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为落实学校“技术立校，应用为本”的办学方略，培养与造就卓越的高等技

术应用型人才，依照学校 2017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现修订完成与之配套

的“上海电机学院本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教学大纲是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纲要形式规定一门课程教学内容

的文件。包括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任务、教学内容的范围、深度和结构、课程

内开设的实验、教学进度和考核方式等。 

教学大纲是教师进行教学和编写或选用教材的主要依据，也是检查和评定学

生学业成绩和衡量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 

学校要求每位任课教师按照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精心组织教学内容、精心

备课、精心改进教学方法、精心应用多元教学手段，上好每一堂课。各二级学院、

系的负责人应定期组织和按照课程教学大纲要求，检查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 

 

 

                                                             教务处 

                                                           201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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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工程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14A1        英文名称：Ergonom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工业设计简史 

后续课程：产品造型设计、产品改良设计、产品创新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具有一定的人机工程学基础知识。 

目标 2：掌握以人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初步掌握产品可用性研究与可用性

评估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目标 3：能应用人机工程学的概念与方法对设计方案进行筛选、深化和优

化。 

目标 4：初步具备用户研究的能力。初步掌握收集、整理并分析细化用户

需求，挖掘用户关键需求点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人机工程学概论 （2 课时） 

人机工程学的命名、学科定义及其发展，人机工程学的研究内容和一般研

究方法，以及学科体系及应用领域。 

（二）人的生理特性 （6 课时） 

2.1 人体尺寸概述与人体尺寸数据应用方法 （2 课时） 

2.2 人体的感觉系统特性 （2 课时） 

2.3 人体的运动系统特性 （2 课时） 

（三）人的心理特性 （4 课时） 

3.1 人的信息加工过程，感知觉、注意、记忆 （2 课时） 

3.2 人的思维、决策、反应执行，人的觉醒、疲劳与应激 （2 课时） 

（四）人机界面与交互设计 （6 课时） 

4.1 人机界面与交互设计概念、原则与方法 （2 课时） 

4.2 显示装置设计 （2 课时） 

4.3 操纵装置设计 （2 课时） 

（五）手工具设计 （8 课时） 

5.1 手工具的人机学因素、操纵把手的设计、手工具设计原则 （2 课时） 

5.2 产品人机学改良实践 （6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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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空间与工作岗位设计 （4 课时） 

6.1 工作空间设计的人机工程学要求，座椅设计 （2 课时） 

6.2 工作空间设计，汽车空间设计 （2 课时） 

（七）情感化设计与包容性设计 （学生自主学习） 

7.1 情感化设计、感性认知元素 

7.2 感性工学 

7.3 包容性设计 

（八）人机工程学研究与评价 （2 课时） 

8.1 常用人机工程学研究方法，可用性要素和可用性设计流程与方法 

  （2 课时） 

8.2 计算机仿真技术、统计分析方法 （学生自主学习） 

（九）人机测量方法与实验 （学生自主学习） 

9.1 动作捕捉 

9.2 肌电测量 

9.3 静态肌力测量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人机工程学基础与应用》，夏敏燕等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人机工程学》（第 5 版），丁玉兰编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5 

2.《工业设计人机工程》（第 3 版），阮宝湘 邵祥华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1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小课题设计（30%）、平时测验（20%）、

考勤与课堂表现（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人的生理特性、

人的心理特性、人机界面与交互设计、手工具设计、工作空间与工作岗位设计

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夏敏燕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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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具有一定的

人机工程学的基础知

识 

目标 2：初步掌握产

品可用性研究与可

用性评估的基本原

理与方法 

目标 3：能从人机工

程学角度对设计方

案进行筛选、深化

和优化 

目标 4:具备初步

的收集整理并分

析 细 化 用 户 需

求，挖掘用户痛

点的能力 

1 人机工程学概论 √    

2.1 人体尺寸概述与人体尺寸数

据应用方法 
√    

2.2 人体的感觉系统特性 √    

2.3 人体的运动系统特性 √    

3.1 人的信息加工过程，感知觉、

注意、记忆     
√    

3.2 人的思维、决策、反应执行，

人的觉醒、疲劳与应激 
√    

4.1 人机界面与交互设计概念、原

则与方法 
√ √ √ √ 

4.2 显示装置设计 √ √ √ √ 

4.3 操纵装置设计 √ √ √ √ 

5.1 手工具的人机学因素、操纵把

手的设计、手工具设计原则 
√ √ √ √ 

5.2 产品人机学改良实践  √ √ √ 

6.1 工作空间设计人机要求、座椅

设计 
√ √ √  

6.2 工作空间设计、汽车空间设计 √ √ √  

7.1 情感化设计、感性认知元素 √  √ √ 

7.2 感性工学 √  √ √ 

7.3 包容性设计 √  √ √ 

8.1 可用性设计流程与方法、常用

人机工程学研究方法 
 √ √ √ 

8.2 计算机仿真技术、统计分析

方法 
 √  √ 

9.1 动作捕捉  √ √ √ 

9.2 肌电测量  √ √ √ 

9.3 静态肌力测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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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心理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17A1         英文名称：Design Psych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工业设计史、设计导论 

后续课程：产品改良设计、产品创新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设计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掌握设计心理学的一般研究方法。 

目标 2：掌握用户认知心理特征，并能用科学的方法予以调查、归纳和量

化。 

目标 3：掌握用户的认知心理规律，并在设计调查和方案建立过程中予以

考虑。 

目标 4：学会一般调研方法，独立设计问卷调查实验，并保证问卷的信度

和效度，用通行的科学方式阐述实验结果。 

目标 5：掌握设计心理学结论与方法的严谨步骤，在设计实践中应用设计

心理学改善设计方案。 

二、课程内容 

（一）设计心理学的基本内容 （6 课时） 

1.1 设计心理学学科范畴 （2 课时） 

1.2 结合心理学一般方法介绍设计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4 课时） 

（二）设计心理学的基本方法和实验 （6 课时） 

2.1 设计心理学方法 （4 课时） 

2.2 设计心理学实验设备与实验设计 （2 课时） 

（三）用户的认知心理 （4 课时） 

3.1 视觉认知特征 （0.5 课时） 

3.2 表面知觉心理 （0.5 课时） 

3.3 知觉限制原则 （0.5 课时） 

3.4 知觉预料与期待心理 （0.5 课时） 

3.5 含义与理解 （1 课时） 

3.6 记忆与注意心理 （1 课时） 

（四）用户的情感心理 （4 课时） 

4.1 价值观念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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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审美观念 （1 课时） 

4.3 生活方式与习惯  （1 课时） 

4.4 社会期待 （0.5 课时） 

4.5 兴趣与需要  （0.5 课时） 

（五）设计心理学实践 （12 课时） 

5.1 观察，调查和数学工具在心理学问题上的使用 （2 课时） 

5.2 自然匹配用户认知心理  （2 课时） 

5.3 表面知觉认知心理  （2 课时） 

5.4 产品改良设计 （6 课时）  

在具体教学安排上，第五部分的实践教学内容会对应穿插在第二部分至第

四部分的内容中，确保理论与实践不脱节。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实验的设计心理学》（第 1 版），吴佩平等编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设计师要懂心理学》，Susan Weinschenk 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采用过程考核方式进行，主要包括：项目实践（40%）、平时作业与测

试（40%）、课堂表现与考勤（20%）。 

五、附件 

 

制定人：  王琦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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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设计

心理学的研究范

畴，掌握设计心理

学的一般研究方

法。 

目标 2：掌握用

户认知心理特

征，并能用科学

的方法予以调

查、归纳和量化。 

目标 3：掌握基

用户的认知心理

规律，并在设计

调查和方案建立

过程中予以正确

的、严谨的相应

处理。 

 

目标 4:学会一

般调研方法，

独立设计问卷

调查实践，并

保证问卷的信

度和效度，用

通行的科学方

式阐述实验结

果。 

目标 5：掌握设

计心理学结论

与方法的严谨

步骤，在设计

实践中应用设

计心理学改善

设计方案。 

1.1 设计心理学学科范畴（2

课时） 
√     

1.2 结合心理学一般方法介

绍设计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和

方法。（4 课时） 

√ √    

2.1 设计心理学方法 (4 课

时) 
 √    

2.2 设计心理学实验设备与

实验设计 （2 课时） 
  √   

3.1 视觉认知特征 （ 0.5 课

时） 
 √    

3.2 表面知觉心理 （ 0.5 课

时） 
 √    

3.3 知觉限制原则 （ 0.5 课

时） 
 √    

3.4 知觉预料与期待心理 

（ 0.5 课时） 
 √    

3.5 含义与理解 （ 1 课时）  √    

3.6 记忆与注意心理（ 1 课

时） 
 √  √ √ 

4.1 价值观念 （ 1 课时）   √   

4.2 审美观念（ 1 课时）   √   

4.3 生活方式与习惯 （1 课

时） 
  √   

4.4 社会期待（ 0.5 课时）   √   

4.5 兴趣与需要 （ 0.5 课

时） 
  √   

5.1.调查、打分和数学工具在

心理学问题上的使用（2 课

时） 

 √  √ √ 

5.2 自然匹配用户认知心理  

（2 课时） 
 √   √ 

5.3 表面知觉认知心理 （2

课时） 
 √   √ 

5.4 产品改良设计（6 课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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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51P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Design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工业设计简史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设计与工业设计的概念。 

目标 2：理解工业设计与文化、市场、环境之间的关系，明确工业设计的

基本要素、原则及工作方法，了解工业设计的发展趋势。 

目标 3：了解一定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知识。 

目标 4：明确工业设计师的类型与职责。 

目标 5：具有一定的团队组织、协调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设计与工业设计的概念 （2 课时） 

1.1 设计的概念 

1.2 工业设计的概念 

（二）工业设计的内涵与外延 （10 课时） 

2.1 工业设计与文化、市场、环境。 （2 课时） 

2.2 工业设计的基本要素。 （2 课时） 

2.3 工业设计的原则与原理。 （2 课时） 

2.4 工业设计的程序与方法。 （2 课时） 

2.5 工业设计师的知识技能要求。 （1 课时） 

2.6 展望未来工业设计。 （1 课时） 

（三）初步的产品分析与设计 （4 课时） 

3.1 产品分析的基本要求 

3.2 产品设计的类型与案例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工业设计概论》，程能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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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学概论》，尹定邦，湖南科技出版社，2009 年 6 月 

3.《图解工业设计概论》，陈根，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年 4 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过程考核方式进行。 

1. 考勤与课堂表现占 10%。 

2. 作业占 90%，包括平时作业和期末大作业。 

 

五、附件 

 

制定人：  夏敏燕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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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设计

与工业设计的概

念 

目标 2：理解工

业设计的内涵与

外延 

目标 3：了解一

定的环境和可持

续发展知识 

目标 4:明确工

业设计师的类

型与职责 

目标 5：具有一

定 的 团 队 组

织、协调能力

和终身学习能

力 

1 设计与工业设计的概念 √ √ √ √  

2.1 工业设计与文化、市场、

环境  
√ √ √   

2.2 工业设计的基本要素   √    

2.3 工业设计的原则与原理  √    

2.4 工业设计的程序与方法  √    

2.5 工业设计师的知识技能

要求 
 √  √  

3 初步的产品分析与设计 √ √   √ 



10 

 

《工业设计简史》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53P1         英文名称：History of Industrial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设计构成 2（工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现代设计产生的背景，明确工业、技术、艺术变革对设计的

影响。 

目标 2：能够在全球语境下了解设计和现代主义，商业、消费主义和设计

的关系，并能适度反思与评价。 

目标 3：掌握二战后至今设计价值观的演变，把握设计的多元发展趋势。 

目标 4：明确设计促进动力、职业和管理之间的相互关系，树立设计的社

会责任观。 

二、课程内容 

（一）现代主义之前的艺术设计概况 （6 课时） 

1.1 西方手工艺时代早期的艺术设计概况。 （0.5 课时） 

1.2 西方文艺复兴至洛可可时期的艺术设计。 （0.5 课时） 

1.3 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艺术设计。 （1 课时） 

1.4 中国传统手工艺中的艺术设计概况。 （3.5 课时） 

1.5 近现代西方的设计文化对中国艺术设计的影响。 （0.5 课时） 

（二）现代艺术设计的萌芽及发展时期 （8 课时） 

2.1 英国工艺美术运动。 （1.5 课时） 

2.2 欧洲的新艺术运动及其影响。 （2 课时） 

2.3 包豪斯与现代设计教育。 （2.5 课时） 

2.4 装饰艺术运动。 （2 课时） 

（三）现代艺术设计的流派及其风格 （4 课时） 

3.1 德意志制造联盟。 （0.5 课时） 

3.2 荷兰风格派。 （1.5 课时） 

3.3 俄国构成主义。 （1.5 课时） 

3.4 国际主义风格的设计运动。 （0.5 课时） 

（四）现代主义时期的各国设计 （10 课时） 

4.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设计。 （1 课时） 

4.2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设计。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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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美国现代设计。 （2 课时） 

4.4 意大利的艺术设计。 （1 课时） 

4.5 荷兰现代设计。 （1 课时） 

4.6 法国现代设计。 （1 课时） 

4.7 英国现代设计。 （1 课时） 

4.8 日本现代设计。 （1 课时） 

4.9 西班牙现代设计。 （1 课时） 

（五）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设计 （4 课时） 

5.1 波普艺术与设计。 （1.5 课时） 

5.2 高科技风格设计。 （1 课时） 

5.3 解构主义设计。 （1 课时） 

5.4 新现代主义风格。 （0.5 课时） 

（六）设计与社会责任（学生自主学习） 

6.1 哲学思潮对艺术设计的影响。 

6.2 1950 年代美国的消费主义、设计与批评观点。 

6.3 英国 1960 年代以来的设计与消费者。 

6.4 绿色设计。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设计艺术史》（第二版），周锐、范圣玺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20 世纪的设计》[英]乔纳森·M. 伍德姆，2012.09 

2. 《Twentieth Century Design》, Jonathan M. Woodham，September 2012 

3. 《Design of the 20th Century》，Charlotte & Peter Fiell，October 2012 

4. 《工业设计史》（第四版），何人可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以平时成绩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10%）、中国传统手工

艺设计参观报告（20%）、设计风格认知与评价（30%）。 

2.期末成绩占比（40%），考核依据：“地域文化、设计风格与价值观”研究

报告。 

评分标准：对设计文化的理解程度、对设计风格的独立见解、参观或研究

报告制作的逻辑性、提交文件的规范性。 

五、附件 

 

制定人： 卢国英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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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现代设

计产生的背景，能

够解释工业、技术、

艺术变革对设计的

影响 

目标 2：能够在全球

语境下了解设计和现

代主义，商业、消费

主义和设计的关系，

并能适度反思与评

价。 

目标 3：掌握二战

后至今设计价值

观的演变，把握

设计的多元发展

趋势 

目标 4:明确设计促

进动力、职业和管

理之间的相互关

系，树立设计的社

会责任观 

1.1 西方手工艺时代早期的艺术设

计概况 
√ √   

1.2 西方文艺复兴至洛可可时期的

艺术设计 
√ √   

1.3 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艺术设计 √    

1.4 中国传统手工艺中的艺术设计

概况 
√    

1.5 近现代西方的设计文化对中国

艺术设计的影响 
√    

2.1 英国工艺美术运动  √   

2.2 欧洲的新艺术运动及其影响  √   

2.3 包豪斯与现代设计教育  √   

2.4 装饰艺术运动  √   

3.1 德意志制造联盟  √   

3.2 荷兰风格派  √   

3.3 俄国构成主义  √   

3.4 国际主义风格的设计运动  √   

4.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

设计 
  √  

4.2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设计   √  

4.3 美国现代设计   √ √ 

4.4 意大利的艺术设计   √  

4.5 荷兰现代设计   √  

4.6 法国现代设计   √  

4.7 英国现代设计   √ √ 

4.8 日本现代设计   √  

4.9 西班牙现代设计   √  

5.1 波普艺术与设计   √  

5.2 高科技风格设计   √  

5.3 解构主义设计   √  

5.4 新现代主义风格   √  

6.1 哲学思潮对艺术设计的影响 √    

6.2 1950 年代美国的消费主义、设

计与批评观点 
   √ 

6.3 英国 1960 年代以来的设计与

消费者 
   √ 

6.4 绿色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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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调研与预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01A1         英文名称：Design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数学 

后续课程：用户研究、产品改良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设计调查的方法和问卷设计技术，把握问卷的结构和内容，

初步具备设计洞察力。能具体设计并制定调研计划、开展设计调研与市场调研

的比较。 

目标 2：基本掌握主要类型的随机抽样技术和非随机抽样技术，能根据已

知条件选择合适的抽样调查与分析方法，掌握常用量表；  

目标 3：掌握调研分析方法，学会使用统计图汇总和整理资料；基本掌握

归纳法、鱼骨法、数量分析、可用性测试等分析方法。 

目标 4：掌握定性与定量分析预测法，包括时间序列分析预测法和市场因

果分析预测法，能够运用预测撰写调研报告。 

目标 5：掌握书面调查报告的写作步骤，遵循营销调研报告的撰写原则与

要求，运用市场调查报告的写作技巧，撰写市场调研报告。 

二、课程内容 

（一）设计调研采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1.1 明确设计调研的含义与作用，了解设计调研方案的程序与调研人员的基

本要求，掌握市场调研计划的撰写。 

1.2 理解文案调查的含义和文案调查的特点，熟悉文案调查的程序，掌握文

案调查的方法和原则。 

1.3 掌握和认识设计调查的观察法、访问法和实验法、头脑风暴法、焦点小

组法。 

1.4 明确问卷要求，掌握问卷的结构和内容，掌握问卷设计技术，学会根据

小组选题设计问卷。 

（二）设计调研实施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2.1 基本掌握主要类型的随机抽样技术和非随机抽样技术，明确抽样调查的

含义、特点及程序； 

2.2 学会抽样误差的分析及计算，能根据已知条件选择合适的抽样调查与分



14 

析方法。 

2.3 明确测量的概念与尺度，掌握量表的类型及常用量表； 

2.4 理解测量信度、误差和效果的含义。 

（三）设计调研洞察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3.1 市场调研资料整理的程序，市场调研资料分组形式和方法，市场调研资

料的编码与录入技术。 

3.2 认识和了解统计表，掌握次数分布数列的特点，学会使用统计图汇总和

整理资料、统计指标。 

3.3 明确市场预测的种类与内容，掌握定性分析预测法和定量分析预测法，

主要包括时间序列分析预测法、 市场因果分析预测法。 

（四）设计调研统计报告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4.1 市场调研报告的概念，市场调研报告的重要性，市场调研报告的基本要

求，书面调查报告的写作步骤。 

4.2 调研报告的撰写原则与要求，营销调研报告的写作标准，书面调查报告

的写作步骤，调研报告的结构。 

4.3 市场调查报告的写作技巧，调研报告的口头提供。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市场调查与预测》（第 4版），陈启杰等编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5.12 

《设计调研》（第 2版），戴力农，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市场调查与预测》，马连福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09 

