画形体感受为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创新提高深入刻画的能力。 

  2．尽精微致广大。  

  教学内容 

  1. 各种不同材质的静物材料。 

  2．泡沫塑料、金属器具、砖瓦、花卉、绒线衣帽、树根根雕、玻璃器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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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创意素描（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结合静物作造型及画面整体和谐的创意思考。 

  教学重点和难点 

1．表现应具有超现实主义表现风格。 

2．平面与二维、立面与空间的完美结合。 

  教学内容 

第四章 材质特点与表现方式的不同开发。 

第五章 深入理解造型语汇。 

 

                       第四章、质感表现（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量感，质感及空间感的全面组合与训练感受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以不同粗细、敏感变化的线性美来表现各种材质。 

  教学内容 

1． 综合体感。 

2.  细节部分的集中体现。 

              

                              执笔人：黄音                     审核人：任戬 

 
 

《色彩》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色彩/ color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素描 

教学参考书：  

《形式美学入门》. 赵经寰著. 科技出版社. 1998 

         《色彩艺术》.约翰内斯·伊顿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画家笔记》.马蒂斯著.艺术家出版社. 2002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课程讲授色彩发生发展的历史变革，色彩的七大对比、色彩搭配、色彩生理与心理、色与光的关系

等基本知识，色彩优秀范例欣赏，提高学生的色彩审美。通过静物色彩的多种组合，训练学生如何

观察写生中的色彩关系，把握光色变化，色彩造型和色彩整体。通过主题性色彩创作，使学生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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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色彩心理，以及中西方色彩的研究与认识。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熟练掌握色彩对比、色彩理论等基本知识，使学生掌握运用色彩学基本表现方法， 

提高对色彩知识的修养，通过阶段式训练. 

2.让学生自由把握色彩并研习东西方色彩的差异. 

3.理解色彩在实践中不断进步、增强色彩的创作性意识，重点培养与当代文化、艺术审 

美及服务社会的实际理念。 

4. 大作业与平时成绩的综合成绩评定，制定考核成绩标准，能够完成有效的完成作业，平时认真

研究，很好的掌握课程内容。 

 

第一章 大型静物组合课题 1（16 学时）（实验性色彩）（油画） 

教学目的和要求 

   课程讲授色彩发生发展的历史变革，色彩的七大对比、色彩搭配、色彩生理与心理、色与光+的

关系等基本知识，色彩优秀范例欣赏，提高学生的色彩审美。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色彩的七大对比 

教学内容 

一、色彩的历史发展规律 

二、色彩的明暗对比 

三、古典绘画色彩的规律和用色方法 

四、色彩量感把握 

 

第二章 静物组合课题 2（16 学时）（研究性色彩）（油画） 

教学目的和要求 

  过静物色彩的多种组合，训练学生如何观察写生中的色彩关系，把握光色变化，色彩造型和色彩

整体。通过主题性色彩创作，使学生主动运用色彩心理，以及中西方色彩的研究与认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观察色彩关系和色彩整体 

教学内容 

一、中西方色彩的比较 

二、深化课题研究 

三、色彩的冷暖对比和补色对比 

四、色彩与光的关系 

五、色彩空间感 画面整体色彩远近的把握 

 

执笔人：孙影                     审核人：任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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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专业基础课 

《视觉转换》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视觉转换/ Transformation of Image and Visio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 、思维转换                               

教学参考书：  （美）W.J.T.米歇尔著，陈永国等译《图像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美）阿恩海姆著，滕守尧等译《艺术与视知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英）巴克森德乐著《意图的模式》，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图像与视觉的研究成为当代艺术研究绕不开的话题，在现代，观察世界、感受世界的方式早已超过

了人的肉眼，X 光透视、望远镜、电子显微镜、红外线摄影等技术，以及信息高速公路，已足以让

我们更方便、更准确、更清晰地看透了这个世界,人类的图像与视觉方式更多元化了。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一切造型艺术都来自于世界给予人的的感受和启示，而人的视觉感受的立场、方法决定了造型

的结果，因此，不同的视觉方式和图像的感受是造型艺术的形态结构和表象的决定因素。通过训练，

加强学生的视觉感受能力。 

2、开设这门课就是要训练学生在现代科学的支持下主动把握宏观和微观、动与静、距离、介入对

象等视觉方式与状态的前提下，以造型的方式真实描述被表现对象的形貌特征，感受和验证形体的

本质，艺术与科学方式的交互。 

第一章、关于图像（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课程讲授图像研究的历史与案例，使学生开阔眼界，了解图像研究的方式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图像研究的内在规律 

教学内容 

1、潘诺夫斯基的图像研究 

2、W.J.T.米歇尔的图像研究 

3、当今的研究前沿 

第二章、关于视觉（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课程讲授视觉图像转换的方式与规律，旨在学生了解了图像研究的方向后，在具体视觉转换的

练习中能够有的放矢。 

教学重点和难点 

    视觉图像转换的方式与规律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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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恩海姆的艺术视知觉 

2、巴克桑达尔的模式 

3、冈布里奇的方式 

第三章、局部观察与放大观察（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实验室、摄影等不同的媒介深入体验视觉转换 

教学重点和难点 

   挖掘实际私生活中的视觉体验 

教学内容   

1、相关艺术作品、科学图解、摄影和影片的了解 

2、借助实验室局部视觉体验 

3、实际生活的体验 

第四章、剖析观察与透明观察（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特殊的观察方式进行视觉语言转换 

教学重点和难点 

   剖析观察与透明观察 

教学内容      

1、相关艺术作品、科学图解、摄影和影片的了解 

2、借助实验室局部视觉体验 

3、实际生活的体验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 

作业 1：关于图像与视觉转向的文本思考。 

作业 2：选一视觉方式的作业方案陈述 

作业 3：方案的具体化，视觉作品制作。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 

作业 1：文本思考要尊重图像学的基本知识点，不少于 100 字，手写打印均可。 

作业 2：方案要具体可执行，有自己的想法，不少于 100 字，手写打印均可。 

作业 3：平面作业不少于 2 开，立体作业不少于 50cm。 

 

执笔人：刘军平                   审核人：李智 

 

《造型语言试验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造型语言试验 1/Plastic language test 1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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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修课程：绘画透视 素描 色彩                              

教学参考书： 《普通语言学教程》  康定斯基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造型体系的逻辑结构》         那新宇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3 

《现代艺术的激变》            霍夫曼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赵无极中国讲学笔录》          孙建平编   天津美术出版社     1999 

《欧美现代艺术理论 1、2、3》  herschel chippewa 著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0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经由具体物象的写生，使学生在造型要素的基础上对造型法度与造型手段作进一步反思性实验，从

而理解绘画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造型语言层面的突破性进展。 终实现以造型旨趣还原为基点的

造型语言风格化。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使学生理解造型旨趣还原的终点——先验自我的内涵，经由个体自然性造型手段的反思，使其

旨趣纯粹化。进而研究试验类型化的造型语言，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探寻个人化造型方式。 

考核方式：大作业 

 

第一章  非常规静物写生（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还原学生对于绘画语言的自我意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强化个人趣味 

教学内容 

1、强化个人趣味 

2、凸显绘画性 

3  反思造型方式 

 

第二章  人物（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培养学生对绘画语言的本体认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探寻个人化造型手段 

教学内容 

1、研究类型化语言风格 

2、探寻个人化造型手段 

3、体验广义性造型法度 

 

第三章 人体（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培养学生对绘画语言的风格化构建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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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炼风格性造型语言 

教学内容 

1、锤炼风格性造型语言 

2、探究共鸣性语言图式 

3、体悟本己性先验自我  

 

执笔人：那新宇       审核人：李智 

 

 《造型语言试验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造型语言试验 2/ Plastic language test 2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16 学时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造型语言试验 1  形态语义  形态表达                             

教学参考书： 《弗兰克·奥尔巴赫》.罗斯特·休斯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造型体系的逻辑结构》.那新宇著.辽宁美术出版社.2012 

《现代艺术批判》.王天兵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像艺术家一样思考》.贝蒂·爱德华著  海南出版社.2004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本门课程为美术学专业基础课，基于形态构成、形态语意学科基础课的一个专业性抬升。主要解

决学生的现代艺术思维和观察能力及培养，对具体物象的思维性观看，拓宽学生的观察维度，认识

艺术的造形与造型语言，语言符号与情感的关系等，进一步理解现代主义以及当代绘画造型语言层

面的突破性，在逐步主观驾驭绘画语言的同时完善符合自我个性的造型语言风格。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抽象性语言训练，锻炼学生对形与型的认识，扁平空间的把握。 

2、意向性语言训练，扩展有意义的形与型的认知，认识艺术的本质。 

3、考核方式为大作业与平时成绩的综合成绩评定，按照制定的考核成绩标准，能够有效的完成作

业，平时认真研究，很好的掌握课程内容。 

 

 

第一章  抽象性造型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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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不同角度和维度观察，学会具体物象中的相对抽象的形及关系，即用力与量的内在要求分

析绘画语言的形与型的关系。此过程为“看山不是山”初步体验。 

教学重点和难点 

    在力与量的观察维度中确定形型关系 

教学内容 

一、认识型与形 

二、基本形和形的意象性 

三、基本型和型的量性 

四、综合训练 

 

第二章 意象性造型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学会分析型形与力的关系后，学会整体关系造型，回归旨趣和对物象的感受，呈现“看山似

山”的样态。 

教学重点和难点 

    回归旨趣，将感受与绘画语言的结合是本章的难点 

教学内容 

一、具象形态的解构 

二、打平重组与造型本质 

三、扁平化空间认识与塑造 

四、画面形的语义传递 

五、体验抽象造型思维 

六、综合训练 

 

第三章 人体型形训练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以人体为不同角度和维度观察，学会掌握肢体的形及关系，并用力与量的内在要求分析和表现

人体的动态感和内在结构。 

教学重点和难点 

    确定人体的形型关系是本章的难点 

教学内容 

一、人体中基本型与基本形 

二、寻找人体中的内线与外线的关系 

三、人体的意象性语言驾驭  

 

   执笔人：孙影                    审核人：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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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色彩分析/ colors analysis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16 学时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色彩 

教学参考书： 《贝蒂的色彩》贝蒂·艾德华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8 年 5 月 

《色彩》保罗·泽兰斯基 玛丽·帕特·菲舍尔.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8 年 6 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色彩分析是基于预修课程色彩中纯色训练的基础上强化色彩三要素及各要素的单项训练和综合训

练，使学生熟练掌握色彩的明度、纯度、补色在色彩调和中的作用，并通过不同材质与媒介分析和

试验色彩的呈现状态和丰富度，打开色域，提高色彩学习的兴趣和广度。体现色彩教学的理性分析

和感性直接经验的训练方式。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通过对色彩三要素及色彩物理元素的分析和研究，掌握色彩的调和方法，了解色彩与不同材质的关

系。 

1、色彩调和训练系列作业，锻炼学生对色彩基本知识的掌握和扩展。 

2、色彩输出系列作业，扩展色彩领域的学习，掌握色彩的符号性。 

3、大作业与平时成绩的综合成绩评定，制定考核成绩标准，能够完成有效的完成作业，平时认真

研究，很好的掌握课程内容。 

 

第一章 色彩调和训练（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色相环和色彩调和的实践训练，使学生更准确和直观的理解色彩三要素。并学会运用色彩对

比达到色彩的丰富统一。 

教学重点和难点 

    彩度训练和色彩转调判断 

教学内容 

一、色彩的基本性质 

二、色相环、色三角、明度尺 

 1、理解和明确色相、明度、纯度 

三、色彩调和训练 

    1、练习明度、纯度、补色的和谐搭配 

    2、色彩的搭配和相互作用  

3、应用标准配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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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色彩与材质（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色彩与材质的结合表达，使学生理解色彩在空间方面的运用与表达，学会立体表达色彩的调和。 

教学重点和难点 

    色彩、材质和空间的结合 

教学内容 

一、颜料来源与颜料制作 

二、色彩输出 

色彩不同载体的成色方法与结果（绘画、瓷片、纤维、玻璃等） 

 

执笔人：孙影                     审核人：李智 

 

《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中国美术史/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ine Art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48 学时               实验/练习学时：0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查+论文 

预修课程： 中国哲学史 中国美学史  中国绘画美学  中国画论史                                

教学参考书：《中国美术通史》：共 8 卷，王伯敏 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中国绘画史》：王伯敏 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 

《中国山水画史》：陈传席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年版。 

《中国美术史讲座》：李灿霖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中国绘画的历史与审美鉴赏》：薛永年 主编、邵彦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中国美术简史》：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年版。 

《中国美术史》：洪再新 著，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 年版。 

《中国美术史教程》：薄松年 陈少丰 张同霞 林通雁 编著，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年版。 

《中国美术全集》：金维诺 总主编，刑振龄 等卷主编，黄山书社出版社，2010 年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150～500 字） 

中国美术史是美术学系当代艺术专业方向的专业课程之史论基础部分的核心课程。  

考虑到高年级阶段学生已有相当系统专业基础，专业知识结构已经基本完整，为进一步形成系统的

知识体系，尤其是面向的是中国的学生，为使中国当代艺术和中国公共艺术能够形成本民族的艺术

文化特色，在讲授的过程中会格外注意历史上成功的国际艺术本土化的著名案例的讲解。 

中国美术史所要讲授的内容主要涉及时代背景、艺术名作、艺术家、艺术材料媒介、艺术技法、艺

术美学、艺术形式要素、艺术风格、不同地区之间艺术的联系、不同视觉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影响、

不同时代艺术之间的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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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知识方面：让学生在具备宏观的专业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在基础学习阶段已经了解了世界视觉

艺术发展的宏观历史脉络。 

2. 能力方面：让学生能正确认识历史上的重要艺术现象，深入理解本民族的视觉艺术史知识，做

到鉴古知今、学以致用。 

3. 素质方面：培养学生的艺术判断力、提高学生的审美和鉴赏品味，为学生的艺术创作建立牢固的

艺术史基础。 

 

第一章  史前及先秦美术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了解中国美术的起源与早期作品。 

教学要求：使学生自觉意识到中国美术起源和发展的独立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与青铜器。 

教学内容 

一、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及典型作品 

二、青铜时代的青铜器及绘画、雕塑与建筑 

 

第二章  秦汉美术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了解汉代美术的发展状况与水平。 

教学要求：使学生自觉意识到汉代美术的发展对中国美术体系形成的意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画像石与画像砖。 

教学内容 

一、壁画、帛画与书法 

二、画像石与画像砖 

三、雕塑、建筑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美术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术状况及典型作品。 

教学要求：使学生自觉意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美术的东西文化交流对丰富中国美术体系层面的意

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绘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佛教美术。 

教学内容 

一、魏晋南北朝的绘画与画学 

二、隋唐的绘画与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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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晋南北朝的书法、雕塑、建筑 

四、 魏晋南北朝与隋唐的佛教美术 

1、新疆地区 

2、甘肃地区 

3、中原地区 

4、西南地区 

5、江南地区 

 

第四章  五代宋元美术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了解五代宋元的绘画发展状况。 

教学要求：使学生自觉意识到五代宋元作为中国美术史上的黄金时期的高峰意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山水画与文人画的关系及其在五代宋元走向辉煌的成因。 

教学内容 

一、五代两宋的绘画艺术 

1、五代绘画的承前启后 

2、宋代绘画的繁荣昌盛 

3、宋代的人物画和作品 

4、宋代的山水画和作品 

5、宋代花鸟画家和作品 

二、辽金元的绘画艺术 

1、辽金的绘画 

2、元代前期的士大夫绘画 

3、元四家的山水画之变和其他山水画家 

4、元代的水墨梅竹与花鸟画 

5、元代人物画家及寺观壁画 

三、五代宋元的书法篆刻、建筑、雕塑 

1、书法、篆刻与书论 

2、建筑与雕塑 

 

第五章  明清美术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了解明清美术的发展状况与水平。 

教学要求：使学生自觉意识到明清美术的发展和变异对中国美术结局的消极和积极意义，尤其注意

消极意义，以史为鉴。 

教学重点和难点 

明清美术的消极影响及其成因。 

教学内容 

一、明清绘画艺术 

1、明前期宫廷绘画与浙派 

2、明中期文人画家与吴门四家 

3、明后期绘画的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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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末松江派到“清初”正统派 

5、清初四家与其他非正统派 

6、“扬州八怪”与清中后期绘画 

7、明清绘画理论著述 

二、明清壁画、版画与年画 

1、明清壁画 

2、明清版画 

3、明清年画 

三、明清书法篆刻、建筑、雕塑 

1、书法篆刻 

2、建筑与雕塑 

 

典型作业与训练  

1、知人论世，选择一位你欣赏的中国美术史上的艺术家的代表作品，结合艺术家的时代和生平以

你的专业特点谈谈学习艺术史的心得。 

2、鉴古知今，运用中国美术史的相关知识和研究方法分析当代视觉艺术或公共艺术作品一件（副

或套）。 

3、学以致用，运用中国美术史的相关知识和研究方法创作当代视觉艺术或公共艺术作品一件（副

或套）。 

4、视觉艺术的在当代如何体现民族性。 

 

考核方式与要求 

成绩考核分两部分 

（一）作业评定 

根据学生平时作业评定，分数占总成绩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二）课堂测验 

课堂测验时间为 4 学时，分数占总成绩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执笔人：毛炳军               审核人：李智 

《色彩语言试验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造型语言/ colour language test 1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 绘画透视 素描  

教学参考书：《法国克劳德 .伊维尔油画技法》. 克劳德 .伊维尔著.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98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色彩语言试验主要是注重绘画材料与技法表现的一们专业基础色彩课程，通过学习法国画家克劳德.

伊维尔的技法造型能力与技巧，逐步确立对材料技法研究、到实践表现这一重要的学习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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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熟练掌握和认识色彩，准确使用绘画技法的认知、表现，是系统总结西欧绘画技艺的重要入门

课程，考察学生对材料基地的制作、色层比例分析、如何使用色彩、驾驭色彩技法的控制能力，使

学生对西方古典油画技法的再认识提高到新的阶段，同时是学好古典油画的基础知识。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2、 通过对古典绘画造型技法的认识与实践运用，让学生逐步掌握、理解对欧洲古典绘画技法的熟

练应用、通过运用薄画法与厚画法两种技巧的实践学习。 

3、 使本章节课程内容的分析和造型能力技巧的把握，均有长足的进步和提高。并使学生能够熟练

运用这一技巧、在新学科领域的教学发展中逐步得到全面的提升及总结，也为此色彩技法的学习打

下深入的学习基本功。 

    3．通过考试来考察学生对本课程基础知识的掌握，学生的作业训练主要通过学生实践，使学

生能够学以致用，达到对本学科基础知识完全掌握并能灵活应用，提高设计能力。该作业主要以书

面作业形式作为考核标准，考察学生对本课程的掌握情况。  

 

 

第一章 材料的准备和基本方法制作（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通过对油画基底层、涂料分类的情况常识特点做基本的认知与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1．熟练运用标准内框及订制的使用与掌握。 

教学内容 

一、画布的制作。 

1．胶底的涂布工序。 

2．底色的制作要求。 

 

第二章 油画颜料的制作（8学时）（研究性色彩） 

教学目的和要求 

1．考察学生对本课程油画基础知识的基本掌握，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对油画材料的制作和表现，以及程序过程的理解及把握。 

教学内容 

一、颜料粉的研磨过程 

1．其他绘画工具的制作 

2．油画作画程序 

3．素描稿透稿过程 

4．素描的订稿要素 

 

第三章 油画的作画程序与技法表现（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3．培养学生的色彩技法实践， 

教学重点和难点 

      2．强调准确把握色彩表现意识和形态再现。 

教学内容 

3．把握着色技巧的的机理成因与运用方法。 

    

                                   执笔人：黄音                     审核人：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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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语言试验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色彩分析/ colour language test 2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16 学时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视觉转换 色彩分析 色彩语言试验 1 

教学参考书： 《马蒂斯画语录》. 马蒂斯著. 艺术家出版社. 2002 年 11 月 

《色彩艺术学》. 邓福星主编.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00 年 3 月 

《色彩形式语言》. 赵勤国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2 年 8 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色彩语言试验2是专业基础教程中的重要环节。该门课程与预修课程色彩语言试验1成为系列课程，

倾向于色彩的现代性语言尝试，介绍色彩发生发展的规律，以人体为载体，运用色彩并采用直接绘

画方式及色彩面积手法，解决绘画中印象性和平面性色彩“语言”问题。 培养学生运用多种语言

表达能力，为以后的创作打下良好的基本功。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通过对色彩规律的整体了解和认识及色彩七大对比尤其是面积对比知识的把握，用笔点、笔触和平

铺等更丰富的表达方式构成画面，解决绘画中印象性和平面性色彩“语言”问题。 

    1、点彩训练，锻炼学生用纯色绘画和色点的认识与掌握。 

    2、平面性色彩训练，锻炼学生的色彩比例意识及直接性绘画方法。 

3、大作业与平时成绩的综合成绩评定，制定考核成绩标准，能够完成有效的完成作业，    平时

认真研究，很好的掌握课程内容。 

 

第一章 色彩规律篇（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继色彩基本训练后的对色彩规律的掌握，主要讲述色彩面积对比等色彩对比的历史形成和色彩本质

问题的理解，在现当代艺术作品中的运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面积对比 

教学内容 

一、色彩的发生发展与独立 

二 、七大对比形成的历史阶段和特点 

三、点彩的原理和方法 

四、印象派（早期和中期）画家作品赏析 

 

第二章 平面性色彩（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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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面积对比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面积对比对色调的绝对作用，现当代作品中面积对比分析与研

究。 

教学重点和难点 

    面积对比与色调 

教学内容 

一、平面性色彩的本质含义 

二、色彩比例与面积对比 

   七色光颜色的秩序搭配 

三、印象派（晚期）画家作品赏析 

四、抽象性色彩语言 

五、现当代画家作品赏析 

 

执笔人：孙影                     审核人：李智 

 

《造型要素训练》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造型要素训练/Plastic elements train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32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绘画透视 素描 色彩                             

教学参考书： 《点·线·面—抽象艺术的基础》  康定斯基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造型体系的逻辑结构》          那新宇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2 

《赵无极中国讲学笔录》          孙建平编   天津美术出版社   1999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通过具体物象的写生，使学生对造型要素具有明确理性的认识。进而在实践层面上进行操作性训练，

以致达成基本功意义上的造型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理解形体、虚实、冷暖三要素对于造型的根本性，从而在实际的绘画操作中加以体验。 

考核方式：大作业 

 

第一章 大型石膏像（素描与色彩同一角度写生）（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及造型能力，训练学生对各要素在画面的掌控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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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体、空间、冷暖、虚实  

教学内容 

1、形体的本质性 

2、虚实的空间性 

3  冷暖的塑造性 

 

第二章 人物（素描与色彩同一角度写生）（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培养学生的对形体的理解角度及造型方法，训练学生对于画面的主观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主观虚实的调度与把握 

教学内容 

1、复杂形体的控制与概括 

2、主观虚实的调度与把握 

3、冷暖与虚实的融合运用 

 

第二章 人体（素描与色彩同一角度写生）（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培养学生对形体处理的自我感与风格化 

教学重点和难点 

造型手段的培养 

教学内容 

1、造型手段的培养 

2、造型法度的体会 

3、造型旨趣的还原  

 

执笔人：那新宇         审核人：任戬 

 

《雕塑小品》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雕塑小品/ Sculptures -skit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专业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解剖，素描人体,临摹石膏像,形体解剖,衣文，形态构成系列课程 

教学参考书：1．霍波洋编著    《形体.解剖》   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社    2011  

        2．谭勋 编著     《雕塑综合材料教学》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5-07 



艺术设计学院 

                                                                                                                 135

        3．潘绍常编著    《世界雕塑全集》      河南美术出版社    1989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泥塑雕塑和材料是学生接触雕塑的入门必修课程，也是雕塑专业基础教学阶段十分重要的课程，

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掌握泥塑的基本造型语言、空间规律和塑造方法，训练学生正确地观

察对象、理解对象、表现对象，包括各种材料的运用方法，更生动地塑造对象，为今后利用不同的

人物形象特征，浮雕，木雕，石雕等进行雕塑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走好具象泥塑的第一步，尊重

学生个性的培养。 

 

本门课程对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按照设机构图的比例及结构要求,在前期打好的架子上上泥. 以期能够呈现大概 

    设机构图形态比例关系。 

    2．按照设机构图动态拍大形及空间。 

3．按照设机构图特点作整体结构并且深入细部刻画, 终实现设机构图与泥塑造型 

为合一的目的. 

 

第一章  雕塑小品  （8 学时）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具象雕塑写生是介于平面绘画与空间雕塑之间的学科，是雕塑专业学生把所学的专业课向室内外实

用空间是转化应用的教学。 

教学重点和难点 

解决学生雕塑习作和雕塑创作之间的平衡与转化关系 

教学内容 

1、古典雕塑赏析 

2、古典雕塑的形势与语言 

第二章 欧洲雕塑的特点（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圆雕的基础上把形体等比例压缩在二维空间的一种技能，要求理解平面中的构图，形体，空间体

量间的相互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欧洲具象雕塑的空间关系 

教学内容 

1、欧洲雕塑的原始性 

2、欧洲雕塑与环境的关系 

3、欧洲雕塑的形式语言 

4、欧洲雕塑的地域特点 

第三章 中国传统雕塑的特点及存在形式（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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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具象浮雕的基础上把形体等比例压缩在二维空间的一种技能，要求理解平面中的构图，形体，空间

体量间的相互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中国传统浮雕的特征与文化 

教学内容 

1、中国传统浮雕的意象特点 

2、中国传统浮雕的感性特征 

3、中国传统浮雕的文化身份以及与自然的结合 

第四章 雕塑在当代环境中的应用（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具象雕塑是介于平面绘画与空间雕塑之间的学科，是雕塑专业学生把所学的专业课向室内外实用空

间是转化应用的教学。 

教学重点和难点 

解决学生雕塑习作和雕塑创作之间的平衡与转化关系 

教学内容 

1  建筑表面 

 2、建筑内部 

3、城市公共空间环境 

第五章 典型作业与训练（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以雕塑小品主，了解雕塑小品在二维空间中的构成关系，理解构图和形体之间的关系，做到从整体

出发，注意设机构图的性格以及动态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雕塑在二维空间中的构成关系，理解衣纹和形体之间的关系。 

教学内容 

  1、雕塑的基本形为主要表现方式 

  2、理解相关雕塑材料等室内外浮雕进行案例分析 

3、雕塑材料和工具运用方法 

4、泥塑基本造型语言、空间规律和塑造方法 

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1 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 

2 强调雕塑小品的构图，创意，比例，造型基本技能能力。 

 

执笔人：方小丽         审核人：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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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材料实验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综合材料实验 1/Comprehensive material experiment 1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教学参考书：《丹培拉绘画与现代材料教程》.杨杰.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 

           《技术与操作工艺》.菲欣.俄罗斯艺术出版社.1975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综合材料的概念是对传统绘画媒介材料的延伸，该课程的建立是为了让学生逐步加深对欧洲绘画语

言的表现技巧及其绘画媒介的理解，借以唤起学生的艺术个性及原创意识的觉醒，在学习进程中逐

步明确自身在绘画语言探索中的前进方向。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教学课程以理论讲授丹培拉材料构成的基本知识点，国内外优秀作品图片展示、技法的实际应

用认识与指导，使学生获得较为全面而精深的系统理论实践知识，了解材料构成要素与技法过程演

变的历史进程、并能充分利用多种不同材质进行课上的艺术实践， 

2．提高学生全方位的艺术涵养水平。通过短期的强化式训练学习让学生的动手意识与思维创新意

识均获得极为显著的进步提高，运用材料自身语言生成并创作一幅独立创意的艺术作品，利用完成

品表达内心指定内容的需要、通过创意构思加深理解及认知。 

第六章 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过程，进行分段与 终作业的综合考核。 

“材料的熟悉与分类”，重点考核学生思考和辨析能力。 

“材料的运用与情感的表达”考核学生对材料解析的能力与运用技巧。 

“现成品的利用与创作”考核学生对身边的材料的观察与应用能力。 

 

第一章 丹培拉历史发展及材料学简介（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欧美坦培拉名家、名作赏析评述，开展对新创意、新构成、新材质的表现与评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1．熟练运用综合材料表现自己的想法与创意感受。  

2．理解材料的不同反应与变化，行之有效地进行实践创作研究。 

教学内容 

一、早期绘画人类对蛋彩画美的理解、认识及追求。 

1．丹培拉的起源与艺术简介 

2．人工材料的理解和应用 

3．材料与材质的特殊性关系区分 

 

第二章 丹培拉绘画技法 1的表现与实践。（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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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丹培拉绘画技巧的基本流程及掌握。 

教学重点和难点 

1．选择不同质地的材料熟悉其材料构成。 

2．对所学的不同材料的性质特点的综合掌握。 

教学内容 

一、材料画底分类：1 蛋彩画纸 2、石膏底子 

  1．绘画媒介选择：蛋黄、蜂蜜、无花果汁、蛋黄乳液 

2．主要绘画颜料：矿石粉、蛋黄、胶水 

3．画笔工具：水彩画笔、板刷、砂纸、刀 

4．绘画方法：1、铅笔稿、2、施色 3、技法晕染 

 

第三章 丹培拉绘画技法 2的表现与实践（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画底子的制作方法：1.干燥木材 橡木、冷衫木、落叶松木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天然材质的认知与分类特点（青金石、胭脂、藏红花、香木） 

2．材料画法分类特点：水彩、淡彩、干笔画 

教学内容 

一、绘画媒介：蛋黄、无花果汁、水、 

1．主要颜料构成：赫黄、天青石 

2．动物颜料分类：胭脂红 

3．植物颜料分类：西草玫瑰红、蛋黄 

4．画笔工具：鬃毛画笔、貂毛画笔 

 

第四章 俄罗斯绘画大师菲欣技法材料的使用与情感的体现（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运用独特地材料语言艺术形式进行整体画面的处理研究  

教学重点和难点 

2．油画基本材料基底的制作与表现方法讨论（20 克酪蛋白胶、5 克氨水、10 克甘油） 

教学内容 

一、依据俄国油画的材料技法、选取不同材质进行独立艺术创作、多种材料组合的全新创作形式 

1．（例如：酪蛋白胶、甘油、锌白、白垩、与各种基底材质的材料协调配合与实际应用） 

2．油画基底制作工艺：1、胶：100 克+10 克锌白  2、胶：100 克+50 克锌白 

                     3、配比比列值：100：100 克 

 

                                  执笔人：谢宇                审核人：李智 

《综合材料实验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综合材料实验 2/ Comprehensive material experiment 2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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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修课程：视觉转换 综合材料实验 1 

教学参考书：《综合绘画材料:新视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世平 

《综合材料艺术实验》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赵兰涛、刘乐君、刘木森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综合材料实验 2 从材料艺术的历史渊源出发，解读材料语言在现代艺术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它

对当代视觉艺术的影响。同时阐述它在艺术实践中新的诠释——综合材料的表现是人们立足干现代

视觉表现的需要，从个人直觉感悟出发，以不同材质为媒介，运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借用材料所

具有的外化属性以及内涵的文化特质，对所熟悉的主题进行富有想像力的再创造，同时它也是一种

视觉和思维方式的转换。运用材料的本我语言和各材料间通过媒介的介入而发生的变化和呈现的艺

术张力。探讨艺术与材料之间并行可能发生的一切艺术形式和语言，材料特性与制作工艺之间的关

系与关联。课程的核心课题是认识材料、通过材料试验表现情感趣味、表达主题，拓展思维。对各

种材料媒介特性特点的认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组合运用，完成五感间相互转化的自身情感

体验。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课程学习，让学生在了解材料特性的前提下寻找感兴趣材料通过媒介进行情绪情感的传导

体现。 

2．使学生能能运用多种材料进行艺术实践，以此提高学生全方面的艺术修养。 

3．使得学生通过短期的训练培养起学生的动手意识与创新意识，促进个人语言风格的形成。 

 

第一章  综合材料简介与研讨（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让学生在了解材料特性的前提下寻找感兴趣材料通过媒介进行情绪情感的传导体现。中外综合材料

名作评析，开展对创意、构成、材质的表现的讨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材料叠加后新生成的材料。 

教学内容 

一、材料品种的划分 

1．天然材料的特性 

  2．人工材料的特性 

3．软材料的特性与特点 

4．硬材料的特性与特点 

5．各种材料的性质在绘画中的具体运用 

 

第二章  材料与工艺的认知与探讨（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让学生借用材料语言运用制作工艺表现创意想法，通过了解现代媒介的表现形式进行创作让学生去

关注艺术与科技的关系。 

1．构想创作——探讨如何借用材料语言运用制作工艺表现创意想法 

2．创作草图的绘制与讲解 

3．草图立体化表达-材料媒介介入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探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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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草图立体化表达，艺术与科技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材料的认知 

1．石材的认知与分类 

2．木材的认知与分类 

3．金属的认知与分类 

4．玻璃的认知与分类 

5．腊的认知与分类 

6．纺织类材料的认知与分类 

7．胶的认知与分类 

8．天然材质的认知与分类（草、火、风、水） 

9．现成品在艺术创作中的运用 

二、现代媒介对当代公共艺术的影响进行研究 

1．媒介介入体验（光、声、色、影、肢体、行为） 

2．多媒体表现 

 

第三章  材料的运用与情感的表达（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能能运用多种材料进行艺术实践，以此提高学生全方面的艺术修养。使得学生通过短期的训

练培养起学生的动手意识与创新意识。促进个人语言风格的形成。 

1．运用材料进行五感的表达 

2．五行与材料的关系 

3．运用综合材料表达情感 

教学重点和难点 

材料的情感表达。 

教学内容 

一、通过对所学的材料的性质的掌握，运用综合材料综合表现自己的想法与创意 

二、运用综合材料进行情感表达 

三、利用综合材料表达指定课题 

 

执笔人：谢宇            审核人：李智 

 

《造型原本》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造型原本/ The original of model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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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修课程：形态表达、素描                               

教学参考书：吕胜中著.《造型原本》.三联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徳·鲁道夫·阿恩海姆著.藤守尧泽.《艺术与视知觉》.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0 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作为一个平常的人，都具有平常人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法并随时可以调整自己的所在位置，常人

对于视觉感受的描述往往不是现实存在的图解，对一切表象的认识都不会定格在任何一个瞬间的断

面上，更不必说在深入接触的过程中精神心灵的互相沟通。 

 我们可以把平常观察认识世象、物象、事象的方式叫做“常态”，而把科学地观察认识被描绘对象

的方法叫做“非常态”。 

造型原本是让大家从另外的角度尝试对物象的观察方法与思维感受，“以常态的眼睛” “以我们观

察认识世象、物象、事象的惯常方式寻找合理的造型可能。原始艺术，民间艺术，儿童绘画，还有

中国传统艺术的诸多造型程式，都是在这视觉方式的前提下认识世象、物象、事象，从而产生的与

“科学”观察方式迥然不同的造型结果。重要的是方法的问题，而方法并不意味着造型结果的好与

坏。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第四章 考核方式：考查 

考核形式：大作业（平面材料） 

要求： 

（1）就讲授内容任选一感兴趣的类别进行分析论述。 

（2）每课题作业 2 件，尺寸对开。 

（3）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典型作业与训练： 

（1）布置课题，一平面材料为本，运用不同的观察方法进行认识分析，制作两幅作品。 

（2）组织集体讨论，做造型方案的阐述、讨论，教师做讲评，辅导学生完成作业。 

2．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让学生切实掌握运用正确的观察方法，准确地把瞄准了的对象转移到画面

之上，使学生掌握多种方法，更自如地表达自己的艺术思想。 

3．着力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创作综合素质，进而反映“大美术”教育的学科系统性、发展性。 

 

第一章  寻原溯本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学生力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延续经验传统和重构知识体系的双重使命，进而拓宽观察和审美

视野，以发展创造力、完善人格为目标，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以适应新世纪对美术人才的知识结

构。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全方位空间、时间与空间的转换，难点在于学生如何游刃有余地运用该方法进行艺术创作。 

教学内容 

一、全方位空间 

二、时间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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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造型表现（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艺术风格、表现方法的心理主观性，启发学生自在其中地去表达、去欣赏，从而在准确地

表现对象的基础上，去尝试性地探索不同的造型表现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造型表现形式，难点是学生怎样深入浅出地活学活用，真正做到在设计作品上学有所用。 

教学内容 

一、联想与幻觉 

  二、印象与概括 

三、自在其中 

 

执笔人：李智          审核人：李智 

 

《思维转换》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思维转换/ Transformation of thinking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                               

教学参考书：（美）理查德·罗蒂著，李幼蒸译《哲学和自然之镜》，2003 年，商务印书馆 

           （美）理查德·罗蒂所编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1967） 

（法）鲍德里亚著，刘成富等译《消费社会》，2008 年，南京大学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艺术的创新在于思维的创新，思维要创新就得转换以前常有的思维，在造型艺术中的创新就得取决

于思维的转换。本课程用哲学中语言学的转向来解决传统艺术思维和理念的转向，用大量艺术案例

说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语言学向图像学转向、分析性体系向生活性体系转向。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人类文化不断推陈出新，关键不是外在形式的新旧与否，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创新，近现代哲学及

科学的发展导致了艺术思维方式的变革：1、辩证思维方式；2、相对性思维方式；3、系统性思维

方式；4、概率决定思维方式；5、综合思维方式。本课程不仅从视觉与形象的角度说明，主要探讨

思维方式转换在造型艺术中的应用。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中世纪艺术到文艺复兴艺术的转向（4学时）  

1、晚期中世纪艺术 

2、早期文艺复兴艺术 

3、中世纪艺术到文艺复兴艺术的转向的思维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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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古典艺术向现代主义艺术的转向（4 学时）   

1、古典艺术的没落 

2、现代主义艺术的兴起 

3、古典艺术向现代主义艺术的转向 

第三章、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转向（4学时）  

1、语言学转向 

2、极多主义和极少主义 

3、现代艺术的没落与后现代艺术的崛起 

第四章、艺术生活化的转向（4 学时）    

1、关于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 

2、环境美学融入生活美学 

3、从杜尚和博伊斯说起 

4、宋冬等人的案例分析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16 学时）： 

作业 1：关于艺术思维及对当前艺术状态转向的文本思考。 

作业 2：针对某一经典作品或思潮解构和转换，作业方案陈述 

作业 3：方案的具体化，视觉作品制作。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 

作业 1：文本思考要尊重艺术史论的基本知识点，不少于 100 字，手写打印均可。 

作业 2：方案要具体可执行，有自己的想法，不少于 100 字，手写打印均可。 

作业 3：平面作业不少于 2 开，立体作业不少于 50cm。 

 

执笔人：刘军平                   审核人：任戬 

 
 

《后现代理论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后现代理论分析/ Analysis of Postmodern theory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32 学时               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西方哲学史 西方现代哲学史 西方美学史  西方美术理论                               

教学参考书： 

《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法）让·费朗索瓦·利奥塔 著、岛子 译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美）道格拉斯·凯尔纳  斯蒂文·贝斯特 著、张志彬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 2 月第 1版。 

《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著、毛怡红 译，中央编译

出版社，1999 年 1 月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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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的转型：西方当代艺术批判》.（美）金·莱文 著  常宁生 邢莉 李宏 编译，凤凰出版

传煤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年 1 月第 1 版。 

《西方美术理论教程》：顾丞峰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第 1版。 

《后现代论》：高宣扬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后现代艺术与哲学的浪漫之欲》.（荷兰）约翰·德·穆尔 著、徐骆 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1 月第 1版。 

《后现代与大众文化文化》.（澳大利亚）约翰·多克尔 著、王敏慧 王瑶译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对表现的反思》.（美）布莱恩·沃利斯 主编、宋晓霞 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2 年 3 月第 1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后现代理论分析是美术学专业骨干理论课程之一，是美术学专业人员建构完整知识结构不可或缺的

必要部分。后现代理论分析课程从哲学、社会学、艺术学、设计学等多个层面上为美术学专业人员

提供多种不同于西方传统理论的视角来观察和认识纷繁的当代社会现象，为当代美术学专业人员建

立一种判断当代艺术问题的方法论，并提供一种合理的、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 

本课程主要讲授后现代的概念考古、后现代理论和现代理论的关系和异同、后现代理论和后工业理

论的异同、后现代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家及其基本观点、后现代潮流中的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和后现

代理论的异同、当代批判理论的重建。同时，举例讲解后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设计案例，系统分析后

现代理论在后现代社会、后现代艺术、后现代设计中的运用。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知识方面，要让学生理解后现代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观点与著作，尽可能建构

完整的后现代理论知识体系； 

2.能力方面，要让学生运用后现代理论分析当下的社会问题和艺术现象，并能够运用到艺术创作中，

以期实现当代艺术观念结合相应媒介介入当代社会的专业理想； 

3. 素质方面，要让学生具有从哲学、社会学、艺术学、设计学等多个视角判断当代艺术问题的方法

论，形成一套合理的、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 

 

第一章  后现代理论综述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掌握后现代理论知识，在理论修养、创作实践和作品欣赏三个层面上建立一个完

整的、立体的专业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艺术实验精神和创造力。 

教学要求：培养学生在当代艺术创作中正确运用后现代理论的能力，创作出符合当代社会实际和适

应未来社会发展的艺术作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后现代概念及其转向。 

教学内容 

一、后现代概念考古 

二、后现代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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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福柯及其对现代性的批判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引导学生认识知识体系的权力本质。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知识即是权力及其原因。 

教学重点和难点 

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考古学与非连续性 

二、尼采与系谱学 

三、权力、知识、主体性：福柯的后现代分析 

 

第三章  德勒兹与加塔利：分裂、游牧者、块茎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向学生介绍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后现代理论。 

教学要求：让学生掌握块茎学说。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分裂、游牧主义、块茎理论。 

教学内容 

一、反俄狄普斯：精神分析、资本主义和规范化 

二、后现代的《千高原》 

 

第四章  走向后现代的鲍德里亚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向学生介绍鲍德里亚及其极端后现代理论。 

教学要求：让学生掌握后现代符号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微观政治与文化革命。 

教学内容 

一、符号交换、微观政治及文化革命 

二、神圣的三位一体：类像、内爆及超现实 

三、形而上学转向：80 年代的鲍德里亚 

 

第五章  利奥塔与后现代游戏（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向学生介绍利奥塔及其极端后现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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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让学生掌握力比多政治学说。 

教学重点和难点 

欲望政治与后现代转向。 

教学内容 

一、利奥塔的尼采式漂流：《力比多经济学》和欲望政治 

二、多神教、公正游戏及后现代转向 

三、《后现代状况》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政治后现代主义（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向学生介绍后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 

教学要求：让学生掌握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学说。 

教学重点和难点 

女性主义。 

教学内容 

一、杰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二、拉克劳与墨菲：现代与后现代之间 

三、后现代女性主义及认同与政治差异 

 

第七章  批判理论与后现代理论（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向学生介绍后现代时期流行的批判理论。 

教学要求：让学生掌握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哈贝马斯与利奥塔之争。 

教学内容 

一、阿尔多诺的原始形态的后现代理论 

二、哈贝马斯与后现代理论 

三、兄弟之争：哈贝马斯与利奥塔之争 

 

第八章 重建批判社会理论（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向学生介绍后现代主义的辩证性。 

教学要求：让学生能够建立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主体性、话语及唯美主义。 

教学内容 

一、建立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理论 

二、后现代性、后工业社会及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辩证 

三、后现代政治：主体性、话语及唯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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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冲突模型：理论、文化及政治 

 

典型作业与训练  

1、选择一位你欣赏的后现代理论家的代表性论著深入研读，总结其主要理论观点并谈谈心得。 

2、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相关理论分析当代艺术和设计现象。 

3、运用后现代理论知识和方法创作当代艺术作品一件（副或套）。 

 

考核方式与要求 

成绩考核分两部分 

（一）作业评定 

根据学生平时作业评定，分数占总成绩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二）课堂测验 

课堂测验时间为 4 学时，分数占总成绩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执笔人：毛炳军                    审核人：李智 

 

 

 

《艺术论文写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艺术论文写作/ Writing of art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32 学时                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论文 

预修课程：素描、色彩、艺术原理、专业创作、中外艺术史、中外哲学史、中外美学史、艺术批评

史                              

教学参考书：《艺术类文章写作宝典》：(美)肯德尔·巴斯特  保拉·克劳福德 著、葛文婷 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年版。  

《艺术文章写作技巧》：陈池瑜 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1 年版。 

《写作与语言艺术教程》：徐丹晖 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艺术论文写作课程旨在探讨和练习艺术类文章的写作规律、写作技巧和方法。本课程以艺术理论文

章、艺术评论文章、艺术史文章和艺术学位文章的写作为授课内容，建立起艺术文章写作研究体系，

广泛列举有关绘画、雕塑、建筑、艺术设计、以及电影、音乐、舞蹈方面的优秀艺术文章和著作的

写作实例，从中总结概括出艺术文章写作的基本规律，帮助学生提高艺术文章写作的技巧和水平。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知识方面：让学生提高写作水平和语言运用能力。 

2. 能力方面：让学生切实掌握艺术类文章的写作技巧和写作规范，使学生能够准确有效的表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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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自己对艺术的见解。 

3. 素质方面：为学生奠定毕业论文的定学术素养和写作基础。 

 

第一章  写作语言与艺术体验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结合艺术体验掌握艺术专业论文的语言特点。 

教学要求：使学生在撰写艺术专业论文或表达艺术观点时自觉追求消极修辞。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论文语言的消极修辞与零度修辞。 

教学内容 

一、写作语言 

二、艺术体验 

 

 第二章  提高素养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养成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行为习惯。 

教学要求：使学生自觉意识到完成高质量的艺术文章需要内外兼修。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论素养的积淀。 

教学内容 

一、读书万卷 

二、行路万里 

 

 第三章  提炼主题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了解专业论文选题的意义。 

教学要求：让学生掌握题材与主题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创意概念的形成。 

教学内容 

一、选定题材 

二、形成概念 

第四章  写作范式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让学生了解论文写作的基本学术规范。 

教学要求：使学生在进行专业论文写作时自觉要求自己遵循论文写作的基本学术规范。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论文写作的基本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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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材料取舍 

二、结构安排 

三、表达方式 

四、章修改 

五、语体风格 

 

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12 学时） 

1、分别选取一篇经典性的艺术评论类文章和艺术理论类文章运用专业写作的相关知识对之进行精

到分析，并拿出分析报告和学习心得。 

2、结合自己专业创作，完成学术性论文一篇，字数不少于 5000 字。 

 

考核方式与要求 

成绩考核分两部分 

（一）作业评定：根据学生平时作业评定，分数占总成绩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二）课堂测验：课堂测验时间为 4 学时，分数占总成绩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执笔人：毛炳军                    审核人：李智 

 

 

《媒介体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媒介体验/Media experience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媒介材料                               

教学参考书： 

综合材料艺术实验(高等学校艺术设计类专业规划教材).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01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造型与视觉艺术形式较为全面地把握运用，已经是当代艺术家必须具有的工作态度和能力，即使已

经被定为某一专项的著名艺术家也难以避免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用另外形式的语言和技术手段，

一切都是为了达到准确表现主题思想的目的，技术和样式媒介材料语言不应该成为完成表达的障

碍；本课程在形式语言的学习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入艺术创作表达的媒介形式阶段，作为走向专

业创作的提前准备。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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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考查 

考核形式：综合材料 

要求： 

（1）尝试性创作小品一件。 

（2）形式语言，技术难度有专业水准的创作一件。 

（3）要求完整性，能够充分体现媒介形式语言特征。 

（4）以光碟形式交付。 

典型作业与训练： 

（1）教师讲授，提供相关作品图片观摩欣赏 

（2）邀请理论家，艺术家讲座。 

2．媒介形式并不只是当代艺术创作专用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在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有着被使用的

广泛性，学生既可以为将来的基本生存能力做有益的铺垫，又为选择具体专业创作方向添加了斟酌

的汁液，进而培养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求知性、探索性和创造性。 

 

第一章  综合知识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当代艺术中的一些主要媒介形式的产生、发展情况，通过对这些形式中典型作品的赏析，掌握

它们各自的艺术特征、通常使用的语言手法、表现力及技术把握的难易程度等，获得感性的知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了解媒介形式的产生、发展及艺术手法的表现，难点在于媒介语言如何进行创造性地塑造。 

教学内容 

一、媒介形式和种类 

二、媒介语言属性与表达 

 

第二章  选择专修（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生通过深入学习和实际操作，分别做不同程度的亲身体验，获得相应的经验累积，从而进一步地

感受媒介体验的乐趣，增强其创作意识和创作激情。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于对媒介实践性操作的掌握，难点是学生对媒介实验性创作的广度与深度。 

教学内容 

一、媒介体验 

二、媒介组合 

 

执笔人：李智          审核人：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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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媒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混合媒介/ Mixed media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32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视觉转换 综合材料实验 1 媒介体验 1 

教学参考书：《实验互动装置艺术》曹倩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混合媒介是包含绘画、装置、和媒体多种表达媒介相混合。装置艺术和媒体互动及行为艺术于一身

的艺术表达方式方法。混合媒介可以让学生在特定的时空环境里，将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已消费或未

消费过的物质文化实体、进行艺术性地有效选择、利用、改造、组合，借助媒介、材料以令其演绎

出新的展示个体或群体丰富的精神文化意蕴的艺术形态。简单地讲，混合媒介就是绘画艺术、装置

艺术、媒体艺术、大地艺术和行为艺术的总和，就是“绘画+空间场地+材料+情感+媒体”的综合展示

艺术。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课程学习，让学生在了解材料媒介特性的前提下寻找感兴趣材料通过媒介进行情绪情感的

传导体现。 

2．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能运用多种材料进行艺术实践，以此提高学生全方面的艺术修养。 

3．学生通过短期的训练培养起学生的动手意识与创新意识。 

 

第一章  混合媒介简介（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多种媒介相互混合搭配运用，让学生在了解材料媒介特性的前提下寻找感兴趣材料。 

1、混合媒介的内含和外延 

2、探讨大师作品中混合媒介的运用和体现。 

教学重点和难点 

混合媒介的内涵和外延。 

教学内容 

一、空间概念的理解 

1.探索问题的敏锐力 

2.联想与创意 

二、空间的分解和再造可能性分析探讨 

1.空间的打散 

2.空间的合理性功能性分析 

3.材料与空间的关系 

4.定式思维改变—空间的媒介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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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间的想象与联想 

1.探索问题的敏锐力 

2.联想与创意 

 

第二章  当代绘画的存在与发展形势（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让学生了解当代绘画的发展趋势，通过媒介进行情绪情感的传导体现。使学生能运用多种材料进行

艺术实践，以此提高学生全方面的艺术修养。 

教学重点和难点 

当代绘画的发展趋势预测。 

教学内容 

一、展示空间建构（展示主题和空间共融关系、材质和媒介与空间共融关系、软装饰对空间环境的

作用和影响）。 

 

第三章  装置艺术概论（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让学生了解装置艺术的内含和外延。 

教学重点和难点 

装置艺术的实验性。 

教学内容 

一、装置艺术概论 

二、装置艺术的理念 

三、装置艺术的表现形式 

四、大师作品赏析 

五、学生作品赏析 

 

第四章  大地艺术概论（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让学生了大地艺术的内含和外延。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大地艺术的表现形式。 

教学内容 

一、 大地艺术概念 

二、大地艺术的表现形式 

三、大地艺术的实验性特征 

四、大地艺术的现状 

 

第五章  行为艺术概述（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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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了行为艺术的内含和外延。 

教学重点和难点 

行为艺术的表现形式。 

教学内容 

一、 行为艺术概念 

二、行为艺术的表现形式 

三、行为艺术的实验性特征 

四、行为艺术的现状 

五、现成品在艺术创作中的运用 

 

第六章  混合媒介的情感表达（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借助通感原理来表达混合媒介的情感。 

教学重点和难点 

情感的表达式。 

教学内容 

一、 运用混合媒介进行五感的表达 

二、运用混合表达想法抒发情感 

执笔人：谢宇            审核人： 

 

美术学专业方向一 ——当代艺术 

《展览策划与参与》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展览策划与参与/ The Design and Participation of Exhibition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展览结果和策划书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                               

教学参考书：余丁《艺术管理学概论》，2008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艺术展览策划也是一件作品的创作，当代艺术的多元化格局出现了综合性、专题性、学术性、商业

性等不同的展览形式，而展览策划人在其中担当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课程是通过从理论和实践

的训练使学生达到适应此时代的需求和能力。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开设本课程的目的首先不是本着培养展览策划人的目标，但了解策展人的工作方式、获得架构一个

展览会完整性的基本要领，包括对艺术家和作品的选择、展出空间的使用、作品的安装布置等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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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和操作，都是学生将来参与艺术活动必不可少的经验。通过学生自己策划、自己参与的一个展

览会，既能得到策展人与艺术家双方面的亲身体验，锻炼了个人相互协作的工作能力，也展示了自

己的作品。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策展人的责任、一般工作的程序和常识（16 课时） 

展览主题的确定（可参与方案课的配合）及文案的写作；艺术家与作品的定位（学生全部参与，但

根据展览主题选择、调整个人作品）经费预算与筹措；广告、请柬、图录的编辑设计（可虚拟）展

览场地及空间的初步分配使用。 

以责任教师的方式把握课程整体结构，可聘请较有影响的艺术策展人授课，介绍展览案例和经验。

组织参观艺术展览，从策展人和艺术家的角度了解展览会的策展背景及对展览结果的满意程度；责

任老师负责协调学生在分工合作中容易出现的矛盾关系，帮助他们解决方法和技术方面的问题，辅

导学生作业并做集体讲评。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16 时）： 

作业：完成参展作品，布置展览，展览信息发布，准备开模式。 

展览会开幕、分工书写一份集体的展览报告，个人作总结。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策展主题要明确，选择作品要恰当、空间使用合理、经费节约恰当分配，以展览结果为主，展览报

告为辅助。以班集体为单位作业，班长召集同学讨论根据各自不同能力特长分配具体负责的工作，

互相配合协作。给以班集体基本分数，结合班集体评定每个同学在班集体中的表现，给以个人成绩。 

 

执笔人：刘军平                   审核人：李智 

 

 

《东西方哲学与美学研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西方哲学简史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西方艺术史                              

教学参考书： 

《哲学史讲演录》        黑格尔          商务印书馆          1996 

《西方哲学史讲演录》    赵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西方哲学 15 讲》       张志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西方现代哲学 15 讲》   张汝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西方现代哲学新编》    赵敦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在康德的唤醒下》      汤姆·洛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中国哲学史》          劳思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          商务印书馆          1976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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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东西方哲学与美学研讨是针对当代艺术专业方向而设，目的在于凸显当代艺术的思维本质。进而训

练学生的思维方式，使学生在观念上能够真正切入当代艺术。课程将哲学史与美术史结合，通过比

较性分析，阐释当代艺术的哲思之质。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对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基本知识和结构，使学生具备一种逻辑思考的能力，提高其个人

的哲学素养和人文关怀。经由哲学史观与思维方式的辨析，使学生在理念上训练有素。从而对当代

艺术的观念切入有迹可循。 

考核方式： 

1、选读哲学原著 

2、论文。3000 字左右 

 

第一章 哲学与艺术比较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分析艺术与哲学的关系，理解在艺术终结之后哲学在艺术中所充当的角色 

教学重点和难点 

哲学和艺术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艺术终结 

二．哲学之后的艺术 

三．哲思之质 

 

第二章 中西方哲学简析   （4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培养学生构建思想史框架，训练逻辑性思考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古典哲学与后现代哲学 

教学内容 

一．古希腊哲学         (4 学时)                     

1 前苏格拉底哲学 

2 柏拉图的理念 

3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4 伊壁鸠鲁主义 

5 斯多亚学派 

6 怀疑主义 

7 新柏拉图主义 

二．近代哲学             (4 学时) 

1 大陆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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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国经验主义 

3 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4 费希特和谢林 

5 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  

三．现代哲学先驱        (4 学时) 

1 叔本华 

2 克尔凯廓尔 

3 尼采 

4 柏格森 

5 狄尔泰 

四．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   (4 学时) 

1 皮尔士 

2 威廉·詹姆斯 

3 约翰·杜威 

4 弗雷格 

5 罗素 

6 维特根斯坦 

7 奎因 

五．现象学                (8 学时) 

1 胡塞尔 

2 海德格尔 

3 萨特 

4 梅洛庞蒂 

5 伽达默尔 

六．后现代哲学            (8 学时) 

1 列维·施特劳斯 

2 罗兰·巴特 

3 拉康 

4 福柯 

5 德里达 

6 德勒兹 

7 哈贝马斯 

七．中国哲学                (8 学时) 

1 儒 

2 释 

3 道 

4 玄 

八．中西哲学的会通         (4 学时) 

 

执笔人：那新宇         审核人：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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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案例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当代艺术案例分析/Modern Art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美术史 哲学史                              

教学参考书： 阿纳森著           《西方现代艺术史》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9 

          《现代艺术》编辑部编  《概念艺术》        现代艺术杂志社     2002 

          《现代艺术》编辑部编  《新艺术哲学》      现代艺术杂志社     2002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梳理当代艺术史，并以当代艺术的典型案例剖析当代艺术的本质，使学生明确当代艺术的渊源与内

涵。同时强化实践理念，以创作彰显观念，从而为进一步的当代艺术实验奠定基础。以此使当代艺

术案例分析成为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当代艺术专业核心课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使学生理解艺术史三段论逻辑，明确艺术逻辑两次转向的本质所在。进而能够通过当代艺术代表人

物的个案分析，切实领会当代艺术的观念主旨。 终经由创作实践体验当代精神。 

考核方式：论文 创作 

要求：1 选择具体当代艺术家进行系统案例分析 

2 两千字左右，图文并茂 

3 以论文为研究切入点进行当代艺术创作 

 

第一章  艺术逻辑（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培养学生建构宏观的艺术史视野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两次转向 

教学内容 

一、艺术史三段论 

二、两次转向 

三、一己之力  

 

第二章  西方当代艺术史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艺术设计学院 

                                                                                                                 158

了解、掌握西方当代艺术发展史，领悟、理解当代艺术的观念主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概念艺术、波普艺术在当代艺术中的地位与价值 

教学内容 

一. 极少主义 

二. 波普艺术 

三．概念艺术 

四 激浪派 

五 新表现主义 

 

第三章  典型案例分析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对当代杰出的艺术家进行个案分析，理解其作品并梳理其创作思路 

教学重点和难点 

杜桑与博伊斯 

教学内容 

一. 杜桑 

二. 博伊斯 

三. 科苏斯 

四. 马格利特 

五．基弗 

六．马克坦希 

七．徐冰 

 

第四章  当代创作实践  （2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根据个案分析的理念经验，整合自己的创作观念，以此为基础进行艺术创作，从而探索具备当代性

的创作方法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构思说明与艺术实践 

教学内容 

一. 构思说明 

二. 创作草图 

三．艺术实践 

 

执笔人：那新宇         审核人：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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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艺术表现》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综合艺术表现/ comprehensive artistic expressio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色彩分析、色彩语言试验 1、色彩语言试验 2 

教学参考书：  

《色彩的性格》爱娃·海勒（Eva Heller）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 1 月 

《世界传统色彩小辞典》日本 DIC 色彩设计株式会社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5 年 4 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综合艺术表现是一门旨在使学生发现自己的情感与直觉并将其通过色彩的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色彩

是通往人类情感的 直接的视觉语言，色彩与材料相结合是情感的艺术表现的内在要求。通过研讨

的方式，了解表现主义，通过色彩心理及色彩象征，使学生理解色彩与感情的关系，发挥学生的主

动性，在学习和创作的过程中发现个性色彩表达，本门课既是色彩语言学习的高级阶段，也是色彩

与材料媒介运用的创意性语言尝试。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通过对色彩与材料的表现性语言的研究，通过生活实践经验的积累沉淀，学生可找寻个性色彩和色

彩搭配，能够做出符合个性情感表达的创作。 

    1、综合表现一，命题式创作锻炼学生对色彩表达感情方面的意识。 

    2、综合表现二，命题式创作锻炼学生对情感的深刻把握和综合表现。 

3、大作业与平时成绩的综合成绩评定，制定考核成绩标准，能够完成有效的完成作业， 平时认真

研究，很好的掌握课程内容。 

 