2. 《市场调查与预测》，丁洪福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课堂问答与考勤（10%），作业等（4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提交调研报告形式（50%） 

五、附件 

 

制定人：  刘博敏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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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设计

调查的方法和问

卷设计技术，把握

问卷的结构和内

容，初步具备设计

洞察力。能具体设

计并制定调研计

划、开展设计调研

与市场调研的比

较。 

目标 2：基本掌

握主要类型的随

机抽样技术和非

随机抽样技术，

能根据已知条件

选择合适的抽样

调查与分析方

法，掌握常用量

表。 

目标 3：掌握调

研分析方法，学

会使用统计图汇

总和整理资料：

基本掌握归纳

法、鱼骨法、数

量分析、可用性

测试等分析方

法。 

目标 4:掌握定

性与定量分析

预测法，包括

时间序列分析

预测法和市场

因果分析预测

法，能够运用

预测撰写调研

报告。 

目标 5：掌握书

面调查报告的

写作步骤，遵

循营销调研报

告的撰写原则

与要求，运用

市场调查报告

的写作技巧，

撰写市场调研

报告。 
1.1设计调研的含义 √     

1.2设计调研的主要内容 √     

1.3设计调研的方法 √     

1.4问卷的结构和内容 √     

1.5市场调研方案的设计 √     

2.1 随机抽样技术和非随机

抽样技术 
 √    

2.2 抽样误差的分析及计

算， 
 √    

2.3 测量的概念与尺度，量

表的类型及常用量表 
 √    

2.4信度、效度误差和效果  √    

3.1统计图表与统计指标   √   

3.2归纳法   √   

3.3鱼骨法   √   

3.4数量比较分析   √   

3.5可用性测试   √   

4.1 市场调研资料整理的程

序，市场调研资料分组形式

和方法，市场调研资料的编

码与录入技术 

 
 

  √  

4.2定性预测方法    √  

4.3定量预测方法    √  

4.4预测报告    √  

5.1 市场调研报告的概念，

市场调研报告的重要性，市

场调研报告的基本要求，书

面调查报告的写作步骤 

√ √ √ √ √ 

5.2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

品演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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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文化考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00A1 英文名称：Design Culture Investigation 

学分/学时：2/2周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工业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素描、设计表现技法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自然景观的整体观察模式，综合运用客观形态构造、透视原

理、空间构造等知识。 

目标 2：能运用所学的绘画基础知识，快速收集、凝练手绘素材和设计素

材。 

目标 3：学会提炼真实景物或物品的特征，并针对对象进行独立取景、独

立创作，通过取舍、夸张等方法完成作品。 

二、课程内容 

（一）风景/物品速写（20 课时）（产品设计、工业设计进行传统物品速写，

数字媒体专业进行风景速写） 

1.1  构图与选景 （2 课时） 

1.2  建筑速写 （4 课时） 

1.3  风景速写 （10 课时） 

1.4  摄影采风纪实 （4 课时） 

（二）专业设计考察 （20 课时） 

2.1 古民居建筑布局考察 （4 课时） 

2.2 民居建筑装饰构造设计与考察 （10 课时） 

2.3 采风报考 （6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艺术设计专业采风与考察》蒋粤闽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袁武写生》袁武写，山东美术出版社，2007 年 3 月 

2. 《风景画素描基础》菲尔格梅茨编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年 2

月 

3. 《写生采风教程》王宝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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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素描的诀窍》伯特·多德森著，蔡强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70%，主要包括：专题训练（40%）及考勤作业等（30%）。 

2.期末考核占比 30%，采用大作业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色彩写

生，风景速写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郑家义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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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自然景观的整体

观察模式，综合运用客观形态

构造、透视原理、空间构造等

知识。 

目标 2：能运用所学

的绘画基础知识，

快速收集、凝练手

绘素材和设计素

材。 

目标 3：学会提炼真实景物或物品的

特征，并针对对象进行独立取景、

独立创作，通过取舍、夸张等方法

完成作品。 

1.1  构图与选景 √ √  

1.2  建筑速写 √ √  

1.3  风景速写 √ √  

1.4  摄影采风纪实 √ √  

2.1 古民居建筑布局考察 √  √ 

2.2 民居建筑装饰构造设计

与考察 
√  √ 

2.3 采风报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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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26P1         英文名称：Design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导论、工业设计史、设计工程基础  

后续课程：产品改良设计、产品创新设计、产品系统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设计管理相关理论知识，掌握设计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

制等管理方法，学会运用设计管理理论工具指导设计实践。 

目标 2：了解设计思维，了解设计流程，掌握设计流程理论工具。 

目标 3：掌握运用各种工具及方法进行市场分析、用户研究，获取用户需

求。 

目标 4：了解商业模式基本内容，学会运用设计管理理论工具进行产品设

计定位。 

二、课程内容 

（一）设计管理基本理论概述 （8 课时） 

1.1 设计管理绪论。 （2 课时） 

1.2 从人类需求角度解读设计史发展脉络。 （2 课时） 

1.3 设计思维概述。 （2 课时） 

1.4 设计流程理论。 （2 课时） 

（二）设计策划基本理论和内容 （16 课时） 

2.1 设计策划绪论。 （2 课时） 

2.2 产品事实认知。 （2 课时） 

2.3 行业事实认知。 （2 课时） 

2.4 受众事实认知。 （2 课时） 

2.5 产品设计定位。 （4 课时） 

2.6 学生作业展示与讨论分享。 （4 课时） 

（三）商业模式基本理论和内容 （8 课时） 

3.1 商业模式概述与内容。 （4 课时） 

3.2 商业模式创新实践，学生分组讨论并展示。 （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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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策划与设计管理》，胡俊红编著，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0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作业（30%）、分享展示（20%）及

考勤与课堂表现（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论文的形式，选取设计管理领域相关课题，考

核学生对设计管理理论知识与工具的掌握，考核学生自主分析的能力。 

五、附件 

 

制定人：  黄珏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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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设计管理

相关理论知识，学会

运用设计管理理论工

具指导设计实践。 

目标 2：了解设计思

维，了解设计流程，

掌握设计流程理论

工具。 

目标 3：掌握运用

各种工具及方法

进行市场分析、用

户研究，获取用户

需求。 

目标 4：了解商业

模式基本内容，学

会运用设计管理

理论工具进行产

品设计定位。 

1.1 设计管理绪论。 √    

1.2从人类需求角度解读设计史发

展脉络。 
√    

1.3 设计思维概述。 √ √   

1.4 设计流程再造。 √ √   

2.1 设计策划绪论。 √    

2.2 产品事实认知。   √ √ 

2.3 行业事实认知。   √  

2.4 受众事实认知。   √  

2.5 产品设计定位。  √  √ 

2.6 学生作业展示与讨论分享 √  √ √ 

3.1 商业模式概述与内容。    √ 

3.2 商业模式创新实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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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造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48P1          英文名称：Basic Modeling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构成 1、设计构成 2（工业设计）、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

构成（产品设计） 

后续课程：产品语意学、产品造型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明确设计的创新本质与层次，厘清产品设计中形态与其它限定因

素的关系。  

目标 2：能对实际产品形态进行造型逻辑逆向分析，并提炼造型基本要素、

分析造型语法。 

目标 3：学会分析造型设计细节并运用相关造型原则与方法，进行具有产

品感的形态创作。 

目标 4：综合运用造型语法，能进行单一功能产品的初步设计。 

二、课程内容 

（一）基础造型概述 （4 课时） 

1.1 从构成走向产品设计 （1 课时） 

1.2 基础造型的相关概念 （1 课时） 

1.3 基础造型的主要任务 （1 课时） 

1.4 基础造型的学习方法 （1 课时） 

（二）设计元素 （14 课时） 

2.1 造型设计的原则 （1 课时） 

2.2 点、线、面、体的应用 （1 课时） 

2.3 影响造型的相关因素 （1 课时） 

2.4 秩序/层级/连接 （11 课时） 

（三）基本造型方法 （28 课时） 

3.1 基本体 （8 课时） 

3.1.1 基本体的演变 （4 课时） 

3.1.2 几何体的综合运用 （4 课时） 

3.2 基本方法 （20 课时） 

3.2.1 剪切（分割）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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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组合（叠加） （4 课时） 

3.2.3 过渡 （4 课时） 

3.2.4 仿生 （8 课时）    

（四）造型细节 （6 课时） 

4.1 对比 （1.5 课时） 

4.2 节奏 （1.5 课时） 

4.3 平衡 （1.5 课时） 

4.4 比例 （1.5 课时） 

（五）初步设计 （12 课时） 

5.1 选题 （2 课时） 

5.2 深化 （6 课时） 

5.3 发布 （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产品造型设计的源点与突破》，温为才、Enrico Leonardo Fagone 等编著，

2015.09 

2.《Visual grammar》（1 ed. ed.） ,Leborg, C. April 2006 

3.《产品基础设计-造型文法》,孙颖莹、熊文湖编著，2009.10 

4.《基础设计》，李锋、潘荣等编著，2010.07 

5.《设计元素: 罗伊娜·里德·科斯塔罗与视觉构成关系》，[美]盖尔·格里特·汉

娜著，李乐山等译，2003.08 

6.《Elements of Design: Rowena Reed Kostellow and the Structure of Visual 

Relationships》，Gail Greet Hannah, August 2003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以平时成绩过程考核与期末大作业考核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70%，主要包括：设计元素（20%）、基本造型方法（50%）。 

2.期末考核占 30%，初步设计大作业。 

3.评分标准：形态推敲的多维性、设计概念的创新性、草图绘制的艺术性、

原型制作的精细度、提交文件的规范性。 

五、附件 

 

制定人：  卢国英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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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明确设计的

创新本质与层次，厘

清产品设计中形态与

其它限定因素的关

系。 

目标 2：能对实际

产品形态进行造型

逻辑逆向分析，并

提炼造型基本要

素、分析造型语法。 

目标 3：学会分析

造型设计细节并加

以运用，能进行具

有产品感的形态创

作。 

目标 4:综合运用造

型语法，能进行单

一功能产品的初步

设计。 

1.1 从构成走向产品设计 √    

1.2 基础造型的相关概念 √    

1.3 基础造型的主要任务 √ √   

1.4 基础造型的学习方法 √ √   

2.1 造型设计的原则  √ √  

2.2 点、线、面、体的应用  √ √  

2.3 影响造型的相关因素  √ √  

2.4 秩序/层级/连接  √ √  

3.1 基本体  √  √ 

3.2 基本方法  √  √ 

4.1 对比  √  √ 

4.2 节奏  √  √ 

4.3 平衡  √  √ 

4.4 比例  √  √ 

5.1 选题   √ √ 

5.2 深化   √ √ 

5.3 发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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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语意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62P1           英文名称：Product Semant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基础造型 

后续课程：产品造型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产品语意学的基本原理。 

目标 2.  掌握产品语意的内涵与外延。 

目标 3．掌握整理和分析产品语意的方法，能运用所学知识分析产品语意

问题。 

目标 4．具备将所学的产品语意分析和处理方法运用于设计实践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产品语意概述 （6 课时） 

1.1 产品语意的概念 （2 课时） 

1.2 产品语意的层次 （2 课时） 

1.3 产品语意的价值 （2 课时） 

(二)产品的语意特征分析 （10 课时） 

2.1 产品的功能性语意 （2 课时） 

2.2 产品的象征性语意 （2 课时） 

2.3 产品的趣味性语意 （3 课时） 

2.4 产品的关怀性语意 （3 课时） 

(三)产品语意设计应用 （16 课时） 

3.1 产品语意应用设计流程 （2 课时） 

3.2 产品语意应用设计要点 （4 课时） 

3.3 产品语意应用设计实践 （10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产品符号语意》王坤茜等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 年  第一版 

2.《产品语意及表达》曹建中等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年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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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70%（课堂考勤和学习态度10%，平时测试2次，每次各占30%）。

期末考核占 30%（设计实践大作业成绩占 30%）。 

五、附件 

 

制定人： 侯佳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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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产品语

意学的基本原理 

目标 2：掌握产品语

意的内涵与外延、

整理和分析产品语

意的方法和工具 

目标 3：具有运用所

学知识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目标 4:初步具有

将所学产品语意

分析和处理的方

法运用于产品设

计实践的能力 

1.1 产品语意的概念 √    

1.2 产品语意的层次 √    

1.3 产品语意的价值 √    

2.1 产品的功能性语意  √  √ 

2.2 产品的象征性语意  √  √ 

2.3 产品的趣味性语意  √  √ 

2.4 产品的关怀性语意  √  √ 

3.1 产品语意应用设计流程   √ √ 

3.2 产品语意应用设计要点   √ √ 

3.2 产品语意应用设计实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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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题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66P1          英文名称：Sktech Design  

学分/学时：2/2 周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设计表现技法、基础造型  

后续课程：产品系统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快题设计概念，明确快题设计与工业设计流程、教学、社会

需求三方面的关系。 

目标 2：掌握快题设计的方法。 

目标 3：具备产品综合设计的思维过程，并能在设计创意过程中加以分析。 

二、课程内容 

（一）快题设计的基本内容概述 （2 课时） 

1.1 快题设计概念，工业设计流程、教学、社会需求三方面与快题设计的

关系。 （0.5 课时） 

1.2 快题设计的意义与方法。理解快题设计概念，快题设计的方法。 

 （0.5 课时）  

1.3 综合设计思维、设计创意的方法。 （1 课时） 

（二）快题设计的呈现流程 （2 课时） 

2.1 分析优秀的设计作品。 （1 课时） 

2.2 元素的寻找与提炼、视觉形象的创造。 （1 课时） 

（三）快题设计的语言呈现 （8 课时） 

3.1 快速表现的概念、特征、原则及作用。 （2 课时） 

3.2 线条、形态的准确性、综合能力。 （6 课时） 

（四）快题设计实操与实例分析 （28 课时） 

4.1 综合性的实例讲解分析。 （4 课时） 

4.2 快题设计课题。 （2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设计的展开——产品设计方法与程序》，孙颖莹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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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9 年 7 月 

2.《快题设计——工业设计创意与表达》，林璐 李南 于默编著，高等教育

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设计大作业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10%）、考勤（10%）。 

2. 快题设计大作业占比 80%，采用快题设计的形式，考核学生运用设计原

理与方法进行设计的能力。 

五、附件 

 

制定人： 刘成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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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快题设

计概念，明确快题

设计与工业设计流

程、教学、社会需

求三方面的关系。 

目标 2：使学生掌

握快题设计的方

法。 

目标 3：具备产品综合设

计的思维过程，并能在设

计创意过程中加以分析。 

1.1 讲述快题设计概念，分析工业设计流程、教学、

社会需求三方面与快题设计的关系。 
√   

1.2 重点讲解快题设计的意义与方法。要求学生理

解快题设计概念，初步掌握快题设计的方法。 
√   

1.3 要求学生理解设计创意是一个综合的思维过

程，理解综合设计思维是产生设计创意的条件，培

养设计创意的方法。 

√   

2.1 使学生建立一个完整的有体系的思考方法，通

过分析优秀的设计作品，学会透过形式看内在设计

思想和创新点，训练敏锐的眼光。 

 √  

2.2 理解中心思想的确立、关键词的归纳的方法，

培养元素的寻找与提炼、视觉形象的创造的能力。 
 √  

3.1 要求学生理解快速表现的概念、特征、原则及

作用，要求学生通过练习熟练掌握快速表现技法，

为快题设计创意的呈现打好坚实的语言基础。 

  √ 

3.2 要求学生不断练习，熟练的线条、形态的准确

性、综合能力。 
  √ 

4.1 以快题设计阶段学习原则为基础，结合综合性

的实例讲解分析，将前面章节的一些内容串联起

来，使得学生对快题设计内容有更加系统和深入的

认识。 

  √ 

4.2 布置快题设计课题，训练中对快题设计知识点

的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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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造型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02A1             英文名称：Form Design Project 

学分/学时：8/8 周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基础造型、产品语意学 

后续课程：产品改良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巩固学生运用设计表现技法、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及产品语意学

等已学知识与技能进行造型设计的能力。 

目标 2：熟悉设计流程，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产品提案设计。 

目标 3：培养设计思维能力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设计

实践能力，为后续的设计课程打下基础。 

二、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由四大模块组成，包括基础模块、进阶模块、高阶模块和实战模

块。  

（一） 基础模块 （40 课时） 

1.1 产品造型设计概述 （0.5 课时） 

1.2 课程的学习方法及意义 （0.5 课时） 

1.3 造型与设计之间的关系 （1 课时） 

1.4 单个形体以及多个形体间的组合造型设计方法 （1 课时） 

1.5 造型与点线面的关系、造型与基本体的关系，造型的 6 种方法及综合运

用  （1 课时） 

1.6 方体、柱体、椎体、球体形态演变，以及几何体的综合设计运用 

  （20 课时） 

1.7 多个形体间的组合造型设计，包括叠加、剪切、分割、包裹、边缘处理、

仿生，以及这 6 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16 课时） 

（二） 进阶模块 （20 课时） 

2.1 造型的 4 个步骤，包括比例、体量、线条和细节，并能运用到产品造型

设计中  （4 课时） 

2.2 自由曲面的造型方法和技巧，包括放样、边界围合、动作思维三个方面 

  （2 课时） 

2.3 产品自由曲面造型设计 （1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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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阶模块 （20 课时） 

3.1 影响造型的 11 个要素，包括造型与功能、技术、结构、人机、材料、

工艺、装配、语义、色彩、DNA、文化 （1 课时） 

3.2 造型与 DNA 的关系，分析相关经典案例，提取 DNA 设计元素，并能

针对产品族进行形象设计 （1 课时） 

3.3 造型与文化的关系，分析不同文化背景对于产品造型的影响，并能提出

针对某一类型产品的造型设计与文化的思考 （2 课时） 

3.4 设计实践 1：用瓦楞纸材料设计并制作坐具 （16 课时） 

（四） 实战模块 （80 课时） 

4.1 灵活运用恰当的造型方法进行产品造型设计与创新体验活动（2 课时） 

4.2 设计实践 2：造型与市场要素，能初步了解商业因素对产品造型的影响．．．．．．．．．．．．．．．．。

即市场是如何作用于产品造型的；从纯形式的构成过渡到理想状态的产品造型．．．．．．．．．．．．．．．．．．．
设计．．，再到真正的产品造型市场化设计．．．．．．．．．．．．．． （78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产品造型设计的源点与突破》温为才等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8 

2.《产品设计造型基础》胡俊等编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1 

四、课程考核 

课程采用过程评价方式进行综合成绩的评定。 

1.设计小练习成绩评定 

均采用百分制计分，最后取平均值为设计小练习成绩。 

2.设计实践成绩评定 

采用百分制计分，其中： 

作品小样或草图方案 20 分，作品实物或三维模型 60 分，设计版面表达及

口头发表 20 分。 

3.课程成绩综合评定 

这两部分内容的成绩占总评成绩比例为设计小练习 30%，设计实践 70%。 

五、附件 

 

制定人：  侯佳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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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巩固学生运用设

计表现技法、计算机辅助

艺术设计及产品语意学等

已学知识与技能进行造型

设计的能力。 

目标 2：培养熟悉设计

流程，进行有针对性的

创新产品提案设计。 

目标 3：培养设计思维

能力及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为后续的设计课程

打下基础。 

1.1 产品造型设计概述  √ √ 

1.2 课程的学习方法及意义  √ √ 

1.3 造型与设计之间的关系 √ √ √ 

1.4 单个形体以及多个形体间的组合造

型设计方法 
√ √ √ 

1.5 造型与点线面的关系、造型与基本体

的关系 
√ √ √ 

1.6 方体、柱体、椎体、球体形态演变 √ √ √ 

1.7 多个形体间的组合造型设计 √ √ √ 

2.1 造型的 4 个步骤 √ √ √ 

2.2 自由曲面的造型方法和技巧 √ √ √ 

2.3 产品自由曲面造型设计 √ √ √ 

3.1 影响造型的 11 个要素 √ √ √ 

3.2 造型与 DNA 的关系 √ √ √ 

3.3 造型与文化的关系  √ √ 

3.4 用瓦楞纸材料设计并制作坐具 √ √ √ 

4.1 灵活运用恰当的造型方法进行产品

造型设计与创新体验活动 
√ √ √ 

4.2 造型与市场要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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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改良设计》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02A2           英文名称：Optimum Design Project 

学分/学时：8/8 周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人机工程学、设计心理学、产品造型设计 

后续课程：快题设计、产品创新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改良设计的概念及流程 

目标 2：掌握对市场现有产品进行调查和分析的基本方法 

目标 3：能够发现现有产品存在的问题 

目标 4：能够给出产品改良设计方案，并论证可行性 

目标 5：熟悉模型材料塑造产品形态的工艺制作过程和常用制作工具的使

用方法，掌握模型的实际制作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产品改良设计概述 （8 课时） 

1.1 产品改良设计的意义 （2 课时） 

1.2 产品改良设计的内容 （2 课时） 

1.3 产品改良设计的一般程序与方法 （4 课时） 

（二）产品调查和分析方法及实践 （20 课时） 

2.1 市场调查和设计调查的基本概念 （1 课时） 

2.2 数据采集方法：观察法、单人访谈法、焦点小组、问卷法、头脑风暴法、

自我陈述法、实验法 （3 课时） 

2.3 调研分析：数量对比分析、知觉图、鱼骨图、卡片归纳分类法、情景分

析法、人物角色法、故事板、可用性测试、A/B 测试、用户点击行为分析、流

量转化率和跳出率、网站数据分析 （4 课时） 

2.4 产品调查和分析实践 （12 课时） 

（三）提出现有产品存在的问题 （8 课时） 

3.1 从调研分析结果中发现问题 （3 课时） 

3.2 从产品自身的功能定位、市场定位、结构设计等方面发现问题 （3 课时） 

3.3 从用户的背景知识、使用习惯、认知方式等方面发现问题 （2 课时） 

（四）提出并改进改良设计方案 （124 课时） 

4.1 产品信息采样与形态语言的设计要素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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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设计创造的思维方法并提出初步的解决方案 （8 课时） 

4.3 初步解决方案的手绘表达和计算机表现 （16 课时） 

4.4 解决方案的论证和反复修改 （20 课时） 

4.5 结构模型制作及 ABS 板材制作模型 （16 课时） 

4.6 模型结构图样的表达与综合模型制作 （16 课时） 

4.7 确定最终方案；制作实物模型 （20 课时） 

4.8 改良设计方案的实现 （2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产品改良设计》，张展，王虹，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产品改良设计》，唐智，水利水电出版社，2012.8  

2. 《产品改良性设计》，陈剑荣，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 

3. 《产品改良设计》，江杉，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4. 《产品模型制作》，谢大康，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8 

四、课程考核 

1、课程考核性质：考查。 

2、考核方式：过程考核。 

3、考核要求： 

A、科学设置改良设计实践题目，要求学生根据设计专题要求完成设计大

作业。考核将按百分制，依据大作业各阶段的成绩（包括调研报告成绩，手绘

草图成绩，计算机效果图成绩，实物模型及相关设计说明成绩四个部分），计算

学生的课程成绩，评价学生的设计能力。 

第一部分、调研报告成绩（20%） 

（1）结合教师意见，运用包括桌面调研、实地走访、问卷访谈等各种调研

方式，进行与选题有关的调查研究并保存好相关佐证材料。 

（2）根据调研分析结果，形成可深入的、有创意突破点的设计方向。 

（3）制作能体现以上所有工作成果的 PPT 汇报文件，汇报时间不超过 5

分钟。 

第二部分、手绘草图成绩（20%） 

明确设计方向后，绘制 20 个草图设计方案。草图设计方案必须体现对课题

产品的形态、功能与结构、尺度、造型材料与人机工程学问题的考虑。 

第三部分、计算机效果图与草模成绩（20%） 

（1）经指导教师认可后，从 20 个草图设计方案中选择 1 个方案深入设计

建模。请务必保留建模过程截屏图片以供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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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 1 个建模文件进行渲染，要求多角度、带细节、带场景 、有 3 种

以上的配色及材质方案的效果图。 

（3）带尺寸的三视图，尺寸设计要有依据，如何运用人机原理要明确。 

（4）制作至少 1 个设计方案的草模，能体现产品的基本结构。 

第四部分、实物模型与相关设计说明成绩（40%） 

（1）设计方案进行优化，包括结构等深入细节设计。 

（2）制作设计说明图，如尺寸说明、内部结构说明、使用说明等示意图。 

（3）用计算机绘制工程图纸，包括整机外型三视图、部分壳体的结构工程

图。 

（4）经指导教师认可后，将最终设计方案按合适比例选择适当的材料制作

1 个较精细的模型或样机。 

（5）制作能体现以上所有工作成果的 PPT 汇报文件并汇报，包括设计方

案理念、细节、设计说明、5 张不同角度的模型图。 

B、课程设置 2 个课内综合实验，考核和评价学生的设计实践能力。具体

要求如下： 

（1）完整性（20%）,包括工作量、模型设计图纸及实验制作报告的完整性 

（2）创新性（15%）,制作模型的创新程度 

（3）合理性（15%）, 材料选择、制作方法的合理性 

（4）模型效果与制作质量（20%）,制作模型的最终表达效果 

（5）准确性（20%）, 制作模型的准确性 

（6）工作态度（10%） 

4、课程最终成绩评定：按百分制记，改良设计实践题目成绩占 70%；考勤

及课堂表现成绩占 10%；实验成绩占 20%。 

五、附件 

 

制定人：  苏恒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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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改

良设计的概念

及流程 

 

目标 2：掌握对

市场现有产品进

行调查和分析的

基本方法 

目标 3：能够提

出现有产品存在

的问题 

目标 4：能够给

出产品改良设

计方案，并论

证可行性 

目标 5：熟悉模

型材料塑造产

品形态的工艺

制作过程和常

用制作工具的

使用方法，掌

握模型的实际

制作能力 

1.1    产品改良设计的意义 √     

1.2    产品改良设计的内容 √     

1.3    产品改良设计的一般程序

与方法 
√ √ √ √  

2.1 市场调查和设计调查的基

本概念 
 √    

2.2 数据采集方法  √    

2.3 调研分析  √    

2.4 产品调查和分析实践  √ √   

3.1 从调研分析结果中发现问

题 
 √ √   

3.2 从产品自身的功能定位、市

场定位、结构设计等方面发现

问题 

 √ √   

3.3 从用户的背景知识、使用习

惯、认知方式等方面发现问题 
 √ √   

4.1 产品信息采样与形态语言

的设计要素 
   √  

4.2 设计创造的思维方法并提

出初步的解决方案 
   √  

4.3 初步解决方案的手绘表达

和计算机表现 
√     

4.4 解决方案的论证和反复修

改 
     

4.5 产品模型概述及 ABS 板材

制作模型 
  √ √ √ 

4.6 聚氨酯泡沫结构模型制作

及模型结构图样的表达 
  √ √ √ 

4.7 确定最终方案；制作实物模

型 
   √ √ 

4.8 改良设计方案的实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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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创新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02A3           英文名称：Creative Design Project 

学分/学时：8/8 周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产品改良设计、产品造型设计、基础造型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基本的设计创新方法，具备设计创新性产品的能力。 

目标 2：掌握一定调研方法，具有进行市场分析、用户研究，获取用户需

求并撰写需求文档的能力。 

目标 3：具备运用设计素描、快速表现技法等手绘方式快速表达设计构思

并准确画出透视设计方案的能力。 

目标 4：具备清晰表达设计概念和设计方案，以及设计方案的核心内涵、

设计方案的演变过程及总结产品方案的优势与卖点的能力。 

目标 5：具备团队协调合作的能力，能够正确认识、理解个人在设计团队

中的作用。 

二、课程内容 

（一）产品创新方法和创新设计思维的相关概念和方法及产品实践 

  （24 课时） 

1.1 创造性思维的概念、特点、训练和能力表现。 （6 课时） 

1.2 针对设计题目，深入调研，包括市场研究、现有产品研究、用户研究和

人机工程研究。 （4 课时） 

1.3 思维导图法的定义、绘制方法、常用软件的概念介绍以及主要内容。 

  （4 课时） 

1.4 SET 因素分析法的概念介绍以及主要内容。 （6 课时） 

1.5 运用思维导图和 SET 因素分析法进行产品设计主题的构思。包括情感、

仿生、感官、新材料、同构、地域特色等方面，并探讨与生活哲学相关的创新

理念和文化思想的确定。 （4 课时） 

（二）产品草图绘制和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的表达技巧实践 （44 课时） 

2.1 产品新功能的开发设计实践。对现有同类产品的功能进行总结归纳，根

据新技术和同行业产品开发（同行业最佳竞争者）的新趋势与可用性分析，进

行适度的产品功能的创新。 （8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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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产品造型设计实践。将产品设计理念融入产品形态表达的“膨胀”、“曲

线”、“残缺”、“玲珑”、“前瞻”和“动与静”等造型设计过程中。 （8 课时） 

2.3 头脑风暴法的概念、基本流程、应遵循的原则。质疑头脑风暴法的概念

介绍及其主要内容和案例分析。 （6 课时） 

2.4 绘制概念开发草图和必备的透视图。 （8 课时） 

2.5 对草图方案进行评估和筛选，选择最具可行性和创新性的方案。 

  （6 课时） 

2.6 产品的结构设计和技术支撑。包括创建产品功能结构图，将元件集合为

功能模块、制作概略布局图、确定模块交互关系并细化性能特性。 （4 课时） 

2.7 对所选方案建立三维效果模型。 （4 课时） 

（三）产品迭代开发设计实践 （48 课时） 

3.1 评估。对产品进行初步设计评估、可用性评估和技术可行性评估，列举

出存在的问题。 （8 课时） 

3.2 深入调研，了解用户需求和市场需求。 （8 课时） 

3.3 绘制改进方案的草图。 （8 课时） 

3.4 完善设计方案，修改产品 3D 模型。 （8 课时） 

3.5 评估及改进。再次对产品进行设计评估、可用性评估和技术可行性评估，

发现存在的不足。 （8 课时） 

3.6 针对存在问题，修改草图设计方案。 （4 课时） 

3.7 完善设计方案，修改产品 3D 模型，确定最终模型。 （4 课时） 

（四）模型制作 （36 课时） 

4.1 选择适合的材料及加工工艺进行实物模型的制作。 （32 课时） 

4.2 验收作品并进行评价和测试。 （4 课时） 

（五）制作设计说明书并发布 （8 课时） 

5.1 依据设计方案与设计过程，制作设计说明书与 PPT，并对外发布作品。

（8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产品创新设计思维与方法》，缪莹莹、孙辛欣等编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7.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产品设计思维》，洛可可创新设计学院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09 

2. 《产品创新设计理论及方法》，李彦主编，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7.01 

3. 《产品创新设计与开发》，曾富洪编著，西南交大出版社，2009.03 

4. 《产品创新设计方法》，苏珂编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09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D1%E5&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4%F8%B8%BB%BA%E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E%F7%C4%CF%BD%BB%B4%F3&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B%D5%E7%E6&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C7%E1%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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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户体验与产品创新设计》，罗仕鉴，朱上上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0.04 

6. 《中文版 Rhino5.0 完全实战技术手册》，张雨滋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07 

7. 《产品设计草图》，清水吉治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上表现（20%）、考勤与课堂表现（10%）

及课堂作业（30%）等。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对创新设计类

的题目的理解、思维创新度、用户定位与需求分析、作品的视觉呈现效果、方

案的陈述与表达、在设计团队中的发挥作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周志勇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2%DE%CA%CB%BC%F8&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6%EC%C9%CF%C9%CF&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5%C5%D3%EA%D7%C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7%E5%CB%AE%BC%AA%D6%CE&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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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基本

的设计创

新方法，

具备设计

创新性产

品 的 能

力。 

目标 2：掌握

运用各种调研

方法，具有进

行市场分析、

用户研究，获

取用户需求并

撰写需求文档

的能力。 

目标 3：具备

运 用 设 计 素

描、快速表现

技法等手绘方

式快速表达设

计构思并准确

画出透视设计

方案的能力。 

目标 4：具备清晰

表达设计概念和

设计方案，以及设

计方案的核心内

涵、设计方案的演

变过程及总结产

品方案的优势与

卖点的能力。 

目标 5：具备

团队协调合

作的能力，能

够正确认识、

理解个人在

设计团队中

的作用。 

1.1 创造性思维的概念、特点、训练

和能力表现。 
√     

1.2 针对设计题目，深入调研，包括

市场研究、现有产品研究、用户研究

和人机工程研究。 

√ √    

1.3 思维导图法的定义、绘制方法、

常用软件的概念介绍以及主要内容。 
√ √    

1.4 SET 因素分析法的概念介绍以及

主要内容。 
√ √    

1.5 运用思维导图和 SET 因素分析法

进行产品设计主题的构思，包括情

感、仿生、感官、新材料、同构、地

域特色等方面，或者探讨与生活哲学

相关的创新理念和文化思想的确定。 

√ √  √  

2.1 产品新功能的开发设计实践，对

现有同类产品的功能进行总结归纳，

根据新技术和同行业产品开发（同行

业最佳竞争者）的新趋势，进行适度

的产品功能的创新。 

√ √    

2.2 产品造型设计实践，产品“膨胀”、

“曲线”、“残缺”、“玲珑”、“前瞻”和“动

与静”形态表达，将产品设计理念融入

造型设计中。 

 √ √ √  

2.3 头脑风暴法的概念、基本流程、

头脑风暴应遵循的原则、整理分析、

质疑头脑风暴法的概念介绍以及主

要内容和案例分析。 

 √ √   

2.4 绘制概念开发草图和必备的透视

图。 
 √ √   

2.5 对草图方案进行评估和筛选，选

择最具可行性和创新性的方案。 
 √ √   

2.6 产品的结构设计和技术支撑。包

括创建产品功能结构图、将元件集合

为功能模块、制作概略布局图、确定

模块交互关系并细化性能特性。 

 √ √   

2.7 对所选方案建立三维效果模型。  √ √   

3.1 评估。对产品进行设计评估和技

术可行性评估，列举出存在的问题。 
  √ √  

3.2 再一次深入调研，了解用户的需

求和市场需求。 
  √   

3.3 绘制改进方案的草图。   √   

3.4完善设计方案，修改产品 3D模型。   √ √  

3.5 评估及改进。对产品进行设计评

估和技术可行性评估，发现存在的不

足。 

  √ √  

3.6 针对存在问题，修改草图设计方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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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完善设计方案，修改产品 3D模型，

确定最终模型。 
  √   

4.1 选择适合的材料及加工工艺进行

实物模型的制作。 
   √ √ 

4.2 验收作品并进行评价和测试。    √  

5.1 制作设计说明书并发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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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统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02A4             英文名称：System Design Project 

学分/学时：8/8 周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产品改良设计、产品创新设计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确立现代产品系统设计观，明确产品系统基本观念及系统思想。 

目标 2：掌握产品系统设计要素，能够从产品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熟悉各

要素的特点及作用，明确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更准确地把握产品设

计要点。 

目标 3：熟悉不同的创新设计思维形式，重点掌握不同的创新方法，学会

根据具体设计方案选择合适的创新设计方法。 

目标 4：通过对产品系统设计流程的系统化学习，明确各个流程中相应的

内容与特点，学会将不同的设计方法融会贯通地运用于产品设计不同的设计阶

段中，从而有效地实现有目的的产品设计计划。 

二、课程内容 

（一）产品系统设计概述 （4 课时） 

1.1 现代产品设计系统观。 （1 课时） 

1.2 产品系统基本概念。 （0.5 课时） 

1.3 产品系统设计思想。 （1.5 课时） 

1.4 产品系统设计思想的运用。 （1 课时） 

（二）产品系统设计要素 （8 课时） 

2.1 产品系统设计要素概述。 （2 课时） 

2.2 产品内部要素。 （3 课时） 

2.3 产品外部要素。 （3 课时） 

（三）产品创新设计思维与方法 （16 课时） 

3.1 产品创新设计概述。 （4 课时） 

3.2 创新设计思维。 （4 课时） 

3.3 创新设计方法。 （8 课时） 

（四）产品系统设计流程 （128 课时） 

4.1 设计调研 调查与发现。 （2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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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产品定义 整理与构思。 （28 课时） 

4.3 概念发想 提案与试做。 （32 课时） 

4.4 细节实作 改良与叙述。 （40 课时） 

4.5 成果发布 最终发表。 （4 课时） 

（五）产品系统设计发展趋势 （4 课时） 

5.1 产品设计的发展趋势。 （2 课时） 

5.2 产品系统设计的核心走向。 （1 课时） 

5.3 持续推动产品系统设计的发展。 （1 课时） 

（六）产品系统设计实施案例 （学生自主学习） 

6.1 健康类产品系统设计案例。 

6.2 消费类产品系统设计案例。 

6.3 其他类产品系统设计案例。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产品系统设计》，张宇红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10 

2. 《产品系统设计》，王昀、刘征、卫巍编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07 

3. 《产品系统设计》，吴翔编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06 

4. 《IDEO，设计改变一切：设计思维如何变革组织和激发创新》，[英]布

朗著； 侯婷译，万卷出版公司，2011.05 

5．《国际产品设计经典教程》，[英]保罗•罗杰斯 、亚历克斯•米尔顿著，陈

苏宁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以过程考核的方式进行。 

1.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10%）、产品系统设计案例分析（10%）、产

品系统设计实践（80%）：其中，设计调研 15%，产品定义 15%，概念发想 15%，

细节实作与成果发布 35%。 

2.评分标准：设计方案的完整性，设计概念的创新性、设计细节的艺术性、

人-机-环境的合理性、提交文件的规范性。 

五、附件 

 

制定人：  卢国英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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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确立现代产