第一章 综合表现一（16 学时）（色彩情感命题）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艺术综合表现能力，综合材料表现创作训练。使学生学会艺术创作的主题性训练，寻找材料语

意的共性并表达新颖。  

教学重点和难点 

    立意和材料共性和新颖 

教学内容 

一、什么是表现 

二、表现主义的特征 

三、表现主义在绘画领域的发展 

四、材料共性象征与色彩心理 

五、材料的性格 

六、材料和色彩如何表达感情 

 

第二章 综合表现二（16 学时）（情感命题）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综合材料表现，主题深入训练，材料与色彩等精致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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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材料表现 

教学内容 

1、考察新型材料 

2、西方在运用材料的艺术性突破 

3、运用多种材料媒介表达主题 

4、综合材料表现（绘画、装置等） 

 

执笔人：孙 影    审核人：李智 

 

 

《艺术实验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艺术实验 1/Artistic experiment 1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80 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48 学时   

学 分 数：4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综合材料试验 2  媒体体验 混合媒介  

教学参考书：《走进实验的殿堂:实验方法谈》刘晓君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04 

《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 年以后的视觉艺术》.简•罗伯森.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1 

《新媒体实验艺术与设计》.曹田泉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3  

《实验互动装置艺术》.曹倩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4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艺术试验 1是专业限选课程中联系专业方向毕业创作的重要一环。当代艺术的重点在于实验性。“实

验”包含了艺术家对艺术的个人立场和态度，也包含了从内容到形态，从语言到媒介，从展览空间

到陈列方式的各种试验。当代艺术有一种针对性，它很难局限在美或者美学范畴，而是跨入社会学、

文化学、精神分析学等范畴，来表现从群体到个人，从生活到心理等方面的问题。当代艺术的两种

基本的实验方式：一种是某一艺术传统内部的试验，如油画、国画等自身语言和风格的不断提升和

丰富；一种是传统之外的实验，注重对现存艺术系统的重新定义，所希望达到的是传统画种、表达

方式、审美趣味之间的相互打破，包括对所谓艺术语言的重新定义。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该门课程通过研讨方式研讨主题，探讨和尊重学生创作时精神的原生态，并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和向

内索求，引导学生从多领域多角度思考，学会将绘画、媒体、装置等融合为一体，找到个人的艺术

观，在实验过程中解决语言技术问题，解决将来的艺术方向和艺术适应问题。通过艺术实验使学生

能够自主的思考并关注自己，了解当下的自己。并完成自己关注和思维引导下的艺术主题，在广泛

的媒介作为载体的当代艺术下找寻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 

1、当代抽象语言试验，锻炼学生对艺术抽象语言当代性解释和材料协助的表达的张力。 

2、观念绘画，锻炼学生以架上的方式传达对当下艺术问题的观念。 

3、当代观念主题性实验，锻炼学生找到个性关注，主体思考，运用综合媒介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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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作业与平时成绩的综合成绩评定，制定考核成绩标准，能够完成有效的完成作业，平时认真

研究，很好的掌握课程内容。 

 

第一章 当代抽象语言实验（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现当代抽象语言，中国民俗语言，找到蕴涵中国文化底蕴的符号进行抽象语言试验。  

教学重点和难点 

    抽象语言 

教学内容 

一、艺术观念与抽象语言 

二、点的语言性和不同材料的观念性表达 

三、线的语言性和不同材料的观念性表达 

四、面的语言性和不同材料的观念性表达 

 

第二章 观念绘画（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训练学生对当代问题和艺术的敏感观察、总结和发现，运用不同媒介表达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总结社会等问题并立意 

教学内容 

一、当代艺术观念分析 

二、当代艺术观念与绘画本体的关系 

三、个人艺术观念的当代性 

 

第三章 装置、媒体、摄影（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装置、媒体、摄影等方式表达艺术性主题和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装置材料、媒体制作 

教学内容 

一、媒介和美学试验 

二、装置、文本、表演和摄影中的观念性 

三、电子艺术、flash 动画和计算机视觉的影像实验 

四、边缘美学的探索 （女性主义 人性极限等的表现） 

 

执笔人：孙 影             审核人：李智 

 

 

《艺术实验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艺术实验 2/Artistic Experimentation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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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80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48       

学 分 数：4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艺术理论                               

教学参考书：《材料艺术表现实验教程》  高等院校美术与设计实验教学系列教材   暨南大学出版

社 2011-12-1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当代艺术的重点在于实验性。“实验”包含了艺术家对艺术的个人立场和态度，也包含了从内容到

形态，从语言到媒介，从展览空间到陈列方式的各种试验。重点在艺术观念与艺术表现的结合做深

入研究实验，通过明确与准确的媒介表现，建立个人的艺术语言风格。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考核方式：考查 

考核形式：综合材料 

要求： 

（1）草图方案不少于 30 幅， 

（2）作品制作一幅或多幅，形式材料媒介不限。 

典型作业与训练： 

（1）分析特点，创作草图和方案 

（2）自由创作，把握主题 

2．根据学生的素质和意愿，分析其特点，制定创作草图和媒介表现方案，确定方向。自由创作，

强调表现与主题的结合。充分培养学生创作意识，激发学生创作灵感，挖掘学生创作动力，使其缔

造出特有的艺术世界。 

 

第一章  材料从载体走向艺术表现（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材料的抽象表达。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材料的语言秩序。 

教学内容 

一、材料的图形与肌理 

    二、材料的质地 

    三、材料的体积要素与形态结构 

 

第二章  材料实验与观者体验（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综合材料的观念艺术表现和创意艺术表现。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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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实验与观者体验，建立观念的准确传达。 

教学内容 

一、综合材料的表现。 

二、材料与工艺的对应传递功能。 

 

第三章  概念表现（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建立作品主题概念，分析五位以上大师案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概念建立方式方法，建立试验性的表现。 

教学内容 

一、创作概念的建立 

二、实验报告 

三、大师案例分析 

四、试验方法 

 

执笔人：李智          审核人：李智 

 

美术学专业方向二 ——空间艺术 

《公共艺术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公共艺术概论》\ Introduction to Public Art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学时：16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造型语言、雕塑小品、综合材料 

教学参考书：王中著.《公共艺术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 

周敬 编著.《公共艺术设计》.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1 

孙明胜编著.《公共艺术教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1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从现代公共艺术特征和内容入手，阐明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并着重分析了我国公共艺术的现

状和规划。同时，对公共艺术涉及的历史、哲学、当代文化现象和公共艺术的发展趋势，以及欧美

国家公共艺术的实践等进行了阐述。实践课程内容主要针对学生生活环境的公共艺术评价与规划实

践。提高本专业学生对自身生活环境中公共艺术的鉴赏力， 终使学生的设计能力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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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从中外当代公共艺术实例中得到启迪，了解当代艺术可以使用多种语言

形式，尤其拓展了学生的设计领域。培养目标：通过学习，本专业的学生能够对具体的作品进行评

价，并能对一定尺度公共空间的公共艺术进行规划和设计。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部分 总论（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第一部分内容涉及公共艺术的概念、内容、属性、展示方式、功能及创意思维。要求学生从公共艺

术的概念出发，了解公共艺术的属性和功能，在作品实践过程中，实现创意思维的灵活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公共艺术的属性、功能和创意思维是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教学内容  

一、公共艺术概念的界定 

二、 公共艺术发展历程 

三、 公共艺术的类型 

四、公共艺术的内容和特征 

五、公共艺术的属性 

1、公共艺术的社会属性          

2、公共艺术的文化属性           

3、公共艺术的环境属性          

4、公共艺术的市场属性 

六、公共艺术的展示方式 

七、公共艺术功能 

1、艺术审美 

2、环境营造 

3、公共文化的创造            

4、地域标识 

八、公共艺术的创意思维 

 

第二部分  各论（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对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公众参与性以及其与科技、社会的紧密关系进行了阐释，并对城市公共

艺术进行了案例分析。要求学生掌握课堂内容，能对我国当代公共艺术现状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 

教学重点和难点 

城市公共艺术案例分析是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教学内容  

一、公共空间与公共艺术 

1. 物理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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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的公共空间 

3. 象征性的公共空间 

二、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 

三、公共艺术与公众参与 

四、公共艺术与科技、社会 

五、城市公共艺术 

1、费城——公共艺术的策源地 

2、洛杉矶——公共艺术的新视野 

3、旧金山——公共艺术之都 

4、西雅图——公众的公共艺术 

5、巴塞罗那——公共艺术引导城市再开发 

六、当代中国公共艺术展望 

1、新中式风格与公共艺术 

2、当代中国公共艺术的缺失 

公共艺术理念的普及与彰显 

公共艺术的体制建设 

公共艺术的质量意识与人文精神 

 

第三部分  实践（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公共艺术的批评与评价以及规划与实践的了解，使学生在课程实践环节能把课堂所学知识与

设计实践结合起来，提高学生设计的有效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课程实践是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教学内容  

一、公共艺术批评与评价 

二、场所公共艺术规划与实践 

三、课程实践 

1、当代公共艺术实例的分析 

2、大连工业大学公共艺术评价与再设计 

3、大连城市公共艺术规划和实践 

 

三、考核方式与要求 

参考平时成绩，以大作业及作业汇报为主要考核依据，进行分层考核。 

（一）作业评定：大作业主要以书面作业形式和作业汇报形式作为考核标准，考察学生对本课程的

掌握情况，分值占总成绩的 80%。 

（二）平时成绩：平时成绩包括学生上课考勤、课堂回答问题等，分值占总成绩的 20%。 

 

执笔人：李香会                   审核人：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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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艺术与审美》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众艺术与审美/  Popular Art  and Aesthetic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造型知识、素描、速写 

教学参考书：诺埃尔·卡洛尔著.严忠志译.《大众艺术哲学论纲》.商务印书馆.2010、5 

左汉中著.《中国民间美术造型》.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6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本课程理论部分从大众艺术的渊源谈起，内容涉及到传统通俗艺术即主要介绍中国民间艺术，和现

代大众艺术，以及大众艺术的审美特征。让学生认识到当代社会，艺术已经走进了大众化的时代；

实践部分对“大众艺术的商品美属性”、“产业化”、“经营”等进行剖析与界定，侧重于大众艺术的美

学分析和市场调研。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让学生了解现代大众艺术的消费性、流行性、通俗性以及具有的商品化、

技术化、共享化的特征。 

2．在理论修养、创作实践和作品欣赏三个层面上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从而激发学生创造现

代意义上的新型艺术样式。 

3．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大众艺术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化产业，具有了商品的属

性。促使学生的设计作品走向社会，与市场接轨。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导论（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大众艺术和媒介艺术文化的概念和关系进行了阐释。要求学生了解大众艺术渊源，准确理解大

众艺术的概念，以及其与媒介艺术文化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清晰大众艺术与媒介艺术文化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大众艺术的渊源 

二、大众艺术的概念分析与阐述 

1、“大众”与“艺术” 

2、大众艺术与现代媒介艺术 

3、大众艺术概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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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众艺术的内容、作品分析与调研（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从大众艺术宏观内容、作品分析及大众艺术的基质内核三个方面进行讲解讨论。要求学生掌握

概念，理解大众艺术的本质属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现代大众艺术与大众艺术的基质内核是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教学内容  

一、传统通俗艺术 

1、民俗文化与民间艺术 

2、民间艺术的审美分析  

二、现代大众艺术 

1、现代大众艺术内容 

2、现代大众艺术属性：技术化、共享化、流行化、通俗化等 

三、大众艺术作品分析 

四、 大众艺术的基质内核 

1、大众艺术的前提：艺术性 

2、大众艺术的基础：商业性 

3、大众艺术的中心：娱乐性 

 

第三章   大众艺术与审美（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从大众艺术审美主体、审美特征及审美态度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要求学生对自己身边的大众艺

术作品及现象进行审美判断和分析。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大众艺术的审美特征。 

教学内容  

一、大众艺术的审美主体 

二、大众艺术的审美特征 

1、主体间性 

2、非功利性 

3、后现代性：异在的怪诞性、游戏的拼贴性、感官的刺激性、情感的补偿性 

三、大众艺术的审美态度 

 

第四章   大众艺术产业的美学分析与市场考察（2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从艺术市场角度，对大众艺术产业、尤其中国大众艺术产业化路径进行分析，并进行实地考察

和调研，要求学生学以致用，理解大众艺术的商品美属性，并能和自己的创作实践结合起来。 

教学重点和难点 

艺术市场考察与审美分析。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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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市场化中的商品美学 

二、当代中国大众艺术产业化经营 

三、大众艺术产业可持续发展路径分析 

四、案例分析 

1、实地考察：搜集民间艺术形式和作品。 

2、案例的美学分析。 

3、大众艺术市场调研，完成调研报告。 

 

三、考核方式与要求 

参考平时成绩，以大作业及作业汇报为主要考核依据，进行分层考核。 

（一）作业评定：大作业主要以书面作业形式和作业汇报形式作为考核标准，考察学生对本课程的

掌握情况，分值占总成绩的 80%。 

（二）平时成绩：包括学生上课考勤、课堂回答问题等，分值占总成绩的 20%。 

 

  执笔人：李香会                审核人：李智 

 

《空间艺术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空间艺术概论/ Introduction to Space Art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形态构成、造型语言、雕塑小品、综合材料 

教学参考书：席跃良主编.《环境艺术设计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3 

顾丞峰，贺万里 编.《装置艺术》. 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6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从建筑艺术、城市雕塑艺术、室内空间艺术、景观艺术、装置艺术等方面对空间艺术的基本

概念和基本内容进行了论述。系统阐释了空间艺术基本范畴、知识点、理论性和现实性等基本问题。

本课程的重点是对空间艺术的特点、创作原则、方法和艺术素质培养等问题的分析，启发学生动手

实践、提高实训技能。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空间艺术形成完整的概念。学生能够从多元和开放的角度，对建筑

、城市雕塑、室内空间、装置、景观的知识以及各类艺术的表现形式，形成自己独特见解，并能

以综合的艺术形式来体验传统文化，参与当代文明。同时结合设计实践教学，全面提高学生专业

知识和技能。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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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空间艺术概述（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对空间艺术概念、分类、及其元素与特点进行了阐释。要求学生了解空间艺术的范畴，掌握空

间艺术的基本元素与范畴。 

教学重点和难点 

清晰空间艺术的分类与基本元素和特点。 

教学内容  

一、空间艺术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二、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建筑、雕塑、室内、园林、装置、行为、壁画、装饰、标识、广告、地景等 

广义：包括狭义上的空间艺术形式之外，戏剧、曲艺等艺术活动 

三、空间艺术的范畴与分类 

1、功能上 

2、形式上 

3、空间布局上 

4、载体上 

四、空间艺术的基本元素与特点 

基本元素：空间与媒介、色彩与造型要素、布局与尺度等 

基本特点：纪念性、主题性、装饰性、展览性、实用性等 

 

第二章 空间艺术——建筑艺术（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介绍建筑艺术基本内容、意识文化等内容。要求学生了解建筑艺术的概念、分类、发展，

理解建筑艺术的空间、造型、色彩等方面的意识文化内涵，深入掌握建筑构造艺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建筑构造艺术是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教学内容  

一、建筑艺术的基本内容  

1、建筑艺术的概念含义 

2、建筑艺术的分类及其特点 

3、建筑艺术的发展及其趋向  

二、建筑艺术的意识文化  

1、空间意识  

2、造型意识  

3、色彩意识  

三、建筑构造艺术 

屋顶艺术、墙体艺术、顶棚艺术、楼梯艺术、台阶坡道艺术、门窗艺术、阳台艺术、雨篷艺术、遮

阳板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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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空间艺术——室内空间艺术（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对室内空间艺术的概念和构成要素进行讲解与讨论，要求学生能对任一室内空间案例进行独立

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分析。 

教学重点和难点 

室内空间艺术案例分析是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教学内容  

一、 室内空间艺术概念 

1、室内空间艺术的概念与定位  

        2、室内空间与设计语汇  

二、室内空间艺术的构成要素  

        1、室内空间造型  

        2、室内色彩与心理感应  

        3、室内设计装修与人的生理心理要求  

        4、室内环境中的家具  

        5、室内装饰及陈设品设计  

    三、室内空间艺术案例分析  

 1、返璞归真的心理诉求 

2、公共艺术空间设计的大手笔  

3、回归人性的本原 

4、凝结民族文化精神的室内空间艺术  

 

第四章 空间艺术——城市雕塑艺术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对城市雕塑的历史与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要求学生掌握城市雕塑创作的表现特征、空间意识、

选材、视觉要求等，使其在实际创作中注重作品创意性，并符合时代特征。 

教学重点和难点 

城市雕塑艺术创作。 

教学内容  

一、城市雕塑的历史与发展  

1、城市雕塑的概念与分类  

  2、城市雕塑艺术发展的脉络  

二、 城市雕塑艺术创作  

     1、城市雕塑与环境艺术  

         2、城市雕塑设计中的空间意识  

         3、城市雕塑的艺术表现特征  

         4、城市雕塑的艺术创造与选材  

         5、城市雕塑与建筑艺术的互动与互补  

         6、城市雕塑观赏的视觉要求  

    三、 城市雕塑精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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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空间艺术——景观艺术（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内容注重景观艺术构成要素及特征，通过分析艺术形态和景观风格之间的关系，要求学生了解

景观艺术的创作手法及其与艺术形态之间的关系，并能将景观艺术形式与其它艺术形式相结合，进

行空间艺术创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艺术形态与景观风格是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教学内容  

一、景观艺术概述  

1、景观的概念与历史沿革 

2、艺术与景观的关系重构 

3、景观园林的种类与风格  

二、景观艺术的构成要素与特征 

1、构成要素：空间序列设计 、堆山与叠石 、庭园理水 、花木配置 、建筑小品的布局等 

2、特征：主从与重点 、藏与露 、时空与季相等  

三、艺术形态与景观风格 

     1、抽象艺术与景观形态——马尔克斯景观艺术作品分析 

2、艺术观念与景观思潮  

 波普的泛化与景观设计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自然环境美学的回归 

 

第五章 空间艺术——装置艺术（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通过对装置的由来，装置艺术的特征及其泛化等内容的讲解与讨论，要求学生掌握装置艺术的

语言组合，对中国装置艺术现状有总体认识，为更好地从事艺术实践活动打下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当代中国装置艺术的现状分析。 

教学内容  

一、装置的由来 

1、装置的原生态 

        2、装置方式的兴起 

3、装置的语言组合 

二、装置艺术的特征 

三、装置与公众 

四、装置与观念艺术 

五、装置的泛化 

六、装置艺术的市场分析 

七、当代中国装置艺术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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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装置在中国的滥觞，1985—1989 

2、八九大展：装置的一个转折点 

3、九十年代，从冲动到冷静 

4、装置“走向社会” 

5、艺术家个案分析 

八、对装置艺术的思考 

九、其它空间艺术形式综述 

十、典型作业与训练 

1、城市与乡村空间艺术实地案例比较分析。（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地域） 

2、装置艺术作品考察报告。要求有第一手实地调研材料，如照片、文字记录或问卷调查等。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参考平时成绩，以大作业及作业汇报为主要考核依据，进行分层考核。 

（一）作业评定：大作业主要以书面作业形式和作业汇报形式作为考核标准，考察学生 

   对本课程的掌握情况，分值占总成绩的 80%。 

（二）平时成绩：包括学生上课考勤、课堂回答问题等，分值占总成绩的 20%。 

 

执笔人：李香会                   审核人：李智 

 

《墙面艺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墙面艺术/Wall art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32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综合材料实验 1  综合材料实验 2  思维转换 

教学参考书：《当代中国城市雕塑•建筑壁画》 于美成等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壁画系学生作品集》中央美术学院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 

《壁画艺术技法源流(修订版)》 陈景容 岭南美术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首先“墙”的能指范围很广，一切可以遮挡、隔离、保护概念的形式都可以被视为“墙”。这里的

“墙”可以是实际意义上有真实有质地的实的墙，可以是虚幻的心理上起屏蔽离作用的虚拟的墙。

可以是借助光、影、声等媒介出现的非物质性的“墙”。墙面艺术可以是在传统的壁画、壁饰基础

上，介入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如墙面多媒体等、实现多空间的操控与表达。墙面艺术的核心课题是对

传统绘画媒介的拓展延伸并对多种媒介的介入表现进行研究和对媒介本体语言的切身体验。该课程

的建立是为了让学生加强对事物的情感体验和认知形态的本我表达能力。通过对墙面艺术的探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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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使学生能够实现对多空间的操控与表达。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能自主的去明晰墙面艺术与空间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体验多种媒介表

达与情感表达之间的关联。 

2．通过课程学习，能运用多种媒介进行艺术实践，使学生能够实现对多空间的操控与表达。 

3．使得学生通过短期的训练培养起学生的动手意识与创新思维。 

 

第一章  墙面艺术概论（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赏析的形式让学生明确墙面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表达语言的丰富性。了解并掌握各种材料

的性能及墙面艺术的表达形式和各种材料墙面艺术的制作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墙面艺术的多种表达形式。 

教学内容 

一、墙面艺术概述 

1．中外墙面名作评析，开展对创意、构成、材质的表现的讨论。 

2．墙的概念 

3．墙面艺术的概述 

4．墙面艺术与空间的关系 

5．墙面艺术的传统表现形式 

6．墙面艺术与媒介之间的关系 

二、墙面艺术的表现形式 

1．传统壁画、壁饰的表现形式 

  2．现代壁画、壁饰的发展表现及运用 

3．墙面艺术的表达形式和语言 

4．墙面艺术与媒介体验（光、声、色、影、肢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和表达形式 

 

第二章  墙面艺术实验（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能运用多种媒介进行艺术实践，使学生能够实现对多空间的操控与表达。以此提高学生全方面的艺

术修养。 

1．壁画、壁饰的创新制作 

2．空间的认知和通过材质对空间进行情感的表达与控制 

3．利用行为对墙面进行情感改变和改造（如力的变化，情绪、语言等对空间环境的影响等） 

4．墙面创作过程体验（通过个体对墙面和空间的理解认知运用多种媒介体验各种材质媒介在创作

过程中可能形成的各个过程的切身体验来认知墙面艺术可能形成的各种存在可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 

空间和墙面艺术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通过对所学的墙面艺术的理解，运用材料和媒介表现自己的对墙面艺术的理解和表达。 

二、指定课题研究分析并探讨各种经典墙面艺术中的艺术心理及情感表达的具体体现之处。 

三、创作自身所理解并接受的墙面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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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谢宇            审核人：李智 

 

 

《空间实验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空间实验 1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80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48 

学 分 数：4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综合材料实验 1、2  思维转换  墙面艺术 

教学参考书：《室内软装饰》杜丙旭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空间展示设计》黄建成北京大学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空间实验》课程的教学与实践是建立在以国际当代多元文化艺术为背景，以中国深厚传统文化土

壤为立足的教学目标为基础，是以实验艺术教学倡导的“学术的、学院的、理性的”思想作为工作

理念，更是依托于当代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与表达载体的独立性，关注艺术的原理性知识，探寻

物质媒材的规律，从局部入手、单项深入，渐进式地通过对物质材料的转换、制作、试验等训练过

程，总结出一些切实有效的艺术表达物质化呈现方式的多种可能性，为拓展当代实验艺术创作更宽

的表达空间做些努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课程学习，通过专题研究，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与理性思辨能力。 

2．通过课程学习，培养学生具有广泛的动手能力及创造性思维品质，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和广泛

的社会适应力。 

3．可以从事当代文化艺术的创作、研究、教学等工作。 

 

第一章  绪论（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对既定主题，提出解决方案，并进行试验，创意表达并进行研讨。通过对造型材料新的认识和对材

料语言的初步体验为基础，探寻艺术表现媒介的原理性知识、基本规律、转换方式等，从而达到艺

术表现的“技术再造”。 

教学重点和难点 

空间的合理性分析。 

教学内容 

一、空间概念的理解 

1.探索问题的敏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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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想与创意 

二、空间的分解和再造可能性分析探讨 

1.空间的打散 

2.空间的合理性功能性分析 

3.材料与空间的关系 

4.定式思维改变—空间的媒介介入 

三、空间的想象与联想 

1.探索问题的敏锐力 

2.联想与创意 

 

第二章  展示空间构建（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用艺术品对空间进行合理搭配处理，对已有空间环境进行“软装饰”。 

教学重点和难点 

展示空间的构建形式。 

教学内容 

一、展示空间建构（展示主题和空间共融关系、材质和媒介与空间共融关系、软装饰对空间环境的

作用和影响）。 

 

第三章  现有空间改造方案（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实际改造项目让学生真正参与设计施工，让学生提高动手能力。通过分组协作的方式让学生增

加各种关系的协调能力。 

1、分组选取想要改造空间 

2、利用材料媒介进行空间改造实验 

教学重点和难点 

空间与造型语言的有机结合。 

教学内容 

一、现有空间改造实验 

 

第四章  理想化空间设定（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对各种现成物质材料的置转手段，透过对物质材料的自然属性、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性表达，

使物质材料转译成为有意义的话语方式，重新传递出具有信息价值的物象，从而达到艺术的“形态

再造”。 终用物质化呈现方式去认识、体验、感悟“装置艺术与材料语言”在艺术创作中的魅力。 

通过材料和媒介对理想化空间进行设定，实验，表达，研讨。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想化空间设定。 

教学内容 

一、理想化空间表达实验 

 



艺术设计学院 

                                                                                                                 176

执笔人：谢宇            审核人：李智 

 

《空间实验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空间实验/Space experiment 2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80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48       

学 分 数：4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混合媒介、造型语言实验、后现代理论分析                               

教学参考书：《当代美术家》杂志.四川美术学院           

郑乃铭著.《艺术家看公共艺术》.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年 1 月 

            CATHERINEGROUT 著.《艺术介入空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 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课程建立在以当代多元文化艺术的背景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依托当代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

性与独特性，探索空间艺术原理，在公共空间中探寻物质媒材的规律，物质材料的转换，透过材料

的自然属性，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艺术表达，为营造更宽泛的人文空间做艺术试验，从而总结出

一些切实有效并有多种可能性的空间艺术表达方式，建立全新的艺术观念空间。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考核方式：考查 

考核形式：大作业（综合材料） 

要求： 

（1）淡淡对艺术观念和空间实验的理解。 

  （2）建立创作主题，经过研讨修正 终确立创作方案。 

（3）严格按制定的创作方案创作大型作品一件。 

典型作业与训练： 

（1）教师讲授，提供相关作品图片观摩欣赏。 

（2）邀请理论家，艺术家讲座。 

2．运用材料媒介、将艺术观念与实验主题相结合，制定方案，进行空间营造试验。 终用物质化

呈现方式去认识，体验，感悟空间，创作艺术作品。培养学生对空间的理解与感悟，锻炼其对空间

的创造性塑造能力、思维能力及审美能力。 

 

第一章  空间艺术概念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与独特性，探索空间艺术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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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解决对空间艺术的理解，掌握艺术在空间中的合理表现。 

教学内容 

一、空间的界定 

二、空间与艺术语言 

第二章  空间艺术原则方法（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艺术与空间结合的方法，掌握艺术语言的空间利用和主题表现。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解决空间与语言的关系，建立创造性艺术语言。 

教学内容 

一、艺术语言与空间的结合方式 

  二、建立创造性空间 

第三章  自然空间与心理空间建立（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多种类不同的空间对人类心里产生的影响和作用，重新构建行的主题空间。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大小、虚实、软硬等空间对心理产生的作用，解决主题的表现方法。 

教学内容 

一、空间的种类和作用。 

  二、空间与心理关系 

  三、建立主题空间。 

第四章  当代艺术与公共空间（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当代艺术在空间中的表现，掌握公共空间艺术创作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公共空间与当代艺术的关系，建立个人的艺术空间创作。 

教学内容 

一、当代艺术与公共空间。 

  二、案例分析 

 

 

执笔人：李智          审核人：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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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大纲 

《写生考察》实践教学大纲 

一、 实践目的和任务 

1、 美术学的写生考察课程是本专业学生的重要实践性环节，通过艺术实践培养学生对劳动人们的

生活与生活状态、古建筑文化、民风、民俗等的体会与观察，捕捉其中的现代因素与情感因素，并

通过写生和创作的方式将所学所感表达出来。 

2、 美术学的写生考察的过程锻炼的是学生敏锐地观察与分析能力、直接的表达能力。其中敏锐观

察与分析是作为一名艺术家所具备的 基本品质，学生对不同地地域的阳光和色彩特征能做出敏感

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直接表达是学生将感受迅速而直接地记录和宏观的整理学生对生活、民俗等

的实践感受，并及时地转化为绘画语言，以及点学生各自的绘画兴趣与风格。 

3、 通过艺术实践，能够开阔学生视野，丰富人生经历和感受。艺术实践也是锻炼学生处理绘画问

题的 短时有效的方法。 

4、 培养学生在实践中的团队精神和解决复杂矛盾的能力。 

二、 实践内容 

去国内古镇村落、自然地貌等地点写生，再现和表现不同地域的历史特征与色彩特征，提炼出所彰

显的艺术精神和艺术语言的多重性，结合个人的审美倾向与其产生关联的绘画实践，并尝试提出自

己的艺术见解。 

三、 实践组织形式和实践方法 

1、 实践的组织形式：实地写生、参观画展等 

2、 实践方法：外出时间 3周。由专业教师带领学生实地实践，以作品、实践报告、照片等方法积

累素材和总结学习。 

四、 实践时间分配 

根据教学计划，此次考察实践安排在第三和第五学期进行，实践时间为三周。 

五、 实践基本要求 

1、 学生要按照艺术实践安排认真完成所规定的实践项目，根据艺术实践计划要求，认真完成实践

任务书所要求的全部内容，学生应结合实践的内容进行记录、总结，完成实践报告。 

2、 报告内容除对规定的实践场地的体会和感受产生写生、创作和摄影作品等专题外，学生应结合

实际实践地的具体状况等，总结实践结果。 

六、 实践成绩考核 

考核形式：以实践作品或创作作品和实践报告的方式完成考核 

成绩评定按五级分计（优、良、中、及格、不及格）。 

其中实践作品或创作作品占 70%，实践报告，综合表现及出勤占 30% 

评定标准如下： 

1、 优秀  能很好地完成实践任务，达到实践大纲规定的全部要求，实践作品关注角度独特、语言

娴熟、有感受、有新意，表达完整生动。实践报告能对实践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能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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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的理论知识对某些问题加以分析，实践报告格式规范。严格遵守实践纪律，不缺勤。实践笔记

很认真，内容详细而全面。实践态度积极主动、认真勤奋。团队精神突出，写作能力强。 

2、 良好 能较好地完成实践任务，达到实践大纲规定的全部要求，实践作品关注角度独特、语言

娴熟、有感受、有新意，实践报告能对实践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实践笔记认真，内容全面。

实践态度端正，实践期间无违纪行为。 

3、 中等 能完成实践任务，达到实践大纲规定的主要要求，实践作品完整生动，实践报告能对实

践内容进行比较全面的总结。实践笔记比较认真，内容较为全面。实践态度端正，实践期间无违纪

行为。 

4、 及格 实践态度基本端正，完成了实践的主要任务，达到实践大纲中规定的基本要求，作品符

合大纲基本要求，能够完成实践报告，内容基本正确，但不够完整、系统。实践笔记能记录主要内

容，但不够全面、系统。考核中能回答主要问题。实践中虽然有轻微的违纪行为，但能够深刻认识，

并及时纠正。 

5、 不及格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实践成绩以“不及格”论。 

（1） 未达到实践大纲中的基本要求，实践报告有明显抄袭者； 

（2） 实践期间无故旷课或参加实践不足总实践的 2/3 者； 

（3） 严重损害学校声誉、影响实践单位与学校关系、打架斗殴者或严重违法乱纪，触犯刑法者。 

 

        执笔人：孙影              审核人：任戬 

《绘画日记》实践教学大纲 

一、实践目的和任务 
1、 美术学的绘画日记课程是本专业学生的重要实践性环节，通过对我国文明古迹和历史遗迹、城

乡典型风貌、多民族聚居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化、仍保留的艺术传统以及具有艺术前沿的国际

大都市和艺术中心考察，捕捉其中的中国传统因素、符合中国当代情感的现象以及与其它民族文化

区别等，并通过绘画日记的方式将其搜集和整理。 

2、 美术学的绘画日记的过程锻炼的是学生洞察、分析和总结能力。其中洞察是学会在浏览和观察

之中看到其本质和内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生将其书本知识在考察过程中得以验证和修订，

增加阅历的同时又得到了个性的升华，并及时地转化为思考的图集，积累真实的创作素材，能够开

阔学生视野，丰富人生经历和感受。 

3、 绘画日记的形式包括速写、照片图册剪辑、版式示意图等。 

4、 培养学生在实践中的团队精神和解决复杂矛盾的能力。 

二、实践内容 

    到古代建筑、文化特征明显的地域、艺术文化都市与艺术中心考察，总结所关注问题的精神内

涵，搜集符合个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的素材，每天做好绘画日记，并尝试表达出自己的艺术思考。 

三、实践组织形式和实践方法 

1、 实践的组织形式：实地考察、参观画展等 

2、 实践方法：外出时间 3周。由专业教师带领学生实地实践，以绘画日记、实践报告、作品等方

法积累素材和总结学习。 

四、 实践时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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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学计划，此次考察实践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实践时间为三周。 

五、实践基本要求 

    1、学生要按照艺术实践安排认真完成所规定的实践项目，根据艺术实践计划要求，认  

       真完成实践任务书所要求的全部内容，学生应结合实践的内容进行记录、总结，完 

       成实践报告。 

    2、报告内容除对规定的实践场地的体会和感受产生写生、创作和摄影作品等专题外， 

       学生应结合实际实践地的具体状况等，总结实践结果。 

六、实践成绩考核 

考核形式：以实践作品或创作作品和实践报告的方式完成考核 

成绩评定按五级分计（优、良、中、及格、不及格）。 

其中实践作品或创作作品占 70%，实践报告，综合表现及出勤占 30% 

评定标准如下： 

1、 优秀  能很好地完成实践任务，达到实践大纲规定的全部要求，实践作品关注角度独特、语言

娴熟、有感受、有新意，表达完整生动。实践报告能对实践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能运用

学过的理论知识对某些问题加以分析，实践报告格式规范。严格遵守实践纪律，不缺勤。实践笔记

很认真，内容详细而全面。实践态度积极主动、认真勤奋。团队精神突出，写作能力强。 

2、 良好 能较好地完成实践任务，达到实践大纲规定的全部要求，实践作品关注角度独特、语言

娴熟、有感受、有新意，实践报告能对实践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实践笔记认真，内容全面。

实践态度端正，实践期间无违纪行为。 

3、 中等 能完成实践任务，达到实践大纲规定的主要要求，实践作品完整生动，实践报告能对实

践内容进行比较全面的总结。实践笔记比较认真，内容较为全面。实践态度端正，实践期间无违纪

行为。 

4、 及格 实践态度基本端正，完成了实践的主要任务，达到实践大纲中规定的基本要求，作品符

合大纲基本要求，能够完成实践报告，内容基本正确，但不够完整、系统。实践笔记能记录主要内

容，但不够全面、系统。考核中能回答主要问题。实践中虽然有轻微的违纪行为，但能够深刻认识，

并及时纠正。 

5、不及格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实践成绩以“不及格”论。 

（1） 未达到实践大纲中的基本要求，实践报告有明显抄袭者； 

（2） 实践期间无故旷课或参加实践不足总实践的 2/3 者； 

（3） 严重损害学校声誉、影响实践单位与学校关系、打架斗殴者或严重违法乱纪，触犯刑法者。 

 

        执笔人：孙 影                审核人：任 戬 

 

《毕业考察 1》实践教学大纲 

一、实践目的和任务 
1、 美术学的毕业考察时本专业学生在毕业创作之前重要考察实践，通过毕业考察增强学生对如何

创作有整体而较深的认识； 

2、 学生通过具有艺术历史积淀以及具有艺术前沿的国际大都市和艺术中心考察，学习艺术的当代

性的多种表达和展示形式，关注艺术的国际性，并为毕业创作和毕业论文搜集题材和创作元素，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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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符合个性的艺术语言和艺术方向。 

3、 要求学生在考察前对考察任务做好充足的功课，对当代艺术有深刻的了解，考察对象做到有的

放矢。 

二、实践内容 

      到国际化艺术中心、国际艺术大都市考察，学习艺术的当代性的多种表达和展示 

      形式，关注艺术的国际性、文化性和当代性。 

三、实践组织形式和实践方法 

1、 实践的组织形式：实地考察、参加艺术活动等 

2、 实践方法：外出时间 2周。由专业教师带领学生实地实践，以实践报告（思想发展和创 

作方向等）、摄影、作品等方法归纳总结。 

四、实践时间分配 

      根据教学计划，此次考察实践安排在第七学期进行，实践时间为两周。 

五、实践基本要求 

1、 学生要按照艺术实践安排认真完成所规定的实践项目，根据艺术实践计划要求，认真完成实践

任务书所要求的全部内容，学生应结合实践的内容进行记录、总结，完成实践报告。 

2、 报告内容除对规定的实践场地的体会和感受产生写生、创作和摄影作品等专题外，学生应结合

实际实践地的具体状况等，总结实践结果。 

六、实践成绩考核 

考核形式：以实践作品或创作作品和实践报告的方式完成考核 

成绩评定按五级分计（优、良、中、及格、不及格）。 

其中实践作品或创作作品占 70%，实践报告，综合表现及出勤占 30% 

评定标准如下： 

1、 优秀  能很好地完成实践任务，达到实践大纲规定的全部要求，实践作品关注角度独特、语言

娴熟、有感受、有新意，表达完整生动。实践报告能对实践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能运用

学过的理论知识对某些问题加以分析，实践报告格式规范。严格遵守实践纪律，不缺勤。实践笔记

很认真，内容详细而全面。实践态度积极主动、认真勤奋。团队精神突出，写作能力强。 

2、 良好 能较好地完成实践任务，达到实践大纲规定的全部要求，实践作品关注角度独特、语言

娴熟、有感受、有新意，实践报告能对实践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实践笔记认真，内容全面。

实践态度端正，实践期间无违纪行为。 

3、 中等 能完成实践任务，达到实践大纲规定的主要要求，实践作品完整生动，实践报告能对实

践内容进行比较全面的总结。实践笔记比较认真，内容较为全面。实践态度端正，实践期间无违纪

行为。 

4、 及格 实践态度基本端正，完成了实践的主要任务，达到实践大纲中规定的基本要求，作品符

合大纲基本要求，能够完成实践报告，内容基本正确，但不够完整、系统。实践笔记能记录主要内

容，但不够全面、系统。考核中能回答主要问题。实践中虽然有轻微的违纪行为，但能够深刻认识，

并及时纠正。 

5、 不及格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实践成绩以“不及格”论。 

（1） 未达到实践大纲中的基本要求，实践报告有明显抄袭者； 

（2） 实践期间无故旷课或参加实践不足总实践的 2/3 者； 

（3） 严重损害学校声誉、影响实践单位与学校关系、打架斗殴者或严重违法乱纪，触犯刑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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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笔人：孙 影           审核人：任 戬 

 

《毕业考察》实践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毕业考察/Graduation investigation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学 时 数：2 周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学 分 数：2 分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形态表达、素描                               

教学参考书：无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专业 

课程简介： 

毕业考察是针对四年级毕业生开设的课程，它的重点是放在毕业创作和论文的准备基础和实施上。

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课程设置，使创作和论文水到渠成。学生应当与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以

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为参照，通过参与艺术活动的体验，并以四年的知识积累和技术积累为依托去

进行创作。毕业创作是本科四年学习和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我们把知识技能体能和思想水平都看

成是学生重要的能力，考察课是导引学生找寻创作灵感的必经之路。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考核方式：考查 

考核形式：报告形式 

要求： 

（1）整理考察资料和提交考察报告 

典型作业与训练： 

（1）通过考察地的实地考察与参观。 

（2）通过网络信息收集资料。 

2．通过参与艺术活动，并在博物馆，美术馆，画展等艺术中心的参观，和对艺术家深入走访并分

析了解艺术前沿动态，完成资料的收集。以毕业创作为主题的选定和创作做准备。培养学生毕业创

作的实践性、独立性和真实性，进而使作品更加具有时代内涵。 

 

第一章  艺术中心考察 

教学目的和要求 

广泛了解当下艺术现状。 

教学重点和难点 

拿出当下展览和艺术活动结论 

教学内容 

一、当下艺术活动 

二、艺术市场 

第二章  艺术家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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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艺术家深入交流，调查并了解五位艺术家。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解决艺术家的创作方法和展示方法。 

教学内容 

一、艺术家案列分析 

二、未来艺术家 

第三章  参与艺术活动 

教学目的和要求 

介入实际艺术策划活动或策划，写出活动报告。 

教学重点和难点 

团队组合能力展现，创造能力把握。 

教学内容 

一、艺术推广调查报告 

二、艺术策划与推广 

 

执笔人：李智          审核人：李智 

 

 

《计算机基础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计算机基础 1/ Computer Design 1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数字传播方向 

学 时 数：  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  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  形态认知、形态构成                             

教学参考书：  

数字艺术教育研究室编著.《中文版 Flash CS6 基础培训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 

        李金蓉.《平面设计与制作:突破平面 Illustrator CS5 设计与制作深度剖析》.清华大学出版

社 

        李金明 、李金荣 .《中文版 Photoshop CS5 完全自学教程 》.人民邮电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课程讲解 Photoshop、 Illustrator、Flash 在图文处理、版式设计、插画、动画及网页制作领

域中的应用。根据学习的实际需要，按照基本功能介绍和典型案例引导的方法，详细介绍使用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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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的基本原理与应用技巧。使学生理解版式设计、网页设计等基本概念、掌握基本使用方法，并

通过边学边做，用较短的时间熟练掌握软件的使用方法和技巧，为后续的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 Photoshop、 Illustrator、Flash 基础知识，理解网络的构成原理，并能够运用所学知识

进行动画制作和网站设计，为今后网页设计的学习打下基础。 

    2．以实用为导向，训练学生能娴熟练运用软件制作动画和网页。 

3．考核方式：大作业，结合基础知识，让学生策划和完成完整的动画和网站设计。 

                 

              第一章  Photoshop （3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 Photoshop 软件基本原理并能够熟练运用进行图片的编辑和处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利用通道、滤镜等制作复杂的后期效果 

教学内容 

一、Photoshop 的基础知识 

二、选区的应用 

三、图像处理 

三、颜色与绘画工具 

四、文字和样式 

五、路径的应用 

六、图层与蒙版 

七、通道 

八、滤镜 

九、动画  

                 

              第二章  Illustrator（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 Illustrator 软件的基本原理，能应用所学绘制矢量图形、图画，并进行 VI 设计、包装

设计等。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用 Illustrator 绘制矢量图画 

教学内容 

一、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 

二、图形的绘制和编辑 

三、路径的绘制和编辑 

四、颜色填充、画笔编辑和文本的编辑 

五、滤镜、效果和应用图表 

六、Illustrator 高级技术 

         

         第三章  网页设计的基本原理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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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网页设计的基本概念，网站的基本结构与构成元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网络概念术语与网站的构成要素 

教学内容 

一、网络构成的基本原理 

二、常见网络概念解析 

三、网页基础语言 HTML  

四、INDEX  

五、超级链接 

六、静态元素、动态元素、速度、代码编写等 

 

 

第四章  Flash （2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 Flash 软件基本原理，让学生结合课堂所学网页设计相关知识，进行实际案例的操作，进

行动画制作与交互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较为复杂的 AS 语言实现交互效果 

教学内容 

一、Flash 基础知识 

二、绘制图形 

三、元件和库 

四、滤镜 

五、创建动画 

六、动画进阶和时间轴特效 

七、按钮 

八、声音 

九、 ActionScript 基础 

  

执笔人：      于静宜               审核人：李波 

 

《计算机设计基础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计算机设计基础 2/ 3D Computer Graphic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数字传播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32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    造型基础                           

教学参考书：《ZBrush 3 高精度模型制作实战技法》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8-07 出版) 

           《Maya2008 命令完全速查手册》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04 出版) 

           《火星人-3ds Max 9 大风暴》         人民邮电 (2007-08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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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s Max/VRay 印象室内家装效果图表现技法 II》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8-10 出版)  

            石献琮、王锦洪 《三维动画基础技法》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3 年出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三维计算机已经在室内设计、环境虚拟、动画、游戏、交互媒体专业中广泛应用，在当今社会中已

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手段，她已经成为多种学科的基础表达手段。三维计算机对于数字媒体专

业来说应该是一门基础课，以后的许多表现都离不开三维计算机这样的手段，学习并精通三维技术

是必要的。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掌握 3DSMAX 软件，并能熟练应用于媒体设计中。 

3．了解三维软件（3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三维软件概念的基本知识，基本历史。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三维软件的发展。 

教学内容 

 

1、了解三维动画的制作流程，尽管每个软件不同，但其制作思路和流程基本相同。 

2、主流三维软件介绍 

        Maya  3ds Max  softimage|XSI  Lightwave  Cinema4D 

Houdini（介绍软件的发展史，现状，以及各个软件的优缺点。） 

3、主流软件的编写思路 

        3ds Max  （各个软件的基本界面，操作流程，简单的演示） 

                     第二章 建模（1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具备创建数字模型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polygon 建模和数字雕刻建模。 

教学内容 

 

 

    1 、 Nurbs 建模（简单介绍了解，不需要掌握） 

    2 、Polygon 建模 

       Polygon 建模工具的介绍：结合工具的学习制作动画中的简单场景和角色。 

    3、细分建模 

       细分建模工具介绍，结合工具制作动画中的简单场景和角色。 

  第三章 材质灯光（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材质的基本构成方式 。 

教学重点和难点：把现实中的材质分解成三维软件中的材质。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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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光在自然界的变化 

        光谱、 颜色的吸收和反射、光线在物体之间的反弹和相互作用 

    3.2、数字灯光的类型  直接光照和间接光照在数字虚拟世界中的表现，创建感人的气氛。 

    3.3、物体表面属性 

    3.4、材质球、贴图、程序贴图 

4  、赋予物体真实的外表——颜色、透明度、高光、凹凸、置换等属性的自由组合创造虚拟世界

中的真实 

 第四章 动画（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动画制作软件和动画曲线的学习掌握 

教学重点和难点：动画曲线。 

教学内容 

 

1、二维动画中的精华——运动规律 

2、读懂三维动画制作软件中的动画曲线 

        并能够表现各种各样的运动：匀速、加速、减速以及三种基本运动的组合运动。 

3、数字骨骼、正向动力学和反向动力学、虚拟世界中的木偶人（骨骼装配） 

4、蒙皮 数字肌肉模拟 

5、动画实战——简单动画和角色动画 

第五章 渲染输出（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主流渲染引擎的特点和渲染的基本设置。 

教学重点和难点：分层渲染。 

教学内容 

 

 

    1、主流渲染器——Mental Ray  Renderman 等介绍 

    2、渲染中的基本设置 

    3、渲染中的分层设置 

    4、渲染输出 

第六章 后期处理（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分层渲染的后期合成和特效。 

教学重点和难点：分层渲染的后期合成。 

教学内容 

 

    1、整合渲染素材增加特效 

    2、剪辑形成短片 

 

执笔人：高自强               审核人：任戬 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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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创意》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形态创意/The form is created new meaning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数字传播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形态构成、造型基础                              

教学参考书：贡布里希 著. 《艺术与错觉》. 浙江摄影出版社.  

内森.卡波特.黑尔 著.《艺术与自然中的抽象》.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艾伦.温诺   《创造的世界-艺术心理学》     黄河文艺出版社 

R.D.沃尔克   《知觉与经验》    科学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艺术设计活动是一个需要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融会贯通的过程。然而在艺术设计的学习过程中同

时需要把握两类不同形态的知识内容，即概念原理性的知识与实践过程性的知识。形态创意则是集

各种因素、过程于一体的综合性训练原理，是各专业艺术课程所共通的理论研究方向。由于它的复

杂性，决定了课题设计的层次性；但同时也由于它的综合性决定了课题设计的开放性  

形态创意着重提高学生的综合创造能力，强化表现技能，深化艺术思想，纯化作品的品格，诱发学

生设计思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形态创意课程中，以平面形态为基础，延伸到立体行态与行为形

态的转换训练，注重一般造型能力和形态转换的形成特性的培养，并立足于现实生活经验进行艺术

表达的综合创造力，从研究自然形态中深入形态表象的观察力，从而超越模仿达到主动性的认识与

创造，并将形态认知、形态构成、形态语意的基本知识运用于创造之中，创造出新的艺术形态。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形态认知、形态构成、形态语意理解的基础上，对于形态在不同的媒

体上进行创意表现，探索从平面形态到立体形态以及行为空间形态以及媒

体形态的转换训练 

2．注重一般造型能力和形态转换的形成特性的培养，立足于现实生活经验进行艺术表达的综合创

造力，从研究自然形态中深入形态表象的观察力，从而超越模仿达到主动性的认识与创造。 

 

第一章 形态创意概述（3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形态创意的思维方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从研究自然形态中深入形态表象的观察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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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造 

二、创意 

三、火山 

 

第二章 创意中的思维状态（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艺术的视角观察与思考 

教学重点和难点 

   物理表象的思维训练 

教学内容 

一、气 

二、水 

三、火 

四、土 

 

第三章 创意中的思维方式（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创意的思维方式训练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创意的思维方式训练 

教学内容 

一、创意的原点 

二、创意的中点 

三、创意的断点 

四、创意的散点 

五、创意的支点 

 

第四章 创意生成的历程（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创意生成的历程分析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创意生成的历程训练 

教学内容 

一、创意生成的历程分析与研究 

 

第五章 创意中的“度”“量”“衡”——创意的方法与手段（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创意的方法与手段之度、量、衡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创意的方法与手段之度、量、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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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度的分析 

二、量的分析 

三、衡的分析 

 

第六章 创意中的物理变化—创意的方法与手段（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创意的方法与手段之物理变化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创意的方法与手段之物理变化 

教学内容 

一、物理变化的分析与训练 

 

第七章 创意中的化学变化—创意的方法与手段（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创意的方法与手段之物理变化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创意的方法与手段之物理变化 

教学内容 

   一、创意中的化学变化的分析与训练 

 

第八章 创意作品分析（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创意作品综合分析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创意作品综合分析 

教学内容 

   一、创意作品综合分析 

 

第九章 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选择一个主题，从平面形态的创意表达延伸到立体形态、行为形态以及影像形态的创意表达。 

教学重点和难点 

   从研究自然形态中深入形态表象的观察力，从而超越模仿达到主动性的认识与创造。 

教学内容 

大作业，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 

作业 1 创意的文案、草图形成文本。 

作业 2 将文案、草图选择相应的媒体完成作品的创作，形成完整的创作文案。 

 

执笔人：单鹏                    审核人：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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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网络传播原理/ Network communication theor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 数字媒体艺术（数字传播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计算机基础一 、计算机基础二 、形态认知 

教学参考书：苏宏元著. 《网络传播学导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 

Eric T Freeman, Elisabeth Robson 埃里克·弗里曼，伊丽莎白·罗布森（美） 著.《Head First HTML5 

Programming》.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2 年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介绍网络传播的一般原理及其具体应用。它是面向数字传播设计专业学生设置的专业必修

课。网络传播是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人类交往方式，它改写了人类既往的交

往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改变着人类社会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因

而是数字传播设计专业学生所必修的。本课程旨在通过介绍网络传播这一新兴传播方式的主要特

征、表现形态及对人们社会生活构成的深刻影响，进而从网络传播的原理、规律及信息传播实务两

个方面，通过理论学习和上机实验，使学生熟悉网络传播的主要环节，掌握网络传播产品设计的技

能技巧。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通过理论讲述使学生了解网络信息传播基本方式并总结其发展规律。通过实践教学使学生掌握网络

传播产品设计基本软件工具及相关计算机语言。具备独立进行产品创作的能力。设立题目引导学生

进行创作，并在创作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技术难点，并对新技法做突破性研究。 

 

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部分  网络信息传播概述 （理论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网络传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掌握不同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网络传播的发展规律 

教学内容 

1、网络进化论 

2、信息传播媒介发展态势 

3、网络传播产品样态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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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网络传播技法（理论 16 学时、实践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掌握 HTML、JAVA、ACTION 语言结构 

掌握不同语言的使用技巧 

教学重点和难点 

HTML 语言框架及应用 

教学内容 

3．HTML 语言 

4．Dreamweaver 开发平台技术与实践 

5．JAVA 语言概述 

6．ACTION 语言概述 

 

第三部分 网络传播产品设计实践（理论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针对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予以点评。 

教学重点和难点 

在网络传播原理中学生是否充分调动了主动性和创造性。 

教学内容 

结合学生的作业进行讨论分析。 

（一）命题设计（理论 8 学时） 

1、利用 ACTION 脚本编写交互应用程序。 

2、利用 HTML 语言搭建 DIV+CSS 框架。 

（二）作品点评（理论 4 学时） 

 

执笔人：张乃中                     审核人：李波 

《网页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网页设计／Web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数字传播方向）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计算机基础 1，2                              

教学参考书： 

弗里昂.林旺（Florend Licon）主编. 《Head First HTML 与 CSS.XHTML》. 中国电力出版社.出

版时间    2010 年 4 月 1 日 

贾森.贝尔德（Jason Beaird）主编. 《完美网页的视觉设计法则》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1 年 11 月 1 日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网页设计课程包含了网页视觉设计基础、网页编写技术基础、网页元素分析、网页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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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艺术原则及网络制作流程设计等课程内容。是一门综合了计算机软件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

网络视觉元素等内容的一门应用性很强的专业课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网页开发和制作流程的设计 考核方式：考察 

2．网页视觉元素设计和应用   考核方式：考察 

3．网页创意设计和制作实践能力 考核方式：考试 

 

第一章  网页设计入门及流程规范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初步掌握网页设计的特点及设计规范和流程 

了解并掌握网页设计常见风格和技术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网页设计的技术规范和相应的设计风格的结合 

教学内容 

一、网页设计基础 

1．网页功能特点 

2．网页常见风格及种类 

…………………… 

二、网页设计的规范及流程 

1．网页设计的规范 

2．网页设计的流程 

 

第二章  网页设计的视觉元素分析和艺术设计原则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网页设计中视觉元素的应用特点和方法 

掌握并合理应用网页设计中艺术设计的规律和原则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合理的运用网页艺术设计原则来呈现网页信息，突出网页主题 

教学内容 

一、网页设计的视觉元素 

1．页面设计布局介绍 

2．网页设计的视觉元素 

3. 网页设计的声音元素 

4．网页设计的动态元素 

…………………… 

二、网页的艺术设计原则 

1．根据主题设定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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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主题选择合适的网页技术架构 

3. 建立合理的信息层级和版式样式 

 

第三章  网页设计案例分析和制作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案例分析积累相关主题的网页设计方法和经验 

在主题性作业实践中合理运用设计方法原则，设计制作出包含多媒体元素的网页 

教学重点和难点 

针对用户体验设计良好的交互流程 

教学内容 

一、网页设计案例研究分析 

1．针对实践作业主题分析和研究相关成功案例 

2．搜集，整理，加工相关网页设计素材和资料 

…………………… 

二、网页设计案例制作实践 

1．应用 Dreamweaver 进行站点的规划与布局 

2．应用 Flash 制作与网页主题有关的网上素材 

3. 应用 Fireworks 进行图像处理 

 

执笔人：杨艺                      审核人：李波 任僭 

 

《版式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中文/英文）：版式设计/Format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数字传播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计算机设计基础 1、计算机设计基础 2 、形态创意                  

教学参考书：王友江编著. 《平面设计基础》.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6 

            王绍强《版式设计+:给你灵感的全球 佳版式创意方案》. 中国青年出版

社.2012.10.1 

            Adam Wong《Turn To Page X》. Beijing Designer Books Co. Ltd. 2008.2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是在学生掌握版式设计原理的基础上进行的版式设计教学。经过之前的设计学习，学生

在本课程中通过掌握版式设计的基础、形式、设计方法、分类（具体将讲解如何编排文字，包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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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应用、标题的运用、配色在版式设计中的运用等），并进行经典案例的分析，将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在版式设计上进行创新，设计出具审美品位的设计形式。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更加熟悉版式设计原理及设计方法，掌握版式设计流程。 

2．能够让学生通过对版式设计的学习，完成版式设计的创作。 

 

第一章  版式设计基础、形式  （3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版式设计概念的讲解，使同学们掌握版式的基础知识，突出需要突出的信息点。通过对

版式形式的掌握，使版式设计更具有美感。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版式设计的形式与应用 

难点：版式设计既能有美感、又能把信息正确的传达给观者 

教学内容 

一、版式设计基础 

1.版式设计概述 

2.书籍及电子书的版心 

3.版面的版式 

4.版式设计的要素 

二、版式设计形式 

1.比例 

2.视觉 

3.中心的定位 

4.视觉方向 

5.对称 

6.均衡 

7.版式周围的空白 

8.节奏与韵律 

9.版面分割 

        

第二章  版式设计的方法、分类特征  （3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将版式设计进行具体细分，从而使版式设计与不同媒介的结合，更好的进行视觉传达。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版式创意设计的构思、具体表达方式 

难点：版式设计创意及表现力结合如何能更加符合所要体现的主题 

教学内容 

一、版式设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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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版式设计的形式 

2.网格设计方法 

3.文字在版面中的编排 

4.图形在版面中的编排 

二、版式设计的分类特征 

1.书籍的版式设计 

2.期刊的版式设计 

3.报纸的版式设计 

4.电子出版物的版式设计 

 

执笔人：许婷                      审核人：李波 

 

《CI 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中文/英文）：CI 设计/CI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数字传播设计方向） 

学 时 数：6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计算机设计基础 1、计算机设计基础 2、形态创意                 

教学参考书：张德、吴剑平著 《企业文化与 CI 策划》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5 

            梁勇编著《VI 设计原理与实践》. 印刷工业出版社.2012.6 

            何方、高卓、上官嫚嫚编著《VI 设计》.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4 

             金琳、赵海频编著 《VI 设计》.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是在 CI 理论与实践策划的基础上进行的教学。使学生们认识到管理在设计中的作用，

如何增强企业管理，从而进行更好的推广传播。经过了对计算机基础、标志、海报、包装、VI 等的

学习和 CI 案例和图标的讲解，学生在本课程中不仅能够更能增强企业视觉识别的运用。同时，可

以了解学习企业行为识别、企业理念识别。从宏观上进行策划设计。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更加熟悉 CI 概念、历史发展、构成要素及与 VI、BI、MI 之间

的关系。 

2．通过对 CI 的调研、策划、设计的各种方法的了解，能够让学生通过课题主动的进行创意策划，

做出符合不同种类的设计。 

 

第一章  CI 概念、历史的发展  （4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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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 CI 概念的了解及它历史背景的了解，能够宏观的知道什么是 CI，了解不同的策划风格。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CI 的定义与外延 

难点：如何更好的了解公司的企业形象，进行传播策划 

教学内容 

一、CI 概念 

二、CI 历史的发展 

1．美国的 CI 模式 

2．日本的 CI 理论 

3. 中国的 CI 发展 

 

第二章  CI 系统的构成要素、与 VI 等之间的关系  （4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了解 CI 的构成元素，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如何分析拓展企业的理念，了解企业的文化，进行各

种企业一系列各种活动的策划，从而进行企业形象识别。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CI 系统中企业理念识别、行为识别、视觉识别之间的联系及应用 

难点：如何准确的对企业文化进行定位，对企业进行形象策划 

教学内容 

一、CI 系统的构成要素 

1．企业理念识别 

2．企业行为识别 

3. 企业视觉识别 

二、CI 与 VI、MI、BI、HI 之间的关系 

1．VI 的相关知识与设计管理流程 

2．BI 的相关知识与应用 

3. HI 的相关知识与应用 

 

执笔人：许婷                     审核人：李波 

 

《新媒体艺术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网页设计／Introduction of New Media Art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数字传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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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网络传播原理 

教学参考书： 

罗伊.阿斯科特著.《未来就是现在-艺术，技术和意识》.金城出版社 2012 年 5 月； 

黄鸣奋编著.《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学林出版社.出版时间 2009 年 1 月 1 日； 