品系统设计观，明确

产品系统基本观念及

系统思想。 

目标 2：掌握产品

系统设计要素，能

够从产品外部和内

部两个维度熟悉各

要素的特点及作

用，明确各要素之

间的相互关系和影

响，更准确地把握

产品设计要点。 

目标 3：熟悉不同

的创新设计思维形

式，重点掌握不同

的创新方法，学会

根据具体设计方案

选择合适的创新设

计方法。 

目标 4:通过对产品

系统设计流程的系

统化学习，明确各

个流程中相应的内

容与特点，学会将

不同的设计方法融

会贯通地运用于产

品设计不同的设计

阶段中，从而有效

地实现有目的的产

品设计计划。 

1.1 现代产品设计系统观 √    

1.2 产品系统基本概念 √    

1.3 产品系统设计思想 √    

1.4 产品系统设计思想的运用 √    

2.1 产品系统设计要素概述  √  √ 

2.2 产品内部要素  √  √ 

2.3 产品外部要素  √  √ 

3.1 产品创新设计概述   √  

3.2 创新设计思维   √  

3.3 创新设计方法   √ √ 

4.1 设计调研 调查与发现    √ 

4.2 产品定义 整理与构思    √ 

4.3 概念发想 提案与试做    √ 

4.4 细节实作 改良与叙述    √ 

4.5 成果发布 最终发表    √ 

5.1 产品设计的发展趋势   √  

5.2 产品系统设计的核心走向   √  

5.3 持续推动产品系统设计的发

展 
  √  

6.1 健康类产品系统设计流程    √ 

6.2 消费类产品系统设计流程    √ 

6.3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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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38P1               英文名称：Exhibition Design 

学分/学时：1.5/48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巩固形态构成、材料、设计创意与图形语言等方面的知识：掌握

总体设计、平面布局、空间组织、展示环境、道具装置、灯光设置等与展示相

关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目标 2：具备运用展示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能以形式语言等手段进行

展示设计的能力，并能制作小型展示空间模型。  

目标 3：具备一定的展示设计鉴赏能力，树立全球视野，了解设计发展趋

势和当今世界跨文化的相关实践。 

二、课程内容 

（一）展示设计在空间上的运用 （10学时） 

1.1空间的发展历程及空间伦理； （4学时） 

1.2认识形态与空间的关系； （6学时） 

（二）展示设计在材料的运用 （22学时） 

2.1认识材料的视觉意向、触觉意向 （6学时） 

2.2掌握材料的色彩及光的应用； （6学时） 

2.3展示空间的组织结构 （10学时） 

（三）空间的表达与设计 （8学时） 

3.1草图大师软件教学 1 （2学时） 

3.2草图大师软件教学 2 （2学时） 

3.3草图大师软件教学 3 （2学时） 

3.4草图大师软件教学 4 （2学时） 

（四）展示模型制作 （8学时） 

4.1制作展示模型，了解模型制作方法 （2学时） 

4.2草图表现 （2学时） 

4.3 PS 作业表现 （2 学时） 

4.4 SU 作业表现综合讲解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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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中国高等院校美术教材•环境艺术设计系列•空间设计》，杨茂川，中国

青年版社，2011 年 11 月 

2.《空间设计初步》，翟幼林，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年 4 月（第 1 版） 

3.《国际环境艺术设计基础教程：展示设计》，帕姆·洛克，中国青年出版

社，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10%）、平时作业（5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展示橱窗模型制作。

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新性（30%）、表现手法（20%）、艺术效果（30%）、

工作态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张舒沄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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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巩固形态构成、材料、

设计创意与图形语言等方面

的知识：掌握总体设计、平面

布局、空间组织、展示环境、

道具装置、灯光设置等与展示

相关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目标 2：具备运用展示设

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能

以形式语言等手段进行

展示设计的能力，并能制

作小型展示空间模型。 

目标 3：具备一定的展示

设计鉴赏能力，树立全球

视野，了解设计发展趋势

和当今世界跨文化的相

关实践。 

1.1 空间的发展历程及空间伦

理 
√  √ 

1.2 认识形态与空间的关系 √   

2.1 认识材料的视觉意向、触

觉意向 
√   

2.2 掌握材料的色彩及光的应

用 
√   

2.3 展示空间的组织结构 √   

3.1 草图大师软件教学 1 √   

3.2 草图大师软件教学 2 √   

3.3 草图大师软件教学 3 √   

3.4 草图大师软件教学 4 √   

4.1 制作展示模型，了解模型

制作方法 
 √  

4.2 草图表现  √  

4.3 PS 作业表现  √  

4.4 SU 作业表现综合讲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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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65P1               英文名称：Interaction Design 

学分/学时：1.5/48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交互设计软件基础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并掌握交互体验与交互设计的基本知识。 

目标 2：掌握交互设计相关的用户研究方法，了解商业分析方法。 

目标 3：掌握角色建模及场景建模方法。 

目标 4：掌握交互产品高保真原型的设计流程。 

目标 5：掌握产品定性及定量的评估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交互设计与用户体验 （8 课时） 

1.1 交互设计主要内容、行业发展及相关信息 （2 课时） 

1.2 用户体验要素：用户体验的 5 个需求层次及用户体验愉悦性 （2 课时） 

1.3 相关学科知识与交互设计要素及不同的交互方式 （2 课时） 

1.4 交互设计流程：调研分析，设计建模，交互设计，设计评估 （2 课时） 

（二）交互设计调研与分析 （12 课时） 

2.1 用户研究方法：基于某个产品或软件进行用户研究（访谈、日志、问卷、

焦点小组、卡片、经验评估、观察、可用性测试、眼动实验、网志分析等） 

 （8 课时） 

2.2 商业分析（swot、波特五力、聚类分析） （4 课时） 

（三）交互设计分析与建模 （12 课时） 

3.1 掌握角色与场景建模方法（persona 角色建模、scenario 虚拟情景、故事

板、任务分析法、） （8 课时） 

3.2 了解并掌握信息构架（层级结构、自然结构、线性结构、矩阵结构） 

  （4 课时） 

（四）交互设计与设计评估 （16 课时） 

4.1 针对某款交互软件,完成原型设计及高保真设计 （12 课时） 

4.2 对完成产品进行定性及定量评估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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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交互设计原理与方法》，顾振宇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无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程平时作业（50%）及考勤（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考核标准主要包括：交互设计案例最终完成度及后

期评估结果的合理性。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帅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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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并掌

握交互体验与交

互设计的基本知

识。 

目标 2：掌握交

互设计相关的用

户研究方法，了

解商业分析方法 

目标 3：掌握角

色建模及场景建

模方法 

目标 4：掌握交

互产品高保真

原型的设计流

程。 

目标 5：掌握产

品定性及定量

的评估方法 

1.1 交互设计主要内容、行

业发展及相关信息。 
√     

1.2 用户体验要素：用户体

验的 5 个需求层次及用户体

验愉悦性 

√     

1.3 相关学科知识、交互设

计要素及不同的交互方式 
√     

1.4 交互设计流程 √     

2.1 基本用户研究方法  √    

2.2 常用商业分析方法  √    

3.1 角色与场景建模   √   

3.2 信息构架   √ √  

4.1 原型设计及高保真设计    √ √ 

4.2 定性及定量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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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产品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78A1         英文名称：Electromechanical Product Design  

学分/学时：2/64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基础造型、产品语意学、产品造型设计 

后续课程：产品系统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初步了解机电产品设计的相关基础理论。明确机电产品工业设计

的主要目标与特点。 

目标 2：初步掌握机电产品的工业设计能力。在强调宜人性与可用性的基

础上，提高产品的美学品质。 

目标 3：具备综合的设计思维能力，明确材料与制造工艺对机电产品设计

的制约因素，并能在设计创意中加以分析。 

二、课程内容 

（一）课程介绍及机电产品设计概论 （2 课时） 

1.1 机电产品及机电产品设计的相关概念、机电产品工业设计的主要目标与

特点、应用技能、关联学科、行业发展现状与就业范围 （1 课时） 

1.2 机电产品设计简史、当前机电行业发展动态与前沿。 （1 课时）  

（二）机电产品设计程序及方法 （4 课时） 

2.1 机电产品工业设计流程。 （2 课时）  

2.2 设计程序的模式。 （2 课时） 

（三）机电产品设计中的人体工程学 （4 课时） 

3.1 机电产品设计中人机工程学的应用，强调在产品设计中考虑宜人性与可

用性的意识。 （2 课时）   

3.2 人体测量及设计应用：人机工学在机电产品显示装置、控制装置、作业

空间、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应用；人机工学典型案例分析与讲解。 （2 课时） 

（四）机电产品设计中的材料与工艺 （4 课时） 

4.1 材料及与制造工艺对机电产品设计的制约因素与应用方法。 （2 课时） 

4.2 设计材料的分类及常用的设计材料；材料的感觉特性与质感设计；材料

的工艺特性及加工成型工艺；材料的美感及设计应用 （2 课时） 

（五）设计实践 （50 课时） 

5.1 选定机电产品作为设计主体，进行市场调研。 （8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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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进行产品定位、方案提出及优化、方案确定、报告书及展板制作等设计

环节的实践。 （4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产品设计》，王明旨，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06，第二版 

1.《产品功能与结构设计》，伏波、白平，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06，

第一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设计大作业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20%）、平时作业及分享展示

（30%）及考勤（10%）。 

2.期末设计作品考核占比 40%， 作品评分标准： 

（1）设计作品的创新性、原创性（25%） 

（2）设计作品的设计美感（30%） 

（3）设计作品在功能的实现、材料使用、人机考虑等方面的成熟性（25%） 

（4）设计作品体现出的工作量与学习态度（20%） 

五、附件 

 

制定人：  刘成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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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初步了解机电

产品设计的相关基础

理论。 

目标 2：初步掌握

机电产品的工业设

计能力。 

目标 3：具备综合的设计思维

能力，明确材料与制造工艺对

机电产品设计的制约因素，并

能在设计创意中加以分析。 

1.1 课程的理解 √   

1.2机电产品设计简史和当前行业发展动态

与前沿 
√   

2.1 机电产品设计流程  √  

2.2机电产品设计主要工作内容及注意事项  √  

3.1 机电产品设计中人机工程学的应用     √ 

3.2 人体测量及设计应用   √ 

4.1 材料及工艺在机电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 

4.2设计材料的分类及常用的设计材料介绍   √ 

5.1 设计调研   √ 

5.2 设计深入与呈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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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设计软件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03A1      英文名称：Interaction Design Software 

学分/学时：2/64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产品造型设计、产品语意学 

后续课程：交互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练使用 Photoshop 绘制 UI 图标、软件用户界面。 

目标 2：熟练使用思维导图软件，梳理、绘制产品流程。 

目标 3：熟练使用交互设计软件完成产品的动态演示 

二、课程内容 

（一）使用平面设计软件制作图标及软件界面的整体设计思路和制作过程 

  （8 课时） 

1.1 图标与标志的区别、移动应用及电脑应用图标、图标常见尺寸、图标常

见格式。  （2 课时） 

1.2 图标设计原则、创意元素、图标视觉分析和效果 （2 课时） 

1.3 图标设计及软件操作：基础形体图标、复杂形体图标。 （2 课时） 

1.4 扁平化图标、具有材质质感图标、写实图标、涂鸦图标的设计操作流程。 

  （2 课时） 

1.5 软件界面的设计方法及流程。 （2 课时） 

（二）思维导图软件学习与应用 （8 课时） 

2.1 思维导图软件的原理及作用 （1 课时） 

2.2 思维导图软件的功能点：头脑风暴、激发创意、逻辑梳理。 （1 课时） 

2.3 通过软件建立思维导图的方法及步骤。 （2 课时） 

2.4 针对不同的交互界面或软件，梳理并建立软件流程图。 （4 课时） 

（三）交互设计软件的学习及应用 （32 课时） 

3.1 Axure 软件主要工作环境、功能及基本操作。 （6 课时） 

3.2 通用的原型设计原则，学会使用流程图标、元件替换、素材拼接及变量

使用。  （8 课时） 

3.3 Axure 交互事件（页面事件、元件事件）、位置及交互动作的操作及设

置。  （4 课时） 

3.4 Axure 自身元件库及第三方元件库的使用及建立自己的元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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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课时） 

3.5 生成交互产品的原型并浏览 （8 课时） 

（四）课程项目综合训练 （16 课时） 

4.1 网页交互设计案例：百度（首页、账号登录及登陆后界面、下拉菜单、

注册及注册交互事件） （8 课时） 

4.2 手机交互设计案例：微信（手机微信界面、多种界面进行切换、不同

状态也）。（8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UI 图标设计从入门到精通》，汪兰川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10 

《Axure RP 8.0 网站与 APP 原型设计从入门到精通》，杨阳编著， 清华大

学出版社，2016.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无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程练习完成度（50%）及考勤（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综合考核实践案例完成度（图标、界面、交互可

用性）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帅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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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 标 1 ： 熟 练 使 用

Photoshop 绘制 UI 图

标、软件用户界面。 

目标 2：熟练使用思

维导图软件梳理、绘

制产品流程。 

目标 3：熟练使用交

互设计软件完成产品

的动态演示 

1.1 了解图标与标志的区别、移动应用及电脑应

用图标、图标常见尺寸、图标常见格式。 
√   

1.2 图标设计原则、创意元素、图标视觉分析和

效果 
√   

1.3 了解图标设计及软件操作：基础形体图标、

复杂形体图标。 
√   

1.4 掌握扁平化图标、具有材质质感图标、写实

图标、涂鸦图标的设计操作流程。 
√   

1.5 软件界面的设计方法及流程。 √   

2.1 思维导图软件的原理及作用  √  

2.2 思维导图软件的功能点：头脑风暴、激发创

意、逻辑梳理。 
 √  

2.3 掌握通过软件建立思维导图的方法及步骤。  √  

2.4 针对不同的交互界面或软件，梳理并建立软

件流程图。 
 √  

3.1 熟悉并掌握 Axure 软件主要工作环境、功能

及基本操作 
  √ 

3.2 了解通用的原型设计原则，学会使用流程图

标、元件替换、素材拼接及变量使用。 
  √ 

3.3 Axure 交互事件（页面事件、元件事件）、位

置及交互动作的操作及设置。 
  √ 

3.4 Axure 自身元件库及第三方元件库的使用及

建立自己的元件库。 
  √ 

3.5 生成交互产品的原型并浏览   √ 

4.1 网页交互设计案例：百度 √ √ √ 

4.2 手机交互设计案例：微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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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表现技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08P1         英文名称：The Techniques of Design Expression 

学分/学时：1.5/48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后续课程：设计表现综合实践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要求学生理解线条的语义，熟练运用手绘的常用材料与工具，掌

握透视的基本规则，重点掌握徒手绘画的能力、线条的表达及构图的能力。 

目标 2：要求掌握绘制彩色铅笔表现图的基本方法与技巧，具有运用彩色

铅笔表现产品质感与立体感的能力。 

目标 3：要求学生结合案例掌握硬笔加马克笔表现图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具有运用马克笔表现产品质感与立体感的能力。 

目标 4：掌握手绘图结合电脑设计表现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透视原理与线条练习 （4 课时） 

1.1 基本的透视原理 （2 课时） 

1.2 描绘直线、曲线，徒手与依靠工具描绘线条 （1 课时） 

1.3 徒手绘制圆形、椭圆 （1 课时） 

（二）硬笔结合彩色铅笔表现 （12 课时） 

2.1 彩色铅笔的材料特性与分类 （2 课时） 

2.2 优秀的彩铅作品范例 （2 课时） 

2.3 分步骤练习彩铅绘图 （8 课时） 

（三）马克笔表现 （12 课时） 

3.1 马克笔的材料特性与分类 （2 课时） 

3.2 优秀的彩铅作品范例 （2 课时） 

3.3 分步骤练习马克笔表现图 （8 课时） 

（四）电脑绘图表现 （6 课时） 

4.1 基本的电脑绘图软件 （3 课时） 

4.2 运用计算机软件，完成效果图修改 （3 课时） 

（五）综合设计技法表现 （12 课时） 

5.1 设计主题练习 1 （4 课时） 

5.2 设计主题练习 2 （8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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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手绘表现课堂·刘涛工业产品表现技法 》，刘涛著，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年 4 月（第 1 版） 

（二）参考教材 

《产品设计草图与麦克笔技法》，曹学会等编著，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年 4 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作业（30%）、阶段测验（20%）及

考勤作业与课堂表现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透视技法的掌握及应用、彩铅

表现技法的掌握应用、马克笔表现技法的掌握应用、综合技法表现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洪雷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2%DC%D1%A7%BB%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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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要求学生理

解线条的语义，熟练

运用手绘的常用材料

与工具，掌握透视的

基本规则，重点掌握

徒手绘画的能力、线

条的表达及构图的能

力。 

目标 2：要求掌握绘

制彩色铅笔表现图

的基本方法与技

巧，具有运用彩色

铅笔的表现产品质

感与立体感的能

力。 

目标 3：要求学生结

合案例掌握硬笔加

马克笔表现图的基

本方法与技巧。具

有运用马克笔表现

产品质感与立体感

的能力。 

目标 4：掌握手绘

图结合电脑设计

表现应用。  

1.1 基本的透视原理 √    

1.2 描绘直线、曲线，徒手与依靠

工具描绘线条 
√    

1.3 徒手绘制圆形、椭圆 √    

2.1 彩色铅笔的材料特性与分类 √ √   

2.2 优秀的彩铅作品范例 √ √   

2.3 分步骤练习彩铅绘图 √ √   

3.1 马克笔的材料特性与分类   √  

3.2 优秀的彩铅作品范例。   √  

3.3 马克笔表现图分步骤练习   √  

4.1 基本的电脑绘图软件    √ 

4.2 运用计算机软件，进行效果图

修改 
   √ 

5.1 设计主题练习 1 √ √  √ 

5.2 设计主题练习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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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构成（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16P1         英文名称：Constitution Design（1）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设计构成（2）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将感性的设计因素与理性的设计思维相结合，揭示平面造型的基

本规律，培养学生认识形态的形式特征与形式美的规律。 

目标 2：掌握基本构成的设计语言，认识并运用其基本原理。 

目标 3：训练学生掌握最基本的构成法则与造型方法，提高形态的塑造能

力，并在设计实践中予以发挥和创造。 

二、课程内容 

（一） 平面构成的概述 （2 课时） 

1.1 构成课程的基础概述 （1 课时） 

1.2 平面构成的形象元素 （1 课时） 

（二） 工具与工具轨迹 （4 课时） 

2.1 肌理及其应用 （2 课时） 

2.2 肌理质感的表现方法 （2 课时） 

（三） 不可或缺的造型元素 （8 课时） 

3.1 点的构成 （1 课时） 

3.2 线的构成 （1 课时） 

3.3 面的构成 （1 课时） 

3.4 点、线、面的构成设计 （5 课时） 

（四）视觉创造的造型原理 （5 课时） 

4.1 统一与变化 （1 课时） 

4.2 对比与调和 （1 课时） 

4.3 对称与均衡 （1 课时） 

4.4 节奏与韵律 （1 课时） 

4.5 比例与分割 （1 课时） 

（五）幻像创造的方法 （3 课时） 

5.1 图底反转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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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错视 （1 课时） 

5.3 骨骼韵律形式 （1 课时） 

（六）平面构成的综合运用与表现 （10 课时） 

6.1 平面构成的思维与体验 （2 课时） 

6.2 平面构成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4 课时） 

6.3 平面构成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设计构成》，朱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 年 1 月（第 1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基础造型系列教材:艺术·设计的平面构成》，（日）朝仓直巳，中国计

划出版社 2000.10（第 1 版） 

2.《二维设计基础》，王雪青/（韩）郑美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

（第 1 版） 

3.《二维设计基础——平面构成》，成朝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第

1 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10%）、平时作业（5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自定

主题或规定主题平面构成创作。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新性（30%）、

表现手法（20%）、艺术效果（30%）、工作态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胡昊琪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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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将感性的设计因素

与理性的设计思维相结

合，揭示平面造型的基本规

律，培养学生认识形态的形

式特征与形式美的规律。 

目标 2：掌握基本构成的

设计语言，认识并运用

其基本原理。 

目标 3：训练学生掌握最

基本的构成法则与造型

方法，提高形态的塑造

能力，并在设计实践中

予以发挥和创造。 

1.1 构成课程的基础概述 √   

1.2 平面构成的形象元素 √   

2.1 肌理及其应用 √   

2.2 肌理质感的表现方法 √   

3.1 点的构成  √  

3.2 线的构成  √  

3.3 面的构成  √  

3.4 点、线、面的构成设计  √ √ 

4.1 统一与变化  √ √ 

4.2 对比与调和  √ √ 

4.3 对称与均衡  √ √ 

4.4 节奏与韵律  √ √ 

4.5 比例与分割  √ √ 

5.1 图底反转  √ √ 

5.2 错视  √ √ 

5.2 抽象形态的挖掘  √ √ 

5.3 骨骼韵律形式  √ √ 

6.1 平面构成的思维与体验   √ 

6.2 平面构成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 

6.3 平面构成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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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构成（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16P2                英文名称：Constitution Design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表现技法、设计素描、设计构成（1）  

后续课程：基础造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使学生掌握科学的色彩原理、认识色彩体系；理解形态和色彩之

间的关系，并能分析和评价色彩关系。 

目标 2：在掌握基本色彩规律的基础上，掌握色彩构成的思维方法、配色

方法和表现方法，具备形与色综合造型的创造能力、鉴赏能力和表现能力。 

目标 3：掌握在三维空间中立体构成的造型要素、表现形式与基本法则。 

目标 4：了解设计构成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能用点、线、面、体的几何

抽象造型手法，重新诠释生活中的具象物体。 

二、课程内容 

（一）色彩构成概述 （2 课时） 

1.1 色彩构成的概念 （1 课时） 

1.2 学习色彩构成的目的 （1 课时） 

（二） 色彩基础知识 （2 课时） 

2.1 色彩构成的材料与工具 （0.5 课时） 

2.2 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在色彩构成中的应用 （0.5 课时） 

2.3 色彩的基本属性 （1 课时） 

（三） 色彩表现 （10 课时） 

3.1 色彩的原理 （2 课时） 

3.2 色彩推移 （4 课时） 

3.3 色彩推移的构图形式 （4 课时） 

（四）色彩意象 （10 课时） 

4.1 色相的强弱对比构成 （4 课时） 

4.2 色彩的冷暖对比构成 （4 课时） 

4.3 色彩的功能与意境 （2 课时） 

（五）配色设计 （8 课时） 

5.1 音乐与色彩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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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诗歌与色彩表达 （2 课时） 

5.3 色彩的采集与重构设计 （4 课时） 

（六）立体构成概述 （2 学时） 

6.1 立体构成的概念 （1 课时） 

6.2 学习立体构成的目的 （1 课时） 

（七）立体构成的材料及加工工艺 （2 学时） 

7.1 纸张、木材、塑料、金属的特点及加工工艺 （1 课时） 

7.2 玻璃、陶瓷、石膏、纤维的特点及加工工艺 （1 课时） 

（八）立体构成的造型要素 （4 课时）  

8.1 点、线的分类及构成形式 （1 课时） 

8.2 面的分类及构成形式  （1 课时） 

8.3 体的分类及构成形式  （1 课时） 

8.4 点、线、面、体的关系 （课时） 

（九）立体构成的表现形式 （20 课时）  

9.1 点材构成、二点五维构成   （1 课时） 

9.2 线材构成 （9 课时） 

9.3 面材构成  （1 课时） 

9.4 综合构成 （9 课时） 

（十）设计构成在产品设计中的运用 （4 课时）  

10.1 产品设计中的点、线、面、体 （1 课时） 

10.2 构成形式在产品设计中的运用 （1 课时） 

10.3 产品形态构思的平面视点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自编讲义 

2、《设计构成》 朱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 年 1 月（第 1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构成——色彩构成》，张殊琳，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参考书：《基础造型系列教材:艺术·设计的色彩构成》、（日）朝仓直巳， 中

国计划出版社，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基础造型系列教材:艺术·设计的立体构成》，（日）朝仓直巳，中国计

划出版社，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3、《艺术•设计的立体构成》朝仓直巳主编，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0.7 

4、《构成设计基础》朱书华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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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设计构成（2）课程成绩由色彩构成与立体构成两大部分组成。 

1.色彩构成课程部分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20%）、课后作业（4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评分标准（按百分制）：

完整性（10%）、创新性（30%）、表现手法（20%）、艺术效果（30%）、工作态

度（10%）。 

2.立体构成课程部分考核由平时成绩与设计大作业、实验考核成绩确定。 

1）平时成绩：考勤与课堂表现；占比 10% 

2）设计实践与实验：学生根据设计专题要求完成设计大作业。考核按百分

制，依据大作业的平均成绩，评价学生的设计能力，占比 60%；课内实验 2 项，

考核和评价学生动手能力，实验考核占比 30%。 

五、附件 

 

制定人： 殷瑞、王诗傲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67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使学生掌握

科学的色彩原理、认

识色彩体系理解形

态和色彩之间的关

系，并能分析和评价

色彩的关系。 

目标 2：在掌握基本色彩

规律的基础上，掌握色彩

构成的思维方法、配色方

法和表现方法，具备形与

色综合造型的创造能力、

鉴赏能力和表现能力。 

目标 3：掌握在三

维空间中立体构

成的造型要素、

表现形式与基本

法则。 

目标 4：了解设计构

成在产品设计中的

应用，能用点、线、

面、体的几何抽象造

型手法重新诠释生

活中的具象物体。 

1.1 色彩构成的概念 √    

1.2 学习色彩构成的目的 √    

2.1 色彩构成的材料与工具 √    

2.2 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在色

彩构成中的应用 
√    

2.3 色彩的基本属性 √    

3.1 色彩的原理 √    

3.2 色彩推移 √    

3.3 色彩推移的构图形式 √ √   

4.1 色相的强弱对比构成 √ √   

4.2 色彩的冷暖对比构成 √ √   

4.3 色彩的功能与意境 √ √   

5.1 音乐与色彩  √   

5.2 诗歌与色彩表达 √ √   

5.3 色彩的采集与重构设计 √ √   

6.1 立体构成的概念    √  

6.2 学习立体构成的目的    √  

7.1 纸张  木材  塑料  金属

的特点及加工工艺  
  √  

7.2 玻璃 陶瓷 石膏  纤维

的特点及加工工艺 
  √  

8.1 点  线的分类及构成形

式 
  √  

8.2 面的分类及构成形式   √  

8.3 体的分类及构成形式    √  

8.4 点、线、面、体的关系   √  

9.1 点材构成 二点五维构成   √ √ 

9.2 线材构成    √ √ 

9.3 面材构成   √ √ 

9.4 综合构成   √ √ 

10.1 产品设计中的点、线、

面、体 
   √ 

10.2 构成形式在产品设计中

的运用 
   √ 

10.3 产品形态构思的平面视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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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素描》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94A1              英文名称：Design Sketch 

学分/学时：2/64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设计表现技法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培养整体观察客观物象形体及空间的能力；依据客观形体的整体

观察模式，把握线条的运用；掌握透视的原理。 

目标 2：培养科学的理性分析和推理能力，能准确描绘物体的形态和结构。 

目标 3：掌握设计素描的光影、空间、深度、质感、肌理、材料等的表现

方法。 

目标 4：掌握创意素描基本形式法则和表现手段。 

二、课程内容 

（一）基础素描训练 （20 课时） 

1.1 素描的观察方法与比例关系 （4 课时） 

1.2 基础素描造型与透视 （4 课时） 

1.3 结构素描的分析与表现 （8 课时） 

1.4 比例与构图 （4 课时） 

（二） 结构素描训练 （20 课时） 

2.1 静物结构素描 （8 课时） 

2.2 机械产品结构素描 （8 课时） 

2.3 场景空间表现 （4 课时） 

（三） 光影、写实素描的深度训练 （10 课时） 

3.1 光影与色调 （2 课时） 

3.2 光影与空间表现 （2 课时） 

3.3 精细与特写，以自然物和人工物为表现对象（4 课时） 

3.4 局部深度效果（2 课时） 

（四） 绘画与想象训练（10 课时） 

4.1 绘画与想象的设计形式（2 课时） 

4.2 创造性作画的特点与形式美法则（3 课时） 

4.3 创造性作画的主体性探索（5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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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设计素描表现与应用》，蒲大圣、宋杨合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年 2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造型基础—形态结构分析》，周至禹编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年 

2. 《设计素描系统教程》，王海强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年 2 月 

3. 《现代设计素描》，赵君超主编，辽宁美术出版社，2014 年 5 月 

4. 《素描的诀窍》，伯特·多德森著，蔡强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年 10 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70%，主要包括：专题训练（40%）及考勤作业等（30%）。 

2.期末考核占比 30%，采用大作业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机械产品写

生，快速造型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郑家义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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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培养整体观察

客观物象形体及空间

的能力；依据客观形

体的整体观察模式，

把握线条的运用；掌

握透视的原理。 

目标 2：培养科

学的理性分析和

推理能力，能准

确描绘物体的形

态和结构。 

目标 3：掌握设计素

描的光影、空间、

深度、质感、肌理、

材料等的表现方

法。 

目标 4：掌握创意

素描基本形式法

则和表现手段。 

1.1 素描的观察方法与比例关系 √    

1.2 基础素描造型与透视 √    

1.3 结构素描的分析与表现 √    

1.4 比例与构图 √    

2.1 静物结构素描 √ √   

2.2 机械产品结构素描 √ √   

2.3 场景空间表现 √ √   

3.1 光影与色调 √  √  

3.2 光影与空间表现 √  √  

3.3 精细与特写，以自然物和人工物

为表现对象 

√ 
 √  

3.4 局部深度效果 √  √  

4.1 绘画与想象的设计形式 √   √ 

4.2 创造性作画的特点与形式美法

则 

√ 
  √ 

4.3 创造性作画的主体性探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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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11A1           英文名称：Computer Aided Art Design （1） 

学分/学时：1.5/48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表现技法 

后续课程：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2）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平面软件软件的发展及内涵。 

目标 2：了解位图软件与矢量软件的区别及其不同的应用领域。 

目标 3：掌握位图软件的基本操作技能，能熟练运用位图软件制作产品效

果图等图形。 

目标 4：掌握矢量软件的基本操作技能，能熟练运用矢量软件制作产品示

意图、设计文本等。 

二、课程内容 

（一）平面软件介绍 （4 课时） 

1.1 平面软件基本介绍 （1 课时） 

1.2 位图软件与失量软件的区别 （1 课时） 

1.3 平面软件的应用领域 （2 课时） 

（二）PHOTOSHOP 软件基础操作及应用 （22 课时） 

2.1 PHOTOSHOP 软件常用功能及操作方法。 （4 课时） 

2.2 PHOTOSHOP 在产品表面材质表现中的应用。 （6 课时） 

2.3 PHOTOSHOP 在产品色彩及光影效果表现中的应用。 （6 课时） 

2.4 PHOTOSHOP 在辅助表现手绘草图中的应用。 （6 课时） 

（三）ILLUSTRATOR 软件基础操作及应用 （22 课时） 

3.1 ILLUSTRATOR 软件常用功能及操作方法。 （4 课时） 

3.2 ILLUSTRATOR 在图标设计中的应用。 （6 课时） 

3.3 ILLUSTRATOR 在产品使用示意图制作中的应用。 （6 课时） 

3.4 ILLUSTRATOR 在产品二维效果图制作中的应用。 （6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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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dea！Photoshop CS6 产品设计创作实录》于学斌，张剑编著，清华大

学出版社 

2. 《PHOTOSHOP CS5 完全自学手册》李金明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3. 《ILLUSTRATOR 完全自学手册》李金明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4. 《计的品格 探索×呈现×进化的 InDesign 美学》Daphne Shao Recto 著 ，

人民邮电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70%，主要包括：考勤及作业完成情况（10%）、PHOTOSHOP

软件操作测验（30%）及 ILLUSTRATOR 软件操作测验（30%）。 

2.期末考试占比 30%，上机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PHOTOSHOP 软件

操作、ILLUSTRATOR 软件操作以及 PHOTOTSHOP 和 ILLUSTRATOR 综合设

计运用。 

五、附件 

 

制定人：  侯佳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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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平面软

件软件的发展及内涵 

目标 2：了解位图

软件与矢量软件的

区别及其不同的应

用领域 

目标 3：掌握位图

软件的基本操作技

能，能熟练运用位

图软件制作调整产

品效果图等 

目标 4：掌握矢量

软件的基本操作技

能，能熟练运用矢

量软件制作产品制

作产品示意图、设

计文本等 

1.1 平面软件基本介绍 √ √   

1.2 位图软件与失量软件的区别 √ √   

1.3 平面软件的应用领域 √ √   

2.1 PHOTOSHOP 软件常用功能

及操作方法。 
  √  

2.2 PHOTOSHOP 在产品表面材

质表现中的应用。 
  √  

2.3 PHOTOSHOP 在产品色彩及

光影效果表现中的应用。 
  √  

2.4 PHOTOSHOP 在辅助表现手

绘草图中的应用。 
  √  

3.1 ILLUSTRATOR 软件常用功

能及操作方法。 
   √ 

3.2 ILLUSTRATOR 在图标设计

中的应用。 
   √ 

3.3 ILLUSTRATOR 在产品使用

示意图制作中的应用。 
   √ 

3.4 ILLUSTRATOR 在产品二维

效果图制作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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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11A2       英文名称：Computer Aided Art Design （2） 

学分/学时：2/64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1）、设计表现技法 

后续课程：基础造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计算机辅助三维设计软件 solidworks 的界面布局及基础命令。 

目标 2：熟练运用 Solidworks 的草图与实体建模命令，并能完成实体产品

建模。 

目标 3：熟练运 Solidworks 的曲面建模命令，并能完成产品的曲面部分建

模。 

目标 4：了解产品装配过程，能对产品进行装配分析，并拆解零部件，还

原构建装配体。熟练生成产品的工程图，并具备修改能力 

目标 5：熟练应用渲染软件 keyshot，结合 photoshop 等软件完成产品渲染

工作。 

二、课程内容 

（一）Solidworks 软件基本界面讲解 （4 课时） 

1.1 Solidworks 主界面、工作区、模型树、命令区的介绍及基本设置。 

 （2 课时） 

1.2 Solidworks 新建文件选项（零件、组件、工程图），以及三者关系与区

别。  （2 课时） 

（二）草图命令与实体建模 （16 课时） 

2.1 草图命令：基准面、草图绘制、草图修改，以及草图完成后的修改方法。 

  （2 课时） 

2.2 实体建模命令：最常用的基本建模命令讲解。 （2 课时） 

2.3 实体建模案例-手雷。 （4 课时）。 

2.4 实体建模案例-烟雾报警器。 （4 课时） 

2.5 实体建模案例-接线板。 （4 课时） 

（三）曲面建模 （16 课时） 

3.1 曲面命令学习-1：曲面拉伸、旋转、放样、阵列等基础曲面命令。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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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曲面命令学习-2：曲面裁切、曲面编辑、曲面缝合等高级曲面命令。 

  （2 课时） 

3.3 曲面建模案例 – 水龙头。 （4 课时） 

3.4 曲面建模案例 – 猫头鹰存钱罐。 （4 课时） 

3.5 曲面建模案例 – 电子指示器。 （4 课时） 

（四）产品分件、装配、工程图 （20 课时） 

4.1 产品分件的方法：实体切割 、曲面分割;装配体生成；工程图生成。 

  （2 课时） 

4.2 产品-装配体综合案例 - 折叠桌子。 （6 课时） 

4.3 产品-装配体综合案例 – 收音机。 （6 课时） 

4.4 产品-装配体综合案例 – 鼠标。 （6 课时） 

（五）三维渲染软件与平面设计软件结合完成渲染工作 （8 课时） 

5.1 keyshot 软件应用。 （2 课时） 

5.2 Photoshop 修正产品渲染效果。 （2 课时） 

5.2 综合案例 – 电热水壶。 （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SOLIDWORKS 零件与装配体教程》（2017 版），陈超祥等编著，机械工

业出版社，2017.2 

《SOLIDWORKS 高级曲面教程》（2017 版），陈超祥等编著，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7.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无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教学案例完成度（50%）及考勤（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抽题方式并按题中给定的产品完成产品建模，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实体建模、曲面建模、分件、工程图、渲染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帅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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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一：理解计算

机辅助三维设计软

件 solidworks 的界

面布局及基础命

令。 

 

目标二：熟练运

用 Solidworks 的

草图与实体建模

命令，并能完成

实体产品建模。 

 

目标三：熟

练运用
Solidworks

的曲面建

模命令，并

能完成产

品的曲面

部分建模。 

目标四：了解产

品装配过程，能对

产品进行分析，并

对产品进行分件，

生成装配体。熟练

完成产品的工程

图生成，并了解如

何修改 

目标五：熟

练应用渲染

软件

keyshot，结

合photoshop

等软件完成

产品渲染工

作。 

1.1 Solidworks 主界面、工作

区、模型树、命令区的介绍及

基本设置 

√     

1.2 Solidworks 新建文件选项

（零件、组件、工程图），以及

三者关系与区别 

√     

2.1 草图命令：基准面、草图绘

制、草图修改，以及草图完成

后的修改方法 

 √    

2.2 实体建模命令：最常用的

基本建模命令讲解 
 √    

2.3 实体建模案例-手雷  √    

2.4 实体建模案例-烟雾报警器  √    

2.5 实体建模案例-接线板  √    

3.1 曲面命令学习-1：曲面拉

伸、旋转、放样、阵列等基础

曲面命令 

  √   

3.2 曲面命令学习-2：曲面裁

切、曲面编辑、曲面缝合等高

级曲面命令 

  √   

3.3 曲面建模案例 – 水龙头   √   

3.4 曲面建模案例 – 猫头鹰存

钱罐。 
  √   

3.5 曲面建模案例 – 电子指示

器 
  √   

4.1 产品分件的方法：实体切

割 、曲面分割;装配体生成；

工程图生成 

   √  

4.2产品-装配体综合案例 - 折

叠桌子 
√ √  √  

4.3 产品-装配体综合案例 – 

收音机 
√ √ √ √  

4.4 产品-装配体综合案例 – 

鼠标 
√ √ √ √  

5.1 keyshot 软件应用     √ 

5.2 Photoshop 修正产品渲染

效果 
    √ 

5.2 综合案例 – 电热水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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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表现综合实践（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12A1           英文名称：Design Representation Project（1） 