杨艺 编著.《嗨！新媒体－漫话新媒体艺术与设计》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2 年 6

月 1 日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新媒体艺术概论》是研究“新媒体与数码艺术理论和实践”的课程，课程将从艺术创作的角

度去探讨赛伯文化的产生发展、图灵测试与人机智能的人文意义、研究网络信息环境，虚拟现实

与加强现实中的艺术表现的。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全面了解和掌握新媒体艺术的发展脉络和基础理论 考核方式：考察 

2．通过对于新媒体艺术实践及作品的分析研究开拓创作思维，借鉴创作经验考核方式：考察 

3．理解和掌握新媒体艺术创作的规律和方法论，以此培养艺术创新能力：考试 

 

第一章  新媒体艺术与赛博文化（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新媒体艺术的概念，起源，文化背景及社会意义 

理解赛博文化思潮对于新媒体艺术创作的意义和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赛博文化的前卫精神和现实意义 

教学内容 

一、新媒体艺术概念和起源 

1．新媒体 － 一个总是变旧的媒体 

2．新媒体艺术的发展脉络 

…………………… 

二、新媒体艺术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意义 

1．赛博文化思潮对于新媒体艺术的影响 

2．新媒体艺术中的未来主义情怀和现实主义精神 

 

第二章  新媒体艺术的织造化，流动化取向（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网络艺术，移动艺术，遥在艺术等新媒体艺术实践方向，理解其创作思维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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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中研究和分析新媒体艺术创作中连接性，交互性的创作表现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从连接性，和交互性中找到创作方法，更要理解其本身作为艺术表现形式具有深刻的人文意义。 

教学内容 

一、新媒体艺术的织造化取向 

1．赛博空间的精神与物质 

2．互联网为媒介的艺术表现 

3. 移动通信与艺术表现 

…………………… 

二、新媒体艺术的流动化取向 

1．信息流构成的艺术表现媒介 

2．移动通信与艺术表现 

3. 智慧环境与艺术表现 

 

第三章  新媒体艺术的虚拟化，沉浸化取向（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计算机虚拟现实，加强现实等科技发展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和作用 

从新媒体艺术表现中的虚拟化，沉浸化特点出发，探讨相关艺术表现的方法和意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虚拟化，沉浸化对于艺术创作的人文意义 

教学内容 

一、虚拟现实与艺术表现 

…………………… 

二、加强现实与艺术表现 

…………………… 

三、新媒体艺术中虚拟化，沉浸化的艺术表现 

 

第四章  新媒体艺术的重构化，变异化取向（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电子信息科技与分子生物技术相结将是新媒体发展的方向，通过了解相关领域的新媒体艺术实践和

理论，培养更具有前瞻性的新媒体艺术实验精神和创作思维，从而加强艺术创作的创新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从信息媒介的角度去理解理解分子生物科技可能对于艺术表现带来的影响和意义 

教学内容 

一、分子生物科技下的生物媒介 

…………………… 

二、电子信息科技与生物科技的融合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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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媒体艺术中重构化，变异化的艺术表现 

 

执笔人：杨艺                 审核人：李波 任僭 

 

《用户界面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用户界面设计/ Design  of  Interface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数字传播方向 

学 时 数：  6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  3.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  网页设计、版式设计                               

教学参考书： 拉斯基(Jef Raskin)《人本界面:交互式系统设计》 机械工业出版社 

     Ben Shneiderman 等著 《用户界面设计-有效的人机交互策略（第五版）》电子工业出     

     版社  

     周晓蕊《交互界面系统设计》 东方出版中心;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对界面设计的三个构成部分结构设计、交互设计、视觉设计进行讲解，使学生理解界面设计核

心思想：用户易于理解，用户简单使用，用户愉悦使用，使学生掌握界面设计的流程，界面设计的

方法，界面设计评价的标准。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课程目标是使学生了解人机交互的概念、不同时期的用户界面特点、理解用户界面设计的基本

原则和方法。 

2．根据软件技术发展的趋势，以基于 Web 的软件应用系统为例，结合当前主流界面实现技术，让

学生熟练掌握软件系统用户界面设计的主要过程和可用性评价方法； 后，展望用户界面技术，让

学生简单了解用户界面的新技术理论。 

    3．考核方式：大作业，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作业要求设计出具有创意

的界面，在审美上和交互上都具有风格和独特性，同时满足合理性、易用性，符合人机交互界面的

需求。 

第一章  概念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人机界面的基本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界面设计要点 

教学内容 

 一、人机界面的艺术设计 

 二、交互界面设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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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软件人机界面设计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人机界面设计的操作平台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人机界面软件的具体操作 

教学内容 

   一、交互界面软平台基础 

   二、Flash 互动界面软平台设计 

   三、Director 互动界面软平台设计 

 

第三章  硬件人机界面设计（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人机界面设计硬件平台 

教学重点和难点 

硬件平台的运行方法 

教学内容 

一、第一节 交互界面硬平台基础 

  二、电子技术基础 

  三、硬平台的计算机外设法 

  四、硬平台的单片机法 

 

第四章  综合设计实例（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实例介绍与分析当代优秀的界面设计作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界面交互设计的创新思维 

教学内容 

 Internet 网页界面设计   

 人机界面设计的测试和评价。 

 

第五章  讨论与点评（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让学生结合课堂所学相关知识，进行实际案例的操作，针对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予以点评。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人机交互界面设计与制作 

教学内容 

    一、市场调研，搜集分析各种界面设计 

    二、设计用户界面设计方案 

三、制作出界面设计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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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      于静宜               审核人：李波 

 

《数字特效合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数字特效合成/ Digital Compositing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 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56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24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网络传播原理、用户界面设计、电子出版物、交互艺术 

教学参考书：李四达著. 《交互设计概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拉斯基（美）著. 《人本界面交互式系统设计》.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年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主要研究交互产品的视觉特效及合成技法。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逐渐丰富，数字特效在交互

设计中越发重要，数字特效的运用活跃了气氛，增强了产品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本课程以流行交互

特效软件为基础进行讲述，使学生掌握其软件功能，并结合人机工程学原理及产品易用性特点进行

实例创建。通过训练提高学生数字特效合成能力，以丰富创作手段，提升作品品质。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根据时下流行的数字特效合成技法及合成品平台进行延伸，通过实例分析，使学生了解其结构与规

律。并结合人机工程学原理及产品易用性特点进行实例创作。 

 

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部分  特效合成原理 （理论 12 学时、实践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特效合成原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掌握不同特效合成原理的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特效合成原理的发展规律 

教学内容 

2．传播媒介发展概述 

3．多媒体合成平台发展趋势 

 

第二部分 特效合成技法（理论 12 学时、实践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掌握特效合成技法 

掌握不同特效合成技法的使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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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特效合成技术手段和应用 

教学内容 

4、 固定信息传播平台合成技法 

5、 移动信息传播平台合成技法 

6、 交互特效创意技法 

 

第三部分 命题设计与作品点评（理论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针对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予以点评。 

教学重点和难点 

在网络传播原理中学生是否充分调动了主动性和创造性。 

教学内容 

命题设计与训练（实践 24 学时） 

1、对交互特效样态进行收集并形成报告。 

2、根据命题，利用多种特效合成平台进行创作。 

 

执笔人：张乃中                     审核人：李波 

 

《电子出版物》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电子出版物/ Electronic publications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 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80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4.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网络传播原理、用户界面设计、数字特效合成 

教学参考书：包鹏程，范文婷著. 《电子出版物》.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周蔚华著.《数字传播与出版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电子出版物是指以数字代码方式，将有知识性、思想性内容的信息编辑加工后存储在固定物理形态

的磁、光、电等介质上，通过电子阅读、显示、播放设备读取使用的大众传播媒体，包括只读光盘

（CD- ROM、DVD- ROM 等）、一次写入光盘(CD- R、DVD- R 等)、可擦写光盘(CD- RW、DVD- RW

等)、软磁盘、硬磁盘、集成电路卡等，以及新闻出版总署认定的其他媒体形态。电子出版物与传统

纸张出版物相比具有不同的特性：信息量大、可靠性高、承载信息丰富，具有较强的交互性，制作

和阅读过程需要相应软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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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本课程为创意实践课程。基于电子出版物信息传播的特点及技术构架，拟定题目进行创意制作。课

程分为市场调研、项目分析、制作流程规划、技术构架匹配、资料收集、素材创作、合成制作、作

品点评几个环节。 

 

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部分  创意构思环节（理论 8 学时、实践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市场调研了解电子出版物的传播规律及产品样态 

掌握分析风格取向及技术路径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电子出版物形态进行深入解析 

教学内容 

创意构思环节，根据产品形式及信息传播规律，考量其易用性、包容性及创新性特点。利用实例分

析拓展学生创意思维，结合命题要求进行创意构思，命题设计。 

第七章 创意脚本设定 

第八章 易用性设计 

第九章 界面设计 

 

第二部分 制作流程规划阶段（理论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制作了解电子出版物的流程及技术手段 

利用掌握的技术手段制作作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技术手段和创意表现的结合 

教学内容 

制作流程规划阶段，根据创意要求规划制作流程，整理技术构架，匹配技法要点。针对创意特点对

技术难点进行突破和集中讲解，解决存在问题。（理论 8 学时） 

 制作流程规划 

 素材收集、整理与创作 

 

第三部分 制作阶段（理论 50 学时、实践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针对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予以点评。 

教学重点和难点 

在电子出版物中学生是否充分调动了主动性和创造性。 

教学内容 

制作阶段，根据规划要求，素材创作和合成工作同时展开。框架开发 

1、 素材整合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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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成与特效 

3、 反馈与测试 

4、 发表 

5、作品点评 

典型作业与训练 

1、从视知觉、易用性及技术构成方面，典型剖析某项电子出版物产品。 

2、利用掌握技法进行创作。 

 

执笔人：张乃中                     审核人：李波 

 

《摄影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摄影基础/ Photograph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数字传播设计方向）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计算机设计基础 1、计算机基础 2、形态构成 1、形态构成 2 

教学参考书：冯建国著. 《黑白摄影》. 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12 

美国纽约摄影学院著. 《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 中国摄影出版社.2010.8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解决数字传播设计中面临的对于图像的获取、处理和输出的问题，主要

的教学内容在于摄影原理及对摄影器材的控制能力方面。在此课程中学生会了解到相机的基本成像

原理并在此原理之上对相机的成像控制进行实践性的认识。在照片的数码后期处理中学生可以结合

二维计算机设计基础、色彩、平面构成等预先课程进行实践，以达到知识互通的目的。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摄影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性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掌握摄影的基本技巧。 

2．让学生能运用摄影语言，在实际操作中可以获取具有一定艺术表现力的图像。 

 

第一章  摄影基础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讲授现场摄影所需的基本操作和流程，介绍相机的基本成像原理和控制参数。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现场摄影的流程、相机的成像原理和主要参数。 

难点：相机的成像原理和主要参数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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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机基础理论 

1．照相机的种类、结构与工作原理。 

2．照相机的附件和使用常识 

3. 镜头的种类与选择。 

二、摄影控制参数 

1．焦距、光圈、快门与感光度。 

2．镜头口径 

3. 感光胶片的种类与使用常识。 

 

第二章  摄影实践  （2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讲解各种不同类型摄影的特点与拍摄方法。要求学生可以通过器材进行有目的有控制进行拍

摄，在实用性和艺术性上都可以完成摄影创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不同类型摄影的特点与拍摄方法，艺术摄影。 

难点：艺术摄影。 

教学内容 

一、摄影流程实践 

1．普通数码相机使用常识。 

2．曝光、测光与景深。 

3. 摄影用光与影棚摄影。 

二、类型摄影学习 

1．人像摄影。 

2．风景摄影。 

3. 运动摄影。 

4. 艺术摄影。 

三、摄影作品分析 

 

执笔人：常佶 张渊                      审核人：李波 

 

《音频编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音频编辑/Musical Edit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36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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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修课程：形态认知、形态构成一、形态构成二                               

教学参考书：《声音与现象》（法）雅克.德里达  商务印书馆 

《电影的元素》（美）李.R.波布克  中国电影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系 

课程简介：（150～500字） 

音乐编辑先从数字音乐的构成开始，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数字音乐的基本概念和工作原理。对音乐

编辑所需要的硬件和软件而进行介绍，使学生了解当今世界当中音乐编辑的方法与手段，通过学习

学生能够自己组建自己的音乐工作室，从而可以为影片进行配音。并使学生了解苹果电脑当中音乐

编辑的软件的使用方法，从而能够达到自己制作音乐，为自己电影配音的目的。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学生熟悉声音制作设备。 

2，把握设计教学的特点，坚持以设计实践带动专业课程学习，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并掌握现行的

录音混音技巧。 

3，加强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使得艺术与技术并重，并创造出自己的艺术作品。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声音在电影、电视以及多媒体等相关的各方面因素的多方位的基础理论学习，掌握如何处理

画面与声音的基本方法。充分发挥电影、电视、以及多媒体这些媒介的视听的综合优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1.理解声音数模转化过程，数字化音频的基本特点。 

2.多轨音频编辑中的音频信号流，混音中常见的基本技巧。 

3.声音构成的几种形式与后期配音的声音构成。 

 

教学内容 

 

第一章 声音的基础知识，数字化声音的基础知识与混音基本原理。（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声音在电影、电视以及多媒体等相关的各方面因素的多方位的基础理论学习，掌握如何处理

画面与声音的基本方法。充分发挥电影、电视、以及多媒体这些媒介的视听的综合优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1.理解声音数模转化过程，数字化音频的基本特点。 

 

教学内容： 

音的概念和数字音频的基本概念。 

2.采样频率的定义 。 



艺术设计学院 

                                                                                                                 208

3.比特深度的基本定义。 

4.音乐的基本常识。 

 

第二章 声音的编辑，混音与 midi。（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单轨音频文件的常用编辑形式和方法。理解多轨文件的编辑技巧和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声音的特效和编辑。 

2.多轨音频编辑中的音频信号流，混音中常见的基本技巧。 

3.声音构成的几种形式与后期配音的声音构成。 

 

教学内容： 

1,数字音频编辑软件的种类介绍，用多轨音频软件和 midi 软件协调工作。 

2,多轨音频软件的介绍。 

3,使用单轨编辑修改自己的音乐。 

4,使用多轨修饰自己的音乐。 

5,使用录音工具加入自己的录音。 

6,使用单轨编辑修改音乐。 

7,加入特效编辑修改音乐。 

8,使用苹果声音循环程序自己建立的音乐。 

 

第三章 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常见的声音类型和不同的声音轨道，熟悉混音的技巧。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多轨音频编辑中的音频信号流，混音中常见的基本技巧。 

2.声音构成的几种形式与后期配音的声音构成。 

教学内容： 

 

1，声音构成 

2，声源形式的互换性。 

3，主题与动机。 

4，创造一个声音的环境。 

5，片头、高潮、结尾的声音处理。 

6，静也是声音构成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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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声音构成的几种形式。 

8，后期配音的声音构成。 

9，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 

10，电影中声音的变革。 

11，声音的表现力。 

12，声音的空间特征。 

13，时空中的声音。 

14，电影的视听节奏。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8 学时） 

 

1、论文：分析电影电视中的声音运用。 

2、收集相关作品并进行分析。 

3、编辑设计一部声音作品。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作品分析 50% 、命题作品设计 50% 

作业 1 分析电影电视中的声音运用。 

作业 2 编辑设计一部声音作品。 

 

 

执笔人：王锦洪                     审核人： 任僭 李波 

 

《动画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动画设计/ Animation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数字传播 

学 时 数：6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8   

学 分 数：4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计算机设计基础 1、计算机设计基础 2                    

教学参考书：孙立军、韩笑著. 《影视动画场景设计》. 中国宇航出版社.2003.6 

十一郎 编著《动画创作理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 

乔瑟克里斯提亚诺 编著《分镜头脚本设计教程》.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贾否 著 《动画概论》.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3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是在学生基本掌握动画软件基础上的动画教学。主要以动画基础教学和动画基本模块教

学为主。使学生了解动画的基本概念和动画的流程以及动画的基本分工，学生在本课程中能够基本

掌握动画剧本创作、角色设计、场景设计、分镜头设计等动画的基础知识，并将所掌握的知识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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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创作出完整的动画设计。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基本掌握动画及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 

2．使学生基本掌握动画设计的基本内容，具备动画创作的基础能力。 

 

第一章  动画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流程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基本动画类型的讲解，逐步让学生掌握动画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的动画类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动画类型的主要区别 

难点：动画概念的基本含义 

教学内容 

一、动画的基本概念 

1．动画的发展历程 

2．动画的基本类型 

3．当代国内外的主流动画 

二、动画流程 

1．动画的生产方式 

2．动画的基本分工 

3.动画设计的各个组成模块 

 

第二章  动画剧本和角色与场景设计  （3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基本掌握了动画的基本概念的前提下，进入角色和场景的设计模块。通过对角色和场景的基础教

学，使学生掌握其中的创作方法和创作规律，能够独立创作出符合故事的角色和场景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角色设计 

难点：如何创作出生动的角色 

教学内容 

一、动画剧本 

1．动画剧本的基本特点 

2． 动画剧本的创作方法 

二、角色设计 

1．写实性角色 

2． 非写实性角色 

2． 角色设计的基本方法 

三、场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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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场景设计的功能与方法 

2．场景的表现 

3. 场景设计中的光影和色彩 

第三章 分镜头设计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根据剧本和角色设计以及场景设计的要求，进行分镜头的设计，能够设计具有动画语言的分镜头，

可以完整的阐述故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分镜头的绘制 

难点：分镜头与故事版的区别 

教学内容 

一、分镜头设计 

1．分镜头的基本构成元素 

2．动画中的分镜头表现方法 

二、分镜头设计的制作流程 

1．文字剧本与分镜头 

2．故事版与分镜头 

3.分镜头的基本绘制方法 

 

执笔人：袁强                      审核人：李波 

 

《传媒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传播学/Media Studies 

课程类别：      专业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适用专业：数字传播方向 

学 时 数：  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    2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  形态认知、形态语意、形态创意、形态表达、设计心理学                             

教学参考书： 郭庆光编.《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4 月 1 日 

             周鸿铎编. 《传播学教程》.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 年 7 月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译林出版社. 2011 年 7 月 1 日 

             陆小华. 《整合传媒》.中信出版社. 2002 

             喻国明. 《解析传媒变局》. 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 

             周伟. 《媒体前沿报告》.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 年 1 月 1 日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传媒学是在形态语意、形态表达、设计心理学基础上转向大众传媒学设计为中心的教学。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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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媒产业成为世界公认的 具发展前景的行业之一。本传媒学程主要在训练未

来信息社会中信息传播为内容的制作人才，特别是国际网络广播、新闻、娱乐、教育、商业等应用，

传媒内容将引用先进的传媒工具制作。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传媒学基础知识，了解其发展历程，目前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向。 

2．本学科以人文社会与科技并重，在此基础上，使对传媒有兴趣的本校学生，能娴熟传媒及其内

容制作工具的运用 

3．以实用为导向，除了教授基础课程外，以专题制作及现场实习的方法，训练社会所需之人才。 

4、考核方式：大作业，结合传媒学相关知识，让学生策划和完成一次传播行为，分析传播结果，

以视频方式呈现 

 

第一章  传播学的形成与发展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传播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掌握不同传播时代的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传播的五要素 

教学内容 

一、传播学的形成与发展 

传播学产生背景 

传播的定义 

传播的特点 

传播的要素 

传播的分类 

二、人类传播的发展进程 

口语传播时代 

文字传播时代 

印刷传播时代 

电子传播时代 

网络传播时代 

手机传播时代 

 

第二章  符号和意义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符号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掌握不同传播时代的代表符号 

教学重点和难点 

所指和能指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符号的发展 



艺术设计学院 

                                                                                                                 213

二、符号的转化 

三、符号的阶梯 

四、符号案例 

五、点评作业 

 

第三章  传播要素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传播的几大要素 

了解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冷媒介和热媒介 

教学内容 

一、传播者 

二、传播媒介 

三、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 

媒介即讯息 

媒介是人的延伸 

 

第四章  传播学四大奠基人及集大成者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传媒学历史上的几位重要人物及其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把关人”，“意见领袖”，5W 理论 

教学内容 

一、库尔特·卢因 

二、拉扎斯菲尔德 

三、哈罗德·拉斯韦尔 

四、卡尔·霍夫兰 

五、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 

 

第五章  传播类型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传播的几大类型及其递进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约哈瑞窗口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教学内容 

一、自我传播 

二、人际传播 

三、组织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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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众传播 

五、国际传播 

 

第六章  新媒体艺术的新语言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探索新媒体艺术的新语言 

教学重点和难点 

新媒体艺术样态的分析与新语言的探索 

教学内容 

一、人机交互 

二、实时生成 

三、拟像操控 

四、交互叙事 

五、块茎结构 

 

第七章  讨论拍摄作业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让学生结合课堂所学传媒学相关知识，以组为单位完成一次传播行为。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传播进程的掌控和对结果的预判。 

教学内容 

结合传媒学相关知识，让学生策划和完成一次传播行为，分析传播结果，以视频方式呈现。 

 

第八章  点评作业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针对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予以点评。 

教学重点和难点 

在传播行为中学生是否充分调动了主动性和创造性。 

教学内容 

结合学生的视频作业进行讨论分析。 

执笔人：      单鹏                审核人：李波 

 

《交互艺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交互艺术/ Interactive Art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 数字媒体艺术（数字传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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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数：76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20   

学 分 数：4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计算机基础一 、计算机基础二 、形态构成 

教学参考书：郭晓寒著. 《互动媒体艺术》.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王利敏、吴学夫著.《数字化与现代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童芳著.《新媒体艺术》.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首先要让学生清楚交互设计所包含的 大范畴，打开学生的思维宽度，再用丰富的案例让学

生理解交互设计与传统方式的区别及特点，引导学生对交互设计的的思考，并引导学生对相关其他

学科的新技术做深入的了解和研究，通过对交互设计的发展起源的梳理，让学生明白交互设计发展

的脉络及未来发展趋势，并通过与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合作，实现交互设计作品。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在新媒体设计课程的基础上，针对交互设计进行专门研究。使学生深入了解其形式、特点，明确其

在新媒体艺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通过艺术实验使学生获得感性认知；同时从实践角度出发增

强学生对交互设计原理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实践设计能力。 

 

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部分  如何理解交互媒体艺术（理论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交互媒体艺术的概念内容以及概念拓展 

掌握不同时期交互艺术的发展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交互艺术的特点 

教学内容 

1.生成性（动态性，不确定性） 

2.交叉性（参与性，游戏性） 

3.能量转换（新陈代谢） 

 

第二部分 交互媒体的分类及发展脉络（理论 2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掌握交互艺术的主要表现平台 

掌握不同交互技术的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交互设计的结构建立 

教学内容 

1.互动影像方式 

 2.互动装置方式 

 3.游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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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网络通信方式 

 5.舞台表演方式 

 

第三部分 交互艺术的常用创作手法（理论 16 学时、实验 2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以现有创作手法为基础指导学生制作交互作品 

   掌握交互设计的必要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让学生熟悉创意所需的技术条件 

教学内容 

（一）命题设计 

1.黑盒子系统 

 2.营造信息转换过程的意义 

 3.夸张手法的使用 

 4.简化复杂的事物 

 5.转换信息的呈现形式 

 6.获取新的交流体验 

 7.展现不可见信息 

 8.以人类活动做界面 

 9.现实经验的模拟和超越 

10.类型学的经验借用 

11.社会网络的模拟 

12.不同的视听体验 

13.行为艺术方式的借用 

14.通用互动传输某种属性 

15 影子与实物的关系 

16.赋予虚拟物体新的属性 

17.使物体具备智能特点 

18.用于分析手段的互动 

19.干预时间进程 

20.像素点成像 

 

执笔人：成硕磊                    审核人：任戬  李波 

 

《视听语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视听语言/ Audio-visual language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数字传播方向）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形态构成、形态表达 、形态创意、摄影基础、计算机基础 1、计算机基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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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参考书： 

《影像、声音、运动》实用媒体美学  【美】 赫伯特.泽特尔  中国广播学院出版社 

《影视导演技术与美学》 【美】迈克尔.拉毕格   中国广播学院出版社 

《电影的元素》 【美】李.R.波布克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语言的语法》 【乌拉圭】丹尼艾尔.阿里洪   中国电影出版社 

《非线性叙事》 许江 吴美纯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旨在解决课程讲解视听语言在叙事中的基本应用原理。在摄像机运动、视角、景别、轴线

规律等方面帮助学生理解视听手段是如何组织建立人物关系、情绪、时间、空间等基本的叙事元素。

总角度、场面调度、人物调度、镜头调度及剪辑方面给予学生基本的叙事方法。课程从基本原理出

发，从分解练习入手使学生深入视听语言的实践活动。在大量的实践练习中锻炼学生的对于故事的

把握和表现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在视频的叙事语和形式语言两方面进行视听语言的深入认识与实践。培养基本的视听叙事能力。掌

握其方法、原理、及特性。培养以声、光、色、形、时间、空间为基本元素的形式语言构成方法、

原理、及特性。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视听语言中的形式语言  （2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电影的语言构是以光为基本元素的。光的特质又可分为色彩、形状、速度、明度。在视听语言

中这些特质又是运动着变化的。所以回归到基本的元素进行规律式的训练可以使学生回到视听语言

核心的部分，并在应用中避免模式化教条式的运用，可以激发出学生在语言上的创造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形式与心理的关系 

难点：符号产生的能指的传播性 

教学内容 

 1．宽高比                             

2．物体大小 

3．画幅 

4. 演绎和归纳视觉方式 

5．方向 

6．画面的磁力                                   

7．画面的不对称                                      

8.前景背景                            

9 心里完型                             

10 矢量 

11.通过矢量分布使区域稳定化 

12.平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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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物体取景 

14.以多重屏幕延伸领域 

15.分隔屏幕 

16．图形深度因素 

17．语义与符号 

第二章 视听语言叙事  （2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电影的语言构成是由叙事发展并成熟出来的。学生通过对视听语言对故事的表达充分的了解视

听语言特性。在不同视频作品的片段的分析中熟练镜头运用、场面调度、摄像机运动、剪辑，已达

到语言在表达上的 大化。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场面调度与分镜头的关系。 

难点：轴线规律及其应用。 

教学内容 

总论：通过蒙太奇看叙事语言的的特点及原理 

1．建立合成影像                              

2．电影叙事语言的独特性 

3．摄像机运动 

4. 视点与视角 

5．景别   

6．轴线规律                                   

7．跳轴的具体应用                                       

8.总角度拍摄方法                            

9 场面调度                             

10 人物调度 

11.镜头调度及剪辑                            

 

执笔人： 常佶                       审核人：李波 

 

《视频编辑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视频编辑计算机基础/ Computer Video Edit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数字传播方向）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32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录像摄影基础、影像发展史、影视语言、影视美学 、   

教学参考书：《AFTER EFFECT 7 标准教程》 崔燕晶/编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AFTER EFFECT 经典影视特效案例详解》 任海峰/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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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EFFECT 7 影视特效经典》中国青年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使学生握视频后期制作软件 PREMIERE、AFTER EFFECT 的基本操作并对工作原理及制作流程有

明确清晰的认识。熟悉与视频后期相关的基本知识如：非线性、主流视音频格式、及格式间相互转

化等。在此课程中针对学科特点着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结合学生的审美及想象力创造力进

行引导。而并非软件的简单罗列式的操作介绍。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使学生握视频后期制作软件 PREMIERE、AFTER EFFECT 的基本操作、工作原理及制作流程。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部分 PREMIERE 视频合成软件学习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后期剪辑软件基本工作原理及流程。学习 PREMIERE 的基本操作，了解工具和窗口、菜单的

基本功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 

   PREMIERE 的素材格式应用及输出。 

1. 线性视频后期概述。线性、非线性、随机读取概念及其进行方式的对应实例。（2 课时） 

2. 用视、音频格式，格式应用及格式间的转换（2 课时） 

3.PREMIERE 、AFTER EFFECT 软件概述（2 课时） 

4.REMIERE 软件的特点及发展（2 课时） 

5.REMIERE 项目的设置 帧速率、帧大小的概念及其对于视频质量的影响（2 课时） 

6.EMIERE 版面的设置（2课时） 

7.Premiere 的窗口及主要功能（2 课时）。 

8.利用效果控制窗口进行视频、音频的转接。（2 课时） 

9.Premiere 的字体功能。（2 课时） 

10.输出视频及输出设置。（1 课时） 

第二部分：AFTER EFFECT 视频特效软件学习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后期剪辑软件基本工作原理及流程。学习 AFTER EFFECT 的基本操作，了解工具和窗口、菜

单的基本功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三维特效合成及项目工程嵌套。 

 

1. 视频后期特效软件 After Effects 概述。导入素材及导出设置（1 课时） 

2. Comp 工作原理。关键桢及关键桢的工作原理。层的概念、层操作。（2 课时） 

3. 运动。在时间线上进行动画制作。（2 课时） 

4. 通道、抠像、遮罩及蒙版。（2 课时） 

5. 三维属性：三维中运动物体、摄像机及灯光（2 课时） 

6.滤镜原理及应用。（2课时） 



艺术设计学院 

                                                                                                                 220

7.综合练习（2 课时）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16 学时） 

训练：随堂实例制作练习 

作业 1 使用 premiere 进行画面声乐匹配剪辑练习。 

作业 2 使用 After Effect 进行“连续运动”动画制作。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 

作业 1 时间长度 30 秒。使用连贯的未经剪辑处理的声音文件。剪辑视频文件与之配合。制 avi 视

频文件。 

作业 2 十次连续运动。制作 avi 视频文件。 

 

执笔人： 常佶                       审核人：李波 

 

《视频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视频设计/ Video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数字传播方向） 

学 时 数：6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48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形态构成、形态语意、形态表达 、录像摄影基础、影像发展史、影视语言、

影视美学 、视频编辑计算机基础  

教学参考书：《影像、声音、运动》实用媒体美学  【美】 赫伯特.泽特尔  中国广播学院出版社 

《影视导演技术与美学》            【美】迈克尔.拉毕格   中国广播学院出版社 

《电影的元素》                    【美】李.R.波布克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语言的语法》               【乌拉圭】丹尼艾尔.阿里洪   中国电影出版社 

《非线性叙事》                     许江 吴美纯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旨在解决课程讲解视听语言在叙事中的基本应用原理。在摄像机运动、视角、景别、轴

线规律等方面帮助学生理解视听手段是如何组织建立人物关系、情绪、时间、空间等基本的叙事元

素。总角度、场面调度、人物调度、镜头调度及剪辑方面给予学生基本的叙事方法。课程从基本原

理出发，从分解练习入手使学生深入视听语言的实践活动。在大量的实践练习中锻炼学生的对于故

事的把握和表现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在视频的叙事语和形式语言两方面进行视听语言的深入认识与实践。培养基本的视听叙事能力。掌

握其方法、原理、及特性。培养以声、光、色、形、时间、空间为基本元素的形式语言构成方法、

原理、及特性。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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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视听语言叙事  （2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电影的语言构成是由叙事发展并成熟出来的。学生通过对视听语言对故事的表达充分的了解视

听语言特性。在不同视频作品的片段的分析中熟练镜头运用、场面调度、摄像机运动、剪辑，已达

到语言在表达上的 大化。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场面调度与分镜头的关系。 

难点：轴线规律及其应用。 

 

总论：通过蒙太奇看叙事语言的的特点及原理 

1．建立合成影像                              

2．电影叙事语言的独特性 

3．摄像机运动 

4. 视点与视角 

5．景别   

6．轴线规律                                   

7．跳轴的具体应用                                       

8.总角度拍摄方法                            

9 场面调度                             

10 人物调度 

11.镜头调度及剪辑                            

 

第二章  视听语言中的形式语言  （2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电影的语言构是以光为基本元素的。光的特质又可分为色彩、形状、速度、明度。在视听语言

中这些特质又是运动着变化的。所以回归到基本的元素进行规律式的训练可以使学生回到视听语言

核心的部分，并在应用中避免模式化教条式的运用，可以激发出学生在语言上的创造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形式与心理的关系 

难点：符号产生的能指的传播性 

 

 1．宽高比                             

2．物体大小 

3．画幅 

4. 演绎和归纳视觉方式 

5．方向 

6．画面的磁力                                   

7．画面的不对称                                      

8.前景背景                            

9 心里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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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矢量 

11.通过矢量分布使区域稳定化 

12.平衡阶段 

13.物体取景 

14.以多重屏幕延伸领域 

15.分隔屏幕 

16．图形深度因素 

17．语义与符号 

 

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16 学时） 

叙事短片练习。 

视听形式语言训练。 

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 

作业 1 双人对话练习 

作业 2 动作叙事练习 

作业 3 一人多角色叙事练习。 

作业 4 情绪表达练习。 

 

执笔人： 常佶                       审核人：李波 

 

《新媒介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网页设计／New Media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数字传播方向） 

学 时 数：6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 新媒体艺术概论，电子出版物，交互艺术，视频设计                             

教学参考书： 

马西姆 本兹（Massimo Banzi）主编. 《爱上 Arduino》.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1 年 8 月

1 日 ；凯西 瑞思 本兹（Casey Reas）主编. 《爱上 Processing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2

年 4 月 1 日 ；杨艺 编著. 《嗨！新媒体 －漫话新媒体艺术与设计》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

时间    2012 年 6 月 1 日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从新媒介设计的基本概念入手，通过从新媒介设计的主要发展方向：在线网络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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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设计，虚拟现实设计，物联网设计等领域展开研究和实践，让学生全面的了解和掌握新媒

介设计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并从实践角度出发，研究新媒介对于传统设计领域的突破和创新，

指导学生结合新概念，新技术，新材料进行设计创新。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全面了解新媒介设计的文化、艺术、科技背景以及社会应用方向和前景 考核方式：考察 

2．让学生掌握新媒介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考核方式：考察 

3．综合运用互联网，移动通信，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开发和创新设计产品，设计服务：考试 

 

第一章  新媒介设计的概念和发展脉络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新媒介设计的概念和特点 

了解和掌握新媒介设计的发展脉络和基础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新媒介艺术设计与数字科技应用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新媒介设计基础理论 

1．新媒介设计的概念，  

2．新媒介设计的发展脉络 

3. 新媒介设计的社会应用和意义 

 

二、新媒介设计的社会应用和艺术设计意义 

1．新媒介设计的社会应用 

2．新媒介的艺术设计意义 

 

第二章  数字媒体环境下的新媒介设计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从数字媒体中探讨和挖掘设计媒介的创新性 

掌握数字化新媒介设计的规律和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新对现有数字技术和应用进行创造性设计 

教学内容 

一、数字化新媒介 

1．互联网 

2．移动应用 

3. 物联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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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媒介的创新 

1．数字媒介的交互化设计 

2．数字媒介的移动化设计 

3. 数字媒介的环境化设计 

 

第三章  新媒介设计实践工具和方法  （2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让通过对新媒介材料和工具的学习，让学生掌握新媒介设计实践的方法和技巧 

在设计创作中能够合理的，有创造性的运用新媒介，开发设计产品和服务  

教学重点和难点 

新媒介设计中对于基础的信息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在技术实践过程中保持艺术创造力和设计创新

性。 

教学内容 

一、Processing/ActionScript 计算机语言的基础应用 

1．Processing／ActionScript 基础语法 

2．Processing／ActionScript 实例制作 

二、Arduino 和传感器的通综合应用 

1．Arduino 应用 

2．传感器介应用 

3.arduino 和传感器的通信 

 

 

三、计算机衍生设计基础 

1．衍生设计的概念和特点 

2．衍生设计的基本方法和应用 

3．以衍生图形设计的基本方法 

 

四、新媒介设计的综合应用 

1．交互性的新媒介设计 

2．衍生性的新媒介设计 

3．新媒介设计在传统设计领域中的创新应用 

 

 

执笔人： 杨艺                     审核人：李波 任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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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传播产品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数字传播产品设计/ Digital communication of product design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 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80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4.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网络传播原理、用户界面设计、电子出版物、交互艺术                               

教学参考书：黄升民著. 《数字传播技术与传媒产业发展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 

多米尼克（美）著.《大众传播动力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数字传播产品广义上包含了所有在数字化平台上存储、传递及表现的信息载体，并且利用计算机的

交互功能与受众产生互动。与传统媒介相比更生动、更集约、更有效。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

新兴数字传播手段层出不穷，交互方式推陈出新；传播途径也逐渐脱离固定化、定时更新，向便携

化、实时化方向发展。深入分析新兴传媒形式，并掌握相关技术，有助于学生快速走入就业渠道，

并占据产业链上游职位。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本课程为创意实践课程。根据当下主流数字传播产品进行分析，总结其开发手段并针对新兴合成平

台进行讲述。结合以前课程中的创意思路及技法在新平台上进行合成。课程分为产品分析、技术解

构、平台开发及创意制作几个阶段。 

 

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部分  产品分析阶段（理论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市场调研了解数字传播产品的传播规律及产品样态 

掌握分析产品风格取向及技术路径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数字传播产品的形态进行深入解析 

教学内容 

 

产品分析阶段，针对当下新兴数字传播产品进行分类和解析，分析其合成平台构成。数字传播产品

市场调研 

3．市场分析及产品分类 

4．典型案例解析 

 

第二部分 技术解析阶段，新平台技术解析（理论 32 学时、实践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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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制作了解数字传播产品的流程及技术手段 

利用掌握的技术手段制作作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技术手段和创意表现的结合 

教学内容 

3．开发平台分类 

4．创作流程及开发工具解析 

5．视知觉与易用性思路分析 

 

 

 

第三部分 设计创意阶段（理论 24 学时、实践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针对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予以点评。 

教学重点和难点 

在电子出版物中学生是否充分调动了主动性和创造性。 

教学内容 

设计创意阶段，利用掌握的创意思路及技法在新平台上进行合成命题 

4．创意思路 

5．制作流程规划 

6．素材创建及平开框架构建 

7．合成与测试 

8．测试与反馈 

9．发表 

实践作业与训练 

1、针对当下新兴数字传播产品进行分类和解析，分析其合成平台构成。并撰写分析报告。 

2、利用以前掌握的创意思路及技法在新平台上进行合成。 

 

大作业，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 

作业 1  对流行数字传播产品进行分类和分析并公开汇报。 

作业 2  对典型产品开发手段进行解析 

作业 3  根据命题收集素材进行创作 

 

            执笔人：张乃中                     审核人：李波 

 

 

《计算机设计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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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计算机设计概论/ Computer Graphic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游戏艺术设计方向）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 形态构成                          

教学参考书： 

 计算机图形学(第 2 版)   何援军 (作者) 

 3D 数学基础:图形与游戏开发 邓恩 (作者), 帕贝利 (作者), 史银雪 (译者), 陈洪 (译者), 

王荣静 (译者) 

 21 世纪高等学校计算机规划教材:计算机图形学实用教程(第 2 版)  苏小红 (作者), 李东 

(作者), 唐好选 (作者), 等 (作者), 马培东 (合著者)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计算机图形图像概述主要是为游戏类美术从业人员奠定一定的图形图像基本概念的课程，本课

程着眼点在于成熟的图形图像概念的理解和实际应用中的联系，对于具体的算法不做深入研究探

讨，重在美术从业人员在专业领域中的应用。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使学生对于计算机设计原理有一定了解 

2．计算机辅助设计的重要性 

 

第一章 绪论    （2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作为未来的游戏从业人员，除了需要美工方面的专业技能外，还需要对计算机图像图像学中

的一般概念有所了解，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并使用动画制作和虚拟现实制作软件。可以跟好的融入

到行业中。 

要求： 了解一般的计算机图像图像学概念和基本内容，这里不作数学范畴的学习和讨论，更多的

是一种面向应用的学习和理解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计算机图形学的相关开发技术 

教学内容 

 

五、 计算机图形学的定位和定义 

六、 计算机图形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七、 计算机图形学的发展简史 

八、 计算机图形学的应用领域 

九、 计算机图形学的相关开发技术 

a) Open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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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CIS 

c) DirectX 

d) Java3D 

e) VRML 

第二章 基本几何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作为未来的游戏从业人员，除了需要美工方面的专业技能外，还需要对计算机图像图像学中

的一般概念有所了解，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并使用动画制作和虚拟现实制作软件。可以跟好的融入

到行业中。 

要求： 了解一般的计算机图像图像学概念和基本内容，这里不作数学范畴的学习和讨论，更多的

是一种面向应用的学习和理解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计算机图形学的相关开发技术 

教学内容 

10．向量 

11．基本几何体的描述 

第三章 曲线与曲面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作为未来的游戏从业人员，除了需要美工方面的专业技能外，还需要对计算机图像图像学中

的一般概念有所了解，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并使用动画制作和虚拟现实制作软件。可以跟好的融入

到行业中。 

要求： 了解一般的计算机图像图像学概念和基本内容，这里不作数学范畴的学习和讨论，更多的

是一种面向应用的学习和理解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计算机图形学的相关开发技术 

教学内容 

 

4．Bezier 曲线 

5．Bezier 曲面 

6．B 样条曲线 

7．B 样条曲面 

8．NURBS 曲线和曲面 

9．曲面的三角化表示 

第四章 光栅计算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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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作为未来的游戏从业人员，除了需要美工方面的专业技能外，还需要对计算机图像图像学中

的一般概念有所了解，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并使用动画制作和虚拟现实制作软件。可以跟好的融入

到行业中。 

要求： 了解一般的计算机图像图像学概念和基本内容，这里不作数学范畴的学习和讨论，更多的

是一种面向应用的学习和理解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计算机图形学的相关开发技术 

教学内容 

5．直线光栅化显示算法 

6．圆光栅化算法 

7．多边形填充 

8．字符和汉字显示 

9．反走样 

第五章 颜色模型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作为未来的游戏从业人员，除了需要美工方面的专业技能外，还需要对计算机图像图像学中

的一般概念有所了解，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并使用动画制作和虚拟现实制作软件。可以跟好的融入

到行业中。 

要求： 了解一般的计算机图像图像学概念和基本内容，这里不作数学范畴的学习和讨论，更多的

是一种面向应用的学习和理解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计算机图形学的相关开发技术 

教学内容 

 

第五章 光和颜色 

第六章 颜色模型 

第七章 原色系统 

第七章 RGB 颜色模型 

第八章 CMY 颜色模型 

第九章 HSV 颜色模型 

                     

                    第六章  光照模型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作为未来的游戏从业人员，除了需要美工方面的专业技能外，还需要对计算机图像图像学中

的一般概念有所了解，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并使用动画制作和虚拟现实制作软件。可以跟好的融入

到行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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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了解一般的计算机图像图像学概念和基本内容，这里不作数学范畴的学习和讨论，更多的

是一种面向应用的学习和理解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计算机图形学的相关开发技术 

教学内容 

第十章 光照模型 

第十一章 环境光 

第十章 漫反射和 Lambert 模型 

第十一章 镜面反射和 Phong 模型 

第十二章 透明模型 

第十三章 简单局部光照模型 

第八章 插值算法 

第九章 光线跟踪 

第十章 全局光照算法 

                     

                      第七章 着色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作为未来的游戏从业人员，除了需要美工方面的专业技能外，还需要对计算机图像图像学中

的一般概念有所了解，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并使用动画制作和虚拟现实制作软件。可以跟好的融入

到行业中。 

要求： 了解一般的计算机图像图像学概念和基本内容，这里不作数学范畴的学习和讨论，更多的

是一种面向应用的学习和理解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计算机图形学的相关开发技术 

教学内容 

 

1. 阴影形成原理 

2. 纹理构成 

 

执笔人：高自强                  审核人： 李波   

 

 

《录像摄影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录像摄影基础/ Camera and Photography basic 

课程类别：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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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24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计算机设计基础 1、计算机设计基础 2、形态构成 1、形态构成 2    

教学参考书：赫伯特.泽特尔著. 《摄像基础》.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5 

冯建国著. 《黑白摄影》. 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12 

美国纽约摄影学院著. 《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 中国摄影出版社.2010.8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旨在解决数字媒体专业主要专业方向视频和动画对于摄影原理、摄影器材以及摄像控制

能力的需要。课程讲解现场摄影及摄像涉及到的基本操作及技术问题，介绍相机的基本成像原理并

在此原理之上对相机的成像控制进行实践性的认识。普及摄像机的基本类型和特点，讲授视频录像

过程中需要掌握的技术手法和注意事项，并且会介绍一些拍摄所需的移动设备如摇臂、轨道、斯坦

尼康等。使学生掌握现场录音、灯光及演播室设备的使用技术，明确现场制作流程及摄像在拍摄团

队中所应承担的责任。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此课程中学生会了解到相机的成像原理并可以熟练掌握各种条件下的成像能力以及进行实践

性的认识，并且会涉及到摄像的基本操作及技术问题。 

2．学习现场拍摄所必需的移动设备如：摇臂、轨道、斯坦尼康等设备的使用技术。 

3．了解现场拍摄的流程及现场拍摄时音效、灯光等相关领域的工作。 

 

第一章  摄影基础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讲授现场摄影所需的基本操作和流程，介绍相机的基本成像原理和控制参数，讲解各种不同类

型摄影的特点与拍摄方法。要求学生可以通过器材进行有目的有控制进行拍摄，在实用性和艺术性

上都可以完成摄影创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相机的成像原理和主要参数，类型摄影的拍摄方法，艺术摄影的创作。 

难点：艺术摄影的理解与创作 

教学内容 

一、相机基础理论 

1．照相机的种类、结构与工作原理。 

2．镜头的种类与选择。 

3. 焦距、光圈、快门与感光度。 

二、摄影实践 

1．普通数码相机使用常识。 

2．曝光、测光与景深。 

3. 摄影用光与影棚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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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摄影作品分析 

 

第二章  录像基础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讲授现场摄像所需的基本操作和流程，介绍摄像机的基本成像原理和控制参数，介绍主流机型

的类型与特点，讲授摄像器材的种类和使用方法。要求学生可以熟悉各种器材的使用方法，并且能

够完成合乎拍摄要求的操作，在满足应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性的探索。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摄像机的类型与操作，摄像参数的熟悉和掌握，摄像器材的使用。 

难点：摄像参数的熟悉和掌握。 

教学内容 

一、录像基础理论 

1．录像制作流程与制作人员。 

2．摄像机的基本功能和组成。 

3. 拍摄与镜头。 

二、录像实践 

1．摄像机操作。 

2．光影控制。 

3. 摄像录音与音响控制。 

4. 演播馆。 

 

执笔人：张渊 常佶                      审核人：李波 

 

《形态创意》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形态创意/The form is created new meaning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数字传播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形态构成、造型基础                              

教学参考书：贡布里希 著. 《艺术与错觉》. 浙江摄影出版社.  

内森.卡波特.黑尔 著.《艺术与自然中的抽象》.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艾伦.温诺   《创造的世界-艺术心理学》     黄河文艺出版社 

R.D.沃尔克   《知觉与经验》    科学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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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活动是一个需要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融会贯通的过程。然而在艺术设计的学习过程中同

时需要把握两类不同形态的知识内容，即概念原理性的知识与实践过程性的知识。形态创意则是集

各种因素、过程于一体的综合性训练原理，是各专业艺术课程所共通的理论研究方向。由于它的复

杂性，决定了课题设计的层次性；但同时也由于它的综合性决定了课题设计的开放性  

形态创意着重提高学生的综合创造能力，强化表现技能，深化艺术思想，纯化作品的品格，诱发学

生设计思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形态创意课程中，以平面形态为基础，延伸到立体行态与行为形

态的转换训练，注重一般造型能力和形态转换的形成特性的培养，并立足于现实生活经验进行艺术

表达的综合创造力，从研究自然形态中深入形态表象的观察力，从而超越模仿达到主动性的认识与

创造，并将形态认知、形态构成、形态语意的基本知识运用于创造之中，创造出新的艺术形态。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形态认知、形态构成、形态语意理解的基础上，对于形态在不同的媒

体上进行创意表现，探索从平面形态到立体形态以及行为空间形态以及媒

体形态的转换训练 

2．注重一般造型能力和形态转换的形成特性的培养，立足于现实生活经验进行艺术表达的综合创

造力，从研究自然形态中深入形态表象的观察力，从而超越模仿达到主动性的认识与创造。 

 

第一章 形态创意概述（3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形态创意的思维方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从研究自然形态中深入形态表象的观察 

教学内容 

一、创造 

二、创意 

三、火山 

 

第二章 创意中的思维状态（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艺术的视角观察与思考 

教学重点和难点 

   物理表象的思维训练 

教学内容 

一、气 

二、水 

三、火 

四、土 

 

第三章 创意中的思维方式（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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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的思维方式训练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创意的思维方式训练 

教学内容 

一、创意的原点 

二、创意的中点 

三、创意的断点 

四、创意的散点 

五、创意的支点 

 

第四章 创意生成的历程（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创意生成的历程分析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创意生成的历程训练 

教学内容 

一、创意生成的历程分析与研究 

 

第五章 创意中的“度”“量”“衡”——创意的方法与手段（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创意的方法与手段之度、量、衡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创意的方法与手段之度、量、衡分析 

教学内容 

一、度的分析 

二、量的分析 

三、衡的分析 

 

第六章 创意中的物理变化—创意的方法与手段（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创意的方法与手段之物理变化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创意的方法与手段之物理变化 

教学内容 

一、物理变化的分析与训练 

 

第七章 创意中的化学变化—创意的方法与手段（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创意的方法与手段之物理变化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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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的方法与手段之物理变化 

教学内容 

   一、创意中的化学变化的分析与训练 

 

第八章 创意作品分析（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创意作品综合分析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创意作品综合分析 

教学内容 

   一、创意作品综合分析 

 

第九章 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选择一个主题，从平面形态的创意表达延伸到立体形态、行为形态以及影像形态的创意表达。 

教学重点和难点 

   从研究自然形态中深入形态表象的观察力，从而超越模仿达到主动性的认识与创造。 

教学内容 

大作业，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 

作业 1 创意的文案、草图形成文本。 

作业 2 将文案、草图选择相应的媒体完成作品的创作，形成完整的创作文案。 

 

执笔人：单鹏                    审核人： 

 

《影像发展史》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影像发展史/ Image Development Histor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传媒学，影视语言                     

教学参考书：《影像与后现代》 湖南人民出版社 

           《外国电影史》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中国电影史》 中国电影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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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从影像诞生之时讲起，涵盖摄影艺术，活动影像的开始，活动影像的推进，中国电影，电

视发展过程，录像，记录影像，独立影像，动画影像，新时代影像和影像美学等多个方面。内容广

泛，从时间脉络和逻辑关系把影像发展史分成若干方面，系统，条理地逐层推进。每个部分都力争

用详实的例子加以辅助说明，给学生以直观的印象。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让学生对影像发展的历史有相对专业和深入的脉络性认知。 

2．让学生在各种影像形态的对比中更加深刻全面的理解影像的本质含义，并且能总结出影像发展

的一般规律，做出前瞻性的思考或尝试。 

 

第一章  摄影，电影  （3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摄影和电影这两种 初的影像艺术类型的学习，让学生掌握影像的基本含义，以及在艺

术领域中所起到的作用。摄影部分要求学生掌握摄影的流派和美学，电影部分占较大篇幅，让学生

相对全面的了解整个电影的发展历程，以及在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一般规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摄影的艺术流派之间的关系，70 年代之前的电影历史以及各种电影类型和流派 

难点：通过对电影史的学习，如何认知当下中国以及世界电影 

教学内容 

第一章、影像发展史概论                       

1、影像的含义 

2、影像的历史类型 

第二章、摄影艺术 

1、摄影艺术的基础 

2、摄影艺术的发展 

第三章、活动影像的开始（电影 1）            

1、早期电影 

2、经典好莱坞电影 

3、欧洲先锋派电影 

4、法国新浪潮电影 

第四章、活动影像的推进（电影 2）           

1、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 

2、日本新浪潮 

3、新好莱坞电影 

4、德国新电影 

5、道格玛 95 

第五章、中国电影（电影 3）                   

1、中国早期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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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五代与第六代 

3、香港电影 

4、台湾电影 

 

 

第二章  电视，录像，新时代影像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了解了摄影和电影的基本发展历史之后，通过对电视，录像以及新时代影像几种影像类型的讲述，

让学生建立起影像发展历史的基本体系的脉络，并且能做纵向和横向的联系和对比。力求让学生掌

握和了解新时代影像的类型，变法以及发展，并能有针对性的应用与学习和实践。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电视节目类型的变化趋势与大众审美以及影像发展的时代关系 

难点：新时代影像类型技术与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各种影像类型之间的内在艺术联系 

教学内容 

一、进入家庭的影像——电视媒体 

1、电视发展史 

2、电视节目的演变         

二、录像艺术的发展                       

1、录像艺术发展史 

2、录像艺术的特点 

三、新时代影像                        

1、新时代影像的类型 

2、新时代影像美学 

 

执笔人：熊涛 徐辉                      审核人：李波 

《影视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影视美学/ Film & TV Aesthetic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媒体艺术（数字传播设计方向）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影视语言，传媒学，影像发展史 

教学参考书：《影视美学教程》黄会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影视美学》彭吉象，北京大学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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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150～500 字） 

    课程以美学基础理论为依托，介绍和分析电影和电视艺术，课程体系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

介绍经典和现代的电影美学理论，第二部分是剖析影视美学的特有层面，从影视艺术美学的文化性，

影视美学的心里审美机制以及影视美学的美学特征三个方面讲解。影视美学是提升学生艺术审美能

力以及美学修养的重要理论课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本课程着重训练学生的美学修养，以及运用美学理论分析影视作品的能力，提升美学境界和审

美趣味。 

2．力求通过课程让学生对影视美学有基本的理解，并能够建立起自身的文艺美学系统和美学观

念。 

 

第一章  经典、现代电影美学理论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让学生对各种美学理论和流派有初步的掌握和认知，建立起影视美学的基础框架体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几种重要的电影美学理论主要观点以及艺术实践 

难点：如何培养学生的基本的美学素养和美学意识以及美学思考方式 

教学内容 

第一章 经典电影美学理论（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 

第一节 早期电影美学理论 

第二节 苏联蒙太奇电影流派与蒙太奇电影美学理论 

第三节 好莱坞戏剧化电影与类型电影理论 

第四节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与纪实美学 

第五节 法国“新浪潮”与现代主义电影 

 

第二章 现代电影美学理论（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 

第一节 电影符号学 

第二节 电影叙事学 

第三节 精神分析学电影理论 

第四节 意识形态批评与其他理论 

第五节 后现代主义与影视艺术 

 

 

第二章  影视艺术的文化性，美学特质以及审美心理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片例分析以及基础理论知识的讲述，建立起影视美学的基本框架体系，从文化性，美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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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审美心理几个角度切入理解影视美学。要求学生加深对影视美学的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影视艺术的美学独特性，能够有意识的把美学观念和美学视角应用于创作实践领域 

难点：影视美学与美学，与哲学以及其它艺术美学之间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 影视艺术的文化性 

第一节 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 

第二节 社会语境中的影视文化 

第三节 影视艺术的民族性与国际传播 

二、 影视艺术的美学特性 

第一节 综合性与技术性 

第二节 逼真性与假定性 

第三节 电视艺术美学特性初探 

三、 影视艺术的审美心理 

第一节 镜像世界与视觉心理 

第二节 梦幻世界与深层心理 

第三节 期待视界与接受心理 

执笔人：徐辉                      审核人： 

《计算机基础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计算机基础 1/ Computer Design 1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  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  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  形态认知、形态构成                             

教学参考书：李金蓉.《平面设计与制作:突破平面 Illustrator CS5 设计与制作深度剖析》.清华大学

出版社 

           李金明 、李金荣 .《中文版 Photoshop CS5 完全自学教程 》.人民邮电出版社 

           彭达维斯《Painter 12 Wow!Book》出 版 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课程讲解 Photoshop、 Illustrator、Painter 在图文处理、版式设计、插画、动画制作领域中

的应用。根据学习的实际需要，按照基本功能介绍和典型案例引导的方法，详细介绍使用三个软件

的基本原理与应用技巧。使学生理解版式设计、插画等基本概念、掌握基本使用方法，并通过边学

边做，用较短的时间熟练掌握软件的使用方法和技巧，为后续的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 Photoshop、 Illustrator、Painter 基础知识，理解网络的构成原理，并能够运用所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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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进行动画制作和网站设计，为今后网页设计的学习打下基础。 

    2．以实用为导向，训练学生能娴熟练运用软件制作动画和插画。 

3．考核方式：大作业，结合基础知识，让学生策划和完成完整的动画和插画设计。 

                 

              第一章  Photoshop （2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 Photoshop 软件基本原理并能够熟练运用进行图片的编辑和处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利用通道、滤镜等制作复杂的后期效果 

教学内容 

一、Photoshop 的基础知识 

二、选区的应用 

三、图像处理 

三、颜色与绘画工具 

四、文字和样式 

五、路径的应用 

六、图层与蒙版 

七、通道 

八、滤镜 

九、动画  

 

                

               第二章  Illustrator（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 Illustrator 软件的基本原理，能应用所学绘制矢量图形、图画，并进行 VI 设计、包装

设计等。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用 Illustrator 绘制矢量图画 

教学内容 

一、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 

二、图形的绘制和编辑 

三、路径的绘制和编辑 

四、颜色填充、画笔编辑和文本的编辑 

五、滤镜、效果和应用图表 

六、Illustrator 高级技术 

   

 

                   第三章  painter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 Painter 软件基本原理，让学生结合课堂所学插画设计相关知识，进行实际案例的操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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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绘制。 

教学重点和难点 

    Painter 的笔刷应用与画布的设置 

教学内容 

一、初识 Painter，优秀作品赏析 

    二、颜色的力量 

    三、运用画笔绘画 

    四、创建画笔 

   五、选区、矢量图形和蒙版 

   六、使用图层 

   七、 加强照片、蒙太奇和拼贴画效果 

   八、 运用特效 

   九、 Painter 与 Photoshop 之间的协作 

  

执笔人：      高自强               审核人：李波 
 

《计算机设计基础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计算机设计基础 2/ 3D Computer Graphic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    造型基础                           

教学参考书：《ZBrush 3 高精度模型制作实战技法》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8-07 出版) 

           《Maya2008 命令完全速查手册》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04 出版) 

           《火星人-3ds Max 9 大风暴》         人民邮电 (2007-08 出版) 

           《3ds Max/VRay 印象室内家装效果图表现技法 II》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8-10 出版) 

            石献琮、王锦洪 《三维动画基础技法》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3 年出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三维计算机已经在室内设计、环境虚拟、动画、游戏、交互媒体专业中广泛应用，在当今社会中已

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手段，她已经成为多种学科的基础表达手段。三维计算机对于数字媒体专

业来说应该是一门基础课，以后的许多表现都离不开三维计算机这样的手段，学习并精通三维技术

是必要的。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掌握 3DSMAX 软件，并能熟练应用于媒体设计中。 

第一章 了解三维软件（2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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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三维软件概念的基本知识，基本历史。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三维软件的发展。 

教学内容 

 

1、了解三维动画的制作流程，尽管每个软件不同，但其制作思路和流程基本相同。 

2、主流三维软件介绍 

        Maya  3ds Max  softimage|XSI  Lightwave  Cinema4D 

Houdini（介绍软件的发展史，现状，以及各个软件的优缺点。） 

3、主流软件的编写思路 

        3ds Max  （各个软件的基本界面，操作流程，简单的演示） 

                     第二章 建模（1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具备创建数字模型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polygon 建模和数字雕刻建模。 

教学内容 

    1 、 Nurbs 建模（简单介绍了解，不需要掌握） 

    2 、Polygon 建模 

       Polygon 建模工具的介绍：结合工具的学习制作动画中的简单场景和角色。 

    3、细分建模 

       细分建模工具介绍，结合工具制作动画中的简单场景和角色。 

  第三章 材质灯光（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材质的基本构成方式 。 

教学重点和难点：把现实中的材质分解成三维软件中的材质。 

教学内容 

    3.1、光在自然界的变化 

        光谱、 颜色的吸收和反射、光线在物体之间的反弹和相互作用 

    3.2、数字灯光的类型  直接光照和间接光照在数字虚拟世界中的表现，创建感人的气氛。 

    3.3、物体表面属性 

    3.4、材质球、贴图、程序贴图 

4  、赋予物体真实的外表——颜色、透明度、高光、凹凸、置换等属性的自由组合创造虚拟世界

中的真实 

 第四章 动画（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动画制作软件和动画曲线的学习掌握 

教学重点和难点：动画曲线。 

教学内容 

1、二维动画中的精华——运动规律 

2、读懂三维动画制作软件中的动画曲线 

        并能够表现各种各样的运动：匀速、加速、减速以及三种基本运动的组合运动。 

3、数字骨骼、正向动力学和反向动力学、虚拟世界中的木偶人（骨骼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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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蒙皮 数字肌肉模拟 