学分/学时：1/1 周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表现技法、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1）  

后续课程：设计表现综合实践（2）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形体透视的一般规律，掌握当前的几种常用设计表现技法。 

目标 2：学会各种工具、材料及多种设计效果的表现技法，并能根据设计

需求灵活运用。 

目标 3：掌握产品及空间设计的绘制表现技法，学会快速表达自己的设计

想法。 

目标 4：学会运用软件进行手绘图的后期润色和修改。 

二、课程内容 

（一）透视规律与工具表现 （4 课时） 

1.1 形体透视的一般规律。 （1 课时） 

1.2 彩色铅笔表现技法与马克笔表现技法。 （2 课时） 

1.3 多种设计效果的表现技法及其使用的工具与材料。 （1 课时） 

（二）案例临摹与综合表现 （16 课时） 

2.1 消费类电子产品效果图表达。 （2 课时） 

2.2 电动工具效果图表达。 （4 课时） 

2.3 家具效果图表达。 （2 课时） 

2.4 交通工具效果图表达。 （8 课时） 

（三）计算机辅助设计表现（学生自主学习） 

3.1 运用软件进行手绘图的后期润色和修改。 

3.2 Photoshop 软件运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马克笔手绘产品设计效果图》，罗剑，李羽，梁军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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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业产品设计手绘与实践自学教程》，陈玲江主编，吴萍编著，人民邮

电出版社，2016.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10%），包含考勤与课堂表现。 

2.期末成绩（90%），其中，效果图表达占比 40%，包含消费类电子产品效

果图表达、电动工具效果图表达、家具效果图表达、交通工具效果图表达等。

技能考核成绩占比 50%，考核综合运用相关技法进行设计表现的能力。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新月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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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形体透视

的一般规律，掌握当

前的几种常用设计表

现技法。 

目标 2：学会各种工

具、材料及多种设

计效果的表现技

法，能根据设计需

求灵活运用。 

目标 3：掌握产品及

空间设计的绘制表

现技法，快速表达

自己的设计想法。 

目标 4:学会运用

软件进行手绘图

的后期润色和修

改。 

1.1 形体透视的一般规律 √    

1.2 彩色铅笔表现与马克笔表现 √ √   

1.3 工具、材料及多种设计效果的

表现技法 
√ √   

2.1 消费类电子产品效果图表达 √ √ √  

2.2 电动工具效果图表达 √ √ √  

2.3 家具效果图表达 √ √ √  

2.4 交通工具效果图表达 √ √ √  

3.1 运用软件进行手绘图的后期

润色和修改 
   √ 

3.2Photoshop 软件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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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表现综合实践（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12A2         英文名称：Design Representation Project（2） 

学分/学时：3/3 周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1）、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2）、设计表现

综合实践（1） 

后续课程：基础造型、产品语意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练掌握平面设计软件，能独立完成产品效果图绘制。 

目标 2：熟练应用三维建模软件，具有较强的产品外形分析能力。 

目标 3：掌握正确的产品分件方法。 

目标 4：熟练完成复杂产品外形建模。 

目标 5：熟练应用渲染软件，并结合平面设计软件完成产品最终呈现。 

二、课程内容 

（一）二维平面软件操作回顾 （16 课时） 

1.1 平面设计软件基本命令回顾，重点讲解产品效果图相关命令 

1.2 绘制产品平面效果图步骤及注意事项 

（二）三维软件操作回顾 （16 课时） 

2.1 三维软件基本界面回顾 

2.2 草图、实体、曲面建模命令 

2.3 产品分件、装配、工程图 

（三）实际产品分析、拆解、建模 （20 课时） 

3.1 从形体构成角度对所选产品进行外形分析 

3.2 对产品进行拆解，了解内部构造与外观形体的关系 

3.3 分析产品的外观部件，深化产品生产知识 

3.4 利用三维软件对产品进行还原建模 

（四）产品最终呈现 （8 课时） 

4.1 利用渲染软件完成最终模型渲染，掌握材质、灯光的调整 

4.2 运用二维平面软件完成产品最终展示版面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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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无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教学案例完成度（50%）及考勤、课堂

表现（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产品建模完整度、渲染效果、

最终版面呈现效果。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帅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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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练掌握

平面设计软件，能

独立完成产品效

果图绘制。 

 

目标 2：熟练应

用三维建模软

件，具有较强的

产品外形分析能

力。 

目标 3：掌握正

确的产品分件方

法。 

 

目标 4：熟练完

成复杂产品外

形建模。 

 

目标 5：熟练应

用渲染软件，

并结合平面设

计软件完成产

品最终呈现。 

1.1 平面设计软件基本命令

回顾，重点讲解产品效果图

相关命令 

√     

1.2 绘制产品平面效果图步

骤及注意事项 
√     

2.1 三维软件基本界面回顾  √    

2.2 草图、实体、曲面建模

命令 
 √    

2.3 产品分件、装配、工程

图 
 √ √   

3.1 从形体构成角度对所选

产品进行外形分析 
 √  √  

3.2 对产品进行拆解，了解

内部构造与外观形体的关

系 

  √ √  

3.3 分析产品的外观部件，

深化产品生产知识 
  √   

3.4 利用三维软件对产品进

行还原建模 
 √  √  

4.1 利用渲染软件完成最终

模型渲染，掌握材质、灯光

的调整 

    √ 

4.2 运用二维平面软件完成

产品最终展示版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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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12P1         英文名称：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版面设计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明确视觉传达设计的基本理论体系，掌握主要设计方法，并能具

体应用在设计实践中。 

目标 2：掌握视觉传达设计的基本要素——文字、符号、色彩、编排等，

及其在视觉传达中的作用。 

目标 3：通过视觉传达设计相关内容的练习，使学生能够将感性的设计因

素与理性的设计思维相结合，培养动手实践能力。 

目标 4：通过对视觉传达设计作品的欣赏和分析，培养学生的视觉审美能

力。 

二、课程内容 

（一）视觉传达设计绪论 （2课时） 

1.1视觉传达设计的概念。 （0.5课时） 

1.2视觉传达设计的构成要素。 （1课时） 

1.3视觉传达设计的领域。 （0.5课时） 

（二）字体设计 （2课时） 

2.1字体设计概述。 （0.5课时） 

2.2文字的发展。 （0.5课时） 

2.3字体的绘写。 （0.5课时） 

2.4字体的设计。 （0.5课时） 

（三）标志设计 （2课时） 

3.1标志的概念。 （0.5课时） 

3.2标志的产生和发展。 （0.5课时） 

3.3 标志的分类。 （0.5课时） 

3.4标志的设计及规范化。 （0.5课时） 

（四）CI设计 （2课时） 

4.1 CI的定义和作用。 （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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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I的产生和发展。 （0.5课时） 

4.3 CI设计的应用。 （0.5课时） 

4.4 CI计划的导入。 （0.5课时） 

（五）广告设计 （2课时） 

5.1广告的定义、历史、功能和任务。 （0.5课时） 

5.2广告媒介、要素、创意和设计程序。 （0.5课时） 

5.3广告设计的图形创作和表现。 （0.5课时） 

5.4广告的编排和心理作用。 （0.5课时） 

（六）展示设计 （2课时） 

6.1展示设计概述。 （0.5课时） 

6.2展示设计的程序与步骤。 （0.5课时） 

6.3展示版面设计、道具设计、展品陈列设计。 （0.5课时） 

6.4展示设计的常用材料。 （0.5课时） 

（七）包装设计 （2课时） 

7.1包装的产生和发展、功能和分类。 （0.5课时） 

7.2包装的设计程序、包装设计的构思和构图、包装设计的色彩应用。 

  （0.5课时） 

7.3几种常见包装形式的设计、包装纸盒的结构设计。 （0.5课时） 

7.4了解包装设计的发展趋势。 （0.5课时） 

（八）视觉传达设计与印刷基础知识 （2课时） 

8.1印刷基础知识。 （0.5课时） 

8.2印刷前的工作。 （0.5课时） 

8.3印刷的加工工艺。 （1课时） 

（九）设计实践及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 （16课时） 

9.1 设计实践及 Photoshop、Illustrator等图形软件的使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视觉传达设计实践》，靳埭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07 

2. 《视觉传达设计》，韩冬楠、边坤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7.02 

3. 《视觉传达设计》，张福昌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05 

4. 《视觉传达设计形式原理》，潘尔慧、孟光伟编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7.01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1%B1%BE%A9%C0%ED%B9%A4%B4%F3%D1%A7%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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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考勤（10%）、平时练习（4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为 CI

设计。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新性（40%）、艺术效果（40%）、工作态

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婷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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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明确视觉传

达设计的基本理论体

系，掌握主要设计方

法 

目标 2：掌握视觉

传达设计的基本要

素及其在视觉传达

中的作用 

目标 3：培养学生

一定的动手实践能

力 

目标 4:培养学生的

视觉审美能力 

1.1视觉传达设计的概念 √    

1.2视觉传达设计的构成要素 √ √   

1.3视觉传达设计的领域 √   √ 

2.1字体设计概述  √   

2.2文字的发展  √  √ 

2.3字体的绘写  √ √  

2.4字体的设计  √ √  

3.1标志的概念  √   

3.2标志的产生和发展  √  √ 

3.3标志的分类  √  √ 

3.4标志的设计及规范化  √ √  

4.1 CI的定义和作用 √    

4.2 CI的产生和发展 √   √ 

4.3 CI设计的应用 √   √ 

4.4 CI计划的导入 √    

5.1 广告的定义、历史、功能和

任务 
√    

5.2 广告媒介、要素、创意和设

计程序 
√  √  

5.3广告设计的图形创作和表现 √  √ √ 

5.4广告的编排和心理作用 √  √  

6.1展示设计概述 √    

6.2展示设计的程序与步骤 √  √  

6.3 展示版面设计、道具设计、

展品陈列设计 
√  √ √ 

6.4展示设计的常用材料 √    

7.1 包装的产生和发展、功能和

分类 
√   √ 

7.2 包装的设计程序、包装设计

的构思和构图、包装设计的色彩

应用 

√  √  

7.3 几种常见包装形式的设计、

包装纸盒的结构设计 
√  √  

7.4了解包装设计的发展趋势 √   √ 

8.1印刷基础知识 √    

8.2印刷前的工作 √  √  

8.3印刷的加工工艺 √  √  

9.1 设计实践及 Photoshop、

Illustrator等图形软件的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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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81A1         英文名称：Digital Media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视频制作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数字媒体设计的概念、分类、发展历史和现状，以及数字媒

体设计的理论、范畴、实践方法和应用领域。 

目标 2：明确数字媒体设计与其它相关设计领域的联系和区别，理解数字

媒体设计与艺术、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 

目标 3：通过实践练习，使学生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加深对数字媒

体设计本质的理解。 

目标 4：通过对数字媒体设计作品的欣赏和分析，提高学生对数字媒体设

计的认识及鉴赏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数字媒体设计概述 （4 课时） 

1.1 数字媒体设计与教育。 （1 课时） 

1.2 数字媒体的概念与特征。 （1 课时） 

1.3 麦克卢汉理论及其意义。 （1 课时） 

1.4 媒体与艺术的演变。 （1 课时） 

（二）数字媒体设计起源及美学 （4 课时） 

2.1 毕加索与现代艺术的诞生。 （0.5 课时） 

2.2 摄影与图像重构。 （0.5 课时） 

2.3 拼贴与电影蒙太奇。 （1 课时） 

2.4 当代数字拼贴摄影。 （0.5 课时） 

2.5 超现实主义与数字艺术。 （0.5 课时） 

2.6 解构、拼贴与后现代。 （1 课时） 

（三）科技与艺术的融合历史 （4 课时） 

3.1 科学与艺术的同源性。 （1 课时） 

3.2 西方古典艺术中的科学观。 （1 课时） 

3.3 20 世纪科学与现代艺术。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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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几何学与视幻：埃舍尔的艺术。 （1 课时） 

（四）数字媒体设计发展简史 （4 课时） 

4.1 1960 年代的计算机与软件艺术。 （1 课时） 

4.2 1970 年代的计算机与软件艺术。 （1 课时） 

4.3 1980 年代的计算机与软件艺术。 （1 课时） 

4.4 1990 年代的计算机与软件艺术。 （1 课时） 

（五）数字设计与文化创意产业 （4 课时） 

5.1 数字媒体与文化产业。 （2 课时） 

5.2 数字媒体与数字出版产业。 （1 课时） 

5.3 新媒体-动漫-游戏产业。 （1 课时） 

（六）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及视频剪辑 （12 课时） 

6.1 Photoshop、Illustrator 等图形软件的使用，图形图像的编辑。 

6.2 爱剪辑、绘声绘影、After Effects 等视频软件的使用，视频的编辑。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数字媒体艺术导论》（第 3 版），李四达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08 

2. 《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谢晓昱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08 

3. 《数字媒体艺术导论》，吕欣、廖祥忠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04 

4.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概论》，谢成开编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10%）、平时作业（5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自定

主题，拍摄影像素材，剪辑成 3-5 分钟短片。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新

性（30%）、表现手法（20%）、艺术效果（30%）、工作态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婷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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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数字媒

体设计的概念、分类、

发展历史和现状，以

及数字媒体设计的理

论、范畴、实践方法

和应用领域 

目标 2：明确数字

媒体设计与其它相

关设计领域的联系

和区别，理解数字

媒体设计与艺术、

社会、经济和文化

的关系。 

目标 3：通过文化

创意产业调研、综

合实践大作业，使

学生能够从理论和

实践两个层次加深

对数字媒体设计本

质的理解 

目标 4:通过对数字

媒体设计作品的欣

赏和分析，提高学

生对数字媒体设计

的认识及鉴赏能力 

1.1 数字媒体设计与教育 √ √   

1.2 数字媒体的概念与特征 √ √   

1.3 麦克卢汉理论及其意义 √    

1.4 媒体与艺术的演变 √    

2.1 毕加索与现代艺术的诞生 √   √ 

2.2 摄影与图像重构 √   √ 

2.3 拼贴与电影蒙太奇 √   √ 

2.4 当代数字拼贴摄影 √   √ 

2.5 超现实主义与数字艺术 √   √ 

2.6 解构、拼贴与后现代 √   √ 

3.1 科学与艺术的同源性 √ √   

3.2 西方古典艺术中的科学观 √ √   

3.3 20 世纪科学与现代艺术 √ √  √ 

3.4 几何学与视幻：埃舍尔的艺

术 
√   √ 

4.1 1960 年代的计算机与软件艺

术 
√   √ 

4.2 1970 年代的计算机与软件艺

术 
√   √ 

4.3 1980 年代的计算机与软件艺

术 
√   √ 

4.4 1990 年代的计算机与软件艺

术 
√   √ 

5.1 数字媒体与文化产业   √  

5.2 数字媒体与数字出版产业   √  

5.3 新媒体-动漫-游戏产业   √  

6.1 Photoshop、Illustrator 等图形

软件的使用，图形图像的编辑 
  √  

6.2 爱剪辑、绘声绘影、After 

Effects 等视频软件的使用，视频

的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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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19P1           英文名称：Layout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1）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版面设计的起源、现状及发展方向 

目标 2：掌握版面设计的原理与基本法则 

目标 3：具备熟练运用软件进行版面设计的能力 

目标 4：具备制作工业产品宣传册、海报、展板的综合实践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版面设计概述 （6 课时） 

1.1 版面设计的起源及发展 （1 课时） 

1.2 版面设计的基本原理 （3 课时） 

1.3 版面设计的色彩运用 （2 课时） 

（二）海报版面设计实践 （6 课时） 

2.1 海报版面设计案例解析 （2 课时） 

2.2 命题海报设计制作 （4 课时） 

（三）装帧版面设计实践 （20 课时） 

3.1 装帧设计软件基础 （8 课时） 

3.2 装帧设计案例解析 （2 课时） 

3.3 装帧设计制作 （10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版式设计——日本平面设计师参考手册 》，（日） Designing 编辑部

编著，人民邮电版社，2011 年 8 月 

2.《版式设计从入门到精通》，ArtTone 视觉研究中心编著，中国青年出版

社，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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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总分 100 分，主要为课堂考勤及学习态度 

2. 设计成果成绩总分 100 分，其中海报设计成果占 30%，装帧设计成果占

70%。 

3. 课程考核综合评定：平时成绩 20%+设计成绩 80% 

五、附件 

 

 

制定人：  侯佳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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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版面设

计的起源、现状及发

展方向 

目标 2：掌握版面

设计的原理与基本

法则 

目标 3：具备熟练

运用软件进行版面

设计的能力 

 

目标 4：具备制作

工业产品宣传册、

海报、展板的综合

实践能力 

1.1 版面设计的起源及发展 √    

1.2 版面设计的基本原理 √ √   

1.3 版面设计的色彩运用 √ √   

2.1 海报版面设计案例解析   √ √ 

2.2 命题海报设计制作   √ √ 

3.1 装帧设计软件基础    √ √ 

3.2 装帧设计案例解析   √ √ 

3.3 装帧设计制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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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制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80A1             英文名称：Video Mak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工业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平面构成、色彩构成 

后续课程：界面设计、交互设计基础、产品创新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影视设计与制作的知识。 

目标 2：培养视频策划和制作能力，并能独立完成产品视频演示短片。  

目标 3：掌握视频文案创作与脚本编写的知识、技巧和方法。 

目标 4：掌握影视后期制作，熟练应用 premiere 软件制作视频短片。 

二、课程内容 

（一）剪辑软件概念 （4 课时） 

1.1 剪辑基本概念和现状 （1 课时） 

1.2 视频与声音剪辑软件工作区中各个面板的编辑工具 （3 课时） 

（二）素材采集、项目管理和基本设置 （6 课时）  

2.1 相关的基本拍摄专业常识 （2 课时） 

2.2 最基本的非编流程介绍 （2 课时） 

2.3 多机位画面编辑技巧 （2 课时） 

（三）字幕和字幕动画 （2 课时） 

3.1 通过字幕来加强项目、改变字幕参数 （1 课时） 

3.2 滚动字幕、字幕特效 （1 课时） 

（四）视频特效应用 （4 课时） 

4.1 基本的视频效果 （2 课时） 

4.2 特殊的视频效果 （2 课时） 

（五）音频编辑和处理 （2 课时） 

5.1 声音调整 （1 课时） 

5.2 音效合成 （1 课时） 

（六）前期准备 （4 课时） 

6.1 故事框架构思 （2 课时） 

6.2 分镜头脚本制定 （2 课时） 

（七）视频拍摄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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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镜头素材采集 （2 课时）  

7.2 素材拍摄 （2 课时） 

（八）视频后期制作 （4 课时） 

8.1 剪辑与特效 （2 课时） 

8.2 声音与调色 （2 课时） 

（九）最终输出项目 （2 课时） 

9.1 视频预览 （1 课时） 

9.2 视频输出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Premiere Pro 高级实例教程》，黄海燕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第 1 版，

2006 年 3 月 

2.《Adobe Premiere Pro CC 经典教程》 【美】Adobe 公司 著 ，裴强，宋松  译 ，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年 04 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20%）、课后作业（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自定

主题，剪辑 30 秒产品宣传短片。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新性（30%）、

表现手法（20%）、艺术效果（30%）、工作态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殷瑞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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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影视设

计与制作的知识、掌

握娴熟的创新能力。 

目标 2：培养策划

能力和视频制作能

力，并能独立完成

产品宣传短片。 

目标 3：掌握视频

文案创作与脚本编

写的知识、技巧和

方法。 

目标 4：掌握影视

后期制作，熟练应

用 premiere 软件来

制作视频短片。 

1.1 剪辑基本概念和现状 √  √ √ 

1.2 视频与声音剪辑软件工作区

中各个面板的编辑工具 
√  √ √ 

2.1 有关的基本拍摄专业常识 √  √ √ 

2.2 最基本的非编流程介绍 √  √ √ 

2.3 掌握多机位画面编辑技巧 √  √  

3.1 通过字幕来加强项目、改变

字幕参数 
√   √ 

3.2 滚动字幕、字幕特效 √   √ 

4.1 举例说明一些基本的视频特

效 
√ √ √ √ 

4.2 试用一些特殊的效果 √ √  √ 

5.1 声音调整 √  √ √ 

5.2 音效合成 √  √  

6.1 故事框架构思  √ √  

6.2 分镜头脚本制定   √  

7.1 镜头素材采集 √ √ √  

7.2 素材拍摄  √  √ 

8.1 剪辑与特效 √  √  

8.2 声音与调色  √ √ √ 

9.1 视频预览 √  √ √ 

9.2 视频输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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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材料与工艺》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29A1       英文名称：Production Materials and Forming Proces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 

后续课程：产品改良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相关材料的类型和主要特性。 

目标 2：掌握相关材料的主要成型工艺与工艺性要求。 

目标 3：明确材料与工艺的制约因素，培养学生在设计中灵活运用各种材

料的能力。 

目标 4：能够将理性的工程技术知识融入到感性设计思维中。 

二、课程内容 

（一）概述 材料与工业设计 （10 课时） 

1.1 材料与工艺基本概念 （2 课时） 

1.2 材料在工业设计中的重要性、材料与质感的关系 （1 课时） 

1.3 材料的分类与材料的物理特性 （1 课时） 

1.4 材料的化学特性 （1 课时） 

1.5 材料的工艺特性 （1 课时） 

1.6 材料的感觉特性 （4 课时） 

（二）塑料及其加工工艺 （14 课时） 

2.1 塑料概述 （1 课时） 

2.2 塑料的基本性能 （1 课时） 

2.3 塑料的加工工艺 （10 课时） 

2.4 常用的塑料材料在设计中的运用 （2 课时） 

（三）金属材料及其加工工艺 （8 课时） 

3.1 金属概述 （1 课时） 

3.2 金属的基本性能 （1 课时） 

3.3 金属的加工工艺 （5 课时） 

3.4 常用金属材料在设计中的应用 （1 课时） 

（四）木材及其加工工艺   （4 课时） 

4.1 木材的组成与切面、木材的性能 （1 课时） 

4.2 木材的切削与弯曲、木材的链接和装配、木材的加工工艺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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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木材的表面装饰、常用木材特点与设计应用 （2 课时） 

（五）玻璃及其加工工艺   （4 课时） 

5.1 玻璃的历史、玻璃的分类、玻璃的特性 （1 课时） 

5.2 玻璃的熔制和各种成型方式 （2 课时） 

5.3 玻璃的热处理、玻璃的二次加工、常用玻璃种类的特点和应用（1 课时） 

（六）陶瓷及加工工艺    （4 课时） 

6.1 陶瓷的历史、陶瓷的分类、陶瓷的特性 （1 课时） 

6.2 陶瓷的成型方式 （2 课时） 

6.3 陶瓷的干燥、陶瓷的表面装饰、陶瓷的烧结、常用陶瓷种类的特点和应

用  （1 课时） 

（七）复合材料及其加工工艺 （2 课时） 

7.1 复合材料的概念、复合材料的分类、复合材料的特性 （1 课时） 

7.2 复合材料的优势和复合材料的成型工艺、复合材料的典型品种、复合材

料的特点和应用 （1 课时） 

（八）材料及加工工艺的选用与发展 （2 课时） 

8.1 材料及加工工艺的选用、材料工艺发展以及实例讲解 （1 课时） 

8.2 材料与环境、材料的发展、产品设计中材料工艺选用实例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设计材料及加工工艺》，江湘芸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1 月

（第 2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工业设计材料与加工工艺》，邱潇潇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 《产品造型设计材料与工艺》，程能林等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3 月（第 2 版） 

四、课程考核 

1、考核方式：过程考核与笔试（闭卷）相结合。 

2、考核要求： 

考核内容按各章节知识点要求，突出重点，并兼顾其他知识点内容。 

3、成绩评定：按百分制记，考勤与课堂表现、课外作业等成绩平时测验占

20%；实验成绩占 20%；期末考试成绩占 60%。不参加实验者取消本课程考试

资格。 

五、附件 

 

制定人：  苏恒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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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相

关材料的类型

和主要特性。 

目标 2：掌握相关材

料的主要成型工艺

与工艺性要求。 
 

目标 3：明确材料与

工艺的制约因素，

培养学生在设计中

灵活运用各种材料

的能力。 

目标 4：能够将理

性的工程技术知

识融入到感性设

计思维中。 

 

1.1 材料与工艺基本概念； √   √ 

1.2 材料在工业设计中的重要性、材料

与质感的关系 

√ 
  √ 

1.3 材料的分类与材料的物理特性 √    

1.4 材料的化学特性 √    

1.5 材料的工艺特性 √ √   

1.6 材料的感觉特性 √ √ √ √ 

2.1 塑料概述 √    

2.2 塑料的基本性能 √    

2.3 塑料的加工工艺  √   

2.4 常用的塑料材料在设计中的运用 √ √ √ √ 

3.1 金属概述 √    

3.2 金属的基本性能 √    

3.3 金属的加工工艺  √   

3.4 常用金属材料在设计中的应用 √ √ √ √ 

4.1 木材的组成与切面、木材的性能 √    

4.2 木材的切削与弯曲、木材的链接和

装配、木材的加工工艺 
√ √   

4.3 木材的表面装饰、常用木材特点与

设计应用 
√ √ √ √ 

5.1 玻璃的历史、玻璃的分类、玻璃的

特性 
√    

5.2 玻璃的熔制和各种成型方式  √   

5.3 玻璃的热处理、玻璃的二次加工、

常用玻璃种类的特点和应用 
√ √ √ √ 

6.1 陶瓷的历史、陶瓷的分类、陶瓷的

特性 
√    

6.2 陶瓷的成型方式  √   

6.3 陶瓷的干燥、陶瓷的表面装饰、陶

瓷的烧结、常用陶瓷种类的特点和应用 
√ √ √ √ 

7.1 复合材料的概念、复合材料的分类、

复合材料的特性 
√    

7.2 复合材料的优势和复合材料的成型

工艺、复合材料的典型品种、复合材料

的特点和应用 

 √   

8.1 材料及加工工艺的选用、材料工艺

发展以及实例讲解 
√ √ √ √ 

8.2 材料与环境、材料的发展、产品设

计中材料工艺选用实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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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04P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 Project  

学分/学时：10/15 周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各类专业设计课程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具备初步的研究、定义问题、分析需求的能力，能够运用数学知

识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对用户需求进行提炼与量化分析，明确设计目标。 

目标 2：具备较强的设计表现能力，能够运用各种设计表达手段进行产品

设计开发。 

目标 3：灵活运用专业知识，能对设计方案进行选择、优化和深化。 

目标 4：能够综合把握各种设计要素进行产品改良设计和创新设计。 

目标 5：能够就专业领域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

流，包括书面撰写研究报告、设计说明、借助各种手段陈述设计概念和方案、

回应问题。 

目标 6：具有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意识和不断学习、适应设计发展的能

力。 

二、课程内容 

（一）基本内容 

《工业设计》、《产品设计》与《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毕业设计的内容主要

包括：用户研究与市场调研、拟定设计方案、撰写毕业设计说明书。侧重于产

品造型设计、设计表达能力的培养和设计创新能力的基本训练。学生应运用计

算机进行设计、绘图与表达。 

（1）选题与设计调研 

毕业设计选题将主要来自企业实际。选题规定以工业产品设计为主，其中

《工业设计专业》确定的工业产品类型以机电装备、仪器仪表、电动工具为主，

《产品设计》专业的工业产品类型以与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学习关系密切相

关的产品为主；《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设计课题确定以界面设计、交互设计为

主。 

确定选题后，必须进行与选题有关的用户研究与市场调研，并撰写不少于

5000 字的用户研究与市场调研报告（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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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撰写开题报告与开题答辩 

在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不少于 3000 字的毕业设计开题报告，并参加开题答

辩，答辩通过后方可进行下一环节的工作。 

（3）草图方案构思 

在规定期间内，提出 3~5 个创新或改良设计草图方案，并接受指导教师检

查。根据指导教师提出的建议进行反复推敲、分析与评价，确定最终设计方案。

方案必须体现对课题主题的形态、功能与结构、尺度、造型材料与人机工程学

问题的考虑。 

（4）计算机三维建模，推敲设计方案 

独立运用计算机完成设计方案的三维建模，并接受指导教师检查，进一步

推敲、修改设计方案。 

（5）绘制图纸 

根据课题需要，用计算机绘制图纸。《工业设计》包括：整机外型三视图、

部分壳体的结构工程图，设计绘图总量折合成图幅为Ａ1 号图纸不少于 3 张。《产

品设计》包括整机外型三视图。《数字媒体艺术》根据选题要求确定是否需要绘

制图纸。 

（6）效果图绘制 

运用相关计算机软件完成设计方案的效果图制作与渲染。 

（7）制作模型或样机，进一步修正设计方案 

根据工程图纸，按适当尺寸比例选择合适的材料完成模型制作。 

（8）按学校规范要求，撰写毕业设计说明书。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查阅

文献 15 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2篇） 

（9）设计方案展示版面并制成展板。 

（10）设计并制作答辩汇报的多媒体演示文稿（PPT）。 

（二）要求提交的材料 

学生提交的全部毕业设计的成果应包括毕业设计文档资料、设计作品展版

（90cm*190cm 幅面 1 块、竖向排板、彩色打印）与实体模型。 

文档资料均须用计算机单面打印，包括：开题报告（含市场调研与用户研

究）；毕业设计说明书及附录（图纸）。毕业设计说明书的写作格式应规范化，

文中的图片应彩色打印，装订必须整齐统一。封面、任务书、资料袋由学校统

一印制。毕业设计的成品含：毕业设计开题报告、中期检查报告、毕业设计说

明书及附录（图纸）、光盘资料全部放入资料袋中。 

（1）毕业设计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封面（由上海电机学院统一印制）、毕

业设计任务书（复印件）、开题报告（含市场调研与用户研究报告）按序装订成

一册，提交毕业设计开题报告答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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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业设计中期检查报告。包括开题后工作的自我总结以及指导教师的

评价、中期的评定成绩。 

（3）毕业设计说明书及附录与图纸。毕业设计说明书独立装订成册。装订

格式顺序为：封面、毕业设计任务书（由上海电机学院统一印制）、中英文摘要、

目录、前言、正文、文献、附录（包括图纸）。图纸应按工程图纸折叠惯例折叠

后，可以与设计说明书装订在一起也可以直接装入资料袋中。 

（4）光盘资料。文档资料应刻入光盘提交（2 份）。光盘内包括：设计说

明书及附录（图纸），以及设计方案的三维建模、电脑效果图、设计作品展版（根

据具体要求）和毕业设计答辩 PPT 电子文档等。 

（三）毕业设计的答辩与交流 

毕业设计答辩在学院领导下，以系（专业）为单位成立的毕业设计答辩委

员会负责组织答辩工作。统一答辩要求和评分标准，审查答辩资格，验收成果，

审定学生毕业设计成绩，裁决有争议的成绩，推荐校优秀毕业设计。 

答辩小组由３～５人组成，除教师外，结合实际的课题答辩应邀请有关生

产部门、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参加。答辩小组负责答辩组织工作，评定本组答

辩学生的毕业设计答辩成绩，并对总成绩的评定提出建议。答辩前，应对学生

进行答辩资格审查。 

（1） 答辩人的报告应简明扼要、突出重点、逻辑严密、口齿清楚又从容

不迫。 

（2） 汇报时限为 15 分钟。 

（3） 学生答辩的报告应整理成 PPT 形式，同时展示展板与模型。 

答辩小组对毕业设计中的关键问题进行提问，考核学生独立解决问题能力，

对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掌握与运用能力，课题基本设计内容、设计思想、

设计理念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表达能力进行全面评价。答辩小组评定答辩成

绩，写出评语，并综合指导教师、评阅教师、答辩小组三方面给的分数和评语，

对学生毕业设计总成绩提出评定意见，交答辩委员会审定。 

三、毕业设计的进度安排 

序 号 毕业设计（论文）各阶段名称 学时分配 备  注 

1 确定选题，撰写开题报告 1 周  

2 设计调研与用户研究 第 1 周-第 3 周  

3 完成设计调研与用户研究报告 第 4 周  

4 确定初步设计方案 第 5 周  

5 正式设计阶段 第 6 周-第 9 周  

6 完成与制作模型 第 10 周-第 13 周  

7 撰写毕业设计报告书 第 14 周  

8 设计与制作展示版面，演示文件 第 15 周  

9 准备答辩 第 16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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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由指导教师与学生依据课题要求共同选定。 

五、课程考核 

1.毕业设计总成绩评定比例为：按百分制记，指导教师评分占 30％，评阅

教师评分占 20％，答辩小组评分占 50％  

2.评定依据： 

（1）是否按时完成毕业设计任务，提交的毕业设计成果是否完整、规范。 

（2）方案的正确性，设计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有无创新点。  

（3）文字、图、表是否正确，整洁清晰，文理通顺。 

（4）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5）工作态度与工作量。 

（6）答辩汇报的思路，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回答问题的准确性。 

六、附件 

 

制定人：  夏敏燕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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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具备

初步的研究、

定义问题、分

析需求的能

力。 

目标 2：具

备较强的

设计表现

能力。 

目标 3：能

对设计方案

进行选择、

优 化 和 深

化。 

目标 4：能够综

合把握各种设

计要素进行产

品改良设计和

创新设计。 

目标 5：具

备良好的

设计沟通

和交流能

力。 

目标 6：具有自

主学习、终身学

习的意识和不

断学习、适应设

计发展的能力。 

1 选题与设计调研 √     √ 

2 撰写开题报告与开题答辩 √    √ √ 

3 草图方案构思  √  √   

4 计算机三维建模，推敲设计

方案 
 √ √ √  

√ 

5 绘制图纸  √ √    

6 效果图绘制  √     

7 制作模型或样机  √    √ 

8 撰写毕业设计说明书     √  

9 制作设计方案展板  √     

10 设计答辩汇报  √   √  



 

104 

 

《逆向工程与快速成型技术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67P1 

英文名称：Reverse Engineering and Rapid Prototyp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工程基础、设计材料与工艺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产品测绘及逆向工程基本方法。 

目标 2：掌握油泥模型制作基本方法。 

目标 3：学会使用三维扫描仪，并通过三维软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修复。 

目标 4：提高形体的造型设计能力，强化三维设计软件应用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逆向工程概论 （2 课时） 

1.1 产品测绘的基本方法，数字化测量设备（三坐标测量仪、三维扫描仪）

的结构与基本原理。 

1.2 产品逆向设计概念及发展现状讲解，产品逆向设计的常用方法与手段。 

1.3 三坐标测量仪与三维扫描仪测量零件，获取点云的方法与手段。 

（二）四驱玩具车设计 （8 课时） 

2.1 了解四驱玩具车内部结构，拆解玩具车并分析上壳的生产工艺。 

2.2 通过意象词汇、意向图等方法捕捉设计灵感、完成玩具车设计及工程

图绘制。 

（三） 油泥制作 （8 课时） 

3.1 根据前章的设计结果在现有四驱车底盘的基础上进行油泥模型制作。 

3.2 了解油泥模型制作的基础知识，能运用相关工具进行操作。 

（四）课程项目综合调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14 课时） 

4.1 运用三维扫描仪对油泥模型进行扫描，拍摄模型三视图进行辅助。 

4.2 在三维软件中对扫描模型进行修正，最终完成逆向建模工作。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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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产品油泥模型表现》，兰玉琪 ，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设计方案完成度（50%）及考勤（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整体产品设计、最终油泥模型，逆向数据及三维打

印实体效果。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帅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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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产品测

绘及逆向工程基本方

法。 

目标 2：掌握油

泥模型制作基

本方法。 

目标 3：学会使用三维

扫描仪，并通过三维软

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

修复。 

目标 4：提高形体

的造型设计能力，

强化三维设计软件

应用能力。 

1.1 了解产品测绘的学习数字化

测量设备（三坐标测量仪、三维

扫描仪）的结构与基本原理. 