5、动画实战——简单动画和角色动画 

第五章 渲染输出（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主流渲染引擎的特点和渲染的基本设置。 

教学重点和难点：分层渲染。 

教学内容 

    1、主流渲染器——Mental Ray  Renderman 等介绍 

    2、渲染中的基本设置 

    3、渲染中的分层设置 

    4、渲染输出 

第六章后期处理（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分层渲染的后期合成和特效。 

教学重点和难点：分层渲染的后期合成。 

教学内容 

 

    1、整合渲染素材增加特效 

    2、剪辑形成短片 

 

执笔人：高自强               审核人：任戬 李波 

 

《影视语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影视语言/ Cinema Language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数字传播设计方）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数字影像 

教学参考书：《电影语言》（法国）马赛尔.马尔丹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的观念》（美国）达德利.安德鲁         上海文艺出版社 

《电影的创作过程》（美国）约翰.霍华德.劳逊  中国电影出版社 

《论电影的编剧、导演与演员》（普多夫金） 

《电影导演基础》（库里肖夫） 

《“蒙太奇在 1938”》以及《“蒙太奇在 1939”》 （爱森斯坦） 

《电影是什么？》（巴赞） 

《电影剪接技巧》（卡雷尔·赖兹） 

《电影语言的语法》（阿里洪） 

《了解电影》（阿里·格莱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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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课程内容涵盖影视语言的定义，范围，包括电影画面，景别，角度，摄法，声音，剪辑等基本

知识，逐层深入，循序渐进地向学生介绍影视语言的基础知识。借助大量例子向学生提供直观的影

像以便于理解，同时通过拉片分析具体说明影视语言各方面的内容和作用。电影语言本身是一门实

践性很强的学科，因而要求学生在课下结合课堂所学内容，多思考多动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使学生了解电影、电视这两种独特的艺术媒体，在造型、叙事和表意上，蕴涵的各种手段和可

能，为影视的鉴赏和影视创作以及与影视相关的其它艺术样式的创作奠定基础。 

2．培养学生对于影视语言的基础性，专业性理解，为以后的专业理论知识以及实践创作提供基

础。 

 

第一章  影视语言基础  （3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让学生掌握影视语言的基础知识，从画面，声音，声画关系几个大的角度理解影视语言所包含

的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电影画面的要求，电影声音的艺术，声画关系 

难点：如何从影视语言的角度分析和认知影视作品 

教学内容 

第一章、电影语言概论                           

1、电影艺术发展时间表 

2、电影语言的媒材特点 

3、电影语言的概念与研究内容 

第二章、电影画面 

1、电影画面和绘画，摄影的区别 

2、电影构图 

第三章、镜头构成                                

1、景别 

2、角度 

3、镜头运动方式                                   

第四章、电影声音 

1、人声 

2、音乐 

3、音效 

4、音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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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影视语言应用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讲解影视语言如何应用与影片的创作，能够用影视语言分析经典影视作品的创作，要求学生掌

握基本的影视语言概念，并且能够在原创艺术作品中有意思的合理的运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剪辑的原则，技巧 

难点：建立影视语言的思维和体系，运用影视语言的基本知识独立创作影像作品 

教学内容 

一、剪辑 1  

1、剪辑的定义及地位     

2、剪辑的产生和发展  

3、剪辑的流程  

4、画面过渡技巧 

5、剪辑点定义及分类 

6、剪辑方法  

二、剪辑 2   

1、蒙太奇 

蒙太奇的定义 

蒙太奇的发展过程 

苏联蒙太奇学派 

蒙太奇的分类 

2、长镜头 

长镜头的定义 

长镜头理论 

长镜头的美学特征 

三、片例分析  

分析《桃姐》    《炮打双灯》                          

四、拉片作业讲评              

五、短片拍摄         

 

执笔人：熊涛                      审核人：李波 

 

《动画运动规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动画运动规律/ The movement of the animatio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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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计算机设计基础 1、计算机设计基础 2、形态表达                     

教学参考书： 《原动画基础教程——动画人的生存手册》 理查德.威廉姆斯 中国青年出版社 

             《动画运动规律》（高等院校动画专业系列教材）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09 出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动画运动规律，是研究动画制作中的时间、空间、运动习惯等一系列决定动画运动元素的课程，

属经验性学科。课程首先了解学习运动的物理知识以及动画运动的基本原理。掌握动画运动的基本

组成，学习影响角色运动的一般情况。深入学习角色运动的控制方法，同时掌握分析角色运动的一

般方法，熟悉掌握经典运动规律。动画运动规律是在动画设计系列课程之前必修的专业知识课程。

开课之前应开设相关制作知识基础课程以及系统的表达训练。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了解动画运动的基本原理，能够合理控制动画角色运动的基本方式。掌握

常用的动画形式中运动的制作方法。 

2．培养学生能够分析各种运动方式的能力和积极观察、思考、记录能力和资料收集整理习惯。 

 

第一章  运动的基本概念  （2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自然界影响运动的基本元素，掌握动画中时间、空间和速度的关系。了解不同动画运动的

控制方法，学会通过曲线控制动画的运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动画中的时间、空间和速度的关系；运动规律基本概念。 

难点：动画曲线编辑器的使用。 

教学内容 

一、视觉残留 

1．视觉残留的概念 

2．视觉残留在动画中的应用方法 

二、运动规律的基本概念 

1．基本概念 

2．曲线编辑器 

3．不同类型动画的速度控制方法 

 

第二章  动画原理  （4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运动的物理基础和杠杆原理及人体关节中杠杆原理的应用。学会利用重心分析角色运动方式。

了解动画的基本制作流程，掌握角色运动在设定环节应注意的问题。掌握角色面部表情基本运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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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利用重心分析运动 

难点：角色面部表情制作 

教学内容 

一、动画的物理基础 

1．动画中的力 

2．关节与杠杆 

二、动画的目的和任务 

1．一般动画制作流程 

2．角色设定中应注意的运动问题 

    3．角色面部表情运动 

 

第三章  姿势  （4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基本解剖学知识，掌握角色姿态的形成的原因要点。了解情绪对姿态的影响，掌握姿态的轮廓

设计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解剖结构决定运动，熟悉常用的解剖结构 

难点：情绪对运动的影响 

教学内容 

一、解剖学和姿势 

1．解剖结构决定运动范围 

2．目的和情绪驱动运动 

二、动态分析研究价值 

1．真实角色的姿势 

2．头部在运动中的影响 

    3．角色面部表情运动 

三、造型 

1．情绪对姿势的影响 

2．轮廓设计 

     

第四章  动画基本规律  （4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动画主要制作阶段流程的工作方式。掌握关键帧、过度帧的概念。学会分析一个动作的基本组

成，掌握经典动画运动规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经典运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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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分解一个动作的基本组成 

教学内容 

一、动画主要制作阶段流程 

1．关键帧 

2．极端帧 

3．过度帧 

二、一个动作的基本组成 

1．预备动作 

2．主动作 

    3．跟随动作 

三、经典运动规律 

1．运动的重叠 

2．压扁和拉长 

3．动态线 

4．曲线运动 

 

第五章  动画基础动作解析  （4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角色运动的基本动作，了解四足动物的解剖结构，掌握各类动物运动方式的分析解决办法。培

养学生养成观察记录运动并形成资料整理的好习惯，学会用参考。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角色跑、走循环动画，记录整理运动资料 

难点：四足动画 

教学内容 

一、人物角色的走和跑 

1．走、跑的基本规律 

2．循环动画 

二、动物的运动 

1．四足动物运动的基本分类特点 

2．多足动物的运动方式  

三、观察与记录 

1．记录方式与资料整理 

2．学会参考动作的方法 

 

执笔人：石献琮 李良箫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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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编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音频编辑/Musical Edit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36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形态构成一、形态构成二                               

教学参考书：《声音与现象》（法）雅克.德里达  商务印书馆 

《电影的元素》（美）李.R.波布克  中国电影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系 

课程简介：（150～500字） 

音乐编辑先从数字音乐的构成开始，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数字音乐的基本概念和工作原理。对音乐

编辑所需要的硬件和软件而进行介绍，使学生了解当今世界当中音乐编辑的方法与手段，通过学习

学生能够自己组建自己的音乐工作室，从而可以为影片进行配音。并使学生了解苹果电脑当中音乐

编辑的软件的使用方法，从而能够达到自己制作音乐，为自己电影配音的目的。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学生熟悉声音制作设备。 

2，把握设计教学的特点，坚持以设计实践带动专业课程学习，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并掌握现行的

录音混音技巧。 

3，加强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使得艺术与技术并重，并创造出自己的艺术作品。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声音在电影、电视以及多媒体等相关的各方面因素的多方位的基础理论学习，掌握如何处理

画面与声音的基本方法。充分发挥电影、电视、以及多媒体这些媒介的视听的综合优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1.理解声音数模转化过程，数字化音频的基本特点。 

2.多轨音频编辑中的音频信号流，混音中常见的基本技巧。 

3.声音构成的几种形式与后期配音的声音构成。 

 

教学内容 

 

第一章 声音的基础知识，数字化声音的基础知识与混音基本原理。（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声音在电影、电视以及多媒体等相关的各方面因素的多方位的基础理论学习，掌握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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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与声音的基本方法。充分发挥电影、电视、以及多媒体这些媒介的视听的综合优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1.理解声音数模转化过程，数字化音频的基本特点。 

 

教学内容： 

音的概念和数字音频的基本概念。 

2.采样频率的定义 。 

3.比特深度的基本定义。 

4.音乐的基本常识。 

 

第二章 声音的编辑，混音与 midi。（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单轨音频文件的常用编辑形式和方法。理解多轨文件的编辑技巧和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声音的特效和编辑。 

2.多轨音频编辑中的音频信号流，混音中常见的基本技巧。 

3.声音构成的几种形式与后期配音的声音构成。 

 

教学内容： 

1,数字音频编辑软件的种类介绍，用多轨音频软件和 midi 软件协调工作。 

2,多轨音频软件的介绍。 

3,使用单轨编辑修改自己的音乐。 

4,使用多轨修饰自己的音乐。 

5,使用录音工具加入自己的录音。 

6,使用单轨编辑修改音乐。 

7,加入特效编辑修改音乐。 

8,使用苹果声音循环程序自己建立的音乐。 

 

第三章 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常见的声音类型和不同的声音轨道，熟悉混音的技巧。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多轨音频编辑中的音频信号流，混音中常见的基本技巧。 

2.声音构成的几种形式与后期配音的声音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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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1，声音构成 

2，声源形式的互换性。 

3，主题与动机。 

4，创造一个声音的环境。 

5，片头、高潮、结尾的声音处理。 

6，静也是声音构成的组成部分。 

7，声音构成的几种形式。 

8，后期配音的声音构成。 

9，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 

10，电影中声音的变革。 

11，声音的表现力。 

12，声音的空间特征。 

13，时空中的声音。 

14，电影的视听节奏。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8 学时） 

 

1、论文：分析电影电视中的声音运用。 

2、收集相关作品并进行分析。 

3、编辑设计一部声音作品。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作品分析 50% 、命题作品设计 50% 

作业 1 分析电影电视中的声音运用。 

作业 2 编辑设计一部声音作品。 

 

执笔人：王锦洪                     审核人： 任僭 李波 

《剧本创作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剧本创作基础/ Script Writ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影视语言，影像发展史，传媒学                     

教学参考书： 

1、汪流主编，《电影编剧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年 9 月第 2 版 

2、何可可、李波《电影剧作教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年 2 月第 1版 

3、《电影剧本习作基础》西德菲尔德，中国电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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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剧作练习》（法）让—克洛德·卡里叶尔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5、《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 夏衍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6、《影视剧作元素与技巧》 周涌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7、《电影剧作的结构样式》 汪流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8、《电影剧本创作入门》 丁牧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课程讲解剧本写作的基础知识。讲授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解剧本的特征和基本要求，

并且从人物，主题，结构，情节四个面让学生深入了解剧本的主体结构。第二部分着重培养学生的

艺术感觉和生活积累。第三部分讲解剧本写作的基本格式，以优秀剧本为范例进行分析，并完成短

片剧本的写作。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掌握剧本创作的基础知识，具备初步独立创作剧本的能力，并且建

立创意的基本概念和素质。 

2．让学生从专业的角度对故事，剧本有着分析、理解和认知。能把剧本创作基础的相关知识和理

念引申到相关创意领域。 

 

第一章  为银幕写作（主题，人物，情节）  （3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剧本相关基础知识的学习，了解剧本创作的基本格式，规律以及要求。掌握剧本创作的

核心三要素，主题，人物以及情节。要求学生剧本阅读剧本，分析剧本，简单创作剧本的能力，对

主题，人物和情节有着相对专业和深刻的认知。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剧本的格式，剧本写作的基本要求，剧本和其它文学样式的区别 

难点：完成文字到影像的叙事方式的转换，能够有机的理解人物，主题和情节之间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为银幕写作 

第一节 电影剧本是一剧之本，是一部影片的基础。 

第二节 电影剧本是叙事和造型的结合 

第三节 电影剧本是画面和声音的结合 

第四节 电影剧本是时间和空间的结合 

第五节 蒙太奇思维是电影剧作的构思和形式。 

 

二、 视觉的主题　 

第一节 主题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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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影视剧的主题　 

    第四节 电影的主题要求单纯、明确　 

    第五节 样式不同，主题的表达方式不同　 

 

    三、 视觉的人物　 

    第一节 人物是影视剧作的核心　 

    第二节 人物性格的塑造　 

    第三节 人物的视觉造型 

　 

    四、 视觉的情节　 

    第一节 人物性格的发展史　 

    第二节 情节的典型化和提炼　 

    第三节 影视剧情节的基础　 

    第四节 影视剧中的情节点与场面的　有效积累　 

    第五节 西方现代主义的电影情节 

 

第二章  生活积累，小品创作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掌握了剧本创作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规律之后，引导学生深入到专业剧本分析和创作阶段，对故事

以及剧本的结构进行分析，要求学生能以系统的结构的角度分析剧本，并且介入剧本创作的 初阶

段，做独立的原创尝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如何用专业的方式和角度理解剧本，引导学生自主创作剧本。 

难点：培养艺术类学生所共同欠缺的逻辑思维能力，拓展学生的创作视野。 

教学内容 

一、 影视剧作的结构 

第一节 剧本格式 

第二节 戏剧结构 

第三节 剧作中的语言 

第四节 剧本的风格样式 

二、生活积累 

第一节 生活积累的必要性。 

第二节 观察生活，增加生活积累。 

第三节 提炼生活的本质，深入作品主题。 

第四节 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写作一个小品片断，并演出 

三、艺术感觉 

四、写作故事梗概 

第一节 如何挖掘具有主场价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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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电影剧本故事梗概具备的元素。 

第三节 根据影片写作梗概。 

第四节 优秀梗概观摩。 

第五节 创作电影梗概。 

五、剧本写作 

第一节：优秀剧本分析 

第二节：短片剧本创作 

六、剧本汇演 

     

执笔人：熊涛                       审核人： 

 

 

《动画设计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动画设计一/ Animation Design 1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80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4.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计算机设计基础 1、计算机设计基础 2、动画运动规律                     

教学参考书：孙立军、韩笑著. 《影视动画场景设计》. 中国宇航出版社.2003.6 

十一郎 编著《动画创作理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 

乔瑟克里斯提亚诺 编著《分镜头脚本设计教程》.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贾否 著 《动画概论》.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3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是在学生基本掌握动画软件与影视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的动画教学。主要以动画基础教学

和动画基本模块教学为主。使学生了解动画的基本概念和动画的流程以及动画的基本分工，学生在

本课程中能够基本掌握动画剧本创作、角色设计、场景设计、分镜头设计等动画的基础知识，为动

画设计的下一环节课程打下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基本掌握动画及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 

2．使学生基本掌握动画设计的基本内容，具备动画创作的基础能力。 

 

第一章  动画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流程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基本动画类型的讲解，逐步让学生掌握动画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的动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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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动画类型的主要区别 

难点：动画概念的基本含义 

教学内容 

一、动画的基本概念 

1．动画的发展历程 

2．动画的基本类型 

3．当代国内外的主流动画 

二、动画流程 

1．动画的生产方式 

2．动画的基本分工 

3.动画设计的各个组成模块 

 

第二章  角色设计与场景设计  （3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基本掌握了动画的基本概念的前提下，进入角色和场景的设计模块。通过对角色和场景的基础教

学，使学生掌握其中的创作方法和创作规律，能够独立创作出符合故事的角色和场景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角色设计 

难点：如何创作出生动的角色 

教学内容 

一、角色设计 

1．写实性角色 

2． 非写实性角色 

2． 角色设计的基本方法 

二、场景设计 

1．场景设计的功能与方法 

2．场景的表现 

3. 场景设计中的光影和色彩 

第三章 分镜头设计  （3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根据剧本和角色设计以及场景设计的要求，进行分镜头的设计，能够设计具有动画语言的分镜头，

可以完整的阐述故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分镜头的绘制 

难点：分镜头与故事版的区别 

教学内容 

一、分镜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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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镜头的基本构成元素 

2．动画中的分镜头表现方法 

二、分镜头设计的制作流程 

1．文字剧本与分镜头 

2．故事版与分镜头 

3.分镜头的基本绘制方法 

 

执笔人：袁强                      审核人： 

《动画设计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动画设计二/ Animation Design 2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6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32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计算机设计基础 1、计算机设计基础 2、动画运动规律、动画设计 1                     

教学参考书：孙立军、韩笑著. 《影视动画场景设计》. 中国宇航出版社.2003.6 

《影视动画运动规律》. 中国宇航出版社.2003.6 

《影视动画运分镜头绘制技法》. 中国宇航出版社.2003.6 

             薛燕平. 《非主流动画电影》.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6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是在学生掌握动画软件与影视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的专业动画教学。经过了动画 1课程中

动画基础知识和动画流程的学习，学生在本课程中能够把握动画剧本创作、形象设计、场景设计、

分镜头设计、运动规律等环节中的创意元素，并且可以结合多方面的设计风格和动画类型，独立完

成具有良好创新意识和艺术表现力的动画短片，可以满足动画应用的需求。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更加熟悉动画原理，理解动画材料，掌握动画的制作流程。 

2．能够让学生主动的思考更有创意的动画表达方式，完成动画制作中的相关设计环节。 

 

第一章  实验动画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于实验动画的了解和练习，来拓宽对于动画艺术的认识和理解，熟悉更丰富的动画类型

和表现手段，强化动画作品的表现力和想象力。要求学生能够从表现主题、表达方式、动画载体等

多方面追求更具实验性的创新想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实验动画的类型、实验动画的创意出发点和表达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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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实验动画的创意出发点 

教学内容 

一、实验动画介绍 

1．实验动画的创作观念 

2．实验动画的媒体探索 

二、实验动画练习 

1．动画方式拓展 

2．动画载体拓展 

3.多类型动画复合表现 

 

第二章  创意动画  （4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了解并制作了实验动画的基础上，在动画流程中从剧本创作、形象设计、场景设计、分镜头设计、

制作表现等环节选择适合的部分进行创意拓展，追求创新意识和艺术表现力的完美结合。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创意动画的出发点、具体表达方式 

难点：动画的创意和表现力结合 

教学内容 

一、动画创造性拓展 

1．创意动画与常规动画 

2． 动画中的创意元素 

二、创意动画制作 

1．前期调研、剧本创作 

2．中期设计，加工完成 

3.动画周边产品设计 

 

执笔人：张渊 石献琮                      审核人： 

 

《非线性编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非线性编辑/ Non-linear Edit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6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形态创意、影象发展史、设计心理学                    

教学参考书：《电影剪辑大师：FINAL CUT PRO 实用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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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语言的语法》.  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3 

《周传基讲电影》.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课程讲解视频编辑的基本知识，介绍非线性编辑学、视频编辑的常用硬件，以及相应的编码解

码程序。并且通过对声音与画面之间规律的解析，了解并掌握常用的编辑方法。课程使用 apple 的

专业编辑软件 FINAL CUT STUDIO 进行编辑，并对不同的特效进行学习和掌握。是数字媒体学科专

业重要的基础课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剪辑在影视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把剪辑技巧同拍摄说法有效的结合。 

2．本课程向学生介绍视频后期非线性编辑的原理流程和常用软件。使学生对视频后期流程有清晰

的流程了解。熟练的使用非线性编辑软件 FINAL CUT STUDIO。 

3．以实践创作为主旨，结合拍摄视频素材并利用所学软件进行剪辑创作。 

4、考核方式：大作业，利用实践课拍摄大量视频素材，并在课堂上对利用所学软件对素材进行剪

辑，创作完整的视频短片。 

第一章  实验动画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剪辑的基本创作手法 

掌握苹果非线性编辑的基本制作流程 

求更具实验性的创新想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剪辑的基本要素 

难点：fcp 的基本制作流程 

教学内容 

一、剪辑的基本要素 

1．节奏性 

2．镜头组接方法与技巧 

二、fcp 的基本制作流程 

1．苹果电脑的基本操作以及系统介绍 

2．Fcp 软件的介绍 

3. 不同种类视频格式的介绍 

4. 视频的色彩深度和图象尺寸的介绍 

5. 视频的不同压缩和解码程序介绍 

第二章  非线性后期软件的学习  （4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非线性软件具体的学习，逐渐掌握软件的基本操作，并独立完成视频短片， 终达到熟练运

用软件。追求技术和艺术表现力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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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fcp 软件的具体操作方法 

难点：技巧与艺术表现力的完美结合 

教学内容 

一、fcp 软件的界面介绍 

二、基本的剪辑技巧 

三、基本的特效技巧 

四、基本的软件转化技巧 

五、视频 DV 格式和高清格式之间的转化以及导入导出 

六、非线性后期特效软件学习。 

七、视频中的时间空间概念,声音画面配合关系 

 

执笔人：姜欣辰 王锦洪                     审核人： 

 

《视频设计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视频设计 1/ Video design 1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96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32   

学 分 数：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形态构成、形态语意、形态表达 、录像摄影基础、影像发展史、影视语言、

影视美学    

教学参考书：《影像、声音、运动》实用媒体美学  【美】 赫伯特.泽特尔  中国广播学院出版社 

《影视导演技术与美学》            【美】迈克尔.拉毕格   中国广播学院出版社 

《电影的元素》                    【美】李.R.波布克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语言的语法》               【乌拉圭】丹尼艾尔.阿里洪   中国电影出版社 

《非线性叙事》                     许江 吴美纯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旨在解决课程讲解视听语言在叙事中的基本应用原理。在摄像机运动、视角、景别、轴

线规律等方面帮助学生理解视听手段是如何组织建立人物关系、情绪、时间、空间等基本的叙事元

素。总角度、场面调度、人物调度、镜头调度及剪辑方面给予学生基本的叙事方法。课程从基本原

理出发，从分解练习入手使学生深入视听语言的实践活动。在大量的实践练习中锻炼学生的对于故

事的把握和表现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在视频的叙事语和形式语言两方面进行视听语言的深入认识与实践。培养基本的视听叙事能力。掌

握其方法、原理、及特性。培养以声、光、色、形、时间、空间为基本元素的形式语言构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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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及特性。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视听语言叙事  （3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电影的语言构成是由叙事发展并成熟出来的。学生通过对视听语言对故事的表达充分的了解视

听语言特性。在不同视频作品的片段的分析中熟练镜头运用、场面调度、摄像机运动、剪辑，已达

到语言在表达上的 大化。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场面调度与分镜头的关系。 

难点：轴线规律及其应用。 

 

总论：通过蒙太奇看叙事语言的的特点及原理 

1．建立合成影像                              

2．电影叙事语言的独特性 

3．摄像机运动 

4. 视点与视角 

5．景别   

6．轴线规律                                   

7．跳轴的具体应用                                       

8.总角度拍摄方法                            

9 场面调度                             

10 人物调度 

11.镜头调度及剪辑                            

 

第二章  视听语言中的形式语言  （3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电影的语言构是以光为基本元素的。光的特质又可分为色彩、形状、速度、明度。在视听语言

中这些特质又是运动着变化的。所以回归到基本的元素进行规律式的训练可以使学生回到视听语言

核心的部分，并在应用中避免模式化教条式的运用，可以激发出学生在语言上的创造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形式与心理的关系 

难点：符号产生的能指的传播性 

 

 1．宽高比                             

2．物体大小 

3．画幅 

4. 演绎和归纳视觉方式 

5．方向 

6．画面的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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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画面的不对称                                      

8.前景背景                            

9 心里完型                             

10 矢量 

11.通过矢量分布使区域稳定化 

12.平衡阶段 

13.物体取景 

14.以多重屏幕延伸领域 

15.分隔屏幕 

16．图形深度因素 

17．语义与符号 

 

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32 学时） 

叙事短片练习。 

视听形式语言训练。 

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 

作业 1 双人对话练习 

作业 2 动作叙事练习 

作业 3 一人多角色叙事练习。 

作业 4 情绪表达练习。 

 

执笔人： 常佶                       审核人： 

 

《视频设计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视频设计 2/ Video design 2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6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形态构成、形态语意、形态表达 、录像摄影基础、影像发展史、影视语言、

影视美学    

教学参考书：《影像、声音、运动》实用媒体美学  【美】 赫伯特.泽特尔  中国广播学院出版社 

《影视导演技术与美学》            【美】迈克尔.拉毕格   中国广播学院出版社 

《电影的元素》                    【美】李.R.波布克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语言的语法》               【乌拉圭】丹尼艾尔.阿里洪   中国电影出版社 

《非线性叙事》                     许江 吴美纯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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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是一二年级专业基础课程（视频编辑计算机基础、摄影基础、录像基础）及三年级年级专

业课程（影像史、影视语言、视频设计一）的一次综合实践。在 后的视频长片中需要对剧本、分

镜、摄像、录音、灯光、剪辑、合成等一系列专门知识的综合应用，以及各个环节各种分工之间的

配合的完整体验。在更综合的因素中把握叙事及观念等因素的表达准确性。此课程作为学生一年级

到三年级所学相关专业知识的一次全面的总结和系统化的过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在视频设计一的基础上在叙事语和形式语言两方面进行的深入研究与实践。锻炼视听叙事能力。熟

练其方法、原理、及特性。熟练并深入以声、光、色、形、时间、空间为基本元素的形式语言构成

方法、原理、及特性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部分：影视作品分析（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影视作品的分析中深入了解镜头、段落、场与场之间的关系。形成影片的局部与整体性构成的

观念。了解多种处理手法及风格样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影片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难点：风格样式和影片主题的关系 

 

第二部分： 视听语言综合叙事练习（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拍摄实践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讲故事的语言方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熟练视听语言的各种技巧 

难点：自我风格样式的确定 

 

第三部分： 视听语言中的形式语言综合练习（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达到形式语言训练的 大化。利用抽象的内容进行创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利用影像基本形式创作 

难点：形式语言的转化 

第四部分： 长片创作（40）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长片创作中熟悉影视创作的基本流程。熟悉制片规则完善视听语言表达。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长片创作的整体性表达 

难点：制片流程及成本控制 

 

典型作业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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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长片创作 

 

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 

     作业要求：1 可行性高的文学剧本 

2 完整分镜脚本 

3 分工明确的拍摄小组 

4 十分钟以上的影片工作量 

 

执笔人： 常佶                       审核人： 

 

《数字影像》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数字影像/ Digital Reflectio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 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 80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 4.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 影像发展史、影视语言、音频编辑                              

教学参考书：李铭 编. 《数字时代的影像制作》.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4-6-1 

陈琳 编. 《数字影像技术》.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6-1 

许江 吴美纯 编. 《非线性叙事》.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3-11-1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首先从数字影像的基本概念入手，了解和掌握数字影像的编码解码形成数字影像的软件和硬

件，掌握形成数字影像的语言，并从实践角度出发对当前热门的数字影像艺术形式进行分类和解析。

总结其设计原理和方法，并指导学生进行综合训练。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并思考数字影像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2．运用所学数字影像原理，使学生能够制定完整、规范的创作计划，并 终生成作品 

 

第一章  数字影像概述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对数字影像基本概念和当代数字影像技术的介绍，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数字影像的编码解

码知识、形成数字影像的软硬件和当代数字影像的发展状况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要求学生通过资料

的整理与社会调研，进一步深入认识这一学科领域的发展现状，并形成相应的调查报告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当代数字影像的技术支持以及由技术变化产生的艺术作品形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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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对当代数字影像发展状况的分析与思考 

教学内容 

一、数字影像概念 

二、当代数字影像的硬件技术 

三、当代数字影像的软件技术 

四、数字影像的作品分析 

 

第二章  数字影像创作  （6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课程注重的是自由地在艺术形象创作中使用的多种数码视频技术。通过设计、色彩、纹理、形状、

形式、空间等元素以及时间定序的视觉转换的运用，学生对这种媒体的性能进行实验，并创作出数

字影像的动态作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对数字影像艺术形式与创作技巧的综合认知与把握 

难点：从理论认知到作品创作实践的转换 

教学内容 

一、影像语言与分类 

1．画面构成元素 

2．声音与画面 

3．影像语言的结构 

二、影像语言的接受 

1．传统影像媒体 

2．新媒体 

三、个案分析 

1．传统优秀影片赏析 

2．实验影片分析 

 

 

执笔人：柳明                   审核人：李波 

《传媒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传播学/Media Studie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  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  2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  形态认知、形态语意、形态创意、形态表达、设计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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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参考书： 郭庆光编.《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4 月 1 日 

             周鸿铎编. 《传播学教程》.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 年 7 月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译林出版社. 2011 年 7 月 1 日 

             陆小华. 《整合传媒》.中信出版社. 2002 

             喻国明. 《解析传媒变局》. 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 

             周伟. 《媒体前沿报告》.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 年 1 月 1 日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传媒学是在形态语意、形态表达、设计心理学基础上转向大众传媒学设计为中心的教学。经济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媒产业成为世界公认的 具发展前景的行业之一。本传媒学程主要在训练未

来信息社会中信息传播为内容的制作人才，特别是国际网络广播、新闻、娱乐、教育、商业等应用，

传媒内容将引用先进的传媒工具制作。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传媒学基础知识，了解其发展历程，目前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向。 

2．本学科以人文社会与科技并重，在此基础上，使对传媒有兴趣的本校学生，能娴熟传媒及其内

容制作工具的运用 

3．以实用为导向，除了教授基础课程外，以专题制作及现场实习的方法，训练社会所需之人才。 

4、考核方式：大作业，结合传媒学相关知识，让学生策划和完成一次传播行为，分析传播结果，

以视频方式呈现 

 

第一章  传播学的形成与发展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传播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掌握不同传播时代的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传播的五要素 

教学内容 

一、传播学的形成与发展 

传播学产生背景 

传播的定义 

传播的特点 

传播的要素 

传播的分类 

二、人类传播的发展进程 

口语传播时代 

文字传播时代 

印刷传播时代 

电子传播时代 

网络传播时代 

手机传播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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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符号和意义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符号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掌握不同传播时代的代表符号 

教学重点和难点 

所指和能指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符号的发展 

二、符号的转化 

三、符号的阶梯 

四、符号案例 

五、点评作业 

 

第三章  传播要素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传播的几大要素 

了解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冷媒介和热媒介 

教学内容 

一、传播者 

二、传播媒介 

三、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 

媒介即讯息 

媒介是人的延伸 

 

第四章  传播学四大奠基人及集大成者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传媒学历史上的几位重要人物及其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把关人”，“意见领袖”，5W 理论 

教学内容 

一、库尔特·卢因 

二、拉扎斯菲尔德 

三、哈罗德·拉斯韦尔 

四、卡尔·霍夫兰 

五、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 

 

第五章  传播类型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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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传播的几大类型及其递进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约哈瑞窗口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教学内容 

一、自我传播 

二、人际传播 

三、组织传播 

四、大众传播 

五、国际传播 

 

第六章  新媒体艺术的新语言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探索新媒体艺术的新语言 

教学重点和难点 

新媒体艺术样态的分析与新语言的探索 

教学内容 

一、人机交互 

二、实时生成 

三、拟像操控 

四、交互叙事 

五、块茎结构 

 

第七章  讨论拍摄作业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让学生结合课堂所学传媒学相关知识，以组为单位完成一次传播行为。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传播进程的掌控和对结果的预判。 

教学内容 

结合传媒学相关知识，让学生策划和完成一次传播行为，分析传播结果，以视频方式呈现。 

 

第八章  点评作业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针对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予以点评。 

教学重点和难点 

在传播行为中学生是否充分调动了主动性和创造性。 

教学内容 

结合学生的视频作业进行讨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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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      徐辉                审核人：李波 

 

《交互媒体》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交互媒体/ Interactive media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 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32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计算机基础一 、计算机基础二 、形态认知 

教学参考书：郭晓寒著. 《互动媒体艺术》.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王利敏、吴学夫著.《数字化与现代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童芳著.《新媒体艺术》.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首先要让学生清楚交互设计所包含的 大范畴，打开学生的思维宽度，再用丰富的案例让学

生理解交互设计与传统方式的区别及特点，引导学生对交互设计的的思考，并引导学生对相关其他

学科的新技术做深入的了解和研究，通过对交互设计的发展起源的梳理，让学生明白交互设计发展

的脉络及未来发展趋势，并通过与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合作，实现交互设计作品。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在新媒体设计课程的基础上，针对交互设计进行专门研究。使学生深入了解其形式、特点，明确其

在新媒体艺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通过艺术实验使学生获得感性认知；同时从实践角度出发增

强学生对交互设计原理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实践设计能力。 

 

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部分  如何理解交互媒体艺术（理论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交互媒体艺术的概念内容以及概念拓展 

掌握不同时期交互艺术的发展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交互艺术的特点 

教学内容 

1.生成性（动态性，不确定性） 

2.交叉性（参与性，游戏性） 

3.能量转换（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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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交互媒体的分类及发展脉络（理论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掌握交互艺术的主要表现平台 

掌握不同交互技术的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交互设计的结构建立 

教学内容 

1.互动影像方式 

 2.互动装置方式 

 3.游戏方式 

4.网络通信方式 

 5.舞台表演方式 

 

第三部分 交互艺术的常用创作手法（理论 8 学时、实验 3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以现有创作手法为基础指导学生制作交互作品 

   掌握交互设计的必要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让学生熟悉创意所需的技术条件 

教学内容 

（一）命题设计 

1.黑盒子系统 

 2.营造信息转换过程的意义 

 3.夸张手法的使用 

 4.简化复杂的事物 

 5.转换信息的呈现形式 

 6.获取新的交流体验 

 7.展现不可见信息 

 8.以人类活动做界面 

 9.现实经验的模拟和超越 

10.类型学的经验借用 

11.社会网络的模拟 

12.不同的视听体验 

13.行为艺术方式的借用 

14.通用互动传输某种属性 

15 影子与实物的关系 

16.赋予虚拟物体新的属性 

17.使物体具备智能特点 

18.用于分析手段的互动 

19.干预时间进程 

20.像素点成像 

 

执笔人：成硕磊                    审核人：任戬   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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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影视设计/ Film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6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32   

学 分 数：4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形态构成、形态语意、形态表达 、录像摄影基础、影像发展史、影视语言、

影视美学、视频设计 1、视频设计 2 

教学参考书：聂鑫著. 《影视广告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美  霍珀-怀特 《如何制作有效的广告影片》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1  

              张会军 《电影摄影画面创作》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  

            张会军《影像造型的视觉构成》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课程讲解影像艺术的商业化设计，主要包括影视广告设计与栏目包装设计，MV 制作三个部分。这三

部分是当代商品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影视媒体的普及更是对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

响，因此研究影视设计与制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课程根据实际需要，介绍影视广告，栏目包装，

MV 和的相关知识与制作技巧，使学生了解概念、理解其独特的视听语言并掌握设计思路和制作流程，

培养学生制作具有一定水准的商业影视作品的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了解并掌握影视广告，片头栏目包装设计，MV 制作基本概况与制作流程，学习这方面的创意思路，

并理解影视广告语言与其他影视语言的不同，融入自己理解制作影视设计作品。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影视广告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影视广告已经成为视听语言运用在商业上 广泛的影视产品之一。了解影视广告的分类及创作

环境是创作的前提。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广告的分类 

难点：视听语言在广告上的典型样式 

 

1 影视广告背景 

2 什么是影视广告 

3 影视广告的分类 

4 调研分析一则优秀影视广告 

辅导学生对于优秀影视广告进行观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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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影视广告创意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创意是影视广告的灵魂。一个好的创意能形成良好的观众认同及传播的广泛性。创意依照产品

发生，却要发挥影视语言的特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动机的产生 

难点：动机圈理论的应用 

 

1．动机圈理论的构成 

2．动机圈理论的应用 

3．国内影视广告的创意缺陷  

4．优秀影视广告分析 

 

第三章   影视广告的制作（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影视广告拍摄流程及制片特点的深入学习是创意到形成作品的重要环节。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影视广告制作流程 

难点：视听语言的转化 

 

1. 影视广告制作流程 

2.预算及制片 

3.光、色，和影片节奏 

第三章  栏目包装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栏目包装的概念及用途。语言及形式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栏目包装构成要素 

难点：形式语言的转化 

 

1.栏目包装概念 

2.电视包装要素 

3.节目，栏目，频道形式 

 

第四章  栏目包装案例分析及其制作 （4 学时） 

1.栏目包装的具体案例分析 

2.栏目包装的主要类型与节目的关系 

3.制作流程 

第四章  MV 的制作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MV 的概念及用途。语言及形式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MV 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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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形式语言的转化 

 

1.MV 的历史发展 

2．MV 的要素 

3.MV 的创意与音乐的关系 

4.MV 与市场发行的关系 

5.作品赏析与分析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上机 32 学时） 

1、根据动机圈理论收集相关影片 

2、制作日常用品、食品、饮料产品广告 

3，根据所学，设计制作一部感兴趣的电视频道的栏目包装 

4，制作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 MV 短片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 

作业 1，“根据动机圈理论收集相关影片”，重点考核学生思考和辨析能力。 

作业 2，“制作日常用品、食品、饮料产品广告”，考核学生对商业广告的创意和制作流程的实际掌

握能力。 

作业 3，“设计制作一部感兴趣的电视频道的栏目包装”，考核学生对栏目包装设计与制作的能力。 

作业 4，“制作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 MV 短片”，考核学生对 MV 实际拍摄与制作的掌握。 

 

执笔人： 常佶                       审核人：任戬  李波 

 

《新媒体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网页设计／New Media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学 时 数：6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32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 计算机设计概论，数字影像，交互媒体，视频设计 1，2                             

教学参考书： 

罗伊.阿斯科特 著. 《未来就是现在-艺术，技术和意识》. 金城出版社 2012 年 5 月； 

马西姆 本兹（Massimo Banzi）主编. 《爱上 Arduino》.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1 年 8 月

1 日 ； 

凯西 瑞思 本兹（Casey Reas）主编. 《爱上 Processing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2 年 4

月 1 日 ； 

杨艺 编著. 《嗨！新媒体 －漫话新媒体艺术与设计》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2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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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本课程首先从新媒体设计的基本概念入手，了解和掌握新媒体设计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

法，从新媒体发展的两大主要方向：干性新媒体（基于电子通信等科技），湿性新媒体（基于分子

生物，基因遗传学等技术），以及两大方向相结合的角度展开教学。并从实践角度出发，研究新媒

体对于传统设计领域的突破和创新，指导学生结合新概念，新技术，新材料进行设计实验。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让学生全面了解新媒体设计的社会、文化、艺术、科技背景及发展脉络。

考核方式：考察 

2．使学生掌握新媒体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利用新媒体在设计概念和设计形式上的突破来 进行

艺术设计的创新。   考核方式：考察 

3．综合运用智慧环境，传感交互，虚拟现实等新媒体技术手段开发和创新设计产品，设计服务。

考核方式：：考试 

 

第一章  艺术设计中的新媒体概念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新媒体艺术设计的概念和内涵 

了解和掌握新媒体设计的发展脉络和基础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新媒介艺术设计中艺术与科技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来自科技的影响 

1．互联网时代的人际交流  

2．电子科技时代的人机关系 

3. 信息科技时代的现实与虚拟 

…………………… 

二、来自艺术的脉络 

1．赛博文化下的艺术创想 

2．媒体艺术的脉络沿袭 

 

第二章  新媒体艺术设计的特点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全面研究和剖析新媒体艺术设计的内容和特点 

理解和掌握新媒体艺术设计的规律和方法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新媒体艺术设计的规律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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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新媒体艺术设计的创作规律 

1．感性与理性的结合 

2．虚拟与现实的交融 

…………………… 

二、新媒体艺术设计的表现特点 

1．信息包裹里的空间 

2．信息序列里的生命 

 

第三章  新媒体艺术设计的种类和方向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具体介绍新媒体艺术设计的门类和方向 

结合设计案例的研究和分析加强学生对于新媒体艺术设计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干性媒介”与 “湿性媒介”相结合的设计创新。 

教学内容 

一、“干性媒介”之新媒体 

1．基于桌面互联网络的设计 

2．基于移动互联网络的设计 

3．基于电子传感的交互设计 

4．基于虚拟现实和加强现实的设计 

…………………… 

二、“湿性媒介”之生物创造 

1．生物信息技术带来的设计创新  

2．自然环境与电子智慧环境相结合带来的设计创新 

 

第四章  新媒体艺术设计的原理和方法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结合具体设计主题与实践对新媒体艺术设计的原理进行讲解，培养学生针对新媒体艺术设计的

设计思维，并掌握研究和实践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综合理解和运用新媒体艺术设计的特性（比如互动性和异化性的结合）。 

教学内容 

一、互动性创造（交流沟通的创造力乐园） 

1．设计一个规则还是设计一个结果 

2．交互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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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与机器之间的互动  

4．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5．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 

二、连接性创造（新媒体泡沫与空间填充物） 

1．移动网络和智慧环境下的人际关系，  

2．移动网络和智慧环境下的人物关系  

 

三、沉浸性创造（虚拟的存在） 

1．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和创新 

2．加强现实技术的应用和创新 

3．信息云下的艺术设计 

 

四、异化性创造（虚拟的转化） 

1．设计产品之信息化的存在 

2．设计产品之身体的延伸 

3．设计服务之环境的扩展 

4. 设计服务之智能的革命（人工智能与人） 

 

 

执笔人： 杨艺                     审核人：李波 任僭 

 

《开物简史》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开物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Observe and Discover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试（大作业）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 

教学参考书： 墨人著.影响世界的重大发明.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06 

谢佩君、王花蕾.探索中外重大发明.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01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文化产业管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是专业理论课、专业必修课，第 2 学期开课。本课程共三章，主要介绍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

践中的观察和发现事物的可贵经验。开物简史－即设计与思维、媒介、方法、技术、管理的历史。

打开设计之道的历史通晓万物的道理。中外发明史 － 活字印刷术、火药、造纸术、指南针、蒸汽

机等。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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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事物本质出发，培养观察和发现事物的能力。 

2． 通过设计的历史通晓万物的道理。 

 

第一章 辨物、格物、开物（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简要讲解人类社会中开物实践过程的历史脉络，使学生宏观地了解观察事物、发现事物、创造

事物的过程，初步掌握相关的基本理论，为设计管理实践奠定一定的基础。 

1、结合案例讲解课程内容；2、结合课程内容展开讨论；3、考核。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如何认识事物。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辨物 

第二节 格物 

第三节 开物 

 

第二章 观察和发现的方法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简要讲解人类社会中开物实践过程的历史脉络，使学生宏观地了解观察事物、发现事物、创造

事物的过程，初步掌握相关的基本理论，为设计管理实践奠定一定的基础。 

1、结合案例讲解课程内容；2、结合课程内容展开讨论；3、考核。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理解和认识观察与发现事物本质及规律的方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观察 

第二节 发现 

 

第三章 环境与发现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简要讲解人类社会中开物实践过程的历史脉络，使学生宏观地了解观察事物、发现事物、创造

事物的过程，初步掌握相关的基本理论，为设计管理实践奠定一定的基础。 

1、结合案例讲解课程内容；2、结合课程内容展开讨论；3、考核。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理解和认识环境的影响作用。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地域 

第二节 文化 

第三节 信仰、信念、信心 

 

执笔人：祝锡琨               审核人：任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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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设计态势》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当代设计态势/ Contemporary Design Trend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形态构成 1、2、3                               

教学参考书：（美）马特·马图斯著，焦文超译.《设计趋势之上》.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杨明洁，黄晓靖著.《设计趋势报告》.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王受之著.《世界现代设计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文化产业管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该门课程主要研究与分析当代社会设计的发展状态、出现的问题，介绍当下 新的设计思维、设计

理论、设计方法与设计师，并从中洞察及分析未来设计的发展趋势，为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建立良

好的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了解当代 新的设计理念、设计思维与设计方法，开阔视野。 

2. 培养对新趋势、新思维的洞察力 

 

第一章 当下设计发展的状态（8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了解和接触到当代 新的设计理念、设计思维与设计方法，开阔视野。学会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去

看待设计及其本质，能够通过各种设计的表现形式中把握设计发展的方向。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了解和搜集当下设计发展的表现形式。 

教学内容 

一、视觉疲劳 

二、自我表现主义 

三、因特网 

四、雷同的世界 

五、技术影响设计 

六、DIY 设计 

第二章 创新的意义（8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这一章节，使学生理解什么是创新以及创新的意义与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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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与难点为理解和认识究竟什么是创新。 

教学内容 

一、什么是创新 

二、创新的表现 

三、创新的意义 

 

第三章 新型的消费者（4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本章节的教学内容使学生了解新的环境下消费者特征的转变，以及其带来的趋势变化。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理解和认识到新型消费者的特征。 

教学内容 

一、传统消费者 

二、新型消费者 

三、转变背后的因素 

 

第四章 设计的文化性、商业性、贸易性（4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该门课程教学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能够掌握设计的多重属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理解和认识设计的多重属性，并能够在实践中应用这些属性。 

教学内容 

一、设计的文化性 

二、设计的商业性 

三、设计的贸易性 

 

第五章 设计的未来趋势（4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了解设计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从现有的设计及其表现方式中发现潜在的趋势。 

教学内容 

一、设计的未开趋势 

二、设计的商业性 

 

课堂讨论（4学时） 

讨论的内容依当时的课堂情况设定。 

 

 

执笔人：王婷               审核人：任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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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平面设计基础/ Graphic Design Basi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形态体系课程 

教学参考书： 

丽莎格雷厄姆.《平面设计基础教程》.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李砚祖.《平面设计艺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文化产业管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以学科基础课为依托，主要培养学生的平面设计基础能力和设计鉴赏水平。从视觉与平

面设计的基本要素入手，讲解如何把各视觉元素在视觉空间中进行组织，并 终运用到实际设计中

去。介绍具体平面设计流程，包括视觉的思维与创意、视觉沟通、文本撰写、诉求与理解。使学生

获得从事艺术设计及管理的基本知识和能力，是一门承上启下的重要课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的平面设计基础能力和设计鉴赏水平。 

 

第一章  平面设计概述（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对文字、图形、编排、网页等平面设计要素的感知、理解与表

达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于平面概念及其相关要素的掌握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基本概念 

  第二节 内容与要素 

  第三节 媒介与传播 

 

第二章  平面设计的流程（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任务在于教授学生平面设计基础理念、具体设计方法、设计流程，掌握文字、标

志、广告、电脑平台设计方面知识，使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以及艺术修养得到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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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于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其发与开发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视觉思维与创意 

  第二节 视觉沟通 

  第三节 文本意识 

  第四节 诉求与理解 

  第五节 形式组合与延伸 

 

第三章  平面设计的信息传递（2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过信息传递的概念，理解掌握平面设计的创意思维与方法，使艺术鉴

赏水平得到提升。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于不同形式媒介平面设计分类的分析与学习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文字图形 

  第二节 标志象征 

  第三节 广告设计 

  第四节 版设编排 

  第五节 网络设计 

 

第四章、案例分析与讨论（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组织学生在生活中寻找优秀平面设计作品，并借助相机或速写等手段搜集设计资料。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设计主题的讨论 

教学内容 

一、组织学生在生活中寻找优秀平面设计作品，并借助相机或速写等手段搜集设计资料。（4 学时） 

二、要求学生整理资料，借助多媒体手段分析案例并进行讨论。（4 学时） 

三、组织学生展开设计主题的讨论并绘制设计草图。（4 学时） 

四、组织学生分组讨论设计草图,互相借鉴指缺。（4 学时） 

 

执笔人：王伟欣                     审核人：任戬 

 

《广告策划与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广告策划与设计基础/Adervertisment Consultant and Design Funda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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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专业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形态体系基础课程、平面设计基础课程 

教学参考书:  

蒋旭峰著,《广告策划与创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陈瑛著，《广告策划与设计》.化学工业出版社 

黄升民著,《广告策划》.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文化产业管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是设计管理专业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之一，它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应用性较强的课程。

以广告策划的过程和设计基础为主要内容，通过一系列讲解，使学生具有广告策划与广告设计的基

本素质，树立正确的策划观念。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任务在于，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广告策划的学科来源以及行业现状，介绍广告调查与

分析、广告策略策划、广告创意与表现、广告媒介策划、广告预算策划、广告策划书的撰写等理论

知识，使学生具有广告策划的能力。 

 

 

第一章 广告策划概述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正确理解广告策划的概念和策划程序，掌握广告设计的基本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于广告策划概念部分的理解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广告策划的概念与内容 

  第二节 广告策划的学科来源 

  第三节 广告策划的程序与工作流程 

 

第二章 广告调查与分析（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调查与分析的系列手段，培养学生对于目标问题的市场风向了解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在实际调查过程中不同目的与方法的掌握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广告调查的内容及方法 

第二节 营销环境调查与分析 

第三节  消费者调查与分析 

第四节 广告产品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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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竞争状况调查与分析 

 

第三章 广告策略规划(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策划理念，通过对广告策划案例的分析，探讨广告策划谋略在市场中的实际作

用与策划机构与企业的成功之道。 

教学重点和难点 

广告定位的确立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广告目标市场策略 

  第二节 广告定位策略 

  第三节 广告产品策略 

  第四节 广告市场策略 

 

第四章 广告设计基础技能（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获得从事广告策划设计及管理的基本知识和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广告设计创意与表现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广告设计创意与表现 

  第二节 广告定位与广告设计主题 

  第三节 摄影在广告设计中的应用 

  第四节 广告提案技巧与设计方案制定 

 

实践教学内容（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实践环节的模拟设计，实现学生对于广告策划课程的全面体会与自我认知 

教学重点和难点 

    运用本课程所学内容对模拟项目进行策划与设计。 

教学内容 

实践一：组织学生从生活中、网络中搜集广告策划与设计相关资料。（4 学时） 

实践二：要求学生整理资料，借助多媒体手段分析案例并进行讨论。（4 学时） 

实践三：通过广告策划案例分析，探讨广告策划谋略在市场和企业中的实际作用。（4 学时） 

实践四：组织学生分组讨论设计草图，互相借鉴指缺。（4 学时） 

 

执笔人：王伟欣                     审核人：任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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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思想史话》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中外思想史话/Historical Narrative of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艺术设计学科基础教程、艺术设计史 

教学参考书：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塔纳斯（美）.《西方思想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文化产业管理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内容共五章，主要结合艺术作品、设计作品概要地介绍整体思想、近代各种社会进步思想与

西方古典主义思想、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形成，了解其对社会、文化、艺术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西

方后现代主义思想。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文化、艺术变化的深层原因，重视思想研究在艺术设计实践和理论研究

中的作用。 

2. 培养对新趋势、新思维的洞察力 

 

第一章 整体的思想概述（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介绍中外思想的内容和特征及其演化过程，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文化、艺术变化的深

层原因，重视思想研究在艺术设计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对分析这一思想的掌握。 

教学内容 

一、整体的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史 

二、代表人物 

第二章 分析的思想概述（8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介绍中外思想的内容和特征及其演化过程，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文化、艺术变化的深

层原因，重视思想研究在艺术设计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对主要思想的掌握。 

教学内容 

一、分析的思想——西方思想史 

二、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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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后现代主义思想概述（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介绍中外思想的内容和特征及其演化过程，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文化、艺术变化的深

层原因，重视思想研究在艺术设计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对主要思想的掌握。 

教学内容 

一、后现代主义思想概述 

二、代表人物 

 

执笔人：祝锡琨           审核人：任戬 

 

《综合设计与制作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综合设计与制作基础 / Integrated Design& Manufacture Basi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形态体系课程 

教学参考书：斯托拉布拉斯(Stallabrass.J.),《当代艺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林迅《新媒体艺术》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张燕翔《当代科技艺术》科学出版社 

曹田泉《新媒体实验艺术与设计》湖南美术出版社 

柳冠中《综合造型设计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 

赵兰涛 刘乐君 刘木森《综合材料艺术实验》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文化产业管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多元化的学术结构、开放的教学与实验内容、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将成为综合设计学科研究与教学实

践的鲜明特色。它不是仅仅将原有若干门设计专业进行简单的综合，而是一门既能涵盖若干专业的

学科特点，又能独立承担针对复杂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研究任务与教学任务的

新专业。 

当今设计各个分支犹如人的五个手指，而五个手指是不可能覆盖所有东西的。因此综合设计就类似

于存在于五个手指中间的东西，从而达到对设计的重新整合。综合设计的诞生是将设计带入了一个

新纪元。以培养主动设计意识、积极打破现有专业设计隔阂，具有系统思考、善于发现问题、并能

解决问题的跨专业综合能力的高端人才。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教学目标是培养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动态的活性思维、较高的理论素养，对多门类、多学科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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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融会贯通的综合性人才。从过去的就业型、专职型人才的培养，转变为创业型、复合型人才的

培养；从被动的接受型设计人才培养，转变为主动的出击型设计人才培养。 

 

第一章 综合设计的概念（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作为科研机构，综合设计将展开对其它若干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催发新的学科生长

点。综合设计以开放性的姿态对应当代设计文化以及设计教育出现的新问题。采纳多元的教学思想，

展开多维的研究层面、采取多样的教学方法，对复杂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进行深入探讨与研

究，力争做到学科研究成果丰富教学实践，教学实践又促进学科研究。  

教学重点和难点 

突破原有设计概念，建立综合设计的新概念 

教学内容 

一、 所谓综合设计 

二、 综合设计与设计实践教学 

三、 综合设计的社会责任 

 

第二章 综合设计与当代艺术（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综合设计积极倡导以人文关怀的精神观照设计行为，它将从人文价值与伦理价值的高度思考设计问

题，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与科学的设计观出发，思考与面对各专业设计。它力图培养学生设计文化

的自觉性，思考的问题必须是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综合设计研究将从心、

言、图、物、境等五个层面将课题化的教学方式不断引向深入。 

教学重点和难点 

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与科学的设计观出发，思考与面对各专业设计。 

教学内容 

一、界定 

二、相融 

三、突破 

 

第三章 综合设计的制作与呈现（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融合了品牌策划设计与、包装推广、活动包装与实施、影视网络策划与包装等整合策划包装的概念

知识，以概念策划执行为核心，运用多领域知识技巧实施整合的、系统的、逻辑的方式方法展开研

究，并能从观念艺术、策划艺术、视觉艺术的相关知识展开分步骤教学，  

教学重点和难点 

运用多领域知识技巧实施整合的、系统的、逻辑的方式方法展开研究， 

教学内容 

一、 综合设计的制作——材质与媒介 

二、 综合设计的制作——科技艺术 

三、 综合设计的展示与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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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综合设计实践表现（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案例由表及里的分析研讨，再通过理念由里及表的展开创作，达到进行宏观包装概念的设计与

管理，以理念先行，技术为次，视觉为表的思路引导学生训练。 

教学重点和难点 

运用对综合设计概念的理解，结合当代艺术的新媒介表现途径，寻找当下生活中的关注点或话题，

完成一系列综合设计并予以呈现。 

教学内容 

一、综合设计的展示与呈现 

二、实践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 

 

执笔人：曲纪慧                  审核人：任戬 

 

《设计批评》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设计批评/ Design Criticism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形态体系课程、设计原理、当代设计态势                               

教学参考书：黄厚石.《设计批评》.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美）马格林 编著，柳沙 等译.《设计问题——历史·理论·批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王美艳.《艺术批评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文化产业管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该门课程全面介绍了设计批评的现状、概念、观念、价值等，通过课堂讨论和案例分析，用相

对客观的、批判的观点看待当下国内外设计的发展及其趋势， 对设计实践进行分析研究,进而做出

判断和评价。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了解当代 新的设计批评理念、原理、方法，开阔视野。 

2. 培养对新趋势、新思维的洞察力。 

 

第一章 设计批评的现状（4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从理论上了解和认识设计批评的发展与现状，及其背后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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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了解什么是设计批评。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批评的时代 

  第二节 设计批评的时代 

  第三节 设计批评与设计批评研究的现状 

  第四节 设计批评现状的原因 

 

第二章 设计批评的概念（4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从理论上了解和认识设计批评的概念、原理、内容、属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对于设计批评原理、内容及属性的分析与掌握。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批评一词的词源 

  第二节 批评的概念 

  一、设计批评的概念 

  二、设计批评的特点 

  三、批评与评论的区别 

  四、设计批评的不同形态 

 

第三章 设计批评的价值（8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从理论上了解和认识设计批评的价值。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对于设计批评价值的认识。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学科价值 

  第二节 社会价值 

  第三节 设计批评的功能 

  一、宣传的功能 

  二、教育的功能 

  三、预测的功能 

  四、发现的功能 

  五、刺激的功能 

 第四章 设计批评的意识（8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使从意识的层面去把握设计批评。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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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对设计批评意识的理解。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批评意识是设计意识的前奏 

  第二节 批评意识是对设计意识的重新认识 

  第三节 批评意识的广泛性 

  第四节 批评意识之间的矛盾性 

  第五节 设计批评意识的细分 

    一、功能意识 

   二、审美意识 

    三、社会意识 

    四、伦理意识 

 

 第五章 设计批评的主体性及主体的分类（4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从理论上了解和认识设计批评的主体及其分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对于主体概念的理解。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自发的批评 

  第二节 职业的批评 

  第三节 大师的批评 

 

 第六章 不同设计批评主体的特征（8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从理论上了解和认识设计批评主体的特征。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如何看待不同设计批评主体的特征。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设计师 

  第二节 批评家 

  第三节 艺术家 

  第四节 公众 

  第五节 官方 

  第六节 客户 

 

第六章 设计批评的媒介（4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从理论上了解和认识设计批评的媒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了解当下设计批评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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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第一节 文字媒介 

第二节 声音媒介 

第三节 行为媒介 

 

课堂讨论（4学时） 

课堂讨论的主题依据当时的课堂情况而定。 

 

案例研读与分析（4学时） 

案例的分析 

 

执笔人：王   婷             审核人：任戬 

 

《设计管理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设计管理概论/ Outline of Design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试（大作业） 

预修课程：学科基础、设计原理 

教学参考书：刘国余.《设计管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3 

刘瑞芬.《设计程序与设计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花景勇.《设计管理－企业的产品识别设计》.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文化产业管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是专业必修课、学位课，第 5 学期开课。 

本课程共四章，依次介绍设计管理概念、特征、内容及方法，结合案例分析系统介绍设计管理的基

本原理与方法。为设计管理实践奠定必要的专业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从理论上了解和认识设计管理的概念、原理、内容、方法与策略。 

2. 培养和加强学生的设计管理意识，以及运用设计管理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 

 

第一章 设计管理的发端（8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了解设计管理的发展历程及基本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对英、日、美、中等国家设计管理发展历程的了解以及基本原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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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第一节 设计管理的发展历程 

第二节 设计管理在中国 

第三节 设计管理原理 

 

第二章 设计管理的特征（8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了解设计管理的基本特征。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对设计管理基本特征的多维度分析。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科学性与系统性 

第二节 艺术性与社会性 

第三节 多学科交叉属性 

第四节 设计管理模型的建立 

 

第三章 设计管理的内容（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掌握设计管理的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对从不同维度把握设计管理的内容。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设计资源管理 

第二节 设计组织管理 

第三节 设计过程管理 

第四节 设计成本管理 

第五节 设计评估 

 

第四章 设计管理的方法与策略（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掌握设计管理的方法与策略。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不同的层次要求不同的设计管理方法及策略。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以人为中心 

第二节 以设计项目为中心 

第三节 以设计组织机构为中心 

 

实践教学内容（16 学时） 

邀请设计单位项目管理、财务、营销等部门主管做实战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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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祝锡琨               审核人：任戬 

 

《设计资源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设计项目管理/ Design Resource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试（大作业） 

预修课程：设计管理概论、设计批评                               

教学参考书：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文化产业管理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市场环境的变化使整个设计行业卷入到一个快速周转的运行模式中，企业的发展和战略的实现更大

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企业对各类资源的掌控能力。设计管理本身就是一个协调资

源的过程，对客户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设备资源等与设计相关资源的掌握、把控、拓展、

管理、协调直接决定设计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设计资源管理知识是设计管理能力提升的基础和保障。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对学生在设计资源管理方面的知识进行系统的讲述，使学生通过课程了解设计资源管理 主要

的任务就是以设计为核心，协调、管理围绕设计行为产生的各种资源之间的关系。 

2．强调资源的基础性、全面性和整体性，在管理方面注重针对性和灵活性，提高学生设计任务的

完成效率。 

3．通过课程使学生掌握各类设计资源，能够协调和管理各类设计资源。 

 

 第一章 设计资源管理的基础知识（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设计资源管理的基础知识是强调对资源的基础性、全面性和整体性的掌握，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

握各类设计资源，了解各类设计资源的范畴和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设计资源的类型，并且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了解设计资源的范畴和特点。 

教学内容 

一、设计资源概述 

二、设计资源范畴 

三、设计资源分类 

 

第二章 设计资源管理内容（１２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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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资源管理内容主要学习以设计为核心，协调、管理围绕设计行为产生的各种资源之间的具体内

容和相互关系。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各类设计资源的主要内容，学习协调和管理各类设计资源

的相互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设计资源管理的具体内容，熟悉各类设计资源之间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设备资源管理  

二、学术资源管理  

三、人力资源管理  

四、设计信息系统资源管理  

五、公共关系资源管理 

六、环境资源管理  

七、财务资源管理  

 

第三章 设计资源管理的方法（１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设计资源管理的方法主要学习以设计为核心，协调、管理围绕设计行为产生的各种资源之间互相作

用的基本方法。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各类设计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学习把控设计资源

管理的基本规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设计资源管理的方法和规律，在项目运行中熟练运用各种设计资源。 

教学内容 

一、设计资源管理的原则  

二、设计资源的拓展与整合  

三、设计资源的储存与利用  

四、设计资源的维护  

 

执笔人：石春爽                    审核人：任戬 

 

《设计项目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设计项目管理/Design Project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试（大作业） 

预修课程：设计管理概论、设计批评、综合设计与制作基础                               

教学参考书：《设计项目管理》，格里夫·波伊尔(Griff Boyle)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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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文化产业管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设计项目管理课程注重从设计营销的角度出发，对相关领域的设计项目进行全面的管理知识学习。

培养学生具备筹建、规划、把控、管理各环节的能力，进而为学生掌握设计项目流程、管理设计项

目过程打下坚实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对学生在设计项目管理方面的知识进行系统的讲述，使学生了解设计项目管理 主要的任务就

是筹建、规划、把控、管理各环节的能力。 

2．在设计项目管理方面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提高学生对设计任务的管理能力。 

 

第一章 设计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设计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基本任务，对设计项目进行全面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法进行前期的了

解，熟练掌握相关知识点，对设计项目管理的相关知识范畴进行简单概述，为后期深入学习项目管

理知识打下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设计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熟悉设计项目管理的基本任务。 

教学内容     

一、设计项目管理概述 

1．设计项目管理定义 

2．设计项目管理的要求 

3．设计项目管理的范围 

二、设计项目管理的基本任务 

1．设计项目的筹建 

2．设计项目的规划 

3．设计项目的建立 

4．设计项目团队的组建 

5．设计规划书的制定 

 

第二章 设计项目管理的具体操作（4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设计项目管理是保证设计项目质量和控制设计项目造价的关键阶段，在设计阶段融入全过程工程管

理的思想，可以更好地提高设计项目的完成效率。设计项目管理的核心任务并非是对设计工作简单

的监督，而是通过综合采取技术、经济、组织和监督等各方面的措施，对项目目标进行科学的有效

的控制。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设计项目管理的具体内容，熟悉设计项目管理的具体方法和操作流程。 

教学内容 

一、设计的基本操作流程 

1．设计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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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构思 

3．设计定案 

4．设计实施与评估 

二、设计项目的阶段与管理内容 

1．设计项目的程序规划 

2．设计准备阶段的管理 

3．设计构思阶段的管理 

4．设计定案阶段的管理 

5．设计实施与评估阶段的管理 

三、设计项目的品质管理 

四、设计项目的日程管理 

五、设计项目的成本和财务管理 

六、设计项目团队的管理 

 

执笔人：石春爽                    审核人：任戬 

 

 

《设计组织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设计组织管理/ Desig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

理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时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大作业） 

预修课程：设计组织概述、设计组织的形态与分类、组织行为学、认识组织行为学、设计组织之管

理的重要性、组织管理与设计、组织结构与组织设计、设计未来的组织                               

教学参考书：《组织设计与管理》许玉林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 2 月 1 日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文化产业管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从战略、组织设计、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设计、文化整合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通过组织的设

计与管理来提高组织的效率，建立起有效的组织运行机制，并且为读者搭建了一个基于组织管理理

论的思考、系统解决组织问题的模型。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十章，附有十几个人力资源管理案例，是

一本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材。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专业知识方面给，让学生增加专业的设计统筹能力 

2．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与设计思维的形成于发展 

    3．在公司或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训练学生的组织管理能力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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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设计组织概述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对组织的认识与了解，为接下来的课程内容作准备 

课前准备，预先的自我对组织的认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组织的起源与认识 

教学内容 

一、组织的起源 

二、设计组织概述 

 

3． 设计组织的形态与分类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对组织形态的认识与划分 

    设计组织的内容与分类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区分组织的不同形态 

教学内容 

一、扁平组织结构形态 

二、锥形组织结构形态 

三、组织形式 

四、设计组织工作的内容 

五、设计组织的运作方式 

 

4． 组织行为学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组织行为学的认识与学习 

    对组织的内部进行深入学习 

教学重点和难点 

    学习组织的系统构成 

教学内容 

一、组织行为学概论 

二、组织中的个体 

三、组织中的群体 

四、组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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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认识组织行为学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对组织行为学的起源进行研究 

    组织行为学的发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在企业用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组织行为学早期研究 

二、组织行为学在中国的发展 

三、组织行为学与管理心理学的区别 

四、组织行为学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 

五、案例分析 

 

6． 设计组织之管理的重要性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设计管理的介入与学习 

    组织与组织管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设计管理在企业中的运用 

教学内容 

一、设计管理概论 

二、设计管理重要性 

三、设计与企业管理的重要性 

 

7． 组织管理与设计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案例认识组织的管理与设计 

    分析案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分析案例的专业知识 

教学内容 

一、星巴克案例分析 

 

8． 组织结构与组织设计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组织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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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组织结构进行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合理设计组织结构 

教学内容 

第十一章 组织结构设计的基本理念 

第十二章 组织结构设计的维度 

第十三章 组织结构设计的核心支柱 

 

9． 设计未来的组织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以致用 

    与时代的接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未来设计 

教学内容 

一、信息时代的挑战组织结构设计的维度 

二、未来组织变革 

三、未来的组织模式 

 

 

执笔人： 田影                     审核人：任戬 

 

《设计成本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设计成本管理/ Design Cost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试（大作业） 

预修课程：政治经济学 设计项目管理  

教学参考书：  熊楚熊 刘传兴编著.《公司理财学原理》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陈惠锋编著《公司理财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孙慧主编.《项目成本管理(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约翰·贝利《无形资产的有形战略》知识产权出版社 

大卫·诺顿(作者),《战略地图:化无形资产为有形成果》广东经济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文化产业管理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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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设计成本管理是设计项目过程中对还未发生但准备开始的设计内容为了决定其该否生产而事先测

算的项目成本，是事先控制设计成本的有效手段。 

同时此门课的开设要兼顾的研究对象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就设计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资金运动进行

预测、组织、协调、分析和控制的决策与管理活动。内容涉及财务分析、财务预测、投资决策、筹

资决策、股利决策和净流动资金决策等方面，建立对非财务专业管理者学习财务管理方法体系。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本课程将培养学生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就设计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资金运动进行预测、组织、协调、

分析和控制的决策与管理的能力。以及涉及财务分析、财务预测、投资决策、筹资决策、股利决策

和净流动资金决策等方面的相关素质。 

第一章——财务管理基础知识（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在设计项目定位、内容等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对设计项目管理的目标、内容进行的探讨；对设

计成本及设计公司理财应该考虑的主要因素、收益与风险的关系、财务分析、资金成本计算等基本

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教学重点和难点 

基础概念的理解 

教学内容  

一、财务基础知识 

二、财务管理的目标、内容和职能 

三、财务分析 

四、财务预测 

五、财务规划 

六、筹资活动管理 

七、投资活动管理 

八、财务管理的内容 

第二章——设计项目成本管理与应用（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触及当下创意文化产业有关的无形资产的相关内容，揭示公司需要怎样做，才能深刻理解无形

资产与组织中其他资产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从而创造竞争实力的独特源泉，介绍有助于利用无

形资产强大的价值创造潜力的具体管理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项目成本基本流程及相关方法的掌握 

教学内容  

一、项目成本管理概述 

二、资源计划与资源单价 

三、项目成本估算 

四、项目成本预算 

五、项目成本控制 



艺术设计学院 

                                                                                                                 299

六、项目成本决算与项目审计 

七、项目成本管理的信息系统 

八、项目成本管理新发展 

第三章——无形资产的有形战略（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理财理论与方法在设计公司筹资、投资、盈利分配、资本经营等公司理财主要内容中的具体

运用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认识设计成本管理及公司财务管理体系和公司理财的基本方法，为今后

参与设计和公司管理打下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无形资产及其基本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教学内容  

一、无形资产的概念 

二、无形资产的确认 

三、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与后续计量 

四、无形资产的处置和报废 

五、知识经济下的无形资产 

六、化无形资产为有形成果 

 

执笔人：曲纪慧                  审核人：任戬 

《公共关系》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公共关系学/ Public Relation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大作业） 

预修课程：形态体系课、管理学                               

教学参考书：吴勤堂著. 《公共关系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8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文化产业管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针对设计管理专业学生的特点，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容易理解。本课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从公关理论到公关实务，对学生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使学生能够对于公共关系的基本概念、历史、

职能、公共关系的主体和客体、公共关系传播、公共关系调查、公共关系专题活动、公众心理分析

以及公共关系的工作程序等基本问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本课的目的是使大学生能够主动培养自我

的公关意识，树立公关理念，使其能够真正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要求。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能够对于公共关系的基本概念、历史、职能、公共关系的主体和客体、公共关系传播、公

共关系调查、公共关系专题活动、公众心理分析以及公共关系的工作程序等基本问题有一个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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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2. 主动培养自我的公关意识，树立公关理念，使其能够真正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要求。 

 

第一章 公共关系概述（4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引导学生掌握公共关系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对于公共关系基本知识的掌握。 

教学内容 

一、公共关系的含义及其特征 

二、公共关系与庸俗关系的区别 

三、研究学习公共关系学的目的和方法 

四、公共关系由来和发展 

五、公共关系在中国的发展 

 

第二章 公共关系的构成要素（6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引导学生掌握公共关系学的构成要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对于公共关系构成要素的掌握。 

教学内容 

一、公共关系的主体——社会组织 

二、公共关系的客体——公众 

三、公共关系的内容——信息传播 

 

第三章 公共关系的职能与工作程序（4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引导学生掌握公共关系的职能与工作程序。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对于公共关系职能的理解。 

教学内容 

一、搜集信息、监测环境 

二、咨询建议、参与决策 

三、谋求沟通与合作 

四、前期调查研究 

五、确定公共关系活动的目标 

六、公共关系计划 

七、公共关系计划的实施与控制 

八、公共关系活动效果评价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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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共关系人员（2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引导学生掌握公共关系中的人力资源要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对于公共关系中人这一资源的理解与应用。 

教学内容 

一、公共关系型人才 

二、公共关系人才的素质构成和特征 

三、公共关系人员的行为准则及其培训 

四、公共关系人员的选拔与任用 

 

第五章 公共关系形象（4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引导学生掌握公共关系中的人力资源要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对于公共关系中人这一资源的理解与应用。 

教学内容 

一、组织形象的基本概念 

二、组织形象的基本内容 

三、塑造组织形象的 CI 系统工程 

 

实践教学环节（16 学时） 

模拟公共关系的社交场面，进行课堂表演。 

 

执笔人：王婷            审核人：任戬 

 

《整合营销传播》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整合营销传播/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试（大作业） 

预修课程：设计资源管理、设计项目管理、公共关系、品牌管理、设计组织管理                              

教学参考书：《整合营销传播》，唐·舒尔茨著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文化产业管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整合营销传播课程是将与设计企业进行市场营销有关的一切传播活动进行统一整合策划的过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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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营销传播的中心思想是以通过企业与顾客的沟通满足顾客需要的价值为取向，确定企业统一的营

销策略，协调使用各种不同的传播手段，发挥不同传播工具的优势，从而使企业实现营销宣传的低

成本化，以有效营销手段对品牌形象进行良性建设和推广。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对整合营销传播知识进行系统的讲述，使学生通过课程了解整合营销传播的主要任务，综合运

用各种传播手法和营销方式，达到有效营销的目的。 

2．强调资源的综合利用，注重战略性和全局观念，提高学生整体把控营销效果的具体操作能力。 

 

第一章 整合营销传播概述（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整合营销传播的基础知识，培养学生从品牌推广的战略角度出发，以品牌整体形象建设为目标

的思维方式，进而为学生理解营销传播过程、掌握设计营销策略打下一定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整合营销传播的基础内容，掌握整合营销传播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教学内容 

一、整合营销传播简介 

二、整合营销传播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三、整合营销传播的作用 

 

第二章 整合营销传播的过程（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整合营销传播课程注重把设计营销与营销学领域相关知识相结合，协调公共关系、开发有效传播方

案、整合设计营销环节的相关能力与意识，掌握整合营销传播的全部过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整合营销传播的具体过程，掌握整合营销传播的操作流程。 

教学内容 

一、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分析 

二、传播媒介分析 

三、传播过程与传播手段 

四、设计整合与设计营销 

 

第三章 整合营销传播方案策划（3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整合营销传播方案的策划环节与执行过程的操作流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整合营销传播方案的策划与执行过程，熟悉整合营销传播全案的运行规律。 

教学内容 

一、营销方案的策划与制定 

二、传播方案的选择与实施 

三、营销方案的实施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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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营销传播方案的预算和评估 

五、整合营销传播方案策划书的撰写要求 

 

执笔人：石春爽                    审核人：任戬 

 

《品牌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品牌管理/ Brand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试（大作业） 

预修课程：综合设计与制作基础 广告策划与设计基础 设计项目管理  

教学参考书： 

凯文·莱恩·凯勒(作者),《战略品牌管理》(第 3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保罗·藤甫诺 (作者),《高级品牌管理:实务与案例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程宇宁，《品牌策划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文化产业管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在 WTO 的环境下，随着 Internet 的带动，注重“品牌管理”正在成为企业的生存之本，品牌管理

是唤起消费者重复消费的 原始动力，是消费市场上的灵魂。随着媒体的变化，消费者的变化，市

场环境的变化，国际品牌的冲击，企业本身的变化，在未来，没有品牌的产品或服务是很难有长

久生存的空间的。只有成功的品牌管理才有持续成长的企业和未来的辉煌。品牌管理课程将围绕品

牌的核心价值，针对企业的品牌目标，全面的介绍品牌管理体系的相关内容和法，以理论与案例分

析相结合的方式展开教学。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本课程将培养学生在品牌为主导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建立敏锐的品牌识别洞察力，并具有针对不同品

牌的制定相对应品牌管理、品牌营销、品牌推广的相关专业素质。 

 

第一章  品牌定位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们清晰品牌的内涵与定位，从而明确企业品牌目标，建立正确的品牌意识

与判断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于品牌基础知识的理解 

教学内容 

一、品牌定位点 

二、品牌内涵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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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牌核心价值 

四、品牌愿景 

 

第二章  企业品牌目标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经过对于品牌相关法则、品牌管理组织与制度等知识点的了解，掌握品牌管理体系的相关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于品牌目标相关知识的理解 

教学内容 

一、总体目标 

二、目标分解 

1.经营任务分解 

2.管理任务分解 

 

第三章  品牌管理体系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伴随大中型品牌案例的分析，理论结合实践的分析研究品牌管理在市场实战中的灵活变化与应对效

果。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于品牌管理体系相关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教学内容 

品牌元素系统 

1. 品牌核心 

2. 品牌个性 

3. 品牌主张 

4. 品牌口号 

5. 广告宣传口号 

6. 品牌形象 

二、品牌要求 

三、品牌管理组织 

1. 品牌管理组织设立原则 

2. 品牌管理组织设立依据 

3. 品牌管理组织的构成 

4. 品牌管理组织的职责 

四、品牌管理制度 

1. 品牌管理制度体系 

2. 品牌管理通用规则 

3. 产品设计管理制度 

4. 渠道管理制度 

5. 广告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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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共关系管理制度 

7. 售后服务管理制度 

8. 价格管理制度 

 

执笔人：曲纪慧                   审核人：任戬 

 

《设计政策与法规》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设计政策与法规/ Design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课程类别：专业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学 时 数：32 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试（大作业） 

预修课程：设计政策基本认识、涉及政策与法规、现代设计与知识产权、艺术设计与著作权法、工

业设计与专利法、商标法、设计与知识产权相关法规概述、工业设计知识产权管理与策略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文化产业管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设计政策与法规是对设计项目进行全面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法进行管理的过程，是保证设计

项目质量和控制设计项目造价的关键性阶段，在设计阶段融入全过程工程管理的思想，可以更好地

提高设计项目的完成效率。设计项目管理的核心任务并非是对设计工作简单的监督，而是通过综合

采取技术、经济、组织和监督等各方面的措施，对项目目标进行科学的有效的控制。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 

2．增强学生设计与管理能力 

    3．在未来的发展领域增强丰富的想象空间 

 

第一章  设计政策基本认识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风险与设计 

    基础政策的了解与认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中小型企业如何用设计创在价值 

教学内容 

一、设计政策概念 

二、中小型企业如何用设计创在价值 

三、风险与设计 

四、企业与设计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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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引入涉及政策是的关键考虑点 

 

第十四章  设计政策与法规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过与设计的政策与法规 

    掌握关于设计的政策与法规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设计法规的特征学习 

教学内容 

一、设计法规概述 

二、设计法规的概念与范畴 

    三、设计法规的特征 

 

第十五章  现代设计与知识产权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设计与知识产权的接轨 

    现代设计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知识 

教学内容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 

二、设计知识产权概述 

三、设计师应具备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意识和水平 

 

第十六章  艺术设计与著作权法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著作权的相关知识的掌握与学习 

    艺术设计与著作权的相互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艺术设计著作权的保护 

教学内容 

一、艺术设计著作权作品 

二、艺术设计著作权 

三、艺术设计著作权的保护 

 

第十七章  工业设计与专利法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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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专利法的相关知识的掌握 

    工业设计与专利法知识的结合与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工业设计与专利法知识的结合与应用 

教学内容 

一、专利的基本概念 

二、发明 

三、实用新型 

四、外观设计 

五、专利权的有关原则 

六、专利文献的使用 

 

第十八章  商标法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商标法的重要性 

    商标法在设计领域的重要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学习商标法的相关知识法规以及商标的使用管理 

教学内容 

一、商标的特征 

二、商标的种类 

三、商标注册的条件 

四、注册商标的有关程序 

五、商标权的保护 

六、商标使用的管理 

 

第十九章  设计与知识产权相关法规概述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知识产权在设计领域的不可或缺部分 

    知识产权的知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知识产权与设计的相关法规 

教学内容 

一、广告法规 

二、包装设计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 

三、包装设计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 

第二十章  工业设计知识产权管理与策略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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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工业设计中的知识产权管理 

    知识产权的管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工业设计的禅院管理知识的掌握与策略 

教学内容 

一、工业设计知识产权管理的重要意义 

二、工业设计知识产权管理概述 

三、工业设计与专利策略 

四、企业商标策略 

五、企业专利、商标策略实例 

 

执笔人： 田影                     审核人：任戬 

 

《创意产业》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创意产业/ Creative Industrie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试（大作业） 

预修课程：设计政策与法规 

教学参考书：厉无畏、王慧敏.《创意产业新论》.东方出版中心.2009.01 

克里斯•比尔顿.《创意与管理:从创意产业到创意管理》.新世界出版社.2010.06 

魏鹏举、娄成武.《文化创意产业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6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文化产业管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是专业必修课程，第 6 学期开课。 

本课程共三章，主要介绍创意产业。创意产业是 21 世纪 有发展前景的一种文化产业，是一个新

的社会、文化、经济领域。本课程围绕创意产业结合案例在第一章介绍有关创意产业概念、特点、

类型，第二章介绍创意经济，第三章介绍创意管理。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了解创意产业的相关概念，基本理论和创意产业实践的基本方法，以及创意管理模式。 

2. 使学生初步了解和掌握创意产业的相关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从事创意产业奠定基础。 

 

第一章 创意产业的兴起（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引导学生了解创意产业的发展历史、特点以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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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对于掌握创意产业的特点及分类。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创意产业的特点 

第二节 创意产业的分类 

第二章 创意经济（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引导学生掌握创意经济的主体与结构。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对于理解创意产业的市场构成以及主体。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创意产业的主体 

第二节 创意产业的市场结构 

第三节创意产业的产品与价值链 

 

第三章 创意产业管理（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引导学生掌握创意产业独特的营销方式与创意产业的管理模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区别传统产业的管理模式，研究创意产业适用的管理模式。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创意营销与消费 

第二节 创意系统 

第三节 创意产业管理模式 

 

实践教学内容（16 学时） 

参观创意产业 

 

执笔人：祝锡琨               审核人：任戬 

 

《设计消费调查与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设计消费调查与分析/ Design consumer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

理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48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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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修课程：设计管理概论、设计批评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通过学习“设计消费调查与分析”课程，让学生充分并全面的了解项目的前期调研，对消费者

的调查进行了解与认识。充分学习本课，透彻认识每个项目的中，消费者所占的重要位置。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第五章 让学生学习市场调研与消费者调研 

    2．培养学生的世行调研能力与知识 

    3．通过调研分析进行专业的研究 

 

第一章  市场调查概论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市场调研的重要性 

    学习如何进行市场调研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市场调研的基本知识 

教学内容 

一、市场调查的概念 

二、市场调查的方法 

三、市场调查的内容 

四、市场调查的分类 

五、市场调查的资料收集 

六、市场调查的功能及意义 

 

7． 消费者调查研究  （2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消费者在整个项目里的重要性 

    消费者调研的研究 

教学重点和难点 

    学习消费者在整个项目里的重要性 

教学内容 

一、消费者需求研究 

二、消费行为与态度研究 

三、消费者调查内容 

四．消费者调查方法 

 

8． 市场调研与设计  （1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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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市场调研与设计的学习 

通过学习设计市场调研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设计调研与市场调研的区别 

教学内容 

一、设计调研概念 

二、设计调研与市场调研的区别 

三、设计调研的内容 

 

9． 设计消费调研问卷与抽样方案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调查问卷的制作与设计 

    学时调查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如何制作调查问卷 

教学内容 

一、设计与制作调查问卷 

 

10． 工业设计与专利法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设计与专利知识的学习 

    专利法学习对设计的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将专利法规的学习与设计紧密结合 

教学内容 

一、专利的基本概念 

二、发明 

三、实用新型 

四、外观设计 

五、专利权的有关原则 

六、专利文献的使用 

 

11． 商标法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商标法的相关知识 

    运用商标法于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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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学习商标法的所有相关知识 

教学内容 

4、商标的特征 

5、商标的种类 

6、商标注册的条件 

7、注册商标的有关程序 

8、商标权的保护 

9、商标使用的管理 

 

12． 设计与知识产权相关法规概述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设计与知识产权的相关法规知识 

    学习并掌握 

教学重点和难点 

    知识产权的知识掌握 

教学内容 

    一、广告法规 

二、包装设计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 

三、包装设计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 

 

13． 工业设计知识产权管理与策略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学习了设计与知识产权知识之后，与管理相结合 

    增强对知识产权与设计的策略 

教学重点和难点 

    知识产权的管理 

教学内容 

7、 工业设计知识产权管理的重要意义 

4．工业设计知识产权管理概述 

三、工业设计与专利策略 

四、企业商标策略 

五、企业专利、商标策略实例 

 

 

执笔人： 田影                     审核人：任戬 



艺术设计学院 

                                                                                                                 313

 

《货殖列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货殖列传/ Goods breed biographie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试（大作业） 

预修课程：设计管理概论、设计资源管理、设计项目管理等                               

教学参考书：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刘国余.《设计管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文化产业管理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门课程以《货殖列传》为引，将设计及设计管理与商品经济、商业行为加以联系，以古喻今。

货殖列传主要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时代，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

“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

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通过阅读《货殖列传》，理解商品经济的规律、商业行为的特点。 

2. 使学生明白设计也是一种商业行为，从而把握设计的尺度与深度。 

 

第一章 《货殖列传》解读（8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引导学生通过阅读《货殖列传》，充分理解其中蕴含的商业行为及经

济规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理解文言文的《货殖列传》。 

教学内容 

一、《货殖列传》讲解 

二、讨论与发表 

 

第二章 《货殖列传》与设计（8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引导学生通过对《货殖列传》的阅读和分析，总结出现代设计活动与

商品经济与商业活动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将设计及设计管理与商品经济、商业行为加以联系，以古喻今。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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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殖列传》与设计活动的联系。 

二、讨论与发表 

 

 

第三章  《货殖列传》与设计管理（8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引导学生通过对《货殖列传》的阅读和分析，总结出设计管理与商品

经济、商业行为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将设计及设计管理与商品经济、商业行为加以联系，以古喻今。 

教学内容 

一、《货殖列传》与设计管理的联系。 

二、讨论与发表 

 

 

课堂讨论（8学时） 

拟定题目，进行课堂讨论。 

 

执笔人：王婷              审核人：任戬 

 

《艺术经纪咨询与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艺术经纪咨询与管理/ Art Agent Consultation and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试（大作业） 

预修课程：设计管理概论 

教学参考书：刘国余.《设计管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3 

王宝安.《体验价值-中国顶级收藏家与经纪人谈艺术品市场》.文物出版社. 2007 

李万康.《艺术市场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文化产业管理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是专业必修课/学位课，第 7学期开课。 

本课程共六章，主要内容是介绍艺术经纪活动的特点及艺术经纪人的作用和发展前景。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通过介绍艺术市场概况、艺术经纪的形成、发展及重要作用以及设计咨询的相关知识，使学生了

解和掌握艺术经纪咨询与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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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养学生具备初步的艺术经纪人的视野和基本素质。 

 

第一章 艺术市场概述（8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引导学生掌握与了解中外艺术品市场的发展现状与异同。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艺术市场的发展历史以及转型的现状。 

教学内容 

一、中西艺术市场史 

二、艺术市场的转型 

三、经营中介之考略 

 

第二章 艺术经纪人及其重要作用（24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掌握与理解成为艺术经纪人的基本素质、重要作用以及中西方艺术经

纪人在发展水平等方面上的差别。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艺术经纪人的基本素质与中西方艺术经纪人的差别。 

教学内容 

一、艺术经纪人的基本素质 

二、艺术经纪人的职业化 

三、中西方艺术经纪人的差别 

 

第三章 设计咨询的概况与进展（8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章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了解设计咨询目前的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了解主要包括的内

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为设计咨询的发展现状与内容。 

教学内容 

一、设计咨询业发展现状 

二、设计咨询的内容 

三、设计咨询的前景 

 

案例分析（8学时） 

分析并讨论优秀的艺术经纪行为和优秀的艺术经纪人。 

 

实践教学内容（16 学时） 

邀请文化艺术经纪人做实战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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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祝锡琨              审核人：任戬 

 

《设计成果转化与应用调查》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设计项目管理/ Design achievements and application of survey 

课程类别：专业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48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大作业） 

预修课程：整合营销传播、创意产业、品牌管理                               

教学参考书：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设计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设计成果转化与应

用对于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加速设计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设计成果转化与应用调查课程应结合市场需求，展开相

关环节的理论知识学习及实际项目演练。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对设计成果转化与应用调查的相关知识进行系统讲述，使学生通过课程了解设计成果转化与应

用调查的主要任务，综合运用各种方式，达到设计成果有效转化的目的。 

2．强调对市场的调查研究及有效利用，注重设计成果转化的时效性和转化价值 大化，提高学生

对设计成果转化的实际操作能力。 

 

第一章 设计成果转化与应用调查的理论知识（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对促进设计成果的有效转化应用进行调查研究，掌握设计成果转化

与应用调查的基本理论知识，了解设计成果转化的范畴与意义以及与相关主体之间的联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设计成果转化与应用调查的内涵和范畴，学习社会环境与政策对设计成果转化与应用的影

响。 

教学内容 

一、设计成果转化与应用调查的内涵与意义  

二、设计成果转化与应用调查的范畴  

1．设计成果转化与市场需求产品的对接问题 

２．设计成果转化与应用的社会环境与政策  

３．设计成果转化与应用的制约因素  

４．设计成果转化与应用的发展前景  

三、设计成果转化和推广过程中各相关主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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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  

２．企业  

３．高校及设计机构  

４．中介机构  

 

第二章 设计成果转化与应用调查的实践演练（4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设计成果转化与应用调查的实践演练分为两个部分，通过这两个部分内容的学习，掌握设计成果转

化与应用调查过程中涉及到的各个环节，实现对设计成果的有效转化与实际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设计成果转化的目标进行科学的有效的管理和评价，保证设计成果转化的质量和阶段控制，

提高设计成果转化与应用调查的完成效率。 

教学内容 

一、设计成果转化与应用调查的程序  

二、设计成果转化与应用调查的步骤  

三、加快设计成果转化与应用的基本途径  

10．成果的直接转化与应用调查  

1．设计人员自己创办企业  

2．高校与设计机构开展合作  

3．高校、设计机构与企业开展人才交流  

4．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沟通交流的平台  

（二）成果的间接转化与应用调查 

1．通过专门机构实施设计成果转化  

2．通过高校设立的相关机构实施转化  

3．通过设计公司或企业开展设计成果转化活动  

四、设计成果转化与应用调查的方法  

五、设计成果转化与应用调查的费用管理  

六、设计成果转化与应用调查的反馈追踪机制 

 

执笔人：石春爽                    审核人：任戬 

 

 

《场地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场地设计/ Site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建筑空间设计）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空间设计导论、建筑设计制图、建筑设计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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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参考书：刘磊编.场地设计（修订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07. 

            闫寒编.建筑学场地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 

张伶伶,孟浩编.场地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00. 

约翰·O·西蒙,巴里·W·斯塔克兹编.朱强等译.景观设计学-场地规划与设计手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出版时间：2009.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建筑空间设计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是建筑设计的重要环节，是一门提升建筑学教育水平

的特色课程，具有开创性和前沿性。从设计操作的角度出发, 使学生了解建筑场地的选址分析和开

发原则，熟悉场地设计的基本内容，初步具有场地设计能力，了解建筑场地的选址分析和开发原则。

通过本课程相关知识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场地设计的设计方法。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知识目标：本课程通过对场地设计的相关概念和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场地设计分析内容有所

了解，清楚掌握在做场地设计之前，对场地进行分析所需要考虑的因素；培养学生对现场调查与观

察的能力，了解场地设计在建筑设计中的地位与作用。考核方式：考试。 

2．能力目标：具备认识、分析、研究场地的基本能力，具备一定的场地设计能力。 

3. 素质目标：根据该课程内容和建筑设计专业学生特点，使学生对场地设计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正

确的概念和认识，以拓宽专业知识面。 

 

第一章  场地设计概述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对场地设计这个学术领域有基本的了解；掌握场地设计的定义和内

涵；熟悉其渊源和内容。 

教学要求：了解场地设计研究的意义、场地设计思想的历史、场地设计的相关领域；熟悉场地概念、

分类、特点；掌握场地设计的概念、场地设计的阶段。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场地设计的概念、场地设计的阶段；难点是场地与场地设计的界定。 

教学内容 

一、场地设计研究的意义 

二、场地设计思想的历史溯源 

三、场地的概念 

四、场地的分类 

五、场地的特点 

六、场地设计的概念 

七、场地设计的阶段 

八、场地设计的相关领域 

 

第二章  场地设计的制约条件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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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对场地设计学科领域中的制约条件有个全面的了解，了解场地设计

在每个层面所受到的制约因素。 

教学要求：了解场地设计的工作特征层面；场地设计的政策层面；场地设计的法规层面；掌握场地

设计的城市规划层面；场地设计的需求层面；场地设计的功能层面。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场地设计的城市规划层面；场地设计的需求层面；场地设计的功能层面；难点是城市规

划层面的制约因素。 

教学内容 

一、场地设计的城市规划层面 

二、场地设计的需求层面 

三、场地设计的功能层面 

四、场地设计的工作特征层面 

五、场地设计的政策层面 

六、场地设计的法规层面 

 

第三章  场地分析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对场地设计分析内容有所了解，清楚掌握在做场地设计之前，对场

地进行分析所需要考虑的方面；培养学生对现场调查与观察的能力，了解场地设计在建筑设计中的

地位与作用。 

教学要求：了解场地的人工环境条件、场地的社会环境条件；掌握场地的自然环境条件、场地的规

划建设要求。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场地的自然环境条件；难点是场地分析中对规划建设要求的考虑。 

教学内容 

一、场地的自然环境条件 

二、场地的人工环境条件 

三、场地的社会环境条件 

 

第四章  场地设计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对场地设计的步骤有基本的了解，熟悉场地策划、选址的具体内容，

掌握建筑设计中与场地设计的相关内容，理解国家相关法规和规范的要求，熟悉建筑设计实践中场

地设计的程序与方法。 

教学要求：了解场地策划、选址；掌握概念规划、规划设计、规划设计的表达。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概念规划、规划设计、规划设计的表达；难点是场地设计中规划设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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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场地策划 

二、选址 

三、概念规划 

四、规划设计 

五、规划设计的表达 

 

第五章  典型场地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场地设计中几个比较典型的场地设计类型，分析他们不同的特

点，培养学生独立的场地设计能力。 

教学要求：了解城市广场、公共建筑总平面的场地设计；掌握市内停车场（库）地、居住区的场地

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区别不同场地设计的设计要求和设计方法；难点是针对停车场地的设计要重点把握。 

教学内容 

一、城市广场 

二、市内停车场（库）地 

三、居住区 

四、公共建筑总平面 

 

第六章 实例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场地设计中的规范及建筑师考试条例；掌握民用建筑场地设计

的方法与相关规范，为学生以后的建筑设计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教学要求：了解和掌握建筑师考试条例和场地设计实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场地设计中的规范及建筑师考试条例；难点是民用建筑场地设计的方法与相关规范。 

教学内容 

一、注册建筑师考试条例 

二、注册建筑师考试大纲 

三、注册建筑师场地设计考试实例 

四、场地设计实例 

 

 

 

执笔人：林林                      审核人：任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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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建筑与艺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当代建筑与艺术/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and Art 

课程类别：专业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

向）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中国建筑史、外国建筑史                             

教学参考书：（意）曼弗雷多•塔夫里编.刘先觉译.现代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00. 

           （美）弗兰姆普敦编.张钦楠等译.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出版时间：2004. 

（法）柯布西耶编.陈志华译.走向新建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4. 

项秉仁编.赖特.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1992. 

刘先觉编.密斯•凡•德•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1992. 

(美)H•H•阿纳森编.邹德农,巴竹师,刘珽译.西方现代艺术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83.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课程简介： 

本课程对西方现代建筑的发生、发展的脉络进行全面阐述，系统地梳理了当代建筑思潮与流派的设

计思想和设计手法，并考察他们的思想在西方当代建筑的主要影响与不同表现， 终落实到对中国

现当代建筑的现状与西方同时期建筑的差距与差异的反思，从而提出中国当代建筑的地域性问题与

国际化问题，为学生提供一个理性地深入认识西方当代建筑的平台。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知识目标：本课程通过对当代西方建筑发展脉络的了解及对当代建筑思潮与流派的代表性建筑

师、建筑作品的学习，使学生理解自然条件、文化形态、社会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等因素对建筑发展

的影响，理解当代西方建筑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考核方式：大作业。 

2．能力目标：提高建筑理论修养和建筑艺术修养，增强理论思维能力、艺术分析能力和在建筑创

作中运用历史知识的能力。 

3. 素质目标：除了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认知西方当代建筑的理论平台之外，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高

水准的创作构思的借鉴，从而有效提高其设计创新能力。 

 

第一章  现代主义建筑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现代主义建筑的概况；掌握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

代表理论，培养学生欣赏和分析现代主义建筑的能力。 

教学要求：了解现代主义建筑的起源与发展；掌握现代主义建筑的代表人物：柯布西耶、赖特、格

罗皮乌斯和密斯的代表作品和建筑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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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是柯布西耶、赖特、格罗皮乌斯和密斯的代表作品和建筑理论；难点是现代建筑与革命、

空间、教育、技术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现代建筑引论 

二、建筑与革命——从柯布西耶《走向新建筑》引出现代建筑与城市问题 

三、建筑与空间——从赖特“有机建筑”引出现代建筑的空间讨论 

四、建筑与教育——从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引出现代建筑的教育问题 

五、建筑与技术——从密斯“少就是多”引出现代建筑的材料与结构问题 

 

第二章  后现代主义建筑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后现代主义建筑的概况；掌握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代表作

品、代表理论，培养学生欣赏和分析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能力。 

教学要求：了解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起源与发展；掌握美国和日本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及解构主义的代

表作品和建筑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建筑、日本新陈代谢派与后现代建筑、解构主义运动；难点是解构主义

的建筑理论。 

教学内容 

一、后现代建筑引论 

二、美国后现代主义建筑 

三、日本新陈代谢派与后现代建筑 

四、解构主义运动 

 

第三章  “先锋派”的建筑探索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先锋派”建筑的概况；掌握“先锋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

品、代表理论，培养学生欣赏和分析“先锋派”建筑的能力。 

教学要求：了解先锋建筑的概念界定、先锋建筑的产生和发展原因、先锋建筑的发展趋势；掌握雷

姆·库哈斯和扎哈·哈迪德的代表作品和建筑思想。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雷姆·库哈斯和扎哈·哈迪德的代表作品和建筑思想；难点是先锋建筑的发展趋势。 

教学内容 

一、“先锋派”的产生和发展 

二、雷姆·库哈斯的建筑思想 

三、扎哈·哈迪德的建筑思想 

四、先锋建筑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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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当代中国建筑的发展趋势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当代建筑的发展趋势， 终落实到中国现当代建筑的现状与西

方同时期建筑的差距与差异的反思，从而提出中国当代建筑的地域性问题与国际化问题。 

教学要求：了解当代建筑形式的多元化特征；掌握日本当代建筑的特征与优势和中国建筑的多样性

与发展趋势的展望。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中国建筑师的建筑实践；难点是如何借鉴日本现当代建筑。 

教学内容 

一、当代建筑的多元性 

二、借鉴日本现当代建筑 

三、中国建筑的多样性实验与展望 

 

 

执笔人：林林                      审核人：任戬 

 

《公共建筑设计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公共建筑设计 1/ Public Architecture Design1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学 时 数：7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40 学时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空间设计导论   居住建设设计 1                           

教学参考书： 

《公共建筑设计原理》，公共建筑设计原理编写组编著 ， 建工出版社，1985 年 3 月 

《建筑空间组合论》，彭一刚 ， 建工出版社 ， 1985 年 3 月 

《公共建 

筑设计基础》，鲍家声、杜顺宝编著，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6 年 11 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系（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公共建筑设计 1”作为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方向的主要系列课程之一，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对公

共建筑设计的实际操作能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由于课程涵盖内容广泛,教学内容安排本着

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科学理念。 “公共建筑设计 2”内容分为 2 阶段：一般建设设计原理和小型建

筑设计训练。讲课部分首先介绍建筑设计的一般方法和步骤，然后分别对幼儿园，办公楼，会馆等

小型建筑进行详细的功能分析，空间分析，结构分析，造型分析，优秀作品介绍等。作业部分对会

馆，办公楼安排 2 次快题设计，使学生对该类项目有基本的思考过程；对幼儿园建筑进行完整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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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方案设计过程，使学生对类似项目有完整系统的训练过程。该课程为所有专业课程中涉及相关知

识面 广，涵盖内容 丰富的课程，是素质教育时代的典型课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建筑设计方法。 

2．使学生具备初步完成中小型建筑设计的能力。 

 

第一章  建筑设计的基本方法介绍（4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在学习设计基本原理的同时，加强基本功的训练，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

和思维方法。通过一系列的课程设计训练，使学生初步掌握建筑设 计的步骤和方法，具备进行小

型建筑方案设计的能力，特别是对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启发与引导，为进行较为复杂的中型建筑

设计打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功能设计与造型设计与结构等技术要求的结合，正确引导学生完成由逻辑思维向创造性思维的过渡

与转型 

教学内容： 

一、 优秀建筑作品观摩 

1. 优秀公共建筑的特点分析 

2. 公共建筑的主要创作方法，技术构成，理论基础； 

二、 公共建筑与居住建筑的区别 

1. 公共建筑设计的基本方法 

2. 公共建筑设计的基本步骤 

 

第二章  常见小型建筑的建筑设计方法（8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学习常见小型建筑——幼儿园（学校）的建筑设计方法，进行建筑功能分析、空间组合以及方案构

思等。 

教学重点和难点 

幼儿园（或学校）功能组织，流线，交通组织与造型和空间节奏的矛盾解决。 

教学内容 

一、 学校类建筑设计作品观摩学习 

二、 幼儿园建筑的功能分析 

1. 幼儿园建筑的空间分析 

2. 幼儿园建筑的主要技术体系 

三、 幼儿园建筑的造型设计 

1. 幼儿园建筑的平立剖画法 

2. 小学，中学等学校类建筑相关分析 

 

第三章  售楼处会馆等的建筑设计方法（8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艺术设计学院 

                                                                                                                 325

售楼处会馆等是近年来涌现的常见建筑单体，学生通过针对性的学习这类建筑的设计，进行建筑功

能分析、空间组合以及方案构思等，对走上社会适应社会需求是很好的衔接。 

教学重点和难点 

时尚感，与市场的对接，造型，是这一章的重点和难点。 

教学内容 

一、 优秀其他小型建筑单体观摩及分析 

二、 售楼处功能及空间，造型分析，景观分析 

1. 会馆功能及空间，造型分析，景观分析 

2. 该类小型建筑的创新设计方向 

 

 

执笔人：贺凤娟         审核人：任戬 

《公共建筑设计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公共建筑设计 2/ Public Architecture Design2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学 时 数：7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40 学时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空间设计导论   公共建筑设计 1                        

教学参考书： 

《公共建筑设计原理》，天津大学编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年 6 月 

《建筑空间组合论》，彭一刚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 年 3 月 

《建筑设计资料集》（第二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 年 6 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系（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公共建筑设计 2”作为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方向的主要系列课程之一，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对公

共建筑设计的实际操作能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由于课程涵盖内容广泛,教学内容安排本着

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科学理念。 “公共建筑设计 2”内容分为三阶段：餐饮建筑、会展建筑，商业

建筑等。课程分理论讲课和实践作业 2 部分，讲课部分首先回顾建筑设计的一般方法和步骤，然后

分别对餐饮建筑、会展建筑，商业建筑 3 类典型中型营业性建筑进行详细的功能分析，空间分析，

结构分析，造型分析，优秀作品介绍等。作业部分对餐饮建筑、会展建筑安排 2 次快题设计，使学

生对该类项目有基本的思考过程；对商业建筑进行完整的建筑方案设计过程，使学生对类似项目有

完整系统的训练过程。该课程为所有专业课程中涉及相关知识面 广，涵盖内容 丰富的课程，是

素质教育时代的典型课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通过对中型建筑单体一系列的课程设计训练，使学生深入掌握建筑设计的步骤和方法。 

2. 使学生对“建筑设计是功能，艺术，技术的结晶”有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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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备进行营业性公建如参与娱乐，商业，会展等中型建筑方案设计的能力。 

 

第一章  常见中型建筑的创作方法（4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回顾公共建筑 1 的学习内容，对建筑空间的设计的方法和步骤进行提炼和总结。提出常见中型建筑

的创作方法，介绍其一般特点和重要节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中型建筑的功能组合和交通流线处理 

教学内容 

一、 回顾公共建筑的学习内容 

二、 观摩优秀中型建筑设计作品分析其特点 

1. 中型公共建筑的设计特点和难点 

2. 中型公共建筑的基本设计方法 

第二章  常见中型建筑——餐饮空间的建筑设计（4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学习常见中型建筑——餐饮空间，对餐饮空间的功能组成，结构形态，建筑造型等进行分析，学习

优秀该类型优秀范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餐饮空间的功能组合，气氛营造和空间组合 

教学内容 

一、 优秀餐饮娱乐类建筑作品观摩分析 

二、 餐饮娱乐类建筑的功能介绍 

1. 餐饮娱乐类建筑的空间构成分析 

2. 餐饮娱乐类建筑的造型设计 

三、 餐饮娱乐类建筑的设备分析 

1. 餐饮娱乐类建筑的人流组织 

2. 餐饮娱乐类建筑的创新设计 

第三章  常见中型建筑——商场空间的建筑设计（8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学习常见中型建筑——商场空间，对商业空间的功能组成，结构形态，建筑造型等进行分析，学习

优秀该类型优秀范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商场空间的流线组织，垂直交通和水平交通。 

教学内容 

一、 优秀商业建筑观摩分析 

1. 商业建筑的功能介绍 

2. 商业建筑的空间构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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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业建筑的造型设计 

1. 商业建筑的设备分析 

2. 商业建筑的人流组织 

三、 商业建筑的创新设计 

四、 商业建筑的总平，平立剖图纸画法 

第四章  常见中型建筑——会展中心的建筑设计（8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学习常见中型建筑——会展中心空间，对展览空间的功能组成，结构形态，建筑造型等进行分析，

学习优秀该类型优秀范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交通组织，大跨空间，造型与结构的矛盾 

教学内容 

一、 优秀会展中心观摩分析 

1. 会展中心的功能介绍 

2. 会展中心的空间构成分析 

二、 会展中心的造型设计 

1. 会展中心的设备分析 

2. 会展中心的人流组织 

三、 会展中心的创新设计 

 

 

执笔人：贺凤娟               审核人：任戬 

《公共建筑设计 3》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公共建筑设计 3/Public Architecture Design 3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学 时 数：7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40 学时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  空间设计导论    住宅建筑设计                            

教学参考书： 

《公共建筑设计原理》，公共建筑设计原理编写组编著 ， 建工出版社，1985 年 3 月 

《建筑空间组合论》，彭一刚 ， 建工出版社 ， 1985 年 3 月 

《公共建筑设计基础》，鲍家声、杜顺宝编著，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6 年 11 月 

《建筑设计资料集》（第二版），《建筑设计资料集》编委会编注，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 

《体育建筑设计》，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  1994 年 6 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系（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艺术设计学院 

                                                                                                                 328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公共建筑设计 3 作为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方向的主要系列课程之一，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对公

共建筑设计的实际操作能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由于课程涵盖内容广泛,教学内容安排本着

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科学理念。 “公共建筑设计 3”内容分为三阶段：交通建筑、体育建筑，文化

建筑等。课程分理论讲课和实践作业 2 部分，讲课部分首先回顾建筑设计的一般方法和步骤，然后

分别对交通建筑、体育建筑，文化建筑 3 类典型中型营业性建筑进行详细的功能分析，空间分析，

结构分析，造型分析，优秀作品介绍等。作业部分对交通建筑、文化建筑安排 2 次快题设计，使学

生对该类项目有基本的思考过程；对体育建筑进行完整的建筑方案设计，使学生对类似项目有完整

系统的训练过程。该课程为所有专业课程中涉及相关知识面 广，涵盖内容 丰富的课程，是素质

教育时代的典型课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了解大型建筑设计规范和基本方法； 

2. 理解和学会解决大型公建的主要技术难点，领会大型公建创新点所在； 

3. 具备进行大型公建交通建筑、体育建筑，文化建筑等进行初步方案的能力。 

 

第一章  常见大型建筑的创作方法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回顾公共建筑 2 的学习内容，对建筑空间的设计的方法和步骤进行提炼和总结。提出常见大型建筑

的创作方法，介绍其一般特点和重要节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大师作品分析。 

教学内容 

一、 回顾公共建筑 2 的学习内容 

二、 观摩优秀大型建筑设计作品分析其特点 

三、 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特点和难点 

四、 大型公共建筑的基本设计方法 

 

第二章  交通建筑的创作方法  （24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学习常见大型建筑——交通空间，对交通空间的功能组成，结构形态，建筑造型等进行分析，学习

优秀该类型优秀范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流通组织，大跨建筑。 

教学内容 

一、 优秀交通空间观摩分析 

1. 交通空间的功能介绍 

2. 交通空间的空间构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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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通空间的造型设计 

1. 交通空间的设备分析 

2. 交通空间的人流组织 

三、 交通空间的创新设计 

 

第三章 文化建筑的创作方法  （18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学习常见大型建筑——文化空间，对文化空间的功能组成，结构形态，建筑造型等进行分析，学习

优秀该类型优秀范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空间组织，大跨结构。 

教学内容 

一、 优秀文化空间观摩分析 

1. 音乐厅的功能介绍 

2. 音乐厅的空间构成分析 

二、 音乐厅的造型设计 

1. 音乐厅的设备分析 

2. 音乐厅的声学设计 

3. 音乐厅的人流组织 

三、 其他文化建筑的创新设计 

 

第四章 体育建筑的创作方法  （18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学习常见大型建筑——体育空间，对体育空间的功能组成，结构形态，建筑造型等进行分析，学习

优秀该类型优秀范例。学习常见大型建筑——文化空间，对文化空间的功能组成，结构形态，建筑

造型等进行分析，学习优秀该类型优秀范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空间组织，大跨结构。 

教学内容 

一、 优秀体育空间观摩分析 

1. 大型体育场功能分析 

2. 大型体育场的空间构成分析 

3. 大型体育场的造型设计 

4. 大型体育场的设备分析 

二、 大型体育场的人流组织 

1. 大型体育场的平立剖制图学习 

2. 大型综合体育馆的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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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型综合体育馆的空间构成分析 

三、 大型综合体育馆的造型设计 

1. 大型综合体育馆的设备分析 

2. 大型综合体育馆的人流组织 

3. 其他单项体育建筑的创新设计 

 

执笔人：贺凤娟               审核人：任戬 

《公共建筑空间室内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公共建筑空间室内设计/ Interior Design of Public Architecture Space 

课程类别：专业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画法几何与阴影透视、建筑设计制图、空间力学基础、空间结构体系、建筑材料与构造              

教学参考书：日本室内装饰手法编辑委员会编.孙逸增,汪丽芬译.室内装饰手法.辽宁科学技术出版

社.出版时间：2000. 

            王晓,闫春林编.现代商业建筑设计——建筑设计指导丛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

版时间：2005. 

            张庭伟等编.现代购物中心：选址·规划·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07. 

            施苔芬妮·舒普编.王婧译.大型购物中心.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时间：2005. 

            邓雪娴等编.餐饮建筑设计——建筑设计指导丛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

1999. 

            唐婉玲编.酒吧餐饮空间设计专家—陈德坚.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5. 

            胡仁禄编.休闲娱乐建筑设计——建筑设计指导丛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

间： 2001. 

            筑语传播图书工作室编.中外星级酒店改造实例.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4. 

            瓦尔特 A·鲁茨,理查德 H·潘纳,劳伦斯·亚当斯编.酒店设计·规划与发展.辽宁科

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时间：2002. 

王琼编.酒店设计方法与手稿.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时间：2007.  

邓宏编.办公空间设计教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7. 

新西兰 Trends 出版公司编.曲晶译.办公空间——亚太新建筑与空间设计.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

版时间：2007.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课程简介： 

公共建筑空间室内设计作为建筑空间设计专业的主要系列课程之一，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

力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是学生毕业后步入社会从事设计的一次预演。由于课程涵盖内容广

泛,教学内容安排本着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科学理念。公共建筑室内设计内容分为五部分：商业

空间、娱乐空间、餐饮空间、酒店空间、办公空间。该课程为所有专业课程中涉及相关知识面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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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内容 丰富的课程，是素质教育时代的典型课程。课程内容包含技术性、综合性和探索性，既

分别深入表述各方面的知识又通过实际案例综合评述多方面内容，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

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知识目标：本课程使学生能够全面了解各类型空间的设计标准，培养学生对空间的认识并能完

成系统的进行方案构思的目的。考核方式：大作业。 

2．能力目标：设计作业所给题目均是实际的工程项目，使学生在设计思考的同时，强化对学生专

业实践能力的培养。 

3. 素质目标：按照教学目标，有计划有目的地发掘、培养学生的创造素质与综合设计能力的基本

体制，重视在具体的实践中，提高学生实际运用知识的能力。  

 

第一章  商业空间室内设计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对商业空间的相关概念和发展状况有个基本了解，熟练掌握商业空

间室内设计的要点，灵活的运用到商业空间的方案设计中。 

教学要求：了解现代商业空间的分类和国外现代商业建筑发展概况；熟悉消费者的商业环境行为、

商业建筑选址、广告设施设计及建筑外观、现代商业建筑空间形态设计；掌握商业空间功能分析、

营业厅设计要点、仓储空间设计和辅助空间。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商业空间功能分析；难点是营业厅设计要点、仓储空间设计和辅助空间。 

教学内容 

一、公共空间概述；现代商业建筑分类 

二、国外现代商业建筑发展简述 

三、消费者的商业环境行为 

四、商业建筑选址 

五、商业空间功能分析 

六、营业厅设计要点 

七、仓储空间设计和辅助空间 

八、广告设施设计及建筑外观 

九、现代商业建筑空间形态设计 

 

第二章  餐饮空间室内设计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餐饮空间的基本特性，掌握餐饮空间的设计方法，灵活的运用

到餐饮空间的方案设计中。 

教学要求：了解餐饮空间的基本概况、设计组成因素；熟悉餐饮空间总体环境布局、餐饮建筑店面

设计；掌握餐饮空间设计的基本要求、餐饮空间设计方法、餐饮空间家具的设计与选配、餐饮空间

色彩设计、餐饮空间光环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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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餐饮空间设计的基本要求、餐饮空间设计方法；难点是餐饮空间设计的主题创意与表达。 

教学内容 

一、餐饮空间概述 

二、餐饮空间设计应具备以下几点要素 

三、餐饮形式与环境氛围 

四、餐饮空间设计的基本要求 

五、餐饮空间总体环境布局 

六、餐饮空间设计方法 

七、餐饮空间家具的设计与选配 

八、餐饮空间色彩设计 

九、餐饮空间光环境设计 

十、餐饮建筑店面设计 

十一、餐饮空间设计的主题创意与表达 

 

第三章  娱乐空间室内设计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娱乐空间的相关概念和分类，掌握娱乐空间的室内规划与设计

要点、基本部分的装饰设计，完成洗浴中心的室内规划与设计。 

教学要求：了解娱乐空间的类型和发展趋势；掌握娱乐空间的室内规划与设计要点、基本部分的装

饰设计、洗浴中心的室内规划与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娱乐空间的室内规划与设计要点和娱乐空间的基本部分的装饰设计；难点洗浴中心的室

内规划与设计。 

教学内容 

一、娱乐空间概述      

二、娱乐空间的类型分析   

三、娱乐空间分类 

四、娱乐空间的室内规划与设计 

五、娱乐空间的基本部分的装饰设计 

六、洗浴中心的室内规划与设计 

    

第四章  酒店设计概述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概况与类别，熟练的掌握大堂空间和客房空间的设计要点并进

行设计构思。 

教学要求：了解酒店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酒店的分类、等级与规模；掌握大堂空间和客房空间的

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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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和难点是大堂空间和客房空间的设计要点。 

教学内容 

一、酒店概况与类别 

二、大堂空间设计 

三、客房空间设计 

 

第五章  综合办公空间设计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办公空间的发展概述，熟练掌握办公空间设计的基本程序和设

计方法，并灵活运用到办公空间设计中。  

教学要求：了解办公空间的发展概况、设计原则、发展趋势；掌握办公空间设计的基本程序与设计

方法，办公空间的采光、照明和色彩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办公空间设计的基本程序、办公空间的类型与设计方法；难点是办公空间的设计方法。 

教学内容 

一、办公空间的发展概述 

二、办公空间设计原则 

三、办公空间设计的基本程序 

四、办公空间的类型与设计方法  

五、室内色彩与办公空间设计  

六、办公空间的采光、照明设计  

七、办公空间发展趋势     

 

 

执笔人：林林                      审核人：任戬 

 

《城市规划与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城市规划与设计/ Pinciple of Uban Panning  and   disng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时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住宅设计   公建设计                              

教学参考书： 

《城市规划原理》，李德华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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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空间设计》， [日]卢原义信著 

《城市设计》， [美] E.D 培根等著  

《城市风貌设计》， [日]池泽宽著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系（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城市规划与设计作为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方向的主要延伸学习的课程，通过简要介绍城市规

划与设计的一般理论和实际工作内容，给学生建立城市规划的基本概念，使之了解有关城市的生产、

发展、人 口、用地、日照条件；城市的工业、交通、市政、生活居住等各种体系规划原则。理解

建筑与规划的关系，并学习城市设计的工作内容和方法。 

 “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内容分为 2 阶段：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课程分理论讲课和实践作业 2 部

分，讲课部分首先介绍城市规划包括的内容，解决的问题，规划与建筑的关系，并通过居住区规划

的大作业使学生对此有全面的理解。其次介绍城市设计内容，对城市设计的设计思路，解决问题，

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做基本介绍，并观摩学习优秀城市设计作品、 

该课程为所有专业课程中涉及相关知识面 广，涵盖内容 丰富的课程，是素质教育时代的典型课

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了解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理论，了解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的工作步骤程序，了解居住区规划

设计的理论，政策，法规等； 

2． 了解规划与建筑的关系，建筑与城市的关系，学会基本的规划方法和步骤，学会城市设计的基

本方法，具备基本的居住区规划设计和街区改造城市设计的能力。 

 

第一章  规划与建筑的关系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对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课程学习，国内外相关设计观摩和课程设计训练，介绍规划与建筑的

关系，建筑与城市的关系，规划的组成，规划的内容，相关规范，学会基本的规划方法和步骤。 

教学重点和难点 

规划的相关法规。 

教学内容 

一、 建筑与规划的关系 

1. 规划的主要内容 

2. 规划的主要层次 

3. 规划的主要依据 

二、 规划理论的变迁 

1. 规划的基本方法 

2. 规划的基本步骤 

三、 居住区规划，旅游规划，产业园规划等不同规划项目分类介绍特点； 

 

第二章  规划与建筑的关系  （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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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任务： 

学习常见基础规划设计——居住区规划设计，对规划设计的交通组织，配套组织，规划的空间形态，

规划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进行分析，学习优秀该类型优秀范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居住区规范。 

教学内容 

一、 居住区规划与总规，区规的关系； 

1. 居住区规划主要经济数据的控制； 

2. 居住区规划的内容； 

二、 道路设计学习； 

1. 景观设计学习； 

2. 配套设计学习； 

3. 常见规划图纸画法介绍； 

三、 学习优秀规划设计作品； 

 

第三章  规划与建筑的关系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学习常见城市设计——街区改造城市设计，对城市设计的功能组成，空间形态，风格控制，经济性

控制等进行分析，学习优秀该类型优秀范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城市设计与建筑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 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关系 

1. 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2. 城市设计主要内容 

二、 城市设计理论的变迁 

1. 城市设计的工作方法 

2. 城市设计空间造型设计 

3. 城市设计视觉造型设计 

4. 城市设计节点设计 

三、 优秀作品分析 

第四章  作业和讲评  （24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总结和讲评——对学生作业过程中的问题及时进行分析讲评，指出共性问题，强调规范与空间造型

之间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根据作业情况进行重点讲评。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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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调研与分析” 考核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点对规划的作用进行深入分析与了解。 

作业 2 完整训练——“居住区规划设计”考核学生对居住区的综合思考与设计能力。需完成方案草

图，总平面图，规划参数，鸟瞰图，道路分析图，景观分析图，经济分析（文）。 

作业 3 完整训练——“街区改造城市设计设计”考核学生对城市设计的综合思考与设计能力。需完

成方案草图，总平面图，道路分析图，景观分析图，空间关系图，主要节点平面图，节点效果图。 

 

 

 

 

执笔人：贺凤娟                    审核人：任戬 

《画法几何与阴影透视》课程教学大纲 
 

程名课称（中文/英文）：画法几何与阴影透视/Descriptive geometry and shadow perspective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时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造型知识（素描、速写）                              

教学参考书： 

1.清华大学建筑系制图组编. 《建筑制图与识图》.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11 

2.朱育万. 画法几何及土木工程制图.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3.殷光宇著.《透视》.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6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课程简介：（150～500 字） 

《画法几何与透视阴影》课程是一门研究利用投影方法以及透视方法研究物体的形状、尺度及解决

其空间几何问题的技术基础课，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读图、绘图及图解能力。本课程包括画法几

何、透视与阴影两大部分，其主要任务是： 

1、学习正投影及轴测投影的基本理论，培养学生绘制出物体的正投影和轴测投影图样。 

2、学习中心投影的基本理论，培养学生绘制出景物的形状、大小及其阴影的透视画法。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本课程属于建筑空间设计方向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和形体表达能力。并

为培养学生的空间构思能力打下必要的基础，同时，还培养学生绘制建筑物透视与阴影的能力。使

学生在建筑美学的表现技能方面和为后续课和专业设计课打下必要的基础。 

 

第一章 画法几何（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正投影、轴测图等的基本理论和作图方法；培养学生绘制和阅读

工程图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空间想象力和空间分析能力；培养学生具有严谨细致的工作

作风，为学生绘制和阅读建筑工程图样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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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为几何体的正投影制图和轴测投影图。  

教学内容 

一、投影法的基本知识                      

二、形体的三面投影知识                     

三、几何体的投影                           

四、组合体的投影                           

五、形体的截断与相贯                       

六、形体的剖切    

七、轴测投影的基本概念与作图法 

 

第二章 阴影透视（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透视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掌握透视图的画法，培养学生在设计中运用透

视的知识和技能，在二维图纸上精确地表现立体造型和三维空间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为一点透视、两点透视、阴影透视的基本原理和作图方法。 

教学内容 

一、透视的基本概念和透视的发展 

二、透视的基本术语 

三、一点透视的原理及画法 

四、曲线透视的原理及画法 

五、两点透视的原理及画法 

六、透视的简便作图法 

七、阴影透视的原理及画法 

  

执笔人：乔会杰                    审核人：任戬 

 

《建筑材料与构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建筑材料与构造/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of Build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

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建筑设计原理、中外建筑史、建筑制图                               

教学参考书：张长江,陈晓曼编.材料与构造.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06.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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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从材料的绿色化入手，介绍石材、砌块、木材、玻璃、金属、水泥、混凝土、防水等材料。并

进而介绍墙和基础、楼板与地面、楼梯、门窗、屋顶等构造。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知识目标：本课程通过对建筑材料与构造的讲授，使学生能熟悉建筑设计中各大主材的的各方

面性能与要求，使学生熟悉和了解建筑设计的材料构造方法。考核方式：考试。 

2．能力目标：使学生达到建筑设计的“适用、经济、美观”总方针的要求，并在建筑空间的设计

中，知道如何运用材料与构造的支撑，建造富有艺术个性、技术实用可行的空间。 

3. 素质目标：有团结协作的工作态度和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会分工协作及交换信息；培养学生

独立自主的意识；能识别问题与解决；培养学生环保意识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第一章  建筑形式与材料构造的发展历史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对建筑形式与材料构造的发展历史有一个全面概括的了解；掌握材

料的基本组成与分类；培养学生具有合理选择和使用建筑材料的能力和一般的建筑构造方案设计的

能力。 

教学要求：了解古典和现代建筑与材料；掌握材料的组成与分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材料的组成与分类；难点是古典和现代建筑与材料。 

教学内容 

一、古典建筑与材料 

二、现代建筑与材料 

三、材料的组成与分类 

 

第二章  材料与污染控制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建筑材料可能带来的污染有哪些；掌握建筑设计中如何选用绿

色材料，培养学生了解新材料，具有应用新技术的能力。  

教学要求：了解建筑材料可能带来的污染有哪些；掌握建筑设计中如何选用绿色材料的知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建筑材料可能带来的污染有哪些；难点是建筑设计中如何选用绿色材料。 

教学内容 

一、建筑材料可能带来的污染有哪些 

二、建筑设计中如何选用绿色材料 

 

第三章  建筑的主材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能、特点等；培养学生具有合理选择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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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的能力。 

教学要求：了解建筑材料的种类、性能和特点；掌握多种建筑材料的应用实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建筑材料的种类、性能、特点和应用；难点是建筑材料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水泥 

二、石材与切块 

三、木材 

四、钢材 

五、玻璃 

 

第四章  建筑的装修材料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建筑的装修材料的相关知识，培养学生具有合理选择和使用建

筑装修材料的能力。 

教学要求：了解建筑装修材料的种类、性能和特点；掌握多种建筑装修材料的应用实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建筑装修材料的种类、性能、特点和应用；难点是建筑装修材料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陶瓷 

二、涂料 

三、防水 

四、绝热与吸声 

 

第五章  建筑构造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墙体、楼板、地面、楼梯和屋顶的细部构造；掌握建筑和结构

施工图纸内容；培养学生具有一般的建筑构造方案设计的能力。 

教学要求：了解墙体、楼板、地面、楼梯和屋顶的细部构造；掌握建筑和结构施工图纸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建筑和结构施工图纸内容；难点是墙体、楼板、地面、楼梯和屋顶的细部构造。 

教学内容 

一、墙和基础 

二、楼板与地面 

三、楼梯 

四、屋顶 

 

第六章  建筑装修构造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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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墙地面、吊顶和门窗的细部构造；掌握建筑室内装修和结构施

工图纸内容；培养学生具有一般的建筑室内装修构造方案设计的能力。 

教学要求：了解墙地面、吊顶和门窗的细部构造；掌握建筑室内装修和结构施工图纸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建筑室内装修和结构施工图纸内容；难点是墙地面、吊顶和门窗的细部构造。 

教学内容 

一、墙地面 

二、吊顶 

三、门窗 

 

 

 

执笔人：张长江                      审核人：任戬 

 

《建筑技术及设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建筑技术及设备/Building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论文 

预修课程：空间设计导论         

教学参考书：Corky Binggeli 著 《建筑技术与设备》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6 年 6 月 

             王树京主编 《建筑技术概论》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年 10 月 

             彼得.西尔弗著 《建筑技术概论:给建筑师的建筑技术设计指南》 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2008 年 10 月 

             张爱民 刘曙光编著 《建筑设备工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 年 5 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系（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是建筑空间设计方向较为重要的课程，结合艺术类学生特点，以百科全书的形式介绍了建筑

技术的形成；学生通过全面学习了解建筑技术领域及方方面面的知识，包括设计媒介技术、建筑构

造技术、建筑结构技术，建筑材料、建筑物理环境技术、建筑生态环境技术、建筑设备电气技术、

智能建筑技术、建筑防灾技术等，为学生今后的的专业（方向）学习提供一条指导路线。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考核方式：考查  平时成绩 30%，作业成绩 70%； 

2．知识目标：了解建筑技术的构成及建筑设计媒介技术；掌握建筑材料、建筑构造技术、建筑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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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技术、建筑物理环境、建筑设备技术及建筑防灾和减灾的基本知识； 

3．能力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并掌握建筑技术涉及的领域及发展概况，明确功

能与建筑技术是建筑空间设计的 低要求的理念，建立在今后的设计实践中把建筑空间设计与建筑

技术有机结合与运用的能力，成为具有较强综合能力的设计人才。 

4．素质目标：使学生具备职业素质和高级专业人才所必需的思想认识水平、思维方式，初步形成

在设计人员工作岗位及相关岗位上全方位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一章 建筑技术的构成（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建筑的构成因素，建筑技术科学的范畴；掌握建筑技术构成的环境要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建筑气候环境；建筑空气质量环境。 

教学内容 

一、建筑的构成因素。 

二、建筑技术构成的环境要素。 

三、建筑技术科学的范畴。 

 

第二章 建筑设计媒介技术（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料及设计媒介，古代设计媒介、近代设计媒介、现代设计媒介、信息技术对城市规划的影

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现代设计媒介的介绍。 

难点：遥感、GPS 技术和野外测量技术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设计媒介。 

二、古代设计媒介。 

三、近代设计媒介。 

四、现代设计媒介。 

五、信息技术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第三章 建筑材料（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掌握建筑材料的防火、建筑装饰材料、室内环境中的建筑材料污

染控制、新型建筑材料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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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室内环境中的建筑材料污染控制。 

     难点：建筑材料的物理性质、建筑材料的力学性质。 

教学内容 

一、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 

二、室内环境中的建筑材料污染控制 

三、建筑材料的防火 

四、建筑装饰材料 

五、新型建筑材料的应用 

 

第四章 建筑构造技术（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建筑物组成，掌握建筑物的分类、等级和组成。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建筑物的组成；建筑构造设计原理、建筑防水工程的设计原理、建筑幕墙设计。 

难点：建筑构造设计原理、建筑幕墙设计。 

教学内容 

一、建筑物的分类、等级和组成 

二、地基与基础 

三、墙体 

四、楼板与地层 

五、楼梯与台阶 

六、屋顶 

七、门窗 

八、建筑构造设计原理 

九、建筑防水工程的设计原理 

十、建筑幕墙设计 

 

 第五章 建筑结构技术（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建筑结构技术的概念、建筑物的房盖体系及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建筑结构与建筑材料、变动结构。 

难点：建筑物的房盖体系及特点。 

教学内容 

一、建筑结构技术的概念 

二、建筑物的屋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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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筑结构体系特点 

四、建筑结构与建筑材料 

五、变动结构 

六、建筑师与建筑结构 

 

 第六章 建筑物理环境（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建光环境、声环境、热工环境的基本知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人工照明；噪音的控制。 

教学内容 

一、建筑光环境概述 

二、建筑光环境的基本卸识 

三、建筑声环境概述 

四、建筑声环境的基本知识 

五、建筑热工环境概述 

六、建筑热工环境的基本知识 

 

 第七章 建筑设备技术（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保障建筑功能、环境及安全的设备系统。 

教学重点和难点 

难点：建筑供水系统、排污系统、能源供给系统、采暖系统、通风系统、空调系统 消费系统。 

教学内容 

一、保障建筑功能的设备系统 

二、保障建筑环境的设备系统 

三、保障建筑安全的设备系统 

 

 第八章 建筑的防灾和减灾（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建筑火灾的特点及危害；抗震设计的基本知识，掌握建筑防火设计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抗震设计的基本知识；建筑防火设计原理。 

教学内容 

一、建筑火灾的特点及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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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防火设计原理 

三、抗震设计的基本知识 

四、建筑防灾与减灾的新理念 

 

执笔人：刘育成             审核人： 

《建筑设计法规》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建筑设计法规/ Code of Design on Building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

向）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建筑设计原理、材料与构造、建筑技术及设备                               

教学参考书：张长江编.建筑与景观设计基本规范（第二版）.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课程简介： 

课程讲解了建筑设计的约束、限制、法规要求，明确了设计艺术创新与设计规范的统一性。介绍了

建筑设计及相关室内与景观的基本要求。为课程设计、毕业设计、执业要求打下基础，使建筑设计

肩负起法律责任与道德守护。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知识目标：本课程通过对建筑设计基本规范的讲授，使学生能熟悉建筑空间设计中的各方面要

求，使学生熟悉和了解建筑设计的法规原则与继承人类的经验总结。考核方式：考试。 

2．能力目标：使学生达到建筑设计的“适用、经济、美观”总方针的要求，并在约束的条件下，

创造富有艺术个性风格、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方向。 

3. 素质目标：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密切联系工程实际，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

工作态度和创造性工作能力；培养学生热爱专业，热爱本职工作的精神；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学习

态度和工作作风。 

 

第一章  建筑法规的新发展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对近几年建筑规范修订的主要方向有一个全面概括的了解；掌握建

设法律、法规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的工程建设法律意识。 

教学要求：了解建筑规范修订的主要方向；掌握建筑的基本规范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建筑的基本规范内容；难点是建筑的基本规范内容。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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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的基本规范内容 

二、近几年建筑规范修订的主要方向 

 

第二章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民用建筑设计通则》的知识；掌握《民用建筑设计通则》的

相关条款，指导学生在实际工程中提高建筑工程质量，确保建筑工程安全。 

教学要求：了解无障碍设计的要求和相关知识；掌握场地设计、建筑与环境设计的要求和相关知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场地设计，建筑与环境设计；难点是无障碍设计要求。 

教学内容 

一、场地设计 

二、建筑与环境设计 

三、无障碍设计要求 

 

第三章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建筑防火与疏散的基本要求，培养学生设计时参照规范的习惯，

并严格按照规范进行建筑设计。 

教学要求：了解多层和高层建筑防火与疏散的基本要求；掌握建筑室内防火与疏散的基本要求。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多层和高层建筑防火与疏散；难点是建筑室内防火与疏散。 

教学内容 

一、多层建筑防火与疏散 

二、建筑室内防火与疏散 

三、高层建筑防火与疏散 

 

第四章  绿色建筑设计技术措施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绿色建筑设计的相关标准、规范，积极贯彻执行国家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政策，指导学生进行绿色建筑设计的实践。 

教学要求：了解建筑（公共建筑、住宅建筑）节能的概况和建筑环境的污染与控制；掌握绿色建筑

评价标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绿色建筑评价标准；难点是建筑（公共建筑、住宅建筑）节能。 

教学内容 

一、建筑（公共建筑、住宅建筑）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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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环境的污染与控制 

三、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执笔人：张长江                      审核人：任戬 

《建筑设计制图》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建筑设计制图/building design and draw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时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画法几何与阴影透视                              

教学参考书： 

1. 清华大学建筑系制图组编. 《建筑制图与识图》.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11 

2. 高俊亭 毕万全 主编.《工程制图（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建筑空间方向）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是建筑空间方向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基础课程，主要讲授建筑工程图样的绘制、识读原

理和方法。其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制图的基本知识与技能，通过制图理论的学习和制图作业的实

践，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绘图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掌握应用各种图示方法来表达土木工程建筑，

为今后从事相关专业的技术工作打下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学习、贯彻建筑制图标准和有关基本规定； 

2．了解房屋建筑施工图的内容和特点； 

3．了解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及详图的形成和作用； 

4．通过画图，能够掌握绘制和阅读一般民用建筑的施工图(包括平、立、剖面图和详图等)。 

 

第一章  制图的基本知识与技法（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设计工作是多快好省地完成基本建设任务的重要环节，设计人员首先要认真学习国家有关的施工图

绘制规范，掌握制图工具的使用方法，以提高制图的质量与速度。 

教学重点和难点  

施工图的画法规定为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教学内容 

一、施工图的分类与编排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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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类 

2．编排次序 

二、施工图的画法规定 

  1.图纸的幅面规格 

    2.图线 

    3.字体 

    4.比例 

    5.尺寸及单位 

    6.标高 

    7.索引线 

 

第二章  建筑施工图（2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掌握《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和《建筑结构制图标准》的基本规定。 

2.掌握正投影法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建筑工程施工图中的应用。 

3.掌握建筑施工图的内容、作用及其识读方法。 

4.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空间想象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建筑平面图、建筑立面图、建筑剖面图、建筑详图等的形成与画法。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 房屋的类型及组成 

2. 房屋施工图的产生、分类 

3. 标准图与标准图集 

二、房屋建筑施工图的有关规定 

1. 定位轴线 

2. 标高注法 

3. 索引符号与详图编号 

4. 多层构造引出线 

5. 其他符号 

6. 房屋建筑施工图的内容 

三、图纸目录、总平面图和施工总说明 

1. 图纸目录 

2. 设计说明 

3. 工程做法 

4. 门窗表 

5. 建筑总平面图 

四、建筑平面图 

1. 建筑平面图的形成与用途 

2. 建筑平面图的图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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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平面图的图示内容 

4. 建筑平面图的图例符号 

5. 建筑平面图的识读 

6. 建筑平面图的绘制方法和步骤 

五、建筑立面图 

1. 建筑立面图的形成、用途和命名方式 

2. 建筑立面图的图示内容和规定画法 

3. 建筑立面图的识读 

4. 建筑立面图的绘图方法与步骤 

六、 建筑剖面图 

1. 建筑剖面图的形成与用途 

2. 建筑剖面图的图示内容与规定画法 

3. 建筑剖面图的识读 

4. 建筑剖面图的绘图方法与步骤 

七、建筑详图 

1. 建筑详图的形成、特点及分类 

2. 外墙身详图 

3. 楼梯详图   

 

执笔人：乔会杰                    审核人：任戬 

《景观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景观设计/ Landscape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空间设计导论、场地设计                               

教学参考书： 

王晓俊编著，《风景园林设计》，江苏科学技术出 7 版社, 2003  

杜汝俭等著. 《园林建筑设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 

刘仁林编.《园林植物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黄春华.环境景观设计原理. 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 

〔美〕克莱尔·库珀·马库斯等著. 俞孔坚等译.人性场所—城市开放空间设计导则.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2001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系（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课程简介： 

课程通过讲解人与自然、人的活动与环境景观空间的关系，分析环境景观设计各要素及其各类环境

景观空间设计原则和方法，同时讲授不同环境景观空间设计形式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不

同环境景观设计的原则、创意、方法等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提高学生对环境景观设计的欣赏及其设

计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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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处理建筑室外环境的能力，使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掌握景

观规划设计的基本原理，并具备景观规划设计的基本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知识要求： 

  （1）认识到景观对建筑、城市的重要意义； 

  （2）掌握外部空间设计的基本理论； 

  （3）掌握地形、水体、建筑、植物诸要素的特征及在景观设计中的重要作用； 

  （4）认识到景观是技术与艺术的有机结合。 

   能力要求： 

  （1）掌握基地调查与分析方法，能够运用科学方法收集、整理、分析资料； 

  （2）能够正确处理建筑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据题目要求设计出符合使用需要，具有

特色的景观和城市环境。 

  （3）能够进行城市景观的规划设计。 

 

第一章  景观园林规划设计概论(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景观园林规划设计概论的讲解，使学生了解到学习本次课程的重要性、课程的主要内容

以及本次课程的总体教学安排。 

教学重点和难点 

    景观园林规划与设计学科的发展 

教学内容 

一、景观园林规划与设计的目的、作用及分类 

二、景观园林规划与设计学科的发展 

 

第二章  中、外景观园林规划与设计思想发展史(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中、外景观园林规划设计发展史的讲解，使学生了解本学科在国内外的历史发展，重要

的理论、思想。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中外景观设计思想的理解 

教学内容 

一、外国园林景观设计思想史 

二、中国园林景观设计思想史 

 

第三章  现代景观园林规划理论及其应用(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现代景观园林规划理论及其应用的讲解，使学生了解现代景观布局的立意、基本原则、

设计规划程序。 

教学重点和难点 

    景观设计的设计规划方法 

教学内容 

 景观规划原理 

5．科学依据 

6．社会需要 

 景观设计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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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功能要求 

6．经济条件 

 

             第四章  城市环境景观设计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在学习完本章内容后，使学生了解并掌握了解城市景观各类型设计的要求、规范；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并理解熟悉城市景观各类型设计的各个指标的综合实际运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理解城市环境景观的类型设计； 

教学难点：通过对不同环境景观空间类型设计原则、方法的讲授，使学生掌握对不同环境景观空间

类型设计的实践能力。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城市环境景观设计的构成要素 

三、城市环境景观设计原则和基本方法 

四、城市环境景观的类型设计 

1. 城市广场设计 

a. 广场的类型及特点 

b．广场景观设计原则 

c．广场空间的构成要素与设计要点 

2. 公园设计 

a. 公园的功能 

b．公园的类型及特点 

c．公园设计 

3. 城市街道环境景观设计 

a. 街道景观的构成要素 

b．街道景观的基本类型 

c．街道景观设计的基本原则 

4. 滨水带环境景观设计 

a. 滨水带环境景观空间的功能要求 

b．滨水带环境景观空间的类型及特点 

c．滨水带环境景观的设计原则 

d．滨水空间的形态设计 

5. 城市历史遗迹的保护和设计 

a. 城市历史遗迹的界定与分类 

b．城市历史遗迹的价值 

c. 城市历史遗迹的保护原则 

d. 城市历史遗迹的保护性设计 

 

执笔人：  刘利剑          审核人： 

《居住建筑设计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居住建筑设计 1/ Design of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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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学 时 数：7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40 学时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空间设计导论                       

教学参考书： 

《居住建筑设计原理》，同济大学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年  

《跨世纪的住宅设计》，朱霭敏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年 6 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系（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居住建筑设计 1 作为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方向的主要系列课程之一，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对居

住建筑设计的实际操作能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本课程作为建筑设计的入门课程，主要目的在于学生对建筑设计的基本方法有初步概念，了解建筑

设计的过程和步骤，学会对简单住宅进行建筑方案设计 

“居住建筑设计 1”内容分为三阶段：建筑设计原理和基本方法、独立式住宅，多层单元式住宅建筑

设计等。 

课程分理论讲课和实践作业 2 部分，讲课部分首先介绍建筑设计的一般方法和步骤，建筑与规划，

建筑与技术的关系，然后分别对独立式住宅，多层单元住宅等小型建筑进行详细的功能分析，空间

分析，结构分析，造型分析，优秀作品介绍等。 

作业部分对独立式住宅建筑安排 1 次快题设计，使学生对该类项目有基本的思考过程；对多层单元

式住宅进行完整的建筑方案设计，使学生对类似项目有完整系统的训练过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通过对住宅建筑设计的课程学习，国内外优秀住宅建筑设计观摩和课程设计训练，使学生初步

了解一般建筑设计规范和基本方法。 

2. 领会建筑师技术艺术和功能的结晶。 

3. 具备进行小型住宅方案设计的能力。 

 

第一章  介绍住宅设计的一般方法和步骤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介绍住宅设计的一般方法和步骤，建筑与规划，建筑与技术的关系，理解建筑空间的造型方法，观

摩国内外大师住宅作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住宅的设计规范。 

教学内容 

一、 建筑设计的准则 

1. 建筑设计的思维方法 

2. 建筑设计与空间组合 

二、 建筑设计的步骤 

1. 建筑总平面，单层平面，立面，剖面的基本画法 

2. 建筑设计与规划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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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设计与结构设计的关系 

三、 建筑设计与设备设计的关系 

四、 优秀建筑作品欣赏和分析 

 

第二章  介绍住宅设计的一般方法和步骤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学习常见小型建筑——独立式住宅，对独立式住宅的功能组成，结构形态，建筑造型等进行分析，

学习优秀该类型优秀范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住宅的演变。 

教学内容 

一、 独立式住宅的优秀作品介绍和分析 

1. 独立式住宅的功能分析 

2. 独立式住宅的空间分析 

二、 独立式住宅的造型分析 

1. 独立式住宅的平立剖基本画法 

2. 独立式住宅与别墅，联排的区别与联系 

3. 高端豪宅设计的方向 

三、 个性住宅设计的方向 

 

第三章  介绍住宅设计的一般方法和步骤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学习常见小型建筑—— 层多 单元式住宅，对多层住宅空间的功能组成，结构形态，建筑造型等进行

分析，学习优秀该类型优秀范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多层住宅的结构和交通组织。 

教学内容 

一、 观摩多层住宅作品 

1. 多层单元式住宅的功能特点 

2. 多层单元式住宅的空间特点 

3. 多层单元式住宅的造型特点 

二、 多层单元式住宅的面积控制 

1. 常见各类多层单元式住宅户型分析和临摹 

2. 多层单元式住宅的创新方向 

 

第四章  作业和讲评  （44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对学生作业过程中的问题及时进行分析讲评，指出共性问题，强调人流组织与空间造型之间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作业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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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作业 1“小型住宅现状的调研与分析” 考核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点对小型住宅现状与需求的深入分析

与了解。 

作业 2、3“快题设计——别墅快题设计”考核学生有针对性地围绕主题进行基本功能研究和空间分

析； 

作业 4 完整训练——“多层户型设计的分段训练与思考”考核学生对户型的综合思考与设计能力。

需完成方案草图，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效果图。 

 

 

 

 

执笔人：贺凤娟           审核人：任戬 

《居住建筑设计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居住建筑设计 2/ Design of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2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学 时 数：7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40 学时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空间设计导论、居住建筑设计 1                            

教学参考书： 

《居住建筑设计原理》，同济大学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年 

《高层建筑设计》， 吴景祥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年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系（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居住建筑设计 2 作为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方向的主要系列课程之一，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对居

住建筑设计的实际操作能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本课程作为居住建筑设计的深入提高类课程，主要目的在于学生对各类住宅设计有深入的了解，学

会进行各种常见住宅设计，对住宅设计的主要技术难点，创新点有所了解，便于今后从事相关技术

工作。 

“居住建筑设计 2”内容分为 2 阶段：小高层、高层住宅的建筑设计。 

课程分理论讲课和实践作业 2 部分，讲课部分首先回顾住宅建筑设计的一般方法和步骤，住宅的基

本功能和技术要点，然后分别对小高层，高层住宅建筑进行详细的功能分析，空间分析，结构分析，

造型分析，优秀作品介绍等。 

作业部分对小高层住宅安排 1 次快题设计，使学生对该类项目有基本的思考过程；对高层单元式住

宅进行完整的建筑方案设计，使学生对类似项目有完整系统的训练过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住宅建筑设计规范和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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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尤其熟悉高层住宅的设计要点，具备进行各种住宅方案设计的能力。 

 

第一章  观摩优秀小高层和高层住宅作品（4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对小高层和高层住宅的住宅建筑设计的课程学习，国内外优秀住宅建筑设计观摩和课程设计训

练，掌握一般小高层，高层住宅设计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造型与功能的矛盾和解决方法。 

教学内容 

一、 回顾住宅设计 1 课程内容，加深理解住宅设计的基本功能和技术要点； 

二、 观摩并分析优秀小高层，高层住宅设计作品； 

三、 高层住宅与多层住宅的区别和特点 

 

第二章  小高层住宅设计要点 （4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学习优秀该类型优秀范例——对其功能组成，结构形态，建筑造型等有明确的了解，能够完成

该类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小高层设计规范。 

教学内容 

一、 小高层与多层的区别 

二、 小高层与高层的区别 

1. 小高层的户型特点 

2. 常见小高层户型学习与临摹 

三、 小高层的创新设计 

 

第三章  高层住宅设计要点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学习高层住宅——对其功能组成，结构形态，建筑造型等进行分析，强调高层住宅的结构体点，设

备特点，学习优秀该类型优秀范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高层设计规范。 

教学内容 

一、 高层住宅与多层住宅的区别 

1. 高层住宅的结构提点 

2. 高层住宅的设备特点 

二、 高层住宅的造型特点 

三、 高层住宅的户型特点 

1. 常见高层住宅的户型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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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层住宅的平立剖设计 

四、 高层住宅的创新设计 

 

第四章  作业与讲评（44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对学生作业过程中的问题及时进行分析讲评，指出共性问题，强调交通与空间造型之间的关系，

强调住宅设备与功能的合理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设计规范反复练习。 

教学内容 

一、 作业 1“小高层与高层住宅现状的调研与分析” 考核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点对小高层和高层

住宅现状与需求的深入分析与了解。 

二、 作业 2 “快题设计——小高层快题设计”考核学生有针对性地围绕主题进行基本功能研究

和空间分析； 

三、 作业 3 完整训练——“高层住宅建筑设计的分段训练与思考”考核学生对户型的综合思考

与设计能力。需完成方案草图，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效果图。 

 

 

 

 

 

 

 

 

 

执笔人：贺凤娟         审核人：任戬 

 

《居住建筑空间室内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居住建筑空间室内设计/ Interior Design of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 

Space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空间设计导论、空间力学基础、空间结构体系                               

教学参考书：陈易编.室内设计原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06. 

胡仁禄,周燕珉编.A+U 高校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业教材:居住建筑设计原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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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致平,王其明编.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00. 

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编.《住宅设计规范》实施指南.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课程简介： 

课程讲解居住的起源、居住的文化以及当代社会背景下居住的设计思路等基本知识，通过对当代社

会中人类生活方式的分析来探讨居住空间的思考点和创意方法，并结合相关案例介绍现代居住空间

的设计原则与发展态势，正确引导当代居住空间的设计方法。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知识目标：本课程通过对居住空间理论体系的讲授，使学生能熟悉居住空间中的各种要素的设

计与分析，使学生掌握和了解住宅室内设计的设计原则与规律。考核方式：大作业。 

2．能力目标：熟悉人的心理与生理特征和人的科学居住生活理念，能够创造富有个性风格、具有

可持续发展的居住室内空间。 

3. 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综合思维能力与专业设计素养。 

 

第一章  居住空间的起源与演化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对居住空间的起源与演变过程有一个全面概括的了解；掌握中西方

居住建筑的文化，培养学生欣赏建筑的能力。 

教学要求：了解居住建筑的发展历史；掌握中西方居住建筑文化的差异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中国现代居住建筑的文化；难点是西方现代居住建筑的文化。 

教学内容 

一、中西方传统居住建筑的文化 

二、中西方现代居住建筑的文化 

 

第二章  中国传统生活方式造就的居住思想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思想，造就中国人的环境观。 

教学要求：了解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作为居住建筑的哲学思想的起源，掌握中国传统的环境观。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与居住建筑的关系；难点是中国人的环境观。 

教学内容 

一、儒家思想与居住建筑 

二、道家思想与居住建筑 

三、中国人的环境观 

 

第三章  当代生活方式对居住空间的诉求  （4 学时） 



艺术设计学院 

                                                                                                                 357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居住空间的影响因素，并能发现各因素与居住空间的内

在联系。 

教学要求：了解当代生活方式产生的时代背景；掌握家庭生活、消费观念、社会交往和休闲方式对

居住空间的重要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家庭生活、消费观念、社会交往和休闲方式与居住空间的关系；难点是把影响居住空间

的四要素作为统一的体系来综合考虑。 

教学内容 

一、当代生活方式产生的时代背景 

二、家庭生活与居住空间 

三、消费观念与居住空间 

四、社会交往与居住空间 

五、休闲方式与居住空间 

 

第四章  居住空间对当代生活方式的反应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生活方式的形式与居住的关系，并能把这种关系转化到居住空

间的设计中去。 

教学要求：了解生活方式的界定范围：城市生活方式、家庭生活方式以及个人生活方式与居住的关

系；掌握当代居住空间的表现形式：布局灵活、独立自由、时代特色、中西生活方式交融、文化心

理回归。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生活方式的形式与居住的关系；难点是当代居住空间的表现形式。 

教学内容 

一、体现布局灵活的居住空间 

二、体现独立自由的居住空间 

三、体现时代特色的居住空间 

四、体现中西生活方式交融的居住空间 

五、体现文化心理回归的居住空间 

 

第五章  现代居住空间设计原则及发展方向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现代居住空间设计原则及发展方向；把居住空间室内设计作为

一门多种专业兼容的综合性学科来考虑。 

教学要求：了解生活方式与居住空间相互作用；熟悉现代居住空间设计的相关规范和现代居住空间

的设计要求与措施；掌握居住空间设计的程序与步骤和居住空间方案构思的设计要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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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是现代居住空间设计的相关规范、现代居住空间的设计要求与措施、居住空间设计的程序

与步骤；难点是居住空间方案构思的设计要点。 

教学内容 

一、生活方式与居住空间相互作用 

二、健康生活方式对居住空间的需求 

三、现代居住空间设计的相关规范 

四、现代居住空间的设计要求与措施 

五、居住空间设计的程序与步骤 

六、居住空间方案构思的设计要点 

七、当代社会背景下住宅的发展趋势 

 

第六章  设计主题和案例分析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现代居住空间的流行趋势和风格特点，掌握各种类型的居住空

间方案构思的设计要点。 

教学要求：熟悉和理解居住空间方案构思的设计要点及具体手法，并能灵活运用这些方法进行居住

空间室内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大师住宅作品分析；难点是选取几个较为典型的户型作为住宅室内设计研究的对象，进

行深入分析。 

教学内容 

一、设计主题 

二、案例分析 

 

 

执笔人：林林                      审核人：任戬 

《可持续建筑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可持续建筑设计/ sustainable building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居住建筑空间设计（1-3）  公共建筑空间设计（1-3）  场地设计等 

教学参考书：《可持续建筑设计实践》，纪雁等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年 8 月  

           《可持续城市与建筑设计》，姚润明等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年 3 月 

           《可持续建筑设计与技术-天津及香港实例》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香港环保建筑专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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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编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系（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是为建筑空间设计方向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从环境和能源危机角度，以可持续发展观

念，讲述建筑设计中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世界上采用的可持续设计的方法，评估体系，培养学生

可持续设计与传统的设计美学和设计逻辑合理结合的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考核方式：大作业  平时成绩 30%，作业成绩 70%； 

2．知识目标：了解能源与建筑关系；可持续建筑环境评估体系；掌握可持续设计的方法及辅助方

法； 

3．能力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熟练应用可持续建筑设计方法的能力，合理使用可持续设计技

术，具备与建筑设计相融合的整合能力。 

4．素质目标：建立可持续建筑设计的理念，具备建筑设计专业人才所必需的思想认识水平、思维

方式。 

 

第一章 可持续性与建筑（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并掌握能源与环境的关系、可持续建筑的效益。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可持续建筑的效益。 

教学内容 

一、能源与环境 

二、可持续建筑的效益 

 

第二章 可持续设计的方法（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环境响应型设计与建筑策略；掌握太阳能设计、自然通风系统。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太阳能设计、自然通风系统。 

教学内容 

一、环境响应型设计与建设策略 

二、太阳能设计 

三、自然通风系统 

 

第三章 可持续设计的辅助设计方法（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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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物理模拟技术、数字模拟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物理模拟计算与数字模拟计算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物理模拟技术 

二、数字模拟技术 

 

第四章 可持续建筑环境评估体系（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先进发达国家的环境评估法，要求学生对不同体系进行评价。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环境评估体系的要求。 

教学内容 

一、英国建筑研究所的环境评估法 BREEAM 

二、加拿大的绿色建筑挑战 GBC 

三、美国的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奖 LEED 

四、其他可持续建筑环境评估体系 

 

 第五章 可持续建筑设计案例与分析（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世界各国已完成建筑中可持续建筑设计的方法，要求学生进行分析讨论，形成报告。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可持续建筑设计应用技术。 

教学内容 

一、世界各国经典案例分析 

 

第六章 课程设计（2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可持续设计方法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生态技术与建筑设计的有机结合。 

教学内容 

一、按命题的建筑类型进行方案设计 ； 

二、要求：设计方案包括总平面图、各层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透视图、设计说明等；图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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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A2。 

      

执笔人：刘育成             审核人： 

《空间设计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空间设计导论/ Introduction to Space Design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形态构成 1                            

教学参考书： 

《建筑概论》.沈福煦编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年 

《环境艺术设计》. 郑曙旸著.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2007 年    

《建筑设计方法概论》. 杨秉德主编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2008 年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课程简介： 

    空间设计是针对建筑及其内、外部空间，研究如何通过设计行为，使其满足人们需求的学问，。

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与各种生存空间共处互动，与周边的空间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

并拥有了无限丰富的多元性、交叉性和复合发展特点。空间以人的实用价值与经济价值为出发点，

重点解析各种环境条件综合协调问题、美感的创造问题、空间创设的目的及物质手段等等问题。其

中包含了现代空间设计多方面内容的基础概念和知识，深入浅出，容易理解，是艺术设计及相关专

业的重要基础理论课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第十二章 知识目标：从基本概念、设计领域、设计元素和设计方法等多方面对空间设计进行了全面

论述。通过本课程的理论讲授，使学生掌握空间艺术的基础知识，为进入专业学习、专研打下良好

基础。考核方式：大作业。 

    2．能力目标：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掌握空间设计的基本设计方法和程序

步骤，在此基础上，能够从整体上理解小尺度的空间设计，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简单的方案构思与

设计。 

3. 素质目标：通过对一些国内外的优秀设计作品进行深刻剖析，使学生进一步理解空间设计的内

涵和设计美学，学习优秀作品的设计方法和绘图方法，进一步提高学生自身的文化艺术修养。 

 

第一章  建筑教育与意义(8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使学生对建筑学专业有初步的了解和认识；了解建筑教育的发展和建筑的基本概念。 

重点与难点: 

了解建筑教育的发展和建筑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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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 建筑及其相关的概念； 

二、 建筑学专业在我国发展的历史沿革和现状； 

三、 建筑学专业发展特点及建筑建筑职业的特点和现状。 

 

第二章  建筑的物质和技术性(16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和认识建筑的基本属性；初步理解建筑的物质构成性和技术构性。 

教学重点与难点: 

理解建筑的物质构成性和技术构性。 

教学内容 

一、 建筑的物质技术构成特点; 

二、 适用、经济、美观；建筑的安全性； 

三、 建筑与人的物质生活需求； 

四、 建筑与人的物质活动需求； 

五、 建筑与人的精神活动需求。 

 

第三章  建筑社会、文化性(16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使学生了解建筑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理解建筑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特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 

理解建筑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特点。 

教学内容: 

一、 建筑的社会文化属性等基本属性; 

二、 建筑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三、 建筑的历史性和时代性； 

四、 建筑的文化艺术性。 

 

第四章  建筑历史发展的沿革（8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外建筑发展的历史沿革；了解建筑发展史中的重要事件和代表风格。 

教学重点与难点: 

建筑发展史中的重要事件和代表风格。 

教学内容: 

一、 中国建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和主要成就； 

二、 外国建筑发展的历史简史： 

三、 不同阶段建筑发展的影响因素， 

四、 各阶段建筑形式的代表风格和代表人物， 

五、 当代建筑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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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刘利剑    审核人： 

 

《快题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快题设计/ Quick Topic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画法几何与阴影透视、建筑设计制图、形态表达、空间结构体系、建筑设计法规、建筑

材料与构造、场地设计、景观设计等                              

教学参考书：  

    胡振宇、林晓东 编著.《建筑学快题设计》.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1-1 

    李国光、郭惠君 编著.《建筑快题设计与手绘表现》.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7-8-1 

    薛加勇编著.《快题设计表现》.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8-3-1 

    江滨编著.《环境艺术设计快题与表现——设计专业考研丛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8-1 

    黄非、单彦名、史玉薇 编著.《快速规划设计考试指导》.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8-1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建筑快题设计是指在规定的较短时间内完成设计方案及其表现的一种设计形式。快题设计是建筑设

计的一种工作方式，也是建筑设计教学的一种训练方法，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设计行业对设计师

的要求由按部就班的程式化过程转变为追求高效率和多样化，这也对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 快题

这种近乎考试、能衡量个人快速设计能力的方法，被广泛运用于设计院招工、研究生入学、注册设

计师考试等方面。快题设计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并有效地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各类建筑快题的应对方法及快速表现的特点和技法，培养学生敏

锐的思维能力、高效的观察事物、理解和分析的能力、快速表达能力，为建筑师全面素质的培养打

下基础。 

 

第一章  绪论（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快速设计在设计实践以及设计测试中的重要意义；了解快速设计的准

备工作，其中包括工具的准备、快速表现的准备等等。 

教学重点和难点 

快题设计的准备是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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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快题设计的意义 

 二、快题设计的基础 

 三、快题设计的评价 

四、快题设计准备 

1．绘图工具准备 

2．快速求透视训练 

3．透视图快速表现技法 

4．各类快速表现方法 

5．配景快速表现 

 

第二章 建筑快题设计过程（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快题设计的过程如同建筑设计的过程一样，也包含了理解题意、条件分析、立意构思、场地设计、

功能布局、剖面研究、造型处理等几个主要环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快速设计几个关键的

环节的特点和方法，互动地推动快速设计的进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立意构思、场地设计、功能布局、剖面研究、造型处理等是本章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教学内容 

 一、理解题意 

 二、条件分析 

 三、立意构思 

 四、场地设计 

 五、功能布局 

六、剖面研究 

七、造型处理 

 

第三章 快题设计应试技巧（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使学生以从容的心态面对快速设计。 

2.掌握版面设计的原理与方法。 

3.对快速设计的时间进行合理的分配。 

教学重点和难点 

建筑的快速表达与版面设计是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教学内容 

一、整合设计 

二、快速表达 

三、版面设计 

四、时间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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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乔会杰                    审核人：任戬 

《外国建筑史》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外国建筑史/ History of Foreign Architecture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学 时 数： 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建筑设计原理、空间设计导论、中国建筑史                            

教学参考书：陈志华编.外国建筑史（19 世纪末叶以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04. 

罗小未编.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04. 

罗小未,蔡琬英编.外国建筑历史图说.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1986. 

王受之编.世界现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1999. 

吴焕加编.20 世纪西方建筑史.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时间：1998.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课程简介： 

通过了解外国古今建筑在不同历史阶段演变的基本过程、代表性成就和典型作品，使学生能够积累

建筑历史知识，初步掌握分析、观察建筑现象的方法并进一步开阔视野，认识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

性，有利于建筑理论观点的建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知识目标：本课程要求学生重点了解外国古代建筑在不同历史阶段演变的基本过程、代表性成

就和典型作品。了解东、西方古代建筑体系，不同历史时期建筑发展的基本特点。理解社会制度、

技术、文化、经济、历史变革、宗教信仰、自然诸因素对建筑发展的影响，积累建筑历史知识，初

步掌握分析、观察建筑现象的方法。考核方式：大作业。 

2．能力目标：有能力把历史理论及历史实例中吸收到的知识用于研究、考察建筑，并用于建筑设

计。 

3. 素质目标：学习建筑史能够开阔视野，认识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把握建筑发展的历史进程，

为建筑理论的研究与发展打基础。 

 

第一章  古代埃及的建筑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对古代埃及建筑的特点和发展脉络有一个全面概括的了解。 

教学要求：了解古埃及建筑史分期；熟悉古埃及建筑特征；掌握古埃及金字塔和太阳神庙的起源、

型制和典型遗存。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金字塔形成的步骤，太阳神庙的形制；难点是建筑形式和材料结构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石建筑的能工巧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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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府邸和宫殿 

三、金字塔的演化 

四、峡谷里的陵墓                      

五、太阳神庙 

 

第二章  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的建筑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对了解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建筑的特点、发展脉络有一个全面概括

的了解。 

教学要求：了解两河流域和波斯建筑史分期；熟悉两河流域和波斯建筑特征；掌握两河流域和波斯

建筑类型和典型遗存。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山岳台、宫殿建筑；难点是建筑装饰风格的演变。 

教学内容 

一、主要的建筑类型和形制 

二、色彩斑斓的饰面技术 

三、萨艮王宫 

四、帕赛玻里斯 

      

     第三章  古希腊的建筑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两克里特—麦锡尼文化的建筑。  

教学要求：掌握爱琴文化时期的典型建筑遗存，熟悉爱琴文化时期的建筑特征；了解古希腊建筑史

分期，掌握古希腊神庙的基本类型；熟悉古风文化时期的典型建筑遗存，了解荷马文化时期建筑的

基本面貌；掌握古希腊文化时期建筑典型实例，熟悉古希腊建筑的宗教与哲学背景；掌握希腊化时

期建筑典型实例，熟悉古希腊化时期建筑成就与特征。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三种柱式的产生演变，雅典卫城中各建筑特点；难点是单体与群体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圣地和庙宇的演进 

二、柱式演进 

三、雅典卫城 

四、开拓新领域            

 

第四章  古罗马的建筑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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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古罗马建筑成就，认识著名古罗马建筑，分析古罗马建筑繁荣

原因。 

教学要求：熟悉古罗马建筑成就与特征，了解古罗马建筑史分期；掌握古罗马神庙、剧场、角斗场、

浴室、巴西利卡形制和典型遗存；熟悉古罗马神庙的特征；了解古罗马公寓、府第、公路；掌握古

罗马帝国广场，熟悉古罗马凯旋门、纪念柱的形制和遗存，维特鲁威与《建筑十书》。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券拱结构形态，罗马柱式与建筑著作《建筑十书》；难点是材料、结构、形式相互结合

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光辉的券拱技术 

二、柱式的发展与定型 

三、维特鲁威与《建筑十书》 

四、罗马建筑的矛盾 

五、广场的演变 

六、剧场和斗兽场 

七、庙宇 

八、公共浴场 

九、住宅与宫殿 

 

第五章  拜占庭的建筑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拜占庭建筑的特点。 

教学要求：了解拜占庭建筑史分期；熟悉拜占庭建筑对西欧、伊斯兰和俄罗斯建筑的影响；掌握拜

占庭建筑特征。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圣索菲亚大教堂；难点是社会变革对建筑的影响。 

教学内容 

一、穹顶和集中式形制 

二、装饰艺术 

三、维特鲁威与《建筑十书》 

四、圣索菲亚大教堂 

五、东欧小的教堂 

 

第六章  西欧中世纪建筑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西欧中世纪不同地区、时期建筑特点。 

教学要求：掌握巴西利亚拉丁十字形制，掌握罗马风建筑的起源于特征，熟悉圣彼得老教堂和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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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建筑的典型实例，了解西欧中世纪建筑概况；掌握哥特建筑的特征和法国的哥特建筑典型实例；

熟悉英国、意大利的哥特建筑；了解哥特建筑的起源。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哥特式教堂、意大利的中世纪建筑；难点是技术对建筑的推动作用。 

教学内容 

一、从修道院教堂到城市教堂 

二、以法国为中心的哥特式教堂 

三、意大利的中世纪建筑 

四、西班牙中世纪的伊斯兰建筑 

 

第七章  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文艺复兴的建筑思想、建筑特点、建筑师、建筑理论、介绍施

工技术，认识代表建筑。 

教学要求：掌握文艺复兴建筑的特征，掌握布鲁乃列斯基、阿尔伯蒂对文艺复兴建筑的贡献及建筑

风格，熟悉文艺复兴建筑始末；掌握伯拉孟特、米开朗基罗、帕拉第奥对文艺复兴建筑的贡献及建

筑风格，熟悉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了解维尼奥拉、拉斐尔的建筑风格。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社会变革对建筑的推动，理论在建筑中的作用，结构与装饰的关系；难点是建筑师自身

修养对所设计建筑的影响。 

教学内容 

一、春汛—佛罗伦萨主教堂的穹顶 

二、曲折的历程 

三、众星灿烂 

四、广场建筑群  

    五、活跃的理论 

六、施工设备和技术 

七、圣彼得大教堂和它的建造过程  

八、意大利的巴洛克建筑 

 

第八章  法国古典主义建筑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古典主义的根据和理论，古典主义建筑成就及其深远的影响。 

教学要求：了解古典主义建筑的起源；熟悉洛可可装饰起源、特征及实例；掌握古典主义建筑的特

征和典型实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古典主义理论；难点是建筑艺术的融合，理论在建筑中的作用。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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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期的变化 

二、古典主义的根据和理论 

三、绝对君权的纪念碑 

四、君权衰退和洛可可   

 

第九章  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筑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 16—18 世纪尼德兰、西班牙、德意志、英国、俄罗斯建筑的

基本情况。 

教学要求：掌握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折衷主义思潮的起源、特征和典型实例，熟悉 19 世纪建

筑的新材料、新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建筑的社会作用、欧洲园林和中国园林比较；难点是建筑艺术的融合、交流。 

教学内容 

一、欧洲其他国家 16—18 世纪建筑 

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筑 

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筑 

四、欧洲其他各国 18 世纪下半叶和 19 世纪上半叶的建筑 

五、美洲殖民地和美国独立前后的建筑 

六、19 世纪中叶的欧洲与北美建筑 

 

第十章  伊斯兰国家的建筑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共建建筑的独特体系，建筑装饰特点。 

教学要求： 了解中古伊斯兰建筑的概况；掌握中古伊斯兰建筑的典型实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清真寺的形制；难点是宗教信仰对建筑的影响。 

教学内容 

一、西亚早期清真寺 

二、中亚和伊朗的纪念性建筑 

三、土耳其的清真寺 

四、世俗建筑物 

 

第十一章  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建筑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古代印度宗教建筑、印度伊斯兰建筑。 

教学要求： 了解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建筑的起源与演变；掌握窣堵波、石窟、佛祖塔、泰姬—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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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的特征。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印度佛教建筑、印度伊斯兰建筑；难点是技术与形式的融合。 

教学内容 

一、谟亨约·达罗城 

二、佛教建筑 

三、婆罗门教建筑 

四、东南亚国家和尼泊尔的宗教建筑 

五、印度的伊斯兰建筑 

六、拉吉斯坦的建筑 

 

第十二章  朝鲜和日本的建筑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朝鲜、日本建筑的特点。 

教学要求： 了解 7-14 世纪的朝鲜建筑和 16-19 世纪日本建筑；熟悉朝鲜和日本古典建筑地理、人

文因素和建筑史分期；掌握朝鲜的佛教建筑、宫殿和日本的神社、寝殿造、主殿造、书院造、草庵

风茶室、枯山水的特征及实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日本佛寺建筑；难点是建筑材料使用的意义。 

教学内容 

一、朝鲜的建筑 

二、日本的建筑 

 

       

执笔人：林林                      审核人：任戬 

 

《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中国建筑史/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学 时 数： 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大作业 

预修课程：建筑设计原理、空间设计导论                            

教学参考书：潘谷西编.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04. 

            刘敦桢编.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图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1984. 

侯幼彬,李婉贞编.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图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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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德清编. 中国古代建筑与近现代建筑.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0. 

李允禾编.华夏意匠.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5. 

彭一刚编.中国古典园林分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1986.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建筑空间设计方向） 

课程简介： 

通过对中国古今的各类建筑的介绍，使学生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建筑的一般规律，认识总体发展

水平，丰富专业知识并提高学生对传统建筑文化的修养，从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去了解中国建筑的

本质。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知识目标：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建筑发展主要脉络和重要成就、经验和教训，

古建筑实例及其特点、古建筑基本构造、结构、技术特点、中国建筑艺术造型特征与风格，使学生

理解建筑发生、发展、演变的自身规律及其特殊性。考核方式：大作业。 

2．能力目标：通过中国建筑历史教学，加强学生有关中国建筑文化的综合知识，提高建筑历史修

养。从建筑文化的高度理解社会文化广阔背景各方面的紧密联系，以获得对建筑本质特征及其原因

更深刻的认识。 

3. 素质目标：体会建筑科学中艺术与技术的辨证关系，吸收我国丰富的建筑文化知识，掌握建筑

科学技术的发展动向，借鉴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鉴古知今，继往开来，为今后专业学习打下

坚实的基础。 

 

第一章  古代建筑发展概况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对我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脉络有一个全面概括的了解；系统讲述中国

建筑的历史，使学生认识中国建筑的历史，建筑文脉的内涵，建立鉴往知来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 

教学要求：了解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掌握封建社会的建筑产生的背景、主要建筑思

想和代表建筑类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和难点是封建社会时期的建筑特征与成就。 

教学内容 

一、原始社会建筑 

二、奴隶社会建筑 

三、封建社会前期建筑 

四、封建社会中期建筑                      

五、封建社会后期建筑 

 

第二章  城市建设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卓越的城市建设成就和经验，把中国建筑体系放到中

国社会大系统中，进行宏观的比较和考查，获得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收益。 

教学要求：了解中国古代城市形态发展的四个阶段；掌握汉至明清的都城建设和地方城市的建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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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汉至明清的都城建设；难点是元大都与明清北京的建设。 

教学内容 

一、概说 

二、汉至明清的都城建设 

三、地方城市的建设      

 

第三章  住宅与聚落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住宅作为中国古代 早的建筑类型的演变规律，研究传统住宅

与聚落形态对现代住宅建筑空间的影响。  

教学要求：了解中国古代住宅形制演变历程；掌握中国住宅构筑类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中国住宅构筑类型；难点是北京四合院的布局形式和特征。 

教学内容 

一、概说 

二、住宅实例 

 

第四章  宫殿、坛庙、陵墓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宫殿、坛庙和陵墓在基址选择、因地制宜及空间、尺

度、色彩处理等方面的特色和创造性，掌握纪念性建筑的布局形式。 

教学要求：了解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四个发展阶段；掌握唐长安大明宫、明清北京宫殿、三大类坛

庙建筑和封建社会帝王埋葬规制发展历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北京故宫、北京天坛、明十三陵；难点是明清北京宫殿、佛塔。 

教学内容 

一、宫殿 

二、坛庙 

三、陵墓 

 

第五章  宗教建筑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古代的宗教建筑的发展历史，掌握各历史时期的建筑形象

及形制特征、建造技术、材料等。 

教学要求：了解中国古代的三大类宗教建筑和佛教建筑的发展历程；掌握蓟县独乐寺，山西五台山



艺术设计学院 

                                                                                                                 373

佛光寺大殿。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蓟县独乐寺；难点是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 

教学内容 

一、概说 

二、佛寺、道观和清真寺   

三、佛塔 经幢   

四、石窟 摩崖造像                        

 

第六章  园林与风景建设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古典园林的起源和发展历程，掌握明清私家园林的园林空

间理论及设计手法，灵活运用到现代园林空间设计中。  

教学要求：了解中国古典园林的几大分类；掌握古典园林的基本设计原则和手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明清私家园林的园林空间理论及设计手法；难点是承德避暑山庄、苏州拙政园、扬州个

园。 

教学内容 

一、概说 

二、明清皇家苑囿     

三、明清江南私家园林    

四、风景建设           

             

第七章  古代木构建筑的特征与详部演变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古代建筑某些局部形制与构造的演绎变化过程，以利于对过去

的历史发展与成就做出相对全面与深入的剖析与评价。 

教学要求：了解台基、踏道、栏杆的构造与做法和柱、斗拱、屋架、梁、枋、檩等的构造；掌握屋

顶的做法和构造。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台基、踏道、栏杆的构造与做法；难点是屋顶的做法和构造。 

教学内容 

一、台基、踏道、栏杆、铺地 

二、大木作     

三、墙壁       

四、屋顶 

五、装修 

六、色彩与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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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清式建筑做法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掌握台基、屋身、屋顶三部分木构的历史演变过程，掌握建筑

在不同地区与不同时期所表现的手法。 

教学要求：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装修、色彩与装饰特点；掌握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特征。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大木作的组成因素；难点是清式五踩单翘单昂斗栱、北京故宫太和殿梁架结构示意图。 

教学内容 

一、大木作 

二、石作与瓦作     

三、小木作       

四、彩画作 

 

 

执笔人：林林                      审核人：任戬 

 

《工业设论》课程教学大纲计概 

 

课程名称（中、英文）：工业设计概论/ Generality of Industrial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 1、形态构成 1  

教学参考书：胡阔 田甜 杨帆 编著.《产品设计概论》.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柳冠中 主编.《工业设计概论》.黑龙江科技出版社.1997 

王受之  编著.《世界现代设计史》.新世纪出版社.2005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工业设计概论是工业设计专业由学科基础向专业设计过渡的重要传承，是学生对工业设计专业进行

通晓的导论性课程。该课程通过对工业设计的发展史、当今工业设计领域的细分化介绍、工业设计

的未来发展趋势等的阐述，使学生初步建立系统性的设计思维、了解和掌握工业设计的程序和方法，

从而引领学生步入工业设计的专业学习阶段。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课程重点培养学科基础知识的设计原理、专业基础知识的设计史论方面的知识；在能力方面重点在

知识理解力的基本知识掌握能力、专业理论理解能力； 促成本专业概况认知和基础理论素养的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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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课程通过对工业设计的发展史、当今工业设计领域的细分化介绍、工业设计的未来发展趋势等的

阐述，使学生初步建立系统性的设计思维、了解和掌握工业设计的程序和方法，从而引领学生步入

工业设计的专业学习阶段，为后续专业课程打好综合基础。 

二、课程内容及学时： 

第一章、产品设计导论(24 学时) 

第一节 产品设计概论 

第二节 产品设计的作用 

第三节 产品设计的研究方向和相关领域 

第二章、产品设计简史（12 学时） 

第一节 产品设计思想的萌芽 

第二节 产品设计思想和体系的全面形成 

第三节 产品设计的未来 

第四节 产品设计在中国的发展 

第三章、产品设计初步（12 学时） 

第一节 产品设计的分类 

第二节 产品设计活动的程序和类型 

第三节 产品设计的评价及标准 

第四章 产品设计师的能力与责任 

第一节 产品设计师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第二节 设计师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法律规范 

第三节 中国产品设计教育家与国内外设计师简介  

三、典型作业及训练： 

1、对工业设计史的学习体会及感悟（论文） 

2、对工业设计专业知识、技能的了解和分析 

3、对社会市场发展及工业设计专业的未来展望（讨论）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闭卷考试 

平时作业和考核 40%，期末闭卷考试 60% 

 

执笔人： 胡阔                        审核人：任戬 薛刚 

 

 

 

 

《二维表现技法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产品设计二维表现技法 1/ 2D Drawing Techniques Skill of Form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8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素描、色彩、产品设计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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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参考书： 薛刚、费飞 编著.《产品设计二维表现技法》.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6 

CorelDRAW、Potoshop 教程和《透视学原理》（各类版本）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在理论性分析和方法性指导下，整合透视、制图、计算机辅助设计、绘画艺术等知识，强化简单形

态造型的二维表现初步技法训练。课程讲解简单造型的形态特点、种类，同时结合透视原理、光射

现象、简单材质表现、单线+马克笔+色粉表现技法等知识。同时训练产品设计效果图的手绘和

CorelDRAW、photoshop、Painter 等计算机软件表现相结合，培养学生对简单造型的二维表达的整

体认识和综合表现技能。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课程重点培养工程技术知识的计算机应用和工程技术，以及专业基础知识的设计图学和设计表现方

面的知识；在能力方面重点在知识理解力的基本知识掌握能力、专业理论理解能力，设计操作能力

的专业技能运用能力，二维图示的沟通与表达能力；提升本专业的二维设计认知和表达思维的素养。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在理论性分析和方法性指导下，整合透视、制图、计算机辅助设计、绘画艺术等知识，强化简单形

态造型的二维表现技法训练，训练主要内容为简单形态造型的手绘表达，同时训练过程以手绘和计

算机表现相结合，培养学生对简单造型的二维表达的初步认识和初级综合表现技能。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形态二维表达的理论基础（8学时） 

1、产品设计与二维表达 

2、透视原理与视觉立体 

3、光射现象与物体色泽 

4、绘画艺术与形态表现 

第二章 形态形体特征和材质表现（8学时） 

1、形体特征与典型分析 

2、材质类型与基本分析 

3、典型形体与基本材质表现 

4、形体组合与材质拟化表现 

第三章 二维表现具体工具和方法（16 学时） 

1、传统绘画方式 

2、快速表现技法 

3、计算机二维软件 

4、组合与综合表现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8 学时+上机 8 学时） 

1、简单形态造型的体积感（光影）造型训练 

2、简单形态造型的与不同材质组合的手绘技法训练。 

3、简单形态造型与不同材质类型组合的计算机软件制作训练。 

4、与计算机软件组合的综合二维表现训练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 

作业 1“形体造型特点分别表现”考核学生对简单造型特点的程式化表现能力。 

作业 2“形体基本材质分别表现”考核学生对基本材质的程式化表现能力。 

作业 3“简单形态造型结合基本材质类型表现”考核学生对简单造型结合基本材质的程式化的准确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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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4“手绘结合计算机软件的综合表现”考核学生对形态造型综合表现的程式化的准确表现 

快题测试 

快速手绘测试，选择一个简单形体的产品，用马克笔+色粉法等方法进行快速表现。要求准确表现

产品的形体、材质和结构等内容，完成产品透视效果图。 

计算机软件绘图测试，选择一个简单形体的产品，用计算机二维软件进行表现，具体软件不限。要

求准确表现产品的形体和材质等内容，完成产品前视和侧视等角度的效果图。 

 

执笔人：薛刚                审核人：任戬 

 

 

《产品设计图学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产品设计图学/ Graphics Design of Products 1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素描 

教学参考书：薛刚、张诗韵主编.《产品设计图学》.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汉龙编.《AuotoCAD2005 辅助设计实例导航》.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5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基础知识的必修课程。它研究解决空间几何问题以及绘制和阅读设计图样的

理论和方法，并在简要介绍计算机绘图基本知识的基础上介绍目前国内外广泛使用的 Auto CAD 绘

图软件的使用，培养识图和计算机制图的能力，为学生提供应用这种新技术的方法和途径。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课程重点培养工程技术知识的计算机应用和工程技术，以及专业基础知识的设计图学和设计表现方

面的知识；在能力方面重点在知识理解力的基本知识掌握能力、专业理论理解能力，设计操作能力

的专业技能运用能力，以及制图的沟通与表达能力；提升本专业的设计制图认知素养。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课程通过对制图原理的讲述，使学生在理解投影原理的基础上，掌握工程图样的各种表达方式，

从而能够利用 Auto CAD 软件准确恰当的绘制产品的外观图、装配图和零件图。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图学概述（4 学时） 

1.图学的概念与学科简介  

2.图纸的形式与功能分析  

3.制图国家标准简介 

第二章 投影原理（4 学时） 

1.投影概念与基本性质 

2.三视图的形成及投影规律 

3.六视图的形成及投影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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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本几何体的投影（4 学时） 

1.平面立体的正投影绘制方法及步骤 

2.曲面立体的正投影绘制方法及步骤 

3.具有基本几何体特征的产品投影的绘制实例 

第四章 组合体的投影（4学时） 

1.组合体的组合形式及空间分析 

2.组合体的正投影绘制方法及步骤 

3.组合体表面连接关系分析及绘制方法 

4.尺寸标注方法及注意问题 

5.具有组合体特征的产品投影的绘制实例 

第五章 其他视图的绘制原理与方法（8 学时） 

1.剖面图的定义、分类与画法 

2.局部放大图的定义、分类与画法 

3.斜视图的定义、分类与画法 

第六章 产品外观图、装配图与零件图（4 学时） 

1.产品外观图的定义、应用与绘制要求 

2.产品装配图的定义、应用与绘制要求 

3.产品零件图的定义、应用与绘制要求 

4.案例分析：鼠标的外观图、装配图与零件图 

第七章 产品制图的案例分析与评价标准（4 学时） 

1.产品制图典型案例分析 

2.产品制图评价标准 

第八章 Auto CAD 辅助制图表达（实践上机 16 学时） 

1.制图软件介绍、基础命令讲解与练习 

2.使用软件绘制几何体与组合体的投影练习 

3.使用软件绘制产品制图的步骤与方法 

4.产品制图综合案例练习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 

1.手绘某一基本几何体的三视图或六视图，训练投影原理的应用。 

2.手绘某一组合体的三视图，分析其组合方式及表面连接关系，并标注尺寸，训练对制图基本要素

的掌握。 

3.手绘临摹国外公司制图作品，了解产品制图表达方法，体会各种线性组合构成的制图特有的形式

美。 

4.用 Auto CAD 软件绘制音箱的外观图、装配图与零件图，训练课程综合知识的运用。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平时作业 20%+大作业 80%  

    大作业题目：选择一款实物产品（电子、家电、家具或日用品类等），测量尺寸，绘制其外观

图、装配图与零件图。 

    大作业要求：利用 Auto CAD 软件绘制下列图纸： 1、产品外观图 1 张，图幅 A3, 左侧装订格

式；2、产品装配图 1 张，图幅 A3，左侧装订格式；3、产品零件图若干张，图幅 A3，左侧装订格

式；4、图纸格式：dwg 源文件、jpg 打印输出文件。 

 

执笔人：张诗韵                        审核人：任戬 薛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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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图学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产品设计图学/ Graphics Design of Products 2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产品设计图学 1》 

教学参考书：缪鹏、林小燕主编.《透视学》.岭南美术出版社.2004 

            薛刚、张诗韵主编.《产品设计图学》.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产品设计图学 1》的延续，主要介绍投影知识体系中的中心投影法，即产品透视图的绘

制原理和绘制方法。训练学生从二维到三维的形体空间转化能力，并为手绘及计算机表达提供数理

依据，是本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同时，与《产品设计图学 1》的内容相结合介绍产品图册的

绘制。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课程重点培养工程技术知识的计算机应用和工程技术，以及专业基础知识的设计图学和设计表现方

面的知识；在能力方面重点在知识理解力的专业理论理解能力，设计操作能力的专业技能运用能力、

实践操作能力、制图的沟通与表达能力；提升本专业的设计制图认知和理性图示思维的素养。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课程要求学生在理解透视原理的基础上，掌握平视平行透视、平视成角透视、倾斜透视以及阴影

透视的原理与画法，并能灵活应用；掌握喷涂文件与丝印文件的绘制要点，能够完成产品设计图册。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透视基础（4 学时） 

1.透视的基本原理 

2.设计透视的分类 

3.透视绘图要素 

第二章 一点透视----平视平行透视图的画法（4学时） 

1.一点透视的原理、应用与特征参数 

2.一点透视的绘图步骤 

3.一点透视案例演示 

第三章 两点透视----平视成角透视图的画法（4学时） 

1.两点透视的原理、应用与特征参数 

2.两点透视的绘图步骤 

3.两点透视案例演示 

第四章 三点透视----倾斜透视图的画法（4 学时） 

1.三点透视的原理、应用与特征参数 

2.三点透视的绘图步骤 

3.三点透视案例演示 

第五章 阴影透视图的画法（8 学时） 

1.阴影透视的原理、应用与特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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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阴影透视的绘图步骤 

  3.阴影透视案例演示 

第二十一章 喷涂文件与丝印文件的绘制要求与画法（4 学时） 

    第七章 图纸要素整合（4 学时） 

      1.视图选择、图形与注释、页面秩序编排、版式综合 

      2 产品透视图的图纸评价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上机 16 学时） 

1.根据所给的一个房间的平面图和墙高，自选角度，用距点法绘制该房间的一点透视图。 

2.根据所给的桌子的正投影图，自选角度，用量点法绘制桌子的两点透视图。 

3.用网格法绘制复杂曲面产品（如电熨斗）的透视图。 

4.绘制一款产品（如音箱、mp3）的喷涂与丝印文件。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平时作业 20%+大作业 80% 

大作业题目：寻找一款设计精良的实物产品，对其进行形体测量，绘制图纸，形成产品图册。产品

限定：家电类、家具类、电子消费类产品、日用品等 

大作业要求：封皮和目录页；产品透视图 1 张；产品外观图 1 张；产品总装配图 1 张；零件图若干

张；产品丝印、喷涂文件若干张；产品照片。将以上文件进行排版与艺术化处理，形成具有严谨性

和艺术美的产品图册。 

  

执笔人：张诗韵                        审核人：任戬 薛刚 

 

 

 

 

《三维表现技法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三维表现技法 1/ 3D Drawing & Craft Techniques of Product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学时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8 

学分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形态构成 2、产品设计图学 1、二维表现技法 1 

教学参考书：Rhinoceros 教程（各类版本）3dsmax 教程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工业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复杂造型的三维表现是形态表达中的难点，需要结合手绘，计算机与模型进行贯穿训练。本课程是

针对复杂造型的表现进行训练，把复杂造型的特性的手绘分析、计算机三维造型软件与简单模型制

作相结合，让学生对复杂造型的形态进行深入了解，掌握形态特点。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课程重点培养工程技术知识的计算机应用和工程技术，以及专业基础知识的设计立体图学和设计表

现方面的知识；在能力方面重点在知识理解力的基本知识掌握能力、专业理论理解能力，设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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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三维技能运用能力，三维立体的沟通与表达能力；提升本专业的三维设计认知和表达思维的

素养。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课程以培养学生的表现复杂造型主要教学目的和任务。通过本课程使学生深入了解复杂造型的特

点，构成和表现特点，通过具体授课，是学生掌握和熟识通过手绘分析复杂造型，计算机软件表达

结合手工制作的方法、以实物的形式来进行三维立体表达的基本理论、基本程序和手段；为产品设

计实物化打好基础。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复杂造型特点的概述（4 学时） 

1、复杂造型与简单造型的相贯、相差及平滑融合连接 

2、复杂造型的表面特点 

3、复杂造型表面曲线分析 

第二章、复杂造型的空间三维表现（16 学时） 

     1、 计算机表现的介绍---RHINO 软件与 3dsmax 软件建立三维模型 

   1.1、两种建模软件的建模特点与工作流程介绍 

   1.2 、RHINO 软件的建模思路介绍 

   1.3、3dsmax 软件的建模思路介绍 

        2、手绘表现的介绍---着重空间布线特点 

       2.1 平面曲线确定 

       2.2 平面曲线在空间中的位置确定 

       2.3 曲线组合成复杂造型的过程 

       2.4 复杂造型在空间中的旋转练习 

3、动手制作复杂曲面空间模型的介绍 

      3.1 简单成型材料的介绍 

      3.2 制作模型的过程介绍（铁丝手工制作主龙骨及副龙骨） 

      3.3 复杂造型表面空间特定点的位置确立 

第三章  形态展示策略（12 学时） 

   1、造型展示的策略制定 

     1.1 表现原理 

     1.2 表现方式 

2、造型展示的系统表现 

  2.1 展示的系统要素 

  2.2 展示的流程 

  2.3 展示的记录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学时 8）（上机学时 8） 

1、使用 3dsmax、rhino 两种建模软件建立同一复杂造型形态的模型 

2、使用铁丝制作同一造型的手工模型 

3、使用渲染器（进行场景、灯光、材质、摄像机等设置）进行改造型的表达 

1、复杂造型的手绘练习及训练 

2、复杂造型手绘的空间角度旋转练习及训练 

3、复杂造型的计算机表达的练习及训练 

3、复杂造型的空间模型的练习及训练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本课程的作业为大作业。主要考查学生对三种表达复杂造型的方法的了解。 

（一）、“复杂造型手绘练习及空间角度旋转”考核手绘表现复杂造型的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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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杂造型计算机软件表达”考核计算机造型软件表现复杂造型的表达能力 

（三）、“复杂造型空间模型”考核空间模型表现复杂造型的表达能力 

 

执笔人：王楠、                       审核人：任戬 薛刚 

 

 

 

 

《产品人因工程学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产品人因工程学 1/ 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 1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计划学时：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32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闭卷考试 

预修课程：设计原理、工业设计概论  

教学参考书目：[美]阿尔文·R·蒂利. 《人体工程学图解——设计中的人体因素》.1998-07-01 

[美]Tom Kelley.《IDEA 物语——全球领导设计公司 IDEO 物语》. 2002-01 

赵江洪.《设计心理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柳莎.《设计艺术心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美]Mark S. Sanders.《工程和设计中的人因学》.2002-6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系（教研室）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课程重点培养产品工程技术知识，以及专业基础知识的人因工程学的基础知识；在能力方面重点在

知识理解力的基本知识掌握能力、专业理论理解能力，设计操作能力的专业技能运用能力和实践操

作能力；提升本专业的工程学认知和人因设计思维的素养。 

 

课程简介： 

本课程重点讲述人的生理因素与心理因素的基础，及其在设计中的应用。课程主要包含两个板块：

其一是人体基本生理因素的研究，即人体尺度的测量方法及数据应用。第二部分是人体心理因素的

研究，包括心理基础研究及用户心理研究、社会心理研究。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通过对人体尺度、心理的基础知识的学习，了解人因的测量方法与手段。掌握人体尺度数据的应用

原则，掌握用户心理、社会心理的对产品设计的作用，使学生学会在设计中综合运用人的生理、心

理因素。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第一章 人因工程学总论（4 学时） 

1、人因工程发展简史 

2、人因工程研究对象 

3、设计中运用人因工程的方法： 

实测法，实验法，模拟与模型实验法，系统分析评价法，微观情境分析法等。 

第二章 人体生理因素研究（8 学时） 

1、人体尺度特征 



艺术设计学院 

                                                                                                                 383

1、人体测量的术语、测量方法 

2、人体动、静态的尺度参数与二维模板； 

第三章 人体心理因素研究（12 学时） 

1、心理感知觉研究： 

2、用户的心理研究 

3、社会心理的研究：  

第四章 人因工学在设计中的运用（8 学时） 

1、显示与控制装置设计 

2、作业空间设计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学时 32） 

作业 1：收集、整理、分析：绘制不同类别产品中的适于抓握的功能部件形态、标注尺度，指出其

中心理因素的考虑。注重通过对比，理解尺度与其功能的关系。如杯子、文具等设计。考核学生对

人体尺度、感知等知识的理解，通过实际的设计案例掌握人机尺度、心理在设计中的运用。 

作业 2：设计家居类产品（显示类）。考核学生对尺度、用户心理等知识的把握，通过实际的设计过

程掌握基础知识。 

作业 3：设计一款产品。考核学生对尺度、用户心理、社会文化等知识的把握，通过实际的设计过

程掌握基础知识。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闭卷考试 

填空题（基本概念）、选择题（基本概念）、简答题（综合应用）、论述题（综合应用） 

平时作业和考核 40%，期末闭卷考试 60% 

 

执笔人：李立                 审核人：任戬 薛刚 

 

 

 

 

《产品人因工程学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人因工程学 2 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 2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计划学时：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产品人因工程学 1 

教学参考书：赵江洪.《设计心理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美]Mark S. Sanders.《工程和设计中的人因学》.2002-6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行为设计、人机交互界面设计 2 个课题为研究主要内容。综合考虑设计中人的因素，重点

运用观察法，寻找设计中的要素，并按相关原理完成设计。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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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重点培养产品工程技术知识，以及专业基础知识的人因工程学应用知识；在能力方面重点在专

业知识理解力和运用能力，设计操作能力的专业技能运用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提升本专业的工程

学运用和行为与交互设计思维的素养。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综合运用人因工学 1 课程知识，通过行为设计、交互界面设计两个不同的设计专题的学习。使学生

学会在设计中掌握人的因素、学会提出和解决设计问题。 

二、课程内容和学时 

人因工程学在设计中应用 

专题设计一：行为设计（16 学时） 

第一章、行为设计 who\what\where\when(理论讲解) 

消费者、设计师、产品三方的互动关系 

1、消费者的使用： 

2、产品的使用体现 

3、设计师的实现 

第二章、观察实验---行为观察 

第三章、设计专题---行为设计 

专题设计二：交互界面设计（16 学时） 

第一章、交互界面设计 (理论讲解) 

1、交互界面概述、原理、原则 

2、信息设计 

3、视觉设计 

第二章、观察实验---交互界面设计相关调研 

第三章、设计专题---交互界面设计 

三、典型作业与训练（实践 16 学时） 

作业一：“行为设计报告”考核学生观察、分析、提炼的能力，综合运用知识能力。 

作业二：“交互设计报告” 考核学生观察、分析、提炼的能力，综合运用知识能力。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大作业 80% 平时成绩：20% 

 

执 笔 人：魏笑                     审核人：任戬 薛刚 

 

 

 

《专业设计软件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专业设计软件应用/ Professional design software applications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20 学时 

学 分 数：1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美）ADOBE 公司著.《adobe illustrator cs4 中文版经典教程》. 人民邮电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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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6.2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专业设计软件应用是为视觉传达专业同学介绍和讲解一些常用的专业设计软件。主要包括

PHOTOSHOP ILLUSTRATOR INDESIGN CORELDRAW 等在平面设计、企业形象设计及制版印刷

方面常用的设计软件，通过工具命令、实际应用效果、以及软件的发展态势等的讲解，给同学在设

计表现方面提供有效技术解决方案，积累一定的数字表现技法，从而为后期视觉设计思考的实现提

供一个扎实的技术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失量和位图软件的学习和训练，使同学能了解和初步掌握当代设计所需要的电脑技法。 

2．学习专业设计软件基本操作方法，掌握一些常用的造型、色彩处理以及设计理念的数字视觉表

达方式，并具备一定的输出效果控制能力。 

3.通过讲解和设计实训，训练同学电脑技法与实际设计相联系，理解相关设计方向的制作过程，培

养学生初步的专业设计能力。  

 

第一章 计算机图形学基础认知（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学习，使同学深刻理解失量软件与位图软件的区别，能够熟练掌握各种绘制工

具和技法，并对各种图形的组织能进行较好的控制，满足视觉设计时的对图案需求，能够掌握与位

图软件及排版印刷的结合，具备较好综合运用软件进行设计的综合专业 CAD 技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 

明确失量软件和点阵软件的应用方向，以及理解其具体差异性。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失量图形和点阵图形 

第二节 photohsop painter 等位图软件在设计领域应用简介 

第三节 Illustrator corel draw 界面失量软件在设计领域应用介绍 

 

第二章 Photoshop 工具命令讲解 （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的教学从 Photoshop 的工具箱开始，结合具体简单实例讲解选择、处理、调整、上色等工

具，并对上菜单和层等相关其它辅助功能进行相关介绍，使同学能够掌握基本的点阵专业软件技能，

并对辅助设计做好技术准备。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节重点是要掌握工具在具体设计要求下的灵活运用，并创造性进行组合做出一些特殊的艺术效

果。 

教学内容 

第一节 Photoshop 基本界面及初始操作规范讲解 

第二节 选择区、图章、笔触等工具命令讲解及基本相关操作 

第三节 模糊、锐化、柔化、减淡、去色等工具命令的讲解 

第四节 打字工具、形状图层、路径等工具应用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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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Photohsop 图形处理常用技法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对软件的整体存储、输出设置以及混合等高级效果进行讲解，使同学从开始就可以有

规划地设置页面，有效地进行组织和设计制作，对整体结果的输出有较好的控制 

。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要结合一些输出经验，对色彩和清晰度进行合理把握，并对整体制作思考有一定组织和有效

处理。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羽化、调整、粘入等图形技法讲解 

  第二节 色彩、调整、通道的设置及编辑技法 

第三节 图层的高级运用及模式的设置 

第四节 输出大小、分辨率、色彩模式等整体设置讲解 

 

第四章 Illustrator 常用工具讲解（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是向同学讲解失量软件的特点和如何使用，学习钢笔、调整、描边、上色等基本工具，并

结合具体实例进行创造性组织和制作， 终理解这些工具的各种变化和应用方向，为失量设计制作

打下较好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理解失量的硬边效果与点阵层次关系有明显的不同，应用方向各有特点。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选择区及绘制等工具介绍及相关实例讲解 

第二节 铅笔和钢笔工具绘制路径的方法及相关技巧 

    第三节 网格及变换工具和相关控制面板设置及调整 

 

第五章 Illustrator 常用图形绘制技巧介绍（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对失量的图形组合效果的控制和制作方法，理解多层次操作对效果的影

响，并学习一些特效的制作方法，为将来图形创意制作打下较好的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对多层次组合命令颜色特效的理解和应用。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群组及剪切板的运用和设置 

第二节 透明、渐变面板及实时上色等技法讲解 

第三节 描边、外观及滤镜和效果的综合运用 

第四节 图形绘制输出及综合性应用逻辑讲解 

 

第六章 Corel draw 图形软件工具及绘制（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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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教学目的是让学生理解 Corel draw 图形软件工具以及明确失量软件相互之间有哪些相同之

处，又有哪些差异，懂得基本的操作，并可以制作简单的效果.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不同失量软件的差异性以及其工具使用特点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版面及颜色添加基本应用讲解 

第二节 工具箱中形状、手绘、混合等常用工具讲解 

第三节 笔触、填充及交互式填充工具的讲解 

第四节 对齐和分布 位图等综合应用实例讲解 

 

第七章 Indesign 专业排版设计软件讲解（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让学生了解如何把设计好的图形进行排版印刷，掌握 Indesign 这个软件的操作方法和

输出规范，并在具体学习中理解一些印刷常用专业术语，为做出合理的印刷底版做好准备。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结合设计和排版效果，对印刷的一些常用术语的理解。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图片置入方法及调整排版技巧讲解 

第二节 文字的添加及绕排技巧 

第三节 版面设置及常用快捷键介绍 

第四节 典型排版方式及实例讲解 

 

                   第八章 案例和课题分析（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让学生通过综合训练，系统整体地学习设计组织和输出效果把握，将前期所学习的软件

知识和创造性的设计思考有效地结合展现出来。 

教学重点和难点 

通过案例深入分析，结合自己的特点做出极具个性的作品。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综合精典平面设计制作案例分析 

第二节 历届同学优秀设计作品分析 

第三节 作业课题分析 

 

执笔人：于吉震                   审核人：任戬 

《空间构成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空间构成基础/ space geometry and perspective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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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考试 

预修课程：形态认知 1.2，形态构成 1.2.3                               

教学参考书：《阴影与透视》高铁汉 杨翠霞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0.05 

           《设计制图》高铁汉  杨翠霞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0.02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空间构成基础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基础必修课，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表现形式。而阴影与透视

是空间构成基础的 重要的表现形式，是表达空间构成的一种语言，也是人类对视觉空间不断探索

的结果。根据视觉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表现方法，来达到预期的目的。通过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和形

体表达能力的培养，进行教学引导，使学生在视觉美学的表现技能方面打下一定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空间构成基础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明确如何用二维图形来表达三维形体，理解根据视觉

和内容来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 

2．掌握空间构成及形体表现的一般知识，能够完成不同视觉下的空间形体表现形式；掌握不同形

体与构成方式在空间中表达方式,体会空间形体和视觉语言表达间的关系。 

3．该课程对学生的空间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形象思维及空间构思能力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第一章 空间构成和形体的表现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让学生对空间构成与形体表现形式的了解。明确视觉的不同，空间形体的表现有所差异，

根据空间形体的内容，选择适宜的形体表现方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空间形体的表现。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空间构成 

第二节空间形体的表现 

 

第二章 空间透视表达及透视图画法 （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的教学从空间形体表达引出透视图画法的基础训练，要求学生了空间表达构成与透视间关

系，掌握透视的基本规律及常用的术语，并理解透视图画法的基本原理。使学生能在掌握基础知识

与基本技能的基础上，理解空间表达的形式及具体的画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节重点是透视图基本规律和画法原理，了解用二维图形如何表达三维图形。难点是透视术语与

画法原理在图纸中的表现。从透视图的形成原理入手，理解画面、形体与视点的关系，视点位置的

选择与构图的关系。 

教学内容 

第一节空间构成表达与透视关系 

第二节透视含义及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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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透视图常用用语 

第四节透视图画法原理 

 

第三章 平行透视的画法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运用平行透视来表现形体和空间关系。要求学生掌握平行透视中的消失点的变化，选

择合适的视距和视角来表现空间形体，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和表达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把握平行透视的量点画法原理，体会空间和表达关系。难点是视角选择在平行透视量点画法的

作用，通过大量形体组合的训练，掌握平行透视的画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平行透视的形成特点和规律 

第二节 平行透视视线法的画法 

第三节 平行透视量点法的画法 

 

第四章 成角透视的画法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透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成角透视，启发学生多角度观察形体，选择合适的视角表现出形

体的空间感，并掌握一般常用的简便画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成角透视的量点法的画法，通过对形体观察，选择合适的视角，表现形体和空间的关系。难

点是复杂形体组合的成角透视画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成角透视的形成特点和规律 

第二节 成角透视视线法的画法 

第三节 成角透视量点法的画法 

第四节 简便画法 

 

第五章 透视阴影 （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让学生从形体、空间和光线间的关系入手，来理解阴影的基本知识、构成和特点，以

及阴影的画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对阴影的形成规律及画法，难点是不同环境中的阴影透视画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透视阴影的基本知识 

第二节 阴影的构成和特点 

第三节 阴影规律和画法 

 

执笔人：杨翠霞                   审核人：任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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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与装饰艺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插图与装饰艺术/ Ilustration and Decorative Art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时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视觉语言 1,2  图形设计 创意思维                               

教学参考书：《插图创意设计》张大弓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6.01 

           《装饰语意设计》邬烈炎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2.02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插图是一门具有特殊性质的艺术形式，因为它处在很多学科的边缘，而且涵盖面、渗透力、融合性

都比较大。插图的这些特殊性质决定了它现在的表现形式多样，也在大众传媒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 

装饰艺术早已不是仅用于美化的纹样或填补空间空缺的艺术小品，它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大众艺

术，与环境、规划甚至人们的心理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它的艺术形式和造型语言又不是

孤立的，与其他的艺术形式、各个时期的风格流派，甚至是—与建筑的、产品的、科技的、人文的

多种因素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插图与装饰艺术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明确插图与装饰艺术的基本概念及作用。 

2.掌握插图表现形式、装饰构成方法和装饰形式语言的相关知识，能够完成装饰艺术作品。 

3.通过装饰绘画的创作设计，培养学生装饰意识、使学生能进一步正确认识插图的社会功效，理论

联系实际、提高装饰表现素质和动手能力。 

 

第一章 插图设计概述（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课程让学生对插图设计和装饰艺术的发展过程、现代插图设计和现代装饰艺术的应用和分

类进行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区分二者的不同之处。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插图的概念 

第二节 插图设计的特征 

第三节 插图设计的发展历 

 

第二章 插图设计艺术形式（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课程让学生对插图设计艺术形式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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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种艺术形式的区分。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写实风格的插图设计 

第二节 写实风格的插图设计 

第三节 装饰风格的插图 

 

第三章 插图设计空间表现方法（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去运用不同的风格样式表达不同的主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如何去区分不同的风格样式。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透视空间表现 

第二节 图与地的空间关系 

第三节 矛盾空间关系 

第四节 错觉空间关系 

 

第四章 插图设计的技法表现（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课程让学生认识和掌握插图绘制所需的不同技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种技法的绘制练习。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黑白点绘插图 

第二节 透明水色、水彩插图 

第三节 彩色铅笔插图 

第四节 丙烯画法插图 

第五节 喷绘、Photoshop 插图  

第六节 数码绘画插图 

第七节 卡通童话插图 

 

第五章 装饰艺术的基本概念与特征（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课程让学生了解什么是装艺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装饰艺术的艺术特征。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装饰绘画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装饰绘画的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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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装饰绘画的课程教学概述 

 

第六章 装饰绘画的形式构成（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对各种构成形势进行认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如何去区分不同的风格样式。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装饰绘画的形式美构成 

第二节 装饰绘画的画面构 

第三节 装饰绘画的空间构成与时间构成 

 

第七章 装饰绘画的构图方法（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课程让学生使学生了解适合装饰绘画的构图形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分析不同的构图方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装饰绘画构图的基本体裁 

第二节 装饰绘画构图的基本类型 

第三节 装饰绘画构图的基本处理手法 

 

第八章 装饰绘画的造型方法（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课程让学生了解装饰造型语言。 

教学重点和难点 

如何去运用装饰造型方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自然形的变化构成 

第二节 复合形的综合构成 

        第三节 意象形的创造构成 

 

第九章 装饰绘画的色彩方法（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课程让学生了解和掌握装饰色彩的运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装饰色彩与写实性色彩的区别。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装饰绘画色彩的形式语言 

第二节 装饰绘画色彩的视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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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装饰绘画色彩的色调构成 

 

               第十章  装饰绘画的材料与技法（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课程让学生了解不同材料方法所形成的不同的风格样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每种不同材料的制作工艺。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漆材料与工艺 

第二节 陶瓷材料与工艺 

第三节 金属材料与工艺 

第四节 木材料与工艺 

第五节 玻璃材料与工艺 

第六节 纤维材料与工艺 

第七节 综合材料与工艺 

 

执笔人：侯瑞                    审核人：任戬 

《图形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图形设计/graphic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时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视觉语言 1,2 创意思维                             

教学参考书：《图形与意义》尹定邦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11 

《图式的睿智》过宏雷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8.01 

《图形设计》袁洪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0.10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图形设计》是艺术学艺术设计专业的设计基础课程之一,这门课程承担着将学生已具备的造型能

力、创造性思维方式引向专业所需的方向与方法的重任，减少进入专业设计课程以后的学习障碍, 该

课程通过图形语言的研究,运用图形创意的相关思维方式,使学生从客观世界中、从生活中积累元素,

发现创意。创造性思维是图形设计的核心任务。同时,“图形设计”作为一门设计基础课程,不但在培

养学生创造性思维方式上有重要作用,而且也为更好地学习专业设计搭建了一个有效的衔接平台。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图形设计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明确图形设计的基本概念及它的性质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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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图形语言要素、图形变化的基础知识，能够完成图形提取和图形变化设计；掌握图形设计

的创意思维,能够根据相关主题和概念设计出构思新颖、系统、完整的图形设计作品。 

3．通过想象的方法，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建立“创意”的观念；通过联想的方法，训练学

生有意识地捕捉生活中的视觉形象，并创造新的视觉形象；通过象征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形式美感,

增强创意的表现力。 

4. 图形设计课程有助于不同专业方向学生获得必需的设计基础知识，提高审美意识和素养，使学

生更具开拓和创新精神，更自然衔接到专业设计上去适应社会、市场，与国际需求。 

     

第一章 图形的视觉传达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使学生对图形的基本概念有所了解，掌握作为信息的图形所具有的特征，并且研究图

形与视觉传达的关系，从视觉心理和视觉经验两个角度探讨图形信息与视觉传达之间的关联和转

化，根据图形与视觉心理、图形与视觉经验的关系进行图形设计的搜集整理，并对其中的信息进行

梳理和分析。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是图形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培养学生对信息感知的敏感性，难点是图形与视觉传达

之间的关系，能够巧妙地根据心理因素和经验因素进行图形的设计，实现图形设计的“有效性”。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图形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图形的信息特征 

第三节 视觉心理与图形设计 

第四节 视觉经验与图形设计 

 

第二章 图形的语言要素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的教学是围绕着图形的来源进行探索，要求学生了解进行图形语言设计的关键要素是

什么，掌握形态的模拟与图形设计的关系，学会从具象形态中进行抽象的提取与转化，了解不同艺

术流派的思想概念之下都生成了那些图形语言，并理解图形的解构与重组形成的视觉语言的变化。

要求写生与图形转化并举，使学生在掌握基本形态表达的基础之上完成图形的提取与转化。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研究图形设计的语言要素，分析它的来源，学会对原始形象进行转化，包括形态的模拟，

形态的抽象提取，为后来的图形设计打好基础和铺垫，难点是理解不同的艺术思想和概念与不同的

图形语言之间的关系，启发学生通过图形表达思想和概念。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拟像的变化 

第二节 提炼与抽象 

第三节 现代艺术思潮与图形语言 

第四节  视觉蒙太奇 

 

第三章 图形的基础训练  （1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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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的教学是围绕着图形的生成与变化进行的，要求学生在通过一些手段生成图形后，更进一

步地学会变化，如何使图形拥有丰富的变化，是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和途径去实现的。要求学生掌握

图形语言塑造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培养学生具有灵活的图形变化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教学重点是掌握图形设计的变化手段和方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学会对基础图形进行

控制和调整，对元图形能够进行更深层次的组织、变化和表达。难点是掌握不同的图形变化手段，

鼓励学生进行多种途径的变化实验，并进行对比和总结。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形态捕捉 

第二节 形态组织 

第三节 形态自由变化 

第四节  形态的控制变化 

第五节  时间与空间元素的介入 

 

第四章 图形的创意思维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的教学重点是在上一章图形变化的基础之上，研究图形的创意思维和创意表达，要求学生掌握

图形设计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性的表达方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难点是在引导学生学会有意识、有意图地进行图形的变化，学会将图形与创意进行基础上进行

意义的表达，能够在图形中发现概念和意义，并可以根据意义设计图形。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图形创意的原则 

第二节 图形创意的思维方法 

 第三节 图形创意的思维表达 

第四节  图形创意的形式与方法 

 

第五章 图形的设计意图 （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让学生在前阶段的图形基本变化以及创意的思维训练之后，学会运用图形进行概念系

统的整体表达，即运用图形来阐述意图和理念，鼓励学生从设定的概念出发，去关注并发现与概念

相关的生活现象，提炼转化后，完成整体的概念图形设计作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根据课题和概念进行分析和设计，完成系统化、完整化的概念图形设计。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图形中的概念 

第二节 概念的视觉化传达 

第三节 概念延展与意象表达 

第四节 图形动势中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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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时代语境与图形设计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从整个时代作为设计语境，了解图形设计的新理念，以及目前国内外图形

设计的发展状况和新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教学重点是学习国内外不同领域中 当下的图形设计及其设计应用。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学科交叉和融合 

第二节 观念拓展与视觉创新 

第三节 媒介文化时代的视觉实验 

  

执笔人：张嘉铭               审核人：任戬 

《视觉语言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视觉语言 1/ Language of  Vision 1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专业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8 学时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学科基础 图形设计                               

教学参考书：《美国视觉设计学院用书•完成设计(从理论到实践)》蒂莫西·萨马拉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8 年 12 月 

《设计元素:平面设计样式》蒂莫西·萨马拉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8 年 12 月 

《平面设计与印刷工艺》赵小林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视觉语言 1 综合了平面设计的诸多原理，重点从版式设计原理、字体风格、色彩应用、空间处理、

图像选用等，以及如何将这些设计元素整合起来的方法，帮助学生掌握优秀平面设计的基础技巧。

该门课程是学生掌握专业知识、提升设计技巧的重要课程。系统了解掌握从原理到概念，从草图到

细化的版式，一直到完成作品的深度分析，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实现自己的设计思想的完整过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视觉语言 1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明确该课程的意义。 

2．掌握从原理到概念，从草图到细化的版式，一直到完成作品的深度分析。 

3．通过设计实训，培养学生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实现自己的设计思想的完整过程。 

 

第一章 色彩基础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的教学从色彩基础方面进入基础训练，要求学生了解色彩的识别与相互影响，熟练应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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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体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节重点是色彩对情感与信息的传达。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色彩识别 

 第二节 色彩的相互影响 

 第三节 色彩体系 

 第四节 情感与信息 

 

第二章字体设计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的教学从字体的设计和使用方面进入基础训练，要求学生了解字体的特性，熟练选择和设

计使用字体。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把握字体的风格与整体设计的统一。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字体的结构与视觉效果 

 第二节 字体的风格的问题 

 第三节 文字的构成 

 第四节 字体的肌理与空间 

第五节 作为信息的字体 

 第六节 色彩如何改变字体 

 

第三章 图像世界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目的通过对图像的讲解，启发学生用多角度观察周围的媒介、手段与表现方式，吸收对自身有

启发的设计要素以进行视觉语言表现。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策略与定位学习，通过对图像部分的学习，抓住图像表现的内定与理念。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真实，非真实，另类 

第二节 媒介与手段 

第三节 表现的方式 

第四节 内定与理念 

 

第四章 平面造型和空间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让学生对平面板式的造型和空间的定义与分类了解，即平面设计版式设计原理的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平面造型与空间意义的生成。 

教学内容 

 第二节 平面造型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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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平面空间的填充 

 第四节 构成的方法 

 第五节 意义的生成 

 

第五章 整合一切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是对前 4 章节的整合和延续，启发学生多用心、用脑、用眼、用手进行视觉元素的建构。目

的是让学生在前阶段的学习思考及调研、草图过程中，来整合自己的视觉语言，使其整体秩序。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对课题进行分段设计训练与分析后进行整合，完成设计草图。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视觉逻辑编排 

第二节 建构页面秩序 

第三节 直觉的编排方式  

第四节 组合字体与图像  

第五节 排版系统 

 

第六章 印刷与完成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学习并了解印刷工艺及流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印刷对设计实现的重要意义与作用。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数字印前系统以及文字、图像、图形信息处理 

第二节 印刷网点基本要素的选择与输出 

第三节 组版、拼版与胶片输出技术 

第四节 印刷品色彩 

第五节 印后加工 

第六节 印刷材料 

 

执笔人：王爱莉                    审核人：任戬 

《视觉传播心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视觉传播心理/visual communication psycholog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时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形态体系课   视觉语言 1   图形设计                           

教学参考书：《视觉传播概论》 任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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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视觉传播心理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理论课，主要从视觉语言的特性、传播心理学、大众传媒与视

觉传播三个部分进行讲授。使学生了解视觉认知的过程和特点、视知觉理论、视觉表征与视觉的美

学特征。掌握传播心理学的建构以及受传者心理系统对传播信息的选择。在学习如何用图像传递信

息和获取信息的同时明确视觉疲劳、视觉素养、视觉说服和视觉刻板印象的知识，进行教学引导，

使学生了解艺术设计过程中的视觉传播心理。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视觉传播心理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艺术设计过程中的视觉传播心理。 

2．掌握视觉语言、传播心理学、大众传媒与视觉传播的基本理论，使学生能够了解受众心理以便

使用这些理论进行艺术设计创作。 

3． 通过设计实训，培养学生具备与社会密切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整体的策划理念及动手能 

力。 

 

      第一章 视觉语言的特性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使学生明确视觉传播的研究对象与发展、视知觉理论、视觉认知的过程和特点、视觉表征

和视觉的美学特征。 

教学重点和难点 

    视觉认知的过程和特点，图像意义的表征与交流，视知觉理论。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视觉文化传播理论                             

           1 从看获取信息 

           2 视觉传播的研究对象和意义 

           3 技术演进与视觉传播的发展  

           4 视觉传播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视觉认知 

           1 感与知的奥秘 

           2 视觉认知的过程和特点 

           3 视知觉理论 

第三节 视觉表征 

         1 表征与视觉表征          

2 图像意义的表征与交流          

3 视觉表征研究的理论范式 

第四节 视觉的美学特征 

1 美学视野中的视觉信息 

2 美与视觉认知 

3 媒介美学 

 

第二章 传播心理学 （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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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使学生掌握传播心理学的建构，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任务，受传者心理系统对

传播信息的选择等。 

教学重点和难点 

    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任务，受传者心理系统对传播信息的选择---选择的机制、地

位、法则与传播者的心理应对和对大众传播的选择及传播者的心理应对。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传播心理学本论 

1 传播心理学的建构 

2 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任务 

3 提出传播心理学的依据 

4 传播心理学与其他专业心理学的关系 

第二节  受传者心理系统对传播信息的选择(一) 

——选择的机制、地位、法则与传播者的心理应对 

1 心理选择的历史逻辑和生理机制 

2 心理选择授予信息“传播致效参与权” 

3 受传者心理系统选择信息的地位与法则 

4 传播者的心理应对 

第三节  受传者心理系统对传播信息的选择(二) 

——对大众传播的选择及传播者的心理应对 

1 对大众传媒的选择及传播者的心理应对 

2 对新闻信息的选择及传播者的心理应对 

3 对广告信息的选择及传播者的心理应对 

4 对图书信息的选择及传播者的心理应对 

 

第三章 大众传媒与视觉传播（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使学生掌握如何用图像传递信息、如何从图像中获取信息以及视觉传播的知识等，

培养学生具备与社会密切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使其应用在在今后的艺术设计活动之中。 

教学重点和难点 

    图像与叙事，图像解读中受众的地位，思维的哲理与抽象的形式，视觉象征与说服，视觉说服

中的谎言。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用图像传递信息 

1 文与图的对立统一 

2 图像与叙事 

3 电影电视信息的图像化 

4 平面媒体信息的图像化 

5 图像信息的语法逻辑 

第二节  从图像中获取信息 

1 图像解读中受众的地位 

2 图像传播中的受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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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像中传播者和受众的交流 

第三节  论形象活动的视觉疲劳 

1 重复形象活动 

2 形象活动无特殊性 

3 形式与形状 

4 视觉的普遍性 

5 思维的哲理与抽象的形式 

第四节  视觉素养 

1 视觉素养与大众传播 

2 视觉素养与信息认知 

3 视觉素养教育 

第五节  视觉说服 

1 视觉的说服力量 

2 视觉象征与说服 

3 视觉说服中的谎言 

第六节  视觉刻板印象 

1 视觉转向中的刻板印象 

2 视觉传播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执笔人：徐微微                    审核人：任戬 

《视觉语言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视觉语言 2/ visual language 2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8 学时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形态体系课程、视觉语言 1、 图形设计                                

教学参考书：《《英国设计基础系列——视觉语言》大卫·科恩, 斯科特·安德森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

社 2012 

《视觉符号》（英） 大卫·科罗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视觉语言探析——符号化图像形态与意义》朱永明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视觉语言来源于科学的造型理论，以视觉为媒介使用视觉语言进行有效准确的信息传达是视觉

传达设计的本质，视觉语言是设计师传达信息的重要手段，因此对视觉语言的学习也是视觉传达设

计专业基础的基本内容。视觉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是无国籍之分的国际性语言，承载着信

息传播与沟通的任务，视觉语言 2 着重从语言传播的新媒介、符号、等方面讲授视觉语言的动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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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特别是视觉符号语言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意义如何生成、转换与发展。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视觉语言传播新媒介与特征的学习，使学生明确视觉语言的媒介概念和特点，尤其是视

觉语言的符号化特征； 

2．探究视觉语言传递信息的原理； 

    3．掌握通过视觉语言这一特殊的符号和符号系统如何展示设计意图、传达信息并达到预期效

果的方法，针对不同语境合理地运用视觉语言，为进入后续视觉传达专业设计课程打下坚实基

础。 

 

第一章 视觉语言概述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让学生了解视觉语言的概念。明确视觉语言的要素和特征。 

教学重点和难点 

视觉语言的要素和特征，对视觉传达设计中视觉符号语言进行深入分析、了解。 

教学内容 

第十三章 视觉语言的概念 

第二节 视觉语言的新媒介特征 

 

第二章 视觉传达设计中视觉语言的符号化特征（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的教学从符号学知识入手，衔接形态基础课程，解析视觉语言的符号化特征，以及在信息

传达中视觉语言的解读与传递本质。要求收集本多元文化影响下视觉符号语言生成的设计作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视觉语言符号的解读与传递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符号学与符号定义 

第二节 符号的三个类型和层次 

第三节 视觉语言的符号化特征 

第四节 视觉语言符号分类 

第五节 视觉语言符号的解读与动态传递 

 

第三章 视觉传达设计视觉符号语言的表现 （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对视觉语言要素的表现方式方法进行学习。要求学生掌握视觉语言设计的基本设计理

论和设计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在新媒介中图形、文字、色彩的视觉语言表现特点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文字与视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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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色彩与视觉语言 

第三节 图形与视觉语言 

 

第四章 视觉语言与信息传播 （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信息传播过程中视觉上的编码与解码，进一步探索视觉语言形态的建构方

法。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媒介形态影响下的多元视觉符号语言进行调研。 

教学重点和难点 

视觉语言形态的建构方法，通过对当下设计样态的学习，收集本多元文化影响下视觉符号语言生成

的设计作品，借鉴和模仿视觉语言建构方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信息传播的视觉编码与解码 

第二节 信息传播中的视觉语言形态建构方法 

第三节 图像话语与视觉修辞 

 

第五章 视觉符号语言的意义生成、转化与发展的实践与案例（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结合案例让学生明确前一阶段学习的视觉语言信息传播原理，并结合自己在前阶段的

思考及调研，实践所学到的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对课题进行分段设计训练与分析，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媒介形态影响下的多元视觉符号语

言应用案例进行调研，命题做字体设计、标志或图标设计实践。 

教学内容 

7．从视觉符号语言 

8．新媒介中的视觉符号语言 

9．界面交互设计中的视觉符号语言 

 

第六章 多维化发展的视觉语言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媒介形态变化对视觉语言的影响，以及视觉语言的多维化发展态势。

要求学生注意和把握视觉语言的新变化。 

教学重点和难点 

视觉语言在多种媒介中的发展变化 

教学内容 

 媒介形态的变化对视觉语言的影响 

 视觉符号语言的发展态势 

 

执笔人：张欣                    审核人：任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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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传媒学/communication studies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时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视觉语言 1，2  图形设计 广告设计                               

教学参考书：《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刘海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传媒学”也叫传播学,是指研究人类传播行为发生、发展的规律与社会关系的一门学问。广义上传播

学课程具备坚实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传播学史论基础知识，掌握电视、网络媒介

数字视频传播原理、技术和方法，具有从事影视编导、策划、制作、主持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教学

和管理能力。该课程将传播学内容与艺术设计领域相互交叉融合，从艺术性和商业性角度解读分析

传播学背景下艺术实践与作品，进行教学引导，使学生建立传播学背景下艺术活动的基本意识和观

念。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传媒学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明确传媒学基本概念及它的性质和作用。 

2．掌握大众传播的一般知识、一般手段和方法，能够对大众传播的途径、方式、类型进行较为全

面的掌握与了解。。 

4． 通过对当代大众传播实例剖析，培养学生具备与社会大众传播密切结合、理论与实战相结合的

整体策划理念及操作能力。 

 

第一章  大众传播理论概述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章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信息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大众传播再国内外的基本发

展过程和当代大众传播的进程状况。 

教学重点和难点 

传媒学相关概念，大众传播相关概念。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大众传播的概念 

第二节 新的媒介环境 

第三节“传播学”在中国的建构  

 

第二章  大众社会与大众文化时期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章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信息传播时代背景下相关媒介产业的发展及其被大众社会认知的过

程，通过大众媒介的发展推动大众社会的批判与论战。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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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产业的分类，发展进程及大众社会对媒介的认知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媒介产业的崛起和大众社会认知 

第二节 大众媒介发展的循环 

第三节 大众社会的批判与媒介论战 

    

第三章 传播的六种话语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章通过对 话语 的研究阐明“ ” 话语就是围绕着特定语境中的特定文本所形成的传播实践和社会

实现。是研究为什么人们用某种方式对某事物进行表述，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导致了这种话语，这

种表述可以自我证明吗，导致了什么后果呢。进而探究 传播 为什么称为 传播 呢？这样德定义是“ ” “ ”

否受到认可并是否具备一定的功效。 

教学重点和难点 

话语的定义、传播的功效分析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传播与传递 

第二节 传播与控制 

第三节 传播与权利 

第四节 传播与共享、互动 

 

第四章 大众传播的效果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本章通过对大众传播早期、中期及当代三阶段不同传播效果的定义研究，进而试图分析大众传

播对于人的认知层面及行动层面效果的差异化。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大众传播三阶段效果、传播效果三层次理论 

教学内容 

第一节、子弹理论 

第二节 有限效果模式 

第三节 教养理论 

第四节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 

 

第五章现代社会中的大众媒介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 

    

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大众传播媒介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向来互相影响。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

变迁，都会引起传媒的调整与变化；反之，大众传媒对社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培养

大众的欣赏趣味、引导舆论及推动社会迈向文明等。本章通过对现代社会大众传播的当代案例剖

析，抽离理论、还原大众传媒的实际功效与作用，进而达到对大众传播的明确认知。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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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当代社会生活的交织体现在各行各业、众多领域，通过事件、案例还原大众传播本质是

本章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大众传播与媒介 

第二节 媒介的功能 

第三节 大众传媒与广告   

第四节 大众传媒与流行文化 

执笔人：郭世飞                   审核人：任戬 

 

《创意思维》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创意思维/Creative Thinking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时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核 

预修课程：视觉语言 1,2   图形设计  视觉传播心理 

教学参考书：   

1，胡雨霞著.《创新思维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刘卫平著.《创新思维》浙江人民出版社 

3，彭建伯著.《开发创新能力的思维方法学》，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4，陈龙安著.《创造性思维与教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5，杨雁斌著.《创新思维法（第二版）》，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6，何名申著.《创新思维修炼》，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7，梁良良主编.《创新思维训练》，中央编译出版社 

8，Osborn, A (1953) Applied Imaginat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9，Wallas, G (1926) The Art of Though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0，Parnes, SJ (1992) Sourcebook for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Buffalo, NY: Creative 

Education Foundation Press.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创意思维课程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主干课。创意思维与创造性活动相关联。是多种思维

活动的统一。与传统的单一逻辑思维不同，创意思维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和内在联系的高度

把握，并通过新颖独特的创意活动，指引人们去获得对具体问题解决的方法和灵感，从而产生

前所未有的思维成果。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本课程中主要以艺术设计领域中的创意思维为学习重点，了解创新思维模式、特征和规

律； 

    2.运用多种创新思维的理论模型和方法，快速准确抓住创意的灵感， 终形成系统性的

问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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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创意思维在各领域的概述（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主要通过对创意思维过程的理论学习，全面了解人脑的认知结构，并在特定社会文化和

价值观的制约影响下，如何形成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和内在联系的思维过程。从中找到创意

构思的思考模式、特征和规律。并通过大量的练习，打开创意的源泉； 

教学重点和难点 

   学会运用创意思维，解决具体的艺术设计中的创新问题。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人类认知结构和思维过程的主要理论（多元智能理论，PASS 理论, 斯腾伯格的人类智

力的三元理论等） 

    第二节 创意思维的概述 

    第三节 逻辑思维与创意思维 

    第四节 创意思维与环境 

第五节 创意思维与心理 

 

第二章创意思维在艺术设计领域的方法概述（8学时） 

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把创意思维运用在艺术设计领域，掌握创意思维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创意思维体系的由来以及主要模式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启发创意思维的源泉 （自然之源 意象之源  特性之源  想象之源） 

第二节 创新思维过程的理论模型和系统性方法 

2.1 英国心理学家沃拉斯（Graham Wallas）提出的准备、酝酿、明朗、证验四阶段结构模型（Model 

for the Process of Creativity） 

第三节 奥斯本 Alex Osborn 的头脑风暴和七步结构模式（seven-step model for creative 

thinking） 

第四节 美国学者帕内斯 Parnes 提出了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六步模式（The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CPS) Model） 

2.4 我国学者杨纪柯的 SGLX 循环结构模式。 

 

第三章 艺术设计创意思维方法案例详解 1（8 学时） 

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发散思维的创造力  

第二节 形象思维的想象力 

第三节 直觉思维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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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艺术设计创意思维方法案例详解 2 （8 学时） 

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通过了解案例，学习其中的创意思维方法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多种创意思维之间的关系。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横向逆向思维   

第二节 想象与联系思维 

第三节 多角度立体思维 

第四节 灵感思维   

 

第五章 创意思维方法在平面视觉中的应用训练（8学时) 

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课内实践和创意思维的典型训练 ，通过练习 1 头脑风暴 2 组合技法 3 信息交合法 4 交点法 5 形态

分析法 6 列举法 7 设问法 8 其他方法，掌握创意思维在平面视觉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依据课程作业训练的渐进，进行分层考核。作业 1 运用创意思维，改造一个日用品。作业 2 运用

创意思维，改造一个经典的著名的平面设计作品或绘画作品。作业 3 要求：以本课程中学习到的创

新思维的理论模型和方法为基础，总结个人学习过程中的创意思考过程，提出一个适合自己思维

特点的综合创意思维模型，并运用这个模型完成作业。作业的主题是《自我推销》。形式不限。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建立符合自身思维特点的个人综合创意思维模型 

第二节 创意思维在平面视觉设计中的应用 

 

执笔人：陈琳                    审核人：任戬 

《图表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图表设计/ graphic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8 学时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视觉语言 1,2  图形设计 创意思维                               

教学参考书：《图表设计》叶苹 段佳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6.06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图表设计》课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主干课。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信息知识充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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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已然进入到一个速食般的“读图时代”，所以，信息更为

快速有效的梳理和传达，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图表”便当之无愧担当起了这一重

任。图表已经成为信息有效传达的强有力工具，今天的设计师怎样能够设计出一个好的信息图表，

已经成为必要掌握的一项技能。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在掌握图表基本要素的基础上，创作出既有数据可读性，又

有视觉可观性设计作品。 

2．通过对图表的系统研究，进而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逻辑能力、观察能力和审美能力，针对图

表设计范畴，进行收集、分析、整理、设计方面的阶段性练习。 

3．在针对性图表的课题训练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作品更具有时代性和独特性。 

 

第一章 信息与图表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内容对图表设计的概念、功能及发展进行了概述，明确图表设计的思维方式，要求学生对图表

设计的基本知识点有所了解，并学会如何从视觉设计角度看图表传达艺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图表设计的应用功能；图表传达艺术的特点。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从信息社会看图表应用功能 

第二节 从历史进程看图表发展概况 

第三节 从视觉设计看图表传达艺术 

 

第二章 图表的类型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教学对图表的类型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要求学生对其分类进行明确的认知，根据不同受重

的需求进行图表设计，更好的为后期专业图表设计给予了清晰的设计条理和思路。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节重点是对图表设计具体类型的研究，难点是如何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和细化理解，进而达到对

图表类型的详尽掌握。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图表类型综述  

第二节 图表类型细分 

 

第三章 图表设计的构成要素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图表设计的基本构成要素，掌握图表的设计方法，结合构成要素进

行优秀创意的传达。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图表设计的构成要素，难点是如何对图表设计构成要素进行游刃有余地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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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第一节 内容要素    

第二节 形式要素 

 

第四章 图表设计的传达原理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要求学生了解图表设计的视觉传达流程，掌握图表设计的视觉传达切入点，进而培养学生的

创造性思维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图表设计的视觉传达原理，难点在于如何根据其原理进行深入学习和揣摩，使学生更有效

地对图表设计进行全面的理解，从而提高综合设计运用能力。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列表        

第二节 对照        

第三节 图解 

第四节 标注         

第五节 连接     

第六节 秩序 

 

第五章 图表设计结构与应用  （2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通过对图表设计结构的收集与研究，加深对图表的认识与理解，逐渐掌握对信息的梳理与归

纳，由此可以达到让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设计的教学目的，开拓学生视野，提高图表设计专

业水平。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完成图表结构的训练与分析，难点在于对图表结构的有效提炼与深化研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统计图表的图示结构  

第二节 示意图表的图示结构 

第三节 地图图表的图示结构 

第四节 界面图表的图示结构 

第五节 历法图表的图示结构 

 

执笔人：郭雅冬                    审核人：任戬 

《广告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广告设计/ advertising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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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视觉语言 1,2  图形设计 创意思维                               

教学参考书： 《广告设计》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巍   2005.06 

《广告文案与写作》郭有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05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广告设计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既是关于广告经营活动规律性的科学,也是一门关于广告行业

的艺术学科,所以学习广告要注意联系实际,注重实践操作技能。该课程作为视觉传达专业的专业必

修课程，从设计师的角度出发，结合视觉传达专业学生的特点，通过大量分析、研究国内外优秀广

告作品，向学生系统地介绍广告设计的规律与方法。以一个广告设计师的眼光和视野去审视、去训

练、去探索、去思考。通过系统的学习和了解，培养学生对广告设计方面的设计思维能力和表现技

巧的能力，通过有效的实战训练，不断提高学生的广告设计能力和广告鉴赏能力。培养出具有较高

综合素质的，有宏观把握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广告设计人才。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广告设计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明确广告设计的目的，广告设计的起源于发展。 

2．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广告学原理、各种广告媒体的特征，懂得广告策划、广告设计及编排制作

等。通过设计实训，培养学生具备与社会密切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整体的策划理念及动手能 

力 

3．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正确掌握平面广告设计的基本规律和艺术法则，创造出新颖别致、

具有创造思维广告设计方案。 

 

第一章 广告设计概述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广告设计的基本属性、以及广告的历史发展脉络，认识平面广告设计在当今

社会发展中重要的经济文化作用。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全面深入的理解广告广告设计概念，能

够准确掌握不同广告类型的特征，认识到广告设计对社会商品及其企业形象传达的重要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广告的属性、功能与分类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广告概述 

第二节 广告发展史 

第三节 广告的基本功能与分类 

第四节 中国广告业的现状与趋势 

 

第二章 广告设计市场调研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的教学从市场出发，使学生充分了解企业或商品的市场动态，掌握广告调查的方法与调研

流程，能够独立和协作完成广告调查并写出市场调查分析报告。要求数据真实、思路清晰、语言通

顺、观点明确。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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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重点是掌握广告调研的方法，以及基本流程，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广告调研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广告调研的方法 

第三节 广告调研的基本流程 

 

第三章广告设计的构成要素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对广告设计构成元素的学习。广告设计是涉及图形、文字、色彩，版式等种媒介完成

的综合性系统化的工程。要求学生掌握广告设计的动态与静态的构成元素，培养学生具备与社会密

切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整体的策划理念及动手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把握构成广告的基本元素，包括图形、文字、色彩、版式，难点是如何将这些元素整合到媒介

中传播出去。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图形 

第二节 文字 

第三节 色彩 

第四节 版式 

 

第四章 广告设计的创意与表现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结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启发学生的创意思维能力，通过对合中外优秀广告作品的分析，提高学生

创新意识和视觉创意表现能力，启发学生发挥 大想象力进行广告创意。从创意角度出发，使学生

掌握广告创意观念，认识当代优秀广告创意作品标准，提高创意评判水平。要求学生对广告创意，

对广告定位策略的核心内容有全面深入的理解，准确掌握创意的概念，并了解经典的创意主张和几

种重要的创意思路。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如何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难点是如何进行广告定位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广告定位 

第二节 广告设计的思维方式 

第三节 广告设计的视觉表现方式 

第四节 广告设计的创意表现手法 

第五节 优秀广告案例分析比较 

 

第五章 广告设计原理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系统阐述了广告设计的原理及表现技法，要求学生在明确广告目标与要求的基础上，能灵活应

用以上原理、法则和技法，并结合实训掌握广告设计的形式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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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掌握广告设计的原理，掌握广告设计的基本方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广告设计的目标与要求 

第二节 广告设计的基本法则 

第三节 广告设计的视觉表现技巧 

 

第六章 平面广告的设计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平面广告设计的基本法则，并能够合理运用设计法则进行平面广告设

计。本章系统阐述了广告设计的原理及表现技法，要求学生能灵活应用以上原理和技法，并结合实

践创作相关作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灵活的运用平面广告版式设计的法则，并能够合理的应用于实际项目。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广告设计的版式编排类型 

第二节 广告设计的版式构成 

第二节 广告设计的版式编排方法 

 

第七章 广告设计的实施（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从市场的角度出发，使学生掌握平面广告设计作品符合市场的需要，并能够了掌握广告

传播媒介的属性以及特点，从而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掌握广告媒介市场以及材料属性，并能够合理的应用。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广告设计的基本流程 

第二节 广告媒介属性分析 

第三节 广告实施过程的整合 

 

执笔人：石磊                   审核人：任戬 

《媒材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媒材设计/ media materials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时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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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修课程：视觉语言 1,2  图形设计 创意思维                               

教学参考书：《嗨！新媒体》杨艺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06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平面印刷为主的视觉传达发展到一个瓶颈，新的媒介形式为视觉传达的发展提

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媒材设计课主要研究的是媒介的材料，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增强学生在设计

中使用材料的观念，把材料当做设计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强化“万物皆媒介，媒介可以是

万物”的概念，让学生通过调研理解世间任何存在的事物都可以作为材料来设计作品，媒材无处不

在，并为设计提供无限的创意来源和灵感。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媒材设计课程的学习，让学生理解万物皆媒材这个概念。 

2．通过学习，了解在视觉传达设计中，如何选择材料，材料与主题之间的关系。 

3．启发学生同样的一种材料，有多重表现形式。让学生可以通过材料来经行创新。 

 

第一章 媒材的概念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媒材的概念，新媒介对于视觉传达设计的意义是什么，媒材、媒介、媒

体一字之差，在概念上有什么区别，要求学生通过调研，自己给媒材下一个定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万物皆媒介概念的理解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什么是媒介 

第二节 媒材、媒介、媒体 

第三节 万物皆媒材 

 

第二章 艺术家对媒材的探索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从历史的角度为学生展示艺术家们在媒材领域都做了哪些探索，艺术家们在材

料上的创新为当代艺术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教学重点和难点 

艺术家们在媒材上的选用未必是新材料，很多材料只是赋予了新的概念和使用方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毕加索 

第二节 伊夫克莱因 

第三节 杜尚 

 

第三章 媒材的应用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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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材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应用于视觉传达设计的方方面面，本章节从视觉传达的几个重点课程出发，

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增强学生在设计中运用材料的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要如何把理论转化到实际应用中。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字体设计 

第二节 网页设计 

第三节 包装设计 

第四节 动画设计 

第五节 插画 

第六节 广告设计 

第七节 其他 

 

第四章 媒材设计未来的发展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节的学习，让学生掌握媒材设计发展的前沿领域，鼓励学生从科技发展、社会需求几个

方面作为出发点来进行艺术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媒材设计未来的发展和科技息息相关，要求学生对科学领域有一定的关注。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生物领域 

第二节 数字技术 

 

第五章 媒材设计的创意方法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主要的目的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要求学生对传统的材料重新认识，不断挖掘同一

种材料的不同可能性，了解新的科技和材料，为媒材设计提供无线的可能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要的不光是从材料上创新，而是在观念上的创新。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传统媒材的创新应用 

第二节 科技的力量 

第三节 媒材与主题 

 

第六章 媒材设计作品赏析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国内外媒材设计的作品分析，开阔学生的眼界，激发学生对媒材设计的兴趣，以及如何从材

料的角度来进行创意。 

教学重点和难点 

学习国外媒材设计的思路和观念。 



艺术设计学院 

                                                                                                                 416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媒材设计作品赏析 

 

执笔人：郭靖雅                    审核人：任戬 

《设计与实践》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设计与实践/ design and practice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时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视觉语言 1,2  图形设计 创意思维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设计与实践是艺术设计专业的必修课，以设计为主线，从实践出发，了解市场、分析消费者。站

在语言、艺术、科学、社会的角度研究设计与实践的关系，重视设计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结合

国内设计市场发展的新趋势，通过国内外各种类型的设计作品，从艺术性和商业性角度解读分析

作品，进行教学引导，使学生充分了解设计与实践的关系。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设计与实践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产品或商品性质的实践因素及社会因素有足够的认

识。 

2．通过课程之中的设计、训练，通过手绘和计算机，绘图训练，头脑风暴训练，使学生熟练掌握

设计方法、步骤，并具备独立运用到视觉传达设计中进行表达的能力。 

3．探究消费者心理和市场因素的影响，使学生了解设计与市场、设计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通过

带领学生完成一个真实的设计案例，让学生体验整个设计的创意、开发、交流、沟通、表达的整

个过程。 

 

第一章  设计概述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让学生对设计的起源及发展有所了解。明确设计师与市场以及设计与市场营销之间的关

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市场营销概念，设计与市场营销的关系。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设计的起源及发展 

第二节 设计的起点与终点 

第三节 设计师与市场的关系 

第四节 设计与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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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哲学的角度看设计与实践（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让学生从哲学的角度思考设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明确设计理论指导

设计实践，设计实践有助于理解设计理论并检验设计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设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设计理论对实践的指引 

第二节 实践对设计理论的检验 

 

第三章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设计与实践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让学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待设计与实践的过程，从设计的思维入手、理解设计的理念、掌握

设计的语言。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把握设计的思维与理念。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设计的思维 

第二节 设计的理念第 

第三节 设计的语言 

 

第四章 从艺术的角度看设计与实践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让学生从感官体验的角度来考量设计，让人类的五种感觉——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

觉更多地参与到设计中来。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设计与五感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设计与感官 

第二节 设计与理念 

第三节 设计与形式 

 

第五章 从科学的角度看设计与实践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培养学生从设计师的角度来思考，不要单一孤立地考虑其中的某一环节，而忽视其它环节，

促进学生去了解先进的科学技术、制作工艺和新型环保材料的性能优势，在此基础上去发挥对美的

创造力和想象力，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更具人性化的作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科学与设计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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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第一节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第二节 科学与设计的结合 

第三节 设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第四节 实践对设计的反馈 

 

第六章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设计与实践（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让学生从设计师自身的价值和社会角色的角度来思考，理性地看待设计，要知道设计并不

是为了设计而设计，设计需要具有社会价值。 

教学重点和难点 

市场营销概念，市场调研。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设计思维的社会性 

第二节 设计师的社会角色 

第三节 设计的社会价值 

        第四节 对命题作业进行讨论 

 

第七章 设计实践（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通过把企业的研发任务转化成课题的形式使得教学与实践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让教学更有

目标性，通过这样的转化使学生更有设计创意积极性，共同动手参与，使得原创的想法能够赋予实

施， 大化地激发学生的设计潜质，在整个系统的学习中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通过实战，让企业的设计师针对学生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辅导，使得学生能够综合性地思考设计

所涉及的市场、营销、消费者心理、设计管理等问题，创造性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头脑风暴、实践操作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对命题进行头脑风暴 小组讨论                 

第二节 设计工作室实地讲课，与设计师沟通交流，实践操作    

第三节 做设计方案进行小组答辩          

 

执笔人：夏佳                    审核人：任戬 

《信息可视化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信息可视化设计/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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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时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视觉语言 1,2  视觉传播心理  图表设计                               

教学参考书：《数据可视化之美》Julie Steele、Noah Iliinsky、祝洪凯、 李妹芳 机械工业出版

社 (2011-06 出版)、《大容量信息整合设计(精装) 》 拉克什米·巴斯卡兰、 何积惠 上海人民美

术出版社 (2007-01 出版)、《信息可视化：交互设计》斯彭思 (Robert Spence)、 陈雅茜 机械工

业出版社 (2012-01 出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设计如何在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同时，又能简明扼要、直切主题，并极具功能性呢？又是如何在具备

强有力的视觉力量的同时，还能在受众面前化于“无形”之中呢？本课程从现代艺术与设计的观念

和角度阐述信息可视化设计。首先介绍信息可视化设计的理论和方法、信息图形、信息构架、动态

可视化等内容，然后列举大量信息可视化设计案例。本课程主要以课堂讲授为主，附以研讨会的形

式讨论课题, 体验信息架构的创作过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使学生掌握从数据到信息的提炼方法，各种信息的视觉化以及基于受众、文化、时间、技术等

条件的信息展示。 

2．本课程从信息交流的角度分析信息发展的历史、特征、表现方法和原则，随着静态表现，动态

表达，交互传达的进程逐步分析信息表现方式。 

3．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训练和加强学生对信息元素的实践应用，以信息传递为手段、培养全方位

思维模式。 

 

第一章 从对前辈的学习入手信息可视化设计（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信息设计历史，信息可视化设计的需求与价值价值。 

教学重点和难点 

信息设计需求与价值。 

教学内容 

第一节、信息可视化总论 

第二节、选择与制作信息图的五大要素 

 

第二章  信息可视化设计基础理论研究（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的教学从掌握视觉设计与视觉心里入手，对色彩和图形符号在信息可视化设计中的效应进

行学习。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视觉设计与视觉心理 

难点：图形符号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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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视觉设计与视觉心理 

第二节、色彩在信息可视化设计中的效应 

第三节、图形符号 pictogram 

 

第三章  信息可视化设计主题创作实践（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对图解、图表与表格、统计图、地图进行课题实践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信息组织的方法 

难点：信息的架构。 

教学内容  

第一节、图解实践（Infographics 或 information graphics） 

第二节、信息图表与表格实践 

第三节、统计图实践 

第四节、地图实践 

 

第四章 动态可视化（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什么是动态可视化。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动态可视化。 

难点：动态可视化方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信息可视化中动态图形的特征 

第二节、动态可视化呈现方法 

 

“ART 界面 404”工作室综合实践课题分析（4学时） 

 

执笔人：刘晖                    审核人：任戬 

《网页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网页设计/ planning of webpage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时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视觉语言 1,2   图形设计  创意思维  专业设计软件应用                              

教学参考书：《网页设计与制作》宋永胜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3.04 

        《DIV+CSS 网页布局商业案例精粹》 张晓景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0.06 



艺术设计学院 

                                                                                                                 421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网络技术的出现与应用使人类的空间距离缩短，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资源共享，沟通无限，人机交

互、人人交互，升级了人类的传播文明。网页设计与制作已成为当今传播领域必需的技能，信息整

合与信息更新技术更给设计师带来了严峻的历史性挑战和前所未有的机遇。信息技术已成为产业

（IT）。本课程带领你进入到网页设计与制作的发现王国，培养学生熟练掌握新媒体策划与表现的

数码技能。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网页设计”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明确网络、网站、网页的关系及交互艺术的属性。 

2．掌握网页艺术设计的基本原理；掌握网页制作的基本技术并“举一反三”；掌握 DIV+CSS 架构

与表现分离的时尚布局,能够开发、建设结构完整、构思新颖、完全适合市场需求的网站。 

5． 通过设计实训，培养学生具备与社会密切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整体的策划理念及动手能 

力。 

 

第一章 网络与网页设计原理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网页策划、设计及制作原理的解析、学习与训练，以知识的角度用艺术的方式去认识、发现、

表现新的传播媒体，利用数码技术语言，建构信息设计创意的方法和手段，并运用到具体的交互式

信息传播与更新的形态表现中，完成网页架构原型设计草图，模块数码架构制作实践。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网络网站关系，交互艺术特性。难点：模块架构布局,布局与表现分离。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网络与网页解析：WWW(World Wide Web)（http://  fttp://） 

第二节 语言结构：超文本标记语言 HTML  XHTML  DIV+CSS 

第三节 信息模块整合与架构 

第四节 网络架构语言 

 

第二章 网页架构与元素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的教学从 Index（索引）页面设计的基础训练入手，要求学生了解各种超级链接的性能及

属性，掌握链接结构设计和 CSS 样式造型，完成网站内、外部链接结构的设计与制作，并符合网站

的基本功能。要求创意与制作并举，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学生能在掌握基础知识与基本

技能的基础上，完成网页手写代码的实践。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节重点是网页结构标记认知与应用，通过对四对标记重点研究，掌握网页布局代码写法与选择

符的规范应用，解决终端显示与代码的物理拓扑认知，为以下学习打牢基础。 

教学内容 

第一节 Index（索引页面的属性） 

第二节 网页架构与布局（DIV+CSS） 

第三节 超级链接 锚点连接 

第四节 网页形态元素（文字 色彩 图形 图像 音乐 动画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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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网页构成元素（架构 表现 速度 空间） 

 

第三章 DREAMWEAVER 软件解析与应用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由教师带领学生完成《百道艺术设计会所(www.dlbroad.com)》网页的设计与制作。目的在于

学生对网页设计原理的直观理解，对制作技术应用做到“举一反三”，灵活多变。严格要求学生在

遵守“W3C”组织规范的基础上有自主创新和延展，并将作业上传到网络空间接受社会的检验。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把握网页整体策划的规范性和严格的技术构成性，并根据技术规范使用 Photoshop 制作网页原

文件，使用 Dreamweaver 软件制作页面，做到“有的放矢”。难点是熟练应用模块的灵活布局和表

现的分离技术，掌握视觉元素的优化法则。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站点规划建立 

第二节 页面尺度与架构( DIV) 

第三节 网页色彩安全属性（216 Web Color） 

第四节 素材优化应用与管理（Gif Jpeg） 

第五节 CSS 层叠样式表现 

第六节 交互动画制作及信息动态导航 

第七节 动作 行为 事件 语句 

第八节 空间测试与修正 

第九节 网站上传与信息更新管理 

第十节 代码优化与下载速率 

 

第四章 静态页面与视觉元素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与第三章节密切相连，目的通过对网页制作技术的实践，启发学生多用心、用脑、用眼、用

手，多维度的思考问题，激发自身的设计灵感，从应用入手，完成网站的整体策划与制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策略与定位学习，通过对市场的调研，案例的解析，关注用户需求，网站准确定位，展开模

块分析，始终贯穿整体的概念和社会需求，指导学生独立完成考核作业。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页面设计与栏目规划 

第二节 页面切割设计与架构关联 

第三节 元素管理与优化 

第四节 页面色彩情感表达 

第五节 静态色彩设计、管理、更新 

第六节 动态色彩的信息优化 

第七节 提示色彩的视觉传达 

第八节 网站整体色彩规划（物理性 生理性 心理性 视觉性） 

执笔人：宋永胜                    审核人：任戬 

《包装系统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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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系统设计/ package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24 学时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视觉语言 1,2  图形设计 创意思维                               

教学参考书：《包装设计》刘晖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0.05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包装系统设计课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主干课，以成套容器包装设计，包含容器造型与纸盒包装设

计；品牌包装策划为主干，重视包装的商业性、科学性、艺术性特点，对包装设计技巧进行挖掘，

以现代包装设计的视点，结合国际包装设计发展的新趋势，通过国内外各种类型的包装设计作品，

从艺术性和商业性角度解读分析作品，进行教学引导，使学生建立包装设计基本意识和观念。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包装系统设计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明确商品包装的基本概念及它的性质和作用。 

2．掌握包装容器设计、纸盒结构设计的一般知识，能够完成包装容器和不同的纸盒造型设计；掌

握包装设计的色彩,包装品牌规划的系统设计,能够设计出结构完整、构思新颖、适合市场需要的

包装作品。 

6． 通过设计实训，培养学生具备与社会密切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整体的策划理念及动手能 

力 

 

第一章 包装设计概述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让学生对包装设计的发展过程、现代包装的定义与分类了解。明确包装设计与市场营销的

关系，根据包装分类开展包装产品市场调研，网络学习，并完成包装市场营销报告。 

教学重点和难点 

市场营销概念，市场调研。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包装设计的渊源及发展 

第二节 包装设计定义与分类 

第三节 包装设计与市场营销 

 

第二章 包装设计材料与结构造型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的教学从包装材料和结构造型两方面进入包装设计的基础训练，要求学生了解各种材料的

性能特点，掌握纸结构设计和容器造型，完成单体纸结构的设计，并符合包装的基本功能。要求创

意与制作并举，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学生能在掌握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完成

容器（手绘图）及纸盒包装结构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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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重点是包装纸结构的设计，对纸结构的开盖方式做重点研究。从概念入手，对易碎品、儿童

产品包装、趣味产品包装方便包装几个方面做纸结构训练。从环保，节约的角度考虑包装设计。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包装材料与包装结构的选择 

第二节 纸包装材料与结构功能的设计应用 

第三节 容器包装材料与结构应用第四节 软包装设计 

 

第三章 包装设计的视觉元素传达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对包装的视觉传达进行学习。视觉设计是涉及色彩、文字、商标、图形、版式等内容

的系统性设计工程。要求学生掌握包装视觉设计的基本设计理论和设计方法，培养学生具备与社会

密切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整体的策划理念及动手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把握包装设计的整体策划理念和动手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与创造性思维能力。难点是能够

从社会调查与需求入手，提出设计概念，设计系列包装一套，对于商品的包装设计作出概念性的规

划。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文字传达 

第二节 色彩传达 

第三节 图像传达 

第四节 包装视觉设计基本原理与版式原则 

 

第四章 现代包装设计策略与定位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与第三章节密切相连，目的通过对包装设计策略与定位反复探讨，启发学生多用心、用脑、

用眼、用手，多角度观察周围的商业空间，吸收对自身有启发的设计要素，从商品品牌入手，完成

包装系列化设计作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策略与定位学习，通过对市场的学习，抓住用户需求，商品定位，开展产品分析，整体的概念

要贯穿所要设计的产品。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市场营销中的包装策略 

第二节 包装设计的定位 

第三节 案例分析 

 

第五章 包装设计流程与印刷工艺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让学生在前阶段的思考及调研、草图过程中，来讲解学生自己手工完成的作品的设计

流程，及包装的印刷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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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对课题进行分段设计训练与分析，完成设计草图和系列包装 1：1实型。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包装设计策划与流程 

第二节 设计创意与设计操作 

第三节 印刷工艺 

 

第六章 绿色包装设计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从全球环保概念，了解绿色包装设计理念及国外绿色环保包装设计的发展

状况。 

教学重点和难点 

学习国外的新材料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绿色包装设计理念 

第二节 国外绿色包装设计发展几案例分析 

 

第七章 多元化的设计时代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让学生了解在多元化的设计时代, 包装设计要走在时代的前沿，展示设计新潮，体现设

计主流，了解后现代特征。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后现代包装设计表现。如何借鉴与学习中、外优秀包装设计案例，应该深入分析，取其精华。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后现代包装设计概念 

第二节 概念包装设计 

第三节 案例分析 

 

执笔人：刘晖                    审核人：任戬 

《展示艺术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展示艺术设计/ Exhibition Art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时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视觉语言 1,2  空间构成基础  图标设计  标准制图                               

教学参考书：《现代展示设计教程》朱淳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橱窗设计》 吴国欣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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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艺术设计是视觉传达专业和环境空间设计的交叉性课程，是结合环境空间的技术知识和空间知

识，进行立体设计和视觉整合编排传达，是对展示空间中的特征性、展示性、导引性的综合训练，

同时，进行展示导引和展示橱窗的课题训练，本门课程面向当代的商业设计，并力求通过课程研究，

对就业拓展和商业运用有直接的帮助。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展示艺术设计是在掌握视觉知识、标准制图课程的基础上，对展场、卖场、橱窗等空间进行设

计研究和方案制作，并运用符号学、信息传播学、交互设计等对展示环境提供合理性预案研究，并

进行课题创作。 

2、要求学生有较强的空间想象力和造型能力，比较熟悉展示设计范围内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的运用，鼓励学生尽可能尝试新的展示方式。 

3、通过本课程展示基本理论的讲授和专题设计实践，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创造能力和实施能力。 

 

第一章 展示艺术设计概述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让学生对展示艺术设计的发展过程、现代展示的定义与分类了解。明确展示设计与市场营

销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展示设计的概念与市场价值。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展示的概念 

第二节 展示艺术设计的特征   

第三节 展示艺术设计的发展历程 

 

第二章 展示艺术设计与人体工程学（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的教学以人体工程学的空间规定来定义展示设计的基本要求，要求学生了解空间人体工程

学，掌握展示设计的人与物关系，使学生能在掌握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完成展示设计的

基本规划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节重点是人机工程学的空间规划要求，和对展架、展台、展品的空间约束。从人的合理角度定

义展示设计。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人体工程学概述 

第二节 人体工程学在展示设计中的应用 

第三节 展示中的尺度问题 

第四节 展示设计中的视觉要素 

第五节 展示设计中的视觉问题 

 

第三章 展示艺术设计原则（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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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对展示设计的基本要素进行学习。视觉设计是空间、照明、物品设计等内容的系统性

设计工程。要求学生掌握展示艺术设计的基本设计理论和设计方法，培养学生的整体空间规划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把握空间规划能力。培养学生在空间的设计中具有创新意识与创造性思维能力。难点是能够从

展示空间的基本要素入手，提出具体的设计概念，设计方法，对于空间的展示构造展开规划设计。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展示空间概念 

第二节 展示照明设计 

第三节 展示色彩设计 

第四节 新技术在展示中的运用 

第五节 展示道具设计 

第六节 展示艺术设计制图 

第七节 展示材料的特性与选择 

 

第四章 导引导视设计（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通过对空间导引的具体讲解，展开由平面到空间环境的延展性启发，把平面的点、线、面应用

到具体的空间之中，要求学生从空间中用平面设计把握导引的基础定位。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导引的结构模式。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文化导视   

第二节 展示导视    

第三节 公共空间导视 

 

第五章 展示艺术设计案例分析（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让学生在前阶段的思考及调研、草图过程中，来具体掌握展示的空间色彩、空间文字、

空间信息等展示细节。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如何以空间的思维来设计色彩、文字、信息等内容。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形式要素：设计与色彩；设计与图形；设计与文字 

第二节 传达要素：信息与传达；空间与传达；形式与传达 

 

第六章 展示艺术设计的技法表现（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在制图实践的过程中掌握制图的表现技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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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图中对笔法、绘制、表现形式等方法的掌握。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形式要素：构成类别、材料应用、安装方式 

第二节 表现技法：1.黑白点绘；2.透明水色、水彩；3.彩笔画；4.丙烯画法；5.喷绘；6.数码绘

画 

 

第七章 展示艺术设计的发展趋势（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让学生了解在多元化的设计时代, 展示设计要与时代发展相结合，利用新材料、新技术

来完成展示设计的全新表现。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后现代展示设计表现。新材料、新技术的具体内容与方式。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设计与新技术的融合  

第二节 设计与综合创意的结合 

第三节 新锐设计跨领域的应用 

 

执笔人：张子健                    审核人：任戬 

 

《数字出版》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数字出版/ Digital  publishing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时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图表设计，广告设计，信息可视化设计 

教学参考书：《数字出版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04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数字出版是指以数字代码方式，将有知识性、思想性内容的信息编辑加工后存储在固定物理形态的

磁、光、电等介质上，通过电子阅读、显示、播放设备读取使用的大众传播媒体。数字出版与传统

纸张出版物相比具有不同的特性：信息量大、可靠性高、承载信息丰富，具有较强的交互性，制作

和阅读过程需要相应软件的支持。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数字出版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明确数字出版的基本概念及它的性质和作用。 

2．从科技进步与出版变革的互动入手，系统地研究数字传播与出版转型之间的关系，着重学习数

字传播给图书、期刊、报纸等不同出版媒体，以及媒介产品的策划、编辑、印制、营销等不同阶

段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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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够独立完成数字出版物。 

 

第一章 数字出版阅读方式（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让学生了解数字出版阅读方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数字出版的阅读方式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屏幕阅读的普及性 

第二节 网络阅读的交互性 

第三节 数字阅读的商业性 

 

第二章 数字出版形态升级（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从数字出版的的形态逐步讲解数字出版的变化，出版形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什么是电子出版，网络出版，复合出版。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电子出版 1.0 

第二节 网络出版 2.0 

第三节 复合出版 3.0 

 

第三章 数字出版属性特征（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介绍数字出版产业链，数字出版平台，产品发展及经营模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数字出版平台，产品发展，出版载体。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数字出版概念范畴 

第二节 数字出版的主要特征 

第三节 出版载体的异同 

 

第四章 电子出版物编创制作（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介绍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创作方法，引导学生树立市场观念、经营观念、竞争观念，构筑电子

出版的合理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电子出版物的编辑与制作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出版流程与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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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选题策划与设计 

第三节 编辑制作与检测 

 

第五章 网络出版策划运营（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从了解网络出版的策划运营，到网络品牌定位的目标、策划战略、竞争优势，模拟网络出版

策划模式，让学生了解网络策划运营的成本计划、相关媒介的组合以及对市场的预测评估。 

教学重点和难点 

如何建立网络出版策划运营及编辑与制作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网站策划与定位 

第二节 网站栏目与专题策划 

第三节 网页的编辑与制作 

 

第六章 数字出版产业趋势（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介绍了对国内外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国内外知名企业为

例，介绍数字出版产业链，数字出版平台，产品发展及产业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数字媒体设计方法 

第二节 数字出版产业趋势 

 

执笔人：刘晖                  审核人：任戬 

 

《品牌策划与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品牌策划与管理/  Brands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时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广告设计 品牌视觉系统设计 媒材设计 

教学参考书：《品牌学教程》余明阳、杨芳平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品牌策划与管理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主干课之一。本课程主要学习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市

场传播过程及其规律性，即在特定的市场营销环境中，以市场分析为基础，对品牌策划与管理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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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知识、工作流程、目标战略进行有效的整合，使学生系统掌握该课程的基本理论知识，并对实务

操作有一定的实践体验，以迎接二十一世纪市场竞争的品牌战略挑战。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品牌策划与管理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明确品牌策划应用的基本概念及它的性质和作用。 

2．提高学生的市场整合规划能力，提供一种有效实现品牌核心理念与传播的方式。包括品牌定

位、品牌结构、市场调研与预测、目标市场营销战略，服务于培养合格的品牌管理执行的基本目

标。 

3.  为学生进入广告传媒、品牌市场管理等领域奠定基本的能力，增强学生的市场竞争 

力。 

 

第一章 品牌概述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让学生对品牌的发展过程、作用与意义进行了解，明确品牌与市场营销的关系，掌握全球市

场营销与传播的基本慨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品牌策划的概念与传播形式。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品牌是什么 

第二节 品牌的作用与意义 

第三节 品牌的渊源 

 

第二章 品牌与战略（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从品牌战略的内涵、构架组合及推广模式几方面的相关知识进入，要求学生了解品牌的各种

信息的传播沟通模式，掌握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的制定程序。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各类品牌传播沟通的工具，理解品牌传播沟通工具选择的影响因素。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品牌的战略内涵 

第二节 品牌的构架组合 

第三节 品牌的定位 

第四节 品牌的推广模式 

 

第三章 品牌策划传播（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从品牌策划的工作流程、传播的目标及传播模式几方面进行学习，启发学生深入认识市场，

了解品牌传播的内涵，培养学生与市场密切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整合策划理念与管理方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品牌策划的工作流程，与实际相结合的策划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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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第一节 品牌策划的工作流程 

第二节 传播目标与开发 

第三节 基于市场的传播模式 

第四节 管理与系统优化 

 

第四章 媒介形态与接触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介绍媒介经营与管理的相关知识，培养和训练学生对媒介形态的分析及运筹能力。引导学生

树立市场观念、经营观念、竞争观念，构筑媒介经营的合理性，提高媒介经营的综合素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种传播媒介的组织、管理与运营途径管理。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媒介形态的发展 

第二节 市场接触的途径 

第三节 接触点的管理 

 

第五章 策划与管理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从了解品牌定位的目标、企业战略、竞争优势到模拟品牌策划模式，让学生了解品牌的战略

与创意、成本计划、相关媒介的组合以及对市场的预测评估，以掌握影响品牌延伸的因素和步骤。 

教学重点和难点 

如何建立品牌策划与营销团队，深入研究渠道战略。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关于目标的管理 

第二节 战略与创意开发 

第三节 成本与媒体应用 

第四节 市场的评估 

 

第六章 公共关系的整合 （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介绍了品牌公共关系构成的要素、形式特征、传播理论与沟通原则，让学生通过学习能够分

析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社会现象与品牌的推广关系，以掌握品牌公共关系整合的方法和思路。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公共关系学的基本理论，掌握品牌公共关系的应用方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公共关系与传播 

第二节 公共关系的应用 

第三节 整合传播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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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品牌视觉应用 （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从品牌系统形象的显性要素入手，介绍了品牌系统形象设计的内容分类、设计规则与程序。

让学生了解在多元化的商业时代, 品牌是传递内涵的 佳推广工具，视觉整合传播将形象融入了统

一的信息途径。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数字化、信息技术、知识产权和整合传播系统，面对全球市场的营销革新。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品牌视觉系统展示 

第二节 设计与推广 

 

执笔人：孙青                    审核人：任戬 

《品牌视觉系统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品牌视觉系统设计/ Brand vision identity system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6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时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视觉语言 1,2  图形设计 创意思维 字体设计 标志设计 版式设计  

教学参考书：《创造现代企业的设计》(日)中西元男 中国摄影出版社，2004 年 

            《CIS---现代企业形象战略》(台湾)林盘耸 艺风堂出版社，2004 年 

            《企业与品牌形象设计》过宏雷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年 

            《VI 设计教程》 俞斌浩编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年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学生必修的主干专业课，是以品牌形象为中心，涉及

品牌标识、品牌视觉识别整体形象、品牌形象推广等各方面内容的综合性专业课程，是训练学生品

牌设计方向全面的设计能力及综合表现能力的实战课程。为了培养学生设计适应社会市场的能力，

要求学生出外考察市场上的品牌视觉设计信息和资料，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作用。并且完成某一

选定品牌的策划和视觉设计。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培养学生掌握品牌视觉系统设计的一般知识以及表达方式。 

    2．明确目标系统以及市场导向，具备品牌整合能力及合理的系统设计方法。 

    3．通过设计实训，培养学生具备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培养团队合作精神，提升评价能力。 

 

第一章 品牌视觉系统设计概述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课程是一门多学科的系统性、综合性课程。通过对本章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到一个成功的品

牌是如何开发的以及所牵涉到的视觉设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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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品牌视觉系统设计定义与构成要素。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品牌视觉系统设计 CIS 的渊源及发展     

第二节 品牌视觉系统设计定义与构成要素 MI、BI、VI     

第三节 品牌视觉系统设计的意义及导入时机 

 

第二章 品牌视觉系统导入实施流程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通过系统的理论讲授与有效的课题练习，使学生掌握品牌设计方向的基本设计程序、设计要领，

培养学生以品牌策略指导品牌设计的观念，提高学生品牌形象设计的全面把握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品牌企业实态调查与分析与企业理念识别系统（MI）的确定。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品牌视觉系统项目立案 

第二节 品牌企业实态调查与分析 

    第三节 确立VI 策划与设计的框架思路 

    第四节 企业理念识别系统（MI）的确定 

    第五节 企业行为识别系统（BI）的确定 

    第六节 VI 的导入发表 

    第七节 VI 的成果管理与维护 

第八节 VI 的检测与反馈 

 

第三章 品牌视觉系统设计典型案例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案例分析等教学途径，强调过程的完整性，注重培养学生独立完成课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典型案例与实际品牌设计中的结合与适应问题。 

教学内容 

    世界著名公司导入 VI 的案例及中国企业导入的部分案例 

 

第四章 VIS 视觉识别系统手册之基本要素设计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理论讲授、市场调研、上机操作、示范指导、形象策划、作业辅导相结合等教学途径，使

学生熟练掌握 CI 设计的基础知识和各种创意设计的方式、方法，为艺术设计教学以及劳动就业打

下坚实的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企业标志设计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视觉识别设计 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企业标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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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标准字的设计 

第四节 企业标准色设计 

第五节 企业标准图形设计 

 

第五章 VIS 视觉识别系统手册之应用要素设计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将广泛涉及本专业所学习的许多专业课程，目的是从设计的系统性、应用性出发，研究品

牌在视觉传达设计中各个组织部分的作用，分析协调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使目标方案处在一个 佳

的有机组织之中。并要求学生具有极强的综合能力和多方面的知识素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应用要素设计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应用要素的设计方法 

第二节 应用要素设计 

1．办公用品系列  2．事务用品系列 

3．产品包装系列  4．广告系列 

5．服装系列      6．交通工具系列 

7．展示系列      8．礼品系列 

 

第六章 品牌视觉系统设计与品牌战略（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教学目的在于研究视觉品牌整合，使设计媒体的信息能准确、巧妙、快捷地传达出去。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应当熟练掌握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整合问题的能力和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CIS 导入与整合传播 

教学内容 

    第一节 CIS 导入与整合传播     

第二节 企业的整体营销战略 

 

执笔人：余杨                    审核人：任戬 

《公共形象系统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公共形象系统示设计/ Public system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24 学时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展示形设计  CIS 设计 1、2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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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形象设计是视觉传达专业和环境空间设计的交叉性课程，是结合环境空间的技术知识和空间知

识，利用视觉的构成要素，进行传达性研究的学科，是对公共空间中的信息性、读取性、视觉性的

综合训练，本门课程面向时代发展的 前沿，并力求通过课程研究，对视觉传达的空间发展有直接

的帮助。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公共形象系统设计是在掌握展示设计、cis 设计课程的基础上，对公共空间和公共关系产生服务

型设计。 

2、运用信息设计、交互设计、导向设计等对公共环境提供合理性预案研究，并进行课题创作。 

 

第一章 公共形象系统设计概述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让学生对公共形象的定义与分类进行了解。明确公共形象与人的关系，根据公共空间来阐

述系统设计的价值。 

教学重点和难点 

公共形象的价值。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公共视觉的概念 

第二节  系统设计的特征 

第三节  形象系统设计的发展历程 

 

第二章 公共形象系统要素（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的教学从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两方面进入公共系统设计的基础训练，要求学生了解空间的

特点和可展示方式，完成公共空间的形象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节重点是公共服务的理念和价值体现。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公共空间                                                

区域性环境空间—住宅小区、商业街、公园等 

旅游与景观带—沿海景观、道路景观等 

地域性人文环境—西部高原、江南水乡、山区等 

第二节 公共服务                                                

流通服务——公共人群的行走、消费等服务 

导视服务——环境导引导向 

交流服务——相互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服务 

 

第三章 公共设计（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对公共系统的要素进行学习，内容涉及符号、色彩、信息、形式等内容的系统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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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要求学生掌握公共形象系统的基本设计理论和设计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把握公共形象的信息设计规划。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符号系统设计 

第二节 信息系统设计 

第三节 色彩系统设计 

第四节 形式构成系统设计 

 

第四章 空间形象设计案例分析（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通过案例的讲解，帮助学生分析案例，启发学生多用心、用脑、用眼、用手，多角度

观察公共空间，从空间多点的设计入手，完成设计作品的构思。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设计构思和草稿的完成。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形式要素：设计与色彩；设计与图形；设计与文字 

第二节 构成要素：构成类别；材料应用；安装方式 

 

第五章 公共形象设计的发展趋势（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让学生在前阶段的思考及调研、草图过程中，来讲解学生自己手工完成的作品的设计

流程，及通过训练把握公共形象设计的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要具有公共形象设计的前瞻性定位。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设计与新技术的融合 

第二节 设计与综合创意的结合 

 

执笔人：丛瑜伶                    审核人：任戬 

《数字交互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数字交互设计/ Digital interactive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48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24 学时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视觉语言、传媒学                               

教学参考书：陈玲著. 《新媒体艺术史纲》.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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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英卓、王迟著.《互动艺术新试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1 

白雪竹、李颜妮著.《互动艺术创新思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1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首先以多条线索对交互艺术的起源和发展进行追溯，对各阶段其诸相、地位及影响深

入分析。总结其在新媒体艺术领域中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引导学生利用网络、界面方面的新技术

进行交互艺术实验；并从实践角度出发对当前热门的交互艺术形式进行分类和解析。总结其设计

原理和方法，并指导学生进行综合训练。使同学在广告设计、媒体设计及界面设计等视觉传播方

面，能够具有初步的数字交互设计思路及当代的设计观念。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数字交互设计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明确数字交互基本概念及它的性质和作用。 

2．在新媒体设计课程的基础上，针对交互设计进行专门研究。使学生深入了解其形式、特点，明

确其在新媒体艺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通过艺术实验使学生获得感性认知。 

3．同时从实践角度出发增强学生对交互设计原理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实践设计能力。 

 

第一章 追本溯源—数字交互艺术的胚胎与萌芽（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让学生对交互艺术的起源有个初步认知，并理解媒介选择在艺术中的重要性，今天进入数

字时代，数字交互艺术表现为哪些方向和发展态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媒介在艺术表现上的重要性，数字交互是当下大众文化的需要。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交互艺术的胚胎 

（1） 技术神话时代的艺术 

（2） “美”的演变与“艺术”的媒介化 

（3） 大众媒体时代的艺术 

第二节 交互艺术的萌芽 

（1） 从“活动艺术”到“行为艺术” 

（2） 信息传播对互动的客观要求 

（3） 文化领域对互动的畅想及相关技术的发展 

 

第二章 数字交互艺术的成长与诸相（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的教学例举了从历史到当下整体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交互作品，重点介绍一些数字交互

艺术的产生和艺术价值，理解其对艺术发展的影响，从中总结规律，结合目前的已掌握的技术从自

己身特点考虑，思考做出有创造性数字交互艺术作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节重点要总结和理解那些经典的数字交互艺术当时产生的逻辑，从而有助于从现有的技术手段

方面进行创作。 



艺术设计学院 

                                                                                                                 439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交互艺术的成长 

第二节 交互与沉浸 

第三节 数字交互技术的主要代表团队 

第四节 艺术与生活中的游戏 

 

第三章 数字交互设计实验（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具体在简单的电路和程序上，进行实验，开始迈出第一步，做出数字交互作品，并理

解和总结技术和艺术的结合难点和一些规律性认知，从而为后期进行高级的数字艺术创作打下基

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要动手操作成功一个简单的交互设计，难点是要创造性思考解决一些可能出现的技术和艺术结

合的问题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艺术实验的目的和奉献精神 

第二节 新媒体艺术家的技术背景 

第三节 从“人生中第一段程序和第一块电路”开始 

 

第四章 数字交互设计作品创作规律（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与第三章节密切相连，目的通过对一些经典的当代数字交互作品的讲解，使同学能确定和明

确自己的创作过程和思考方法，并根据前期积累的经验进行有效的艺术创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要使自己创作思考能够合理展现，对技术和艺术的巧妙性结合进行研究。 

教学内容 

第一节创作规范 

（1）作品定位 

（2）交互设计的流程及草图设计 

（3）互动元素设计 

第二节 创作思维 

          （1）商业创作中艺术思维的从重体现 

          （2）交互设计作品的“易用性”问题 

 

执笔人：于吉震                   审核人：任戬 

 

《商业摄影》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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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商业摄影/ business Photograph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时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形态体系课 

教学参考书：美国纽约摄影学院编. 《摄影教材》. 中国摄影出版社.2000 年 3 月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商业摄影是艺术设计专业学生了解和掌握一般性摄影常识的第一步，以理论教学为主，就现代摄影

器材（包括数码相机）的构造原理、类型、和镜头、相机、感光片、曝光、景深、滤镜、附件等几

方面介绍摄影理论知识。指导学生选择购买适合的摄影器材，并熟练使用摄影器材。重点讲解现代

广告设计中摄影手法的表现创意及手段方法。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摄影基础的基本了解，使学生了解商业摄影广告的创意方法，手段。 

2. 通过对摄影在平面表现的应用，利用摄影手段方法，摄影运用到平面设计当中。 

 

第一章  摄影的基础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内容要求学生了解掌握摄影的基础，掌握相机的使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相机的使用，光圈的使用。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摄影的简要发展 

第二节 摄影的分类 

第三节 照相机   

1 照相机的分类 

2 照相机的分类方法与种类 

3 照相机的组成部件 

4 135 照相机的构造 

5 各功能特点 

第四节 光圈、快门、iso 与倒易律   

第五节 镜头的分类与选择   

第六节 感光材料   

第七节 相机的选择与使用   

 

第二章 商业摄影的现状与分类（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内容要求学生掌握商业摄影的现状与分类 

教学重点和难点 

    商业摄影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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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第一节 商业摄影现状 

    第二节 商业摄影分类 

第三章 商业摄影技巧（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内容要求学生掌握广告摄影、人像摄影、建筑摄影技巧。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人像摄影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广告摄影 

第二节 人像摄影 

第三节 建筑摄影 

 

第四章 商业摄影与平面设计（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让学生结合理论知识的学习，以传统相机进行基本拍摄和曝光技术练习，通过商业摄影资料调 

研。整理搜集优秀广告摄影作品，分析作品创意。围绕广告摄影核心概念选择准确有效的形态语言

进行表达训练。 

教学重点和难点 

    商业摄影的构图方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商业摄影表现手法 

第二节 商业摄影构图方法 

第三节 商业摄影创意 

 

执笔人：周常剑  刘晖                    审核人：任戬 

 

《动态设计表达》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动态设计表达/ Dynamic design expressio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时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形态体系课 

教学参考书：孙立军、韩笑著. 《影视动画场景设计》. 中国宇航出版社.2003.6 

李铭 主编. 《数字时代的影像制作》.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4-6-1 

【美】 赫伯特.泽特尔 《影像、声音、运动》实用媒体美学 中国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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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设计表达课程是讲授在进行视觉传达设计的过程中，使用动态设计的手段将概念创意原理转化

为设计生产实践的课程。在了解影像、动画等多种动态设计形式的基础上，基于视觉传达的原理和

目标，通过动态设计的流程，整合调控各种视觉元素，来进行有效合理的艺术表达，可以提高和丰

富艺术设计的表达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动态设计表达课程主要训练学生对于动态设计效果的了解和掌握，使学生的视觉传达设计能够

得到更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段。 

2.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动态表达手段中的影像、动画等形式，并可以按照规范的

流程完成视觉设计的动态化过程，形成形式更为丰富的设计作品。 

 

第一章  动态设计表达概述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内容要求学生了解掌握动态设计表达的分类和特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动态设计表达的特性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动态设计表达的渊源及发展 

第二节 动态设计表达的分类 

第三节 动态设计表达的特性 

 

第二章 影像表达（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内容要求学生掌握影像的获取与编辑，掌握剪辑方法及蒙太奇。 

教学重点和难点 

    影像的剪辑及蒙太奇的使用手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影像的类别 

第二节 获取与编辑影像 

第三节 剪辑 

第四节 蒙太奇 

 

第三章 动画表达（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内容要求学生掌握动画表达。 

教学重点和难点 

    动画流程。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动画原理 

第二节 动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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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动画特性 

第四节 动画流程 

 

第四章  动画角色设计（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让学生结合理论的学习，进行动画劫色的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角色设计的创作方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角色设计的创作方法 

第二节 角色设计的规范流程 

第五章 动画场景设计（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让学生了解动画场景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场景的空间构成，难点场景的色彩和光影。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场景的空间构成 

第二节 场景的色彩和光影作用 

第三节 场景的创作方法 

 

第六章 动态设计中的节奏（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让学生掌握动画及影像中的叙事、情绪、声音的表现节奏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叙事的表现节奏，难点声音与画面的节奏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叙事的表现节奏 

第二节 情绪与联想的节奏 

第三节 声音与画面的节奏 

 

执笔人：于吉震                       审核人：任戬 

 

《设计社会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设计社会学/ The design of sociolog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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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设计史 

教学参考书：《视觉艺术的社会心理》 中川作一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设计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影响着设计的发展。设计社会学是一门贯通设计与

社会之间关系的课程，在内容上一方面陈述设计的社会心理，并强调社会心理对设计的影响。另一

方面，社会是人类的社会，人类学对设计与艺术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人类学的研究中强调“还原”

的重要性，这对于新的设计样态的产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贯通设计学与社会学，使设计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并充分考虑人类的长远

发展，使设计引导人类更和谐更合理的发展。 

2.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掌握视觉的社会心理，直观和概念对设计的作用，社会美

学及艺术的发生等内容。 

 

第一章  视觉的社会心理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内容要求学生了解掌握视觉的社会心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视觉的社会性。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知觉心理学 

第二节 视觉的社会性 

 

第二章 直观与概念的作用（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内容要求学生掌握直观与概念的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从直观到概念。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世界观的类型 

第二节 从直观到概念 

 

第三章 设计人类学原理（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内容要求学生掌握设计样态与社会人类学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设计样态与社会人类学的关系。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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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设计的发生机制 

第二节 设计样态与社会人类学的关系 

 

执笔人：杨滟珺                      审核人：任戬 

 

《媒介体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媒介体验/ Media experience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时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媒体设计  新媒介   数字影像    

教学参考书：《非线性叙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媒介体验是在新媒体时代的前沿实践课程，是结合媒体信息时代的技术知识和哲学知识，进行传达

性研究的体验学科，是在数字化领域的传导性、读取性、视觉性的综合训练，本门课程面向时代发

展的 前沿，并力求通过课程研究，对视觉传达的媒体发展有直接的帮助。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媒介的认知与掌握，能利用多种媒介进行实质性的设计表现，在媒介的开发上能

够有所创新、有所发挥。 

 

第一章 媒介的简明概述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让学生对媒介发展的历史进行了解。明确媒介和人的关系，根据媒介的利用方式阐述其设

计的价值。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媒介的使用价值。 

教学内容 

第四节  工业时代的媒介传达方式 

第二节  信息时代的媒介传达方式 

 

第二章 数字化革命（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的教学从数字化对人的行为方式改变展开讲解，对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技术进行分析，并阐

述出媒介发展的样式特征。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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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重点是数字化的技术特征。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打破二元论（审美和表达） 

第五节 观念和实践的方法方式 

第六节 表达媒介和样式特征                                                

 

第三章 扩展认知的媒介（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对媒介的要素进行学习，内容涉及媒介语言、媒介形式、媒介表现等内容的设计工程。

要求学生掌握媒介语言的表现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把握媒介的信息形式。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各种媒介语言 

第二节 媒介的流变性 

第三节 媒介的形式法则 

第四节 媒介的展示特性 

 

第四章 媒介的表达过程（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通过案例的讲解，帮助学生分析案例，学习媒介的表达方式和传达过程，从各媒介的

特点入手，分析出媒介的整体传达过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难点是媒介的体验与参与价值。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媒介的体验与参与 

第二节 各媒介的利用与价值 

第三节 多媒体实践作品分析 

第四节 媒介的具体表现形式：动画、网络、电视、空间等媒介内容。 

 

执笔人：张子健                    审核人：任戬 

 

《新媒介态势》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新媒介态势/ new media posture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任选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2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时 



艺术设计学院 

                                                                                                                 447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视觉语言 1,2  图形设计 创意思维                               

教学参考书：《嗨！新媒体》杨艺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06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进入 21 世纪，“新媒介”这个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人们将所有新的信息传播工具和信息接收工

具统统成为新媒介。可以说新媒体无处不在，而且数字新媒体产业正在加快步伐前进。本课程着眼

新媒介发展前沿，将新媒介置于传媒生态之中，在了解新媒介的现状、特征、发展趋势的同时能够

从“技术—传媒—社会”三维视角考察新媒体。掌握新媒介的特征、规律，把握其发展脉络，认识

其发展现状；从而逐步掌握新媒介内容的创意思维。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新媒介态势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明确新媒介的基本概念及它的性质和作用。 

2． 通过学习，了解新媒介可以为视觉传达提供哪些可能性，以及新媒介的未来会如何发展。 

3． 通过设计实训，培养学生从媒介的角度进行创新设计。 

 

第一章 新媒介概述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让学生了解新媒介的概念是什么，新媒介是在怎么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要求学生掌握新

媒介对于设计的意义是什么。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新媒介概念的理解 

教学内容 

第七节 旧媒介的困境 

第八节 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第九节 新媒介的类型 

第十节 新媒介的属性 

 

第二章 新媒介展现的图景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让学生了解新媒介主要新在哪些方面，在不同的领域中，新媒介都扮演了一个

怎样的角色，培养学生从媒介的角度思考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是否定传统的媒介。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新的科学知识 

第二节 新的社会交往方式 

第三节 新的情感宣泄空间 

第四节 新的表现形式 



艺术设计学院 

                                                                                                                 448

 

第三章 新媒介的传播特质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的目的是通过对新媒介传播特质的研究，让学生掌握在利用新媒介做设计的时候，如何使传

播效率达到 大化。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理论性较强，重点是要把理论转化到实际应用中。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传播超导效应 

第二节 放大效应 

第三节 群体效应 

 

第四章 新媒介未来的发展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节的学习，让学生掌握新媒介发展的前沿领域，鼓励学生从科技发展、社会需求几个方

面作为出发点来进行艺术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新媒介未来的发展和科技息息相关，要求学生对科学领域有一定的关注。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生物领域 

第二节 数字技术 

 

第五章 新媒介的创意方法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主要的目的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要求学生不光从材料上创新， 重要的是在观念

上创新。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对万物皆媒介这个概念的理解，如果把万物皆媒介这个概念落实到实际的设计中。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万物皆媒介 

第二节 人的行为 

第三节 媒材 

 

第六章 新媒介作品赏析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国内外新媒介作品的分析，开阔学生的眼界，激发学生对新媒介的兴趣，以及如何从新媒介

的角度来进行创意。 

教学重点和难点 

学习国外新媒介设计的思路。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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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媒介作品赏析 

 

执笔人：郭靖雅                    审核人：任戬 

 

 

《装饰绘画》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装饰绘画/ Decorative Paint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2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时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视觉语言 1,2  图形设计 创意思维                               

教学参考书：《装饰语意设计》邬烈炎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2.02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装饰绘画早已不是仅用于美化的纹样或填补空间空缺的艺术小品，它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大众艺

术，与环境、规划甚至人们的心理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它的艺术形式和造型语言又不是

孤立的，与其他的艺术形式、各个时期的风格流派，甚至是—与建筑的、产品的、科技的、人文的

多种因素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装饰绘画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明确装饰绘画的基本概念及作用。 

2.掌握装饰构成方法和装饰形式语言的相关知识，能够完成装饰绘画作品。 

3.通过装饰绘画的创作设计，培养学生装饰意识，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装饰表现素质和动手能力。 

 

第一章 装饰绘画的基本概念与特征（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课程让学生了解什么是装绘画。 

教学重点和难点 

装饰绘画的艺术特征。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装饰绘画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装饰绘画的艺术特征 

第三节 装饰绘画的课程教学概述 

 

第二章 装饰绘画的形式构成（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对各种构成形势进行认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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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去区分不同的风格样式。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装饰绘画的形式美构成 

第二节 装饰绘画的画面构成 

第三节 装饰绘画的空间构成与时间构成 

 

第三章 装饰绘画的构图方法（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课程让学生使学生了解适合装饰绘画的构图形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分析不同的构图方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装饰绘画构图的基本体裁 

第二节 装饰绘画构图的基本类型 

第三节 装饰绘画构图的基本处理手法 

 

第四章 装饰绘画的造型方法（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课程让学生了解装饰造型语言。 

教学重点和难点 

如何去运用装饰造型方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自然形的变化构成 

第二节 复合形的综合构成 

    第三节 意象形的创造构成 

 

第五章 装饰绘画的色彩方法（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课程让学生了解和掌握装饰色彩的运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装饰色彩与写实性色彩的区别。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装饰绘画色彩的形式语言 

第二节 装饰绘画色彩的视觉心理 

第三节 装饰绘画色彩的色调构成 

 

               第六章 装饰绘画的材料与技法（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课程让学生了解不同材料方法所形成的不同的风格样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艺术设计学院 

                                                                                                                 451

每种不同材料的制作工艺。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漆材料与工艺 

第二节 陶瓷材料与工艺 

    第三节 金属材料与工艺 

    第四节 木材料与工艺 

    第五节 玻璃材料与工艺 

    第六节 纤维材料与工艺 

    第七节 综合材料与工艺 

 

 

执笔人：侯瑞                    审核人：任戬 

 

 

 

 

《计算机辅助设计态势》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计算机辅助设计态势/ CAD Trend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2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时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专业设计软件应用                              

教学参考书： （美)冈萨雷斯著. 《数字图像处理》.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8 

黄鸣奋著.《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 学林出版社 . 2009 年.2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计算机辅助设计态势，主要讲解 CAD 技术的起源，经历了哪些重要技术发展阶段，以及目前 新技

术对当代设计的影响，并在其中介绍相关的一些设计思考。通过数字艺术的各种产物及作品的介绍

和分析，使低年级学生能基本了解计算机辅助设计的产生和发展趋势,并对同学在以后的学习和工

作中认知计算机辅助设计起到指导作用。对艺术设计学科基础与专业设计起到比较重要的辅助作

用。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讲解使学生能在短时间内了解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发展过程，以有数字艺术的如何展现。 

2．掌握计算机辅助设计发展各个阶段的重要事件，以及相关知识原形，并掌握和理解一些创新思

考的方法和策略，理解如何正确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如何系统理顺整体数字科技在设计领域的

推动作和脉络。 

3． 通过学习，培养学生与社会密切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强化数字艺术概念，把自己的思考 

和数字科技联系起来，做出很当下很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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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起源（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让学生对理解计算机辅助设计是如何起源的，时间、环境以及主要人物有哪些，并对日后

的计算机发展做了哪些基础性工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CAD 起源的事件，及对日后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发展的贡献。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何时在国处 先提出及当时的现状 

第二节 在国外如何从线型到点阵的发展 

第三节 我国何时开始出现 CAD，及相关发展方向 

第四节 目前国内 CAD 的现状，以及发展态势 

 

第二章 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发展过程（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的教学从二维 CAD 入手，讲解如何从失量到点阵图形的产生， 终导致二维及平面类软件

的形成，在这个基础上三维是如何开始的，有哪些难关和知识体系，以及如何快速发展，并对视频

软件发展的带动作用，直到 后交互数字技术的兴起，同学在了解整体过程后，会很真实细致地掌

握一些辅助设计知识以及熟悉各方面的软件的历史。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节重点是理顺整体辅助设计的脉络，掌握各阶段重要事件，并和本专业关联，明白一些知识的

由来。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平面类辅助设计数字技术介绍 

第二节 苹果公司在辅助设计方面的贡献 

第三节 三维类辅助设计数字技术的发展 

第四节 AUTODESK 公司在三维软件方面的贡献 

第五节 动态交互类辅助设计数字技术的发展介绍 

第六节 SIGGRAPH 在整体 CAD 方面的推动作用 

第七节 服装类辅助设计数字技术的讲解和介绍 

第八节 我国在 CAD 方面的知名人士介绍 

 

第三章 计算机辅助设计到数字艺术（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让同学理解计算机辅助设计只是初期的样态，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进

行艺术转化，使其运用自身的元素在创作中做出具有自己特点的艺术表现形式，真正的形成数字艺

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转变思路，明白计算机辅助设计所涉及的电脑技术其实还可以做出非常数字化的艺术作品，

展现出设计的多元化！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计算机技术要与艺术相结合 

第二节 数字艺术的展示及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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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艺术类专业同学如何对待 CAD（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与第三章节密切相连，目的是在清楚学习方向后，如何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以及结合本专

业的常用软件进行艺术创作，希望同学扩展思路，不只是关注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从技术和情绪

方面进行有效结合，在本专业方向上做出好的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一定要先熟悉和理解本专业一些软件的作用和特点，并适当理解其它专业软件的优势，这样

再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发挥软件的特点就可能思考出创新的专业设计。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常用专业艺术设计软件介绍 

第二节 非专业软件介绍及相互关系 

 

执笔人：于吉震                 审核人：任戬 

 

《即时图形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即时图形设计/ Collage，Instant graphics design，Instant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2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时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专业设计软件应用，空间构成基础，插图与装饰艺术，视觉语言 1,2，图形设计，创意          

思维，媒材设计。 

教学参考书： 

1.《即时图形设计》，［英］克里斯　米德尔顿，［英］卢克　赫里奥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年。 

2.《Creative Collage》,MARIE BROWING,2007。 

3.《Masters Collage—major works leading artists》 ,Curated by Rendell Plowman, An Imprint   

Publishing Co.,Inc.New York.2008.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即时图形设计课程是艺术设计学科中的创意设计基础课程。此课程主要内容是沿袭立体主义，波普

艺术，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艺术历史脉络，并对现代艺术流派与作品进行鉴赏分析，在此

基础上思考后现代与当下艺术设计属性，趋势与未来发展，同时通过“即时图形”这种平面设计方

式实现对当下焦点的艺术设计表达。课程主要内容围绕四方面展开，第一、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

作品鉴赏与分析，第二、拼贴艺术与方法，第三、艺术设计的即时性，即时设计与当代艺术，第四、

其他专业中的即时设计。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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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对艺术历史与艺术流派的学习，培养学生艺术作品的鉴赏能力，并使学生学会如何分析   

   艺术作品，并学会从艺术历史中获得经验与创作思维方法。 

2. 通过对即时拼贴图形的创作，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同时培养关联图形情节的能力。 

3. 掌握当代艺术设计创作的即时属性，培养学生运用这种思维方式解读当代艺术设计的其他领域作  

  品。 

第一章 即时图形设计概述（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内容要求学生了解掌握艺术历史中的流派作品，实现对艺术作品的鉴赏分析的教学目

的。 

教学重点和难点 

    即时设计概念，即时图形设计概念，现代艺术作品鉴赏与分析。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即时设计概念，图形概念，即时图形设计概念。 

第二节 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中的即时设计作品鉴赏与分析   

      1.毕加索，博拉克立体主义作品。 

     2.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作品。 

     3.波普艺术，拼贴艺术作品。 

     4.后现代艺术代表作品。 

 

第二章 拼贴艺术方法（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内容要求学生掌握拼贴艺术的产生时代背景，拼贴艺术的代表人物，以及拼贴艺术的创作

过程和方法，达到能独自创作拼贴画的教学目的。 

教学重点和难点 

    拼贴艺术的代表人物，拼贴艺术产生的时代背景，拼贴艺术的创作过程和方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拼贴艺术产生的时代背景，发展脉络。 

第二节 拼贴艺术的代表人物，作品鉴赏与分析。 

第三节 拼贴艺术的创作过程，创意发挥，材料运用。 

 

第三章 即时图形设计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内容要求学生掌握即时设计与拼贴艺术的关系，同时掌握即时设计与当代艺术设计的

关系，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即时图形设计的创作过程，达到运用数字工具完成即时图形设计

的教学目的。 

教学重点和难点 

    即时设计与当代艺术设计的关系，即时图形设计的创作。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即时设计产生的时代背景，艺术设计的即时性。 

第二节 即时设计与当代艺术，设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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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即时图形设计的创作过程，创意发挥。 

 

第四章 其他领域中的即时设计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内容要求学生运用即时设计的思维方法鉴赏分析当代艺术设计中不同表现方式的作

品，如当代雕塑创作，当代产品设计，时尚产品等等，达到能运用即时设计思维方法解读当代

艺术设计作品的教学目的。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不容领域的当代艺术设计作品的即时性解读与鉴赏。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通讯中的即时设计。 

第三节 雕塑中的即时设计。 

第四节 工业产品中的即时设计。 

        第五节 时尚产业中的即时设计。 

 

执笔人：马妍                    审核人：任戬 

 

《广告策划与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广告策划与设计/ Advertisement plan and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学 时 数：2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时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视觉语言 1 视觉语言 2  图形设计 创意思维                               

教学参考书：广告与营销策划 威廉•阿伦斯、迈克尔•维戈尔、克里斯蒂安•阿伦斯、 丁俊杰 人民

邮电出版社 (2013-01) 

开课单位：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广告策划与设计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既是关于广告经营活动规律性的科学,也是一门关于广

告与策划行业的艺术学科,所以学习广告要注意联系实际,注重实践操作技能。该课程作为视觉传达

专业的专业任选课程，从设计师的角度入手，研究广告运作的调查、策划、创意、设计与制作、媒

体运作、效果评估等一系列环节的基础理论知识。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广告基本知识、以及广告运作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策略， 

2．在学习相关理论的同时尝试进行广告设计与策划，以增强广告实践技能，为学生今后从事广告

设计、广告策划或营销策划等工作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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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广告策划的概述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主要阐述广告与策划的发展过程、以及广告与策划的概念、属性与分类。明确广告策划、

策略与计划的异同。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广告、策划、计划的概念以及异同。 

教学内容 

第十一节 什么是广告策划 

第二节 广告策划的发展脉络 

第三节 广告策划的分类 

第四节 策划与计划、策略的异同 

 

第二章  广告策划战略与调研（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课程的教学主要讲授如何从战略角度规划企业的广告，并为企业广告策划的制定做详尽、准确

的的市场调研。要求学生做某一实际项目做完善的调研计划。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节重点是广告战略分析，以及战略类型的分类，因为这是为企业规划广告的前提与基础，难点

是，调研指标的制定与实施。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广告战略分析 

第二节 广告战略类型 

第三节 广告调研程序与指标 

 

第三章 广告策划受众分析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从多方面、多角度了解广告的接受者，包括接受者心理以及购买行为与习惯，只有真

正了解的接受者，广告策划师才能够有针对性的制定广告策略，以便更好的为产品，为广告主服务。

要求：全方位的掌握接受者的信息。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于如何找到你的接受者，并能够充分了解他们购买心理与行为，难点，对受众的细化与分析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广告受众群体特征 

第二节 广告受众权利 

第三节 广告受众心理分析 

第四节 广告受众的购买行为分析 

 

第四章 广告市场分析（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广告行业的发展动态，逐一分析构成广告的每一个元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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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了解广告市场的构成元素，难点是分析各个元素，以及对整个广告行业的分析。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广告市场的含义与构成要素 

第二节 广告与广告主分析； 

第三节 广告对消费者分析 

第四节 广告与广告业的分析 

 

第五章 广告策划的信息战略规划（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广告信息构成以及如何整合广告信息，要求学生具备独立实现广告策划信

息传播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对广告策划信息的研究与分析，难点是如何对信息进行有效的传播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广告策划信息的构成 

第二节 广告策划信息的传播 

第三节 广告策划信息的处理 

 

第六章 广告策划媒体战略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教学目的是让学了解并掌握广告传播的各种媒体，且能够灵活合理的运用各种媒体进行有效

的传播。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并能够合理利用广告媒体，以达到有效传播的目的。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广告媒体组合策略 

第二节 电视与广播、视频媒体策略 

第三节 平面媒体策略 

第四节 网络与短信媒体策略 

第五节 销售展示媒体策略 

第六节 企业之间广告媒体策略 

 

第七章  广告创意、设计与制作（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让学生掌握广告策划、制作、发布的整个流程，并能够有针对性的、合理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对流程的掌控，难点是广告创意的思考。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广告创意表现与创意流程 

第十二节 广告设计方法 

第十三节 广告文案的撰写 

第十四节 广告制作与广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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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广告预算与效果评估（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目的是教给学生如何合理的利用手中的预算，以及在广告发布之后，如何制定广告效

果的评估。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难点是如何制定广告效果的评估计划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广告预算的分配 

第二节 广告预算的方法 

第三节 广告效果评判标准   

第四节 广告效果评估测定 

 

执笔人：石磊                  审核人：任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