√    

1.2 产品逆向设计概念及发展现

状讲解，产品逆向设计的常用方

法与手段。 

√    

1.3 掌握三坐标测量仪与三维扫

描仪测量零件获取点云的方法与

手段。 

√    

2.1 了解四驱玩具车内部结构，拆

解玩具车并分析上壳的生产工

艺。 

   √ 

2.2 通过意象词汇、意向图等方

法捕捉设计灵感、完成玩具车设

计及工程图绘制。 

   √ 

3.1 根据前章的设计结果在现有

四驱车底盘的基础上进行油泥模

型制作。 

 √  √ 

3.2 了解油泥模型制作的基础知

识，能运用相关工具进行操作。 
 √  √ 

4.1 运用三维扫描仪对油泥模型

进行扫描，拍摄模型三视图进行

辅助。 

  √  

4.2 在三维软件中对扫描模型进

行修正，最终完成逆向建模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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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可视化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08A1             英文名称：Information Visual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产品造型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后续课程：产品系统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视觉设计与视觉心理、 色彩在信息可视化设计中的效应和图

形符号等信息可视化设计基础理论。 

目标 2：具备信息可视化设计主题创作的能力，能进行可视化图解、 信息

图表与表格可视化处理、统计图可视化设计及地图可视化设计。 

二、课程内容 

（一）信息可视化设计导论 （2 课时） 

1.1 信息可视化设计总论 （1 课时） 

1.2 选择与制作信息图的要素 （1 课时） 

（二）信息可视化设计基础理论研究 （6 课时） 

2.1 视觉设计与视觉心理 （2 课时） 

2.2 色彩在信息可视化设计中的效应 （2 课时） 

2.3 图形符号 （2 课时） 

（三）主题创作实践 （24 课时） 

3.1 可视化图解实践 （6 课时） 

3.2 信息图表与表格的可视化实践 （6 课时）  

3.3 统计图可视化实践 （6 课时） 

3.4 地图可视化实践 （6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信息可视化设计》，刘晖编著，辽宁出版社，2014.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图解力——信息可视化设计方法与案例解析》，杨虹编写，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5.11 

2. 《信息可视化设计》，张毅编写，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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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总成绩＝提交材料成绩×80％＋（考勤+课堂表现）×20％。 

成绩评定标准： 

1. 上交材料齐全, 符合要求。（40%） 

2. 说明性草图具备足够细节，准确、详细，比例合常理，线条语义明确，

能准确概括、表现所需传达的信息，并体现给定的设计理念或艺术主题。（20%） 

3. 效果图与设计意图吻合。（20%） 

4. 说明书。（20%） 

五、附件 

 

制定人：  杨晓扬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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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视觉设计与视觉心理、 色

彩在信息可视化设计中的效应和图形符

号等信息可视化设计基础理论。 

目标 2：掌握信息可视化设计主题创作的能

力，可以进行可视化图解、 信息图表与表

格可视化处理、统计图可视化设计及地图可

视化设计。 

1.1 信息可视化设计总论 √  

1.2 选择与制作信息图的要素 √  

2.1 视觉设计与视觉心理 √  

2.2 色彩在信息可视化设计中的

效应 
√  

2.3 图形符号 √  

3.1 可视化图解实践  √ 

3.2 信息图表与表格的可视化实

践 
 √ 

3.3 统计图可视化实践  √ 

3.4 地图可视化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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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07A1        英文名称：Service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调研与预测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服务设计的理念、流程与方法。 

目标 2：能选择合适的调研方式和工具获取用户需求，收集整理并分析细

化用户需求，挖掘用户痛点。 

目标 3：能够了解设计项目中所涉及的多种因素及需求，综合进行设计。 

目标 4：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能在跨学科或多学科团队中积极地发挥自身

作用。 

二、课程内容 

（一）服务设计概述 （2 课时） 

（二）服务导向的创新思维 （4 课时） 

2.1 服务设计的任务与目标 （2 课时） 

2.2 服务设计的产品观与交互观 （2 课时） 

（三）服务设计的程序与方法 （4 课时） 

3.1 服务设计的程序与方法 （2 课时） 

3.2 服务设计的工具与方法 （2 课时） 

（四）设计战略与设计思维 （6 课时） 

4.1 服务设计战略、价值策略和客户价值策略 （2 课时） 

4.2 设计思维与商业设计、服务设计与服务科学 （2 课时） 

4.3 服务设计案例分析 （2 课时） 

（五）服务设计实践 （16 课时） 

5.1 设计发现 （2 课时） 

5.2 设计定义 （2 课时） 

5.3 设计方案 （4 课时） 

5.4 原型制作 （4 课时） 

5.5 用户测试与评估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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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服务设计与创新》，王国胜编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服务设计与创新实践》，（德）宝莱恩，（挪）乐维亚，（英）里森著，

王国胜等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06 

2. 《触点：服务设计的全球语境》，王国胜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11 

3. 《服务设计——界定 语言 工具》，陈嘉嘉编著，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6.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以过程考核的方式进行。 

1. 成绩采用百分制，考勤与课堂表现占 10%，平时作业占 30%，设计实

践占 60%。 

2. 设计实践评分标准： 

（1） 设计调研的真实性与深度 

（2） 设计定义的合理性 

（3） 设计方案、设计蓝图的完整度 

（4） 用户测试与评估的可靠性、合理性 

五、附件 

 

制定人：  夏敏燕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1%A6%C0%B3%B6%F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D6%CE%AC%D1%C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F%C9%A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D%F5%B9%FA%CA%A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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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服务设

计的理念、流程与

方法。 

目标 2：能选择合适

的调研方式和工具获

取用户需求，收集整

理并分析细化用户需

求，挖掘用户痛点。 

目标 3：能够了解设

计项目中所涉及的多

种因素及需求，综合

进行设计。 

目标 4：具有团队合

作精神，能在跨学

科或多学科团队中

积极地发挥自身作

用。 

1 服务设计概述 √    

2.1 服务设计的任务与目标 √    

2.2 服务设计的产品观与交互

观 
√    

3.1 服务设计的程序与方法 √ √   

3.2 服务设计的工具与方法 √ √   

4.1 服务设计战略、价值策略

和客户价值策略 
√    

4.2 设计思维与商业设计、服

务设计与服务科学 
√    

4.3 服务设计案例分析 √    

5.1 设计发现  √  √ 

5.2 设计定义   √ √ 

5.3 设计方案   √ √ 

5.4 原型制作    √ 

5.5 用户测试与评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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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摄影》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13A1        英文名称：Product Photograph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构成（1）、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1）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好照片的基本标准，学会数码相机的基本操作，并了解摄影

技术在记录个体观察、视觉传播媒介、艺术创作中的应用。 

目标 2：学会影像的基本技术控制，把控影像的清晰度，掌握摄影大众化

运动中手机摄影的应用。能借助摄影语言表达思想。 

目标 3：掌握摄影画面的基本设计法则，学会产品布光与拍摄技巧，掌握

基础的摄影二度创作手法。 

目标 4：学会从摄影作品的立意与选题、内容与形式、技术与艺术角度赏

析作品，了解历史语境下不同门类摄影的评价标准。 

二、课程内容 

（一）摄影概述和数码相机基本使用 （6 课时） 

1.1 摄影的基本概念、社会功能、及好照片的基本标准。 （2 课时） 

1.2 数码相机的基本分类、构造与性能、使用。 （2 课时） 

1.3 摄影镜头的性能与选择，不同焦距镜头的特性。 （2 课时） 

（二）摄影技术技法 （10 课时） 

2.1 获取清晰照片的途径。 （2 课时） 

2.2 数码相机的曝光控制与应用。 （2 课时） 

2.3 对焦控制与景深控制。 （2 课时） 

2.4 手机摄影的快捷拍摄与传播。 （4 课时） 

（三）摄影画面的设计与表现 （10 课时） 

3.1 光的特性及其造型作用。 （2 课时） 

3.2 产品摄影中光的运用。 （2 课时） 

3.3 摄影构图的视觉语言、画面布局及造型法则。 （2 课时） 

3.4 产品摄影构思与拍摄技巧。 （2 课时） 

3.5 摄影的二度创作，影调节奏、画面色彩调整，影像再创作，构图裁剪

与综合调整。 （2 课时） 



 

114 

（四）摄影作品赏析 （6 课时） 

4.1 著名摄影师的创作实践与观念。 （3 课时） 

4.2 摄影作品赏析的基本要求与基本标准，代表作赏析。 （3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摄影的艺术》，[美] Bruce Barnbaum 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02 

2. 《大学摄影》（第二版），徐希景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02 

3. 《数码摄影：核心技术与创作实践》，聂劲权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1 

4. 《美国纽约摄影学院 摄影教材》，美国纽约摄影学院著，中国摄影出版

社，2010.08 

5． 所持相机使用手册 

6． Photoshop、Lightroom 软件手册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练习作品（30%）、摄影大师观念分

享与赏析感悟（20%）、考勤与课堂表现（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提交摄影作品的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自选主题，进行影像创作，要求主题鲜明、主体突出、形式语言简洁、曝光准

确、情感真挚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新月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8%DF%B5%C8%BD%CC%D3%FD%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C9%E3%D3%B0%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C9%E3%D3%B0%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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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好照片

的基本标准，学会数

码相机的基本操作  

目标 2：学会影像的

基本技术控制，掌

握手机摄影，借助

摄影语言表达思想 

目标 3：掌握摄影画

面的基本设计法

则，学会产品布光

与拍摄技巧，掌握

基础的摄影二度创

作手法 

目标 4:学会从不

同角度赏析摄影

作品，了解不同

门类摄影的评价

标准 

1.1 初步认识摄影，了解摄影的社

会功能，及好照片的基本标准 
√    

1.2 数码相机的基本分类、构造与

性能、使用 
√    

1.3 摄影镜头的性能与选择，不同

焦距镜头的特性 
√    

2.1 获取清晰照片的途径   √   

2.2 数码相机的曝光控制与应用  √   

2.3 对焦控制与景深控制  √   

2.4 手机摄影的快捷拍摄与传播  √ √  

3.1 光的特性及其造型作用   √  

3.2 产品摄影中光的运用。   √  

3.3 摄影构图的视觉语言、画面布

局及造型法则 
  √  

3.4 产品摄影构思与拍摄技巧  √ √  

3.5 摄影的二度创作   √  

4.1 著名摄影师的创作实践与观

念  
√ √ √ √ 

4.2 摄影作品赏析的基本要求与

基本标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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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02P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Design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工业设计简史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设计与工业设计的概念。 

目标 2：理解工业设计与文化、市场、环境之间的关系，明确工业设计的

基本要素、原则及工作方法，了解工业设计的发展趋势。 

目标 3：了解一定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知识。 

目标 4：明确工业设计师的类型与职责。 

目标 5：具有一定的团队组织、协调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设计与工业设计的概念 （2 课时） 

1.1 设计的概念 

1.2 工业设计的概念 

（二）工业设计的内涵与外延 （10 课时） 

2.1 工业设计与文化、市场、环境。 （2 课时） 

2.2 工业设计的基本要素。 （2 课时） 

2.3 工业设计的原则与原理。 （2 课时） 

2.4 工业设计的程序与方法。 （2 课时） 

2.5 工业设计师的知识技能要求。 （1 课时） 

2.6 展望未来工业设计。 （1 课时） 

（三）初步的产品分析与设计 （4 课时） 

3.1 产品分析的基本要求 

3.2 产品设计的类型与案例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工业设计概论》，程能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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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学概论》，尹定邦，湖南科技出版社，2009 年 6 月 

3.《图解工业设计概论》，陈根，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年 4 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过程考核方式进行。 

1. 考勤与课堂表现占 10%。 

2. 作业占 90%，包括平时作业和期末大作业。 

五、附件 

 

制定人：  夏敏燕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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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

设计与工业

设计的概念 

目标 2：理解工

业设计的内涵

与外延 

目标 3：了解一

定的环境和可

持续发展知识 

目标 4:明确工

业设计师的类

型与职责 

目标 5：具有一

定的团队组织、

协调能力和终

身学习能力 

1 设计与工业设计的概念 √ √ √ √  

2.1 工业设计与文化、市场、环境  √ √ √   

2.2 工业设计的基本要素   √    

2.3 工业设计的原则与原理  √    

2.4 工业设计的程序与方法  √    

2.5 工业设计师的知识技能要求  √  √  

3 初步的产品分析与设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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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简史》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03P1         英文名称：History of Industrial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设计构成 2（工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现代设计产生的背景，明确工业、技术、艺术变革对设计的

影响。 

目标 2：能够在全球语境下了解设计和现代主义，商业、消费主义和设计

的关系，并能适度反思与评价。 

目标 3：掌握二战后至今设计价值观的演变，把握设计的多元发展趋势。 

目标 4：明确设计促进动力、职业和管理之间的相互关系，树立设计的社

会责任观。 

二、课程内容 

（一）现代主义之前的艺术设计概况 （6 课时） 

1.1 西方手工艺时代早期的艺术设计概况。 （0.5 课时） 

1.2 西方文艺复兴至洛可可时期的艺术设计。 （0.5 课时） 

1.3 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艺术设计。 （1 课时） 

1.4 中国传统手工艺中的艺术设计概况。 （3.5 课时） 

1.5 近现代西方的设计文化对中国艺术设计的影响。 （0.5 课时） 

（二）现代艺术设计的萌芽及发展时期 （8 课时） 

2.1 英国工艺美术运动。 （1.5 课时） 

2.2 欧洲的新艺术运动及其影响。 （2 课时） 

2.3 包豪斯与现代设计教育。 （2.5 课时） 

2.4 装饰艺术运动。 （2 课时） 

（三）现代艺术设计的流派及其风格 （4 课时） 

3.1 德意志制造联盟。 （0.5 课时） 

3.2 荷兰风格派。 （1.5 课时） 

3.3 俄国构成主义。 （1.5 课时） 

3.4 国际主义风格的设计运动。 （0.5 课时） 

（四）现代主义时期的各国设计 （10 课时） 

4.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设计。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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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设计。 （1 课时） 

4.3 美国现代设计。 （2 课时） 

4.4 意大利的艺术设计。 （1 课时） 

4.5 荷兰现代设计。 （1 课时） 

4.6 法国现代设计。 （1 课时） 

4.7 英国现代设计。 （1 课时） 

4.8 日本现代设计。 （1 课时） 

4.9 西班牙现代设计。 （1 课时） 

（五）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设计 （4 课时） 

5.1 波普艺术与设计。 （1.5 课时） 

5.2 高科技风格设计。 （1 课时） 

5.3 解构主义设计。 （1 课时） 

5.4 新现代主义风格。 （0.5 课时） 

（六）设计与社会责任（学生自主学习） 

6.1 哲学思潮对艺术设计的影响。 

6.2 1950 年代美国的消费主义、设计与批评观点。 

6.3 英国 1960 年代以来的设计与消费者。 

6.4 绿色设计。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设计艺术史》（第二版），周锐、范圣玺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20 世纪的设计》[英]乔纳森·M. 伍德姆，2012.09 

2. 《Twentieth Century Design》, Jonathan M. Woodham，September 2012 

3. 《Design of the 20th Century》，Charlotte & Peter Fiell，October 2012 

4. 《工业设计史》（第四版），何人可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以平时成绩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10%）、中国传统手工

艺设计参观报告（20%）、设计风格认知与评价（30%）。 

2.期末成绩占比（40%），考核依据：“地域文化、设计风格与价值观”研究

报告。 

评分标准：对设计文化的理解程度、对设计风格的独立见解、参观或研究

报告制作的逻辑性、提交文件的规范性。 

五、附件 

 

制定人：  卢国英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121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现代设

计产生的背景，能

够解释工业、技术、

艺术变革对设计的

影响 

目标 2：能够在全球语

境下了解设计和现代

主义，商业、消费主

义和设计的关系，并

能适度反思与评价。 

目标 3：掌握二战

后至今设计价值

观的演变，把握

设计的多元发展

趋势 

目标 4:明确设计促

进动力、职业和管

理之间的相互关

系，树立设计的社

会责任观 

1.1 西方手工艺时代早期的艺术设

计概况 
√ √   

1.2 西方文艺复兴至洛可可时期的

艺术设计 
√ √   

1.3 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艺术设计 √    

1.4 中国传统手工艺中的艺术设计

概况 
√    

1.5 近现代西方的设计文化对中国

艺术设计的影响 
√    

2.1 英国工艺美术运动  √   

2.2 欧洲的新艺术运动及其影响  √   

2.3 包豪斯与现代设计教育  √   

2.4 装饰艺术运动  √   

3.1 德意志制造联盟  √   

3.2 荷兰风格派  √   

3.3 俄国构成主义  √   

3.4 国际主义风格的设计运动  √   

4.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

设计 
  √  

4.2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设计   √  

4.3 美国现代设计   √ √ 

4.4 意大利的艺术设计   √  

4.5 荷兰现代设计   √  

4.6 法国现代设计   √  

4.7 英国现代设计   √ √ 

4.8 日本现代设计   √  

4.9 西班牙现代设计   √  

5.1 波普艺术与设计   √  

5.2 高科技风格设计   √  

5.3 解构主义设计   √  

5.4 新现代主义风格   √  

6.1 哲学思潮对艺术设计的影响 √    

6.2 1950 年代美国的消费主义、设

计与批评观点 
   √ 

6.3 英国 1960 年代以来的设计与

消费者 
   √ 

6.4 绿色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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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工程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12A1          英文名称：Ergonom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工业设计简史 

后续课程：产品造型设计、产品改良设计、产品创新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具有一定的人机工程学基础知识。 

目标 2：掌握以人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初步掌握产品可用性研究与可用性

评估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目标 3：能应用人机工程学的概念与方法对设计方案进行筛选、深化和优

化。 

目标 4：初步具备用户研究的能力。初步掌握收集、整理并分析细化用户

需求，挖掘用户关键需求点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人机工程学概论 （2 课时） 

人机工程学的命名、学科定义及其发展，人机工程学的研究内容和一般研

究方法，以及学科体系及应用领域。 

（二）人的生理特性 （6 课时） 

2.1 人体尺寸概述与人体尺寸数据应用方法 （2 课时） 

2.2 人体的感觉系统特性 （2 课时） 

2.3 人体的运动系统特性 （2 课时） 

（三）人的心理特性 （4 课时） 

3.1 人的信息加工过程，感知觉、注意、记忆 （2 课时） 

3.2 人的思维、决策、反应执行，人的觉醒、疲劳与应激 （2 课时） 

（四）人机界面与交互设计 （6 课时） 

4.1 人机界面与交互设计概念、原则与方法 （2 课时） 

4.2 显示装置设计 （2 课时） 

4.3 操纵装置设计 （2 课时） 

（五）手工具设计 （8 课时） 

5.1 手工具的人机学因素、操纵把手的设计、手工具设计原则 （2 课时） 

5.2 产品人机学改良实践 （6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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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空间与工作岗位设计 （4 课时） 

6.1 工作空间设计的人机工程学要求，座椅设计 （2 课时） 

6.2 工作空间设计，汽车空间设计 （2 课时） 

（七）情感化设计与包容性设计（学生自主学习） 

7.1 情感化设计、感性认知元素 

7.2 感性工学 

7.3 包容性设计 

（八）人机工程学研究与评价 （2 课时） 

8.1 常用人机工程学研究方法，可用性要素和可用性设计流程与方法 

 （2 课时） 

8.2 计算机仿真技术、统计分析方法（学生自主学习） 

（九）人机测量方法与实验（学生自主学习） 

9.1 动作捕捉 

9.2 肌电测量 

9.3 静态肌力测量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人机工程学基础与应用》，夏敏燕等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人机工程学》（第 5 版），丁玉兰编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5 

2.《工业设计人机工程》（第 3 版），阮宝湘 邵祥华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1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小课题设计（30%）、平时测验（20%）、

考勤与课堂表现（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人的生理特性、

人的心理特性、人机界面与交互设计、手工具设计、工作空间与工作岗位设计

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夏敏燕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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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具有一定的

人机工程学的基础知

识 

目标 2：初步掌握产

品可用性研究与可

用性评估的基本原

理与方法 

目标 3：能从人机工

程学角度对设计方

案进行筛选、深化

和优化 

目标 4:具备初步

的收集整理并分

析 细 化 用 户 需

求，挖掘用户痛

点的能力 

1 人机工程学概论 √    

2.1 人体尺寸概述与人体尺寸数

据应用方法 
√    

2.2 人体的感觉系统特性 √    

2.3 人体的运动系统特性 √    

3.1 人的信息加工过程，感知觉、

注意、记忆     
√    

3.2 人的思维、决策、反应执行，

人的觉醒、疲劳与应激 
√    

4.1 人机界面与交互设计概念、原

则与方法 
√ √ √ √ 

4.2 显示装置设计 √ √ √ √ 

4.3 操纵装置设计 √ √ √ √ 

5.1 手工具的人机学因素、操纵把

手的设计、手工具设计原则 
√ √ √ √ 

5.2 产品人机学改良实践  √ √ √ 

6.1 工作空间设计人机要求、座椅

设计 
√ √ √  

6.2 工作空间设计、汽车空间设计 √ √ √  

7.1 情感化设计、感性认知元素 √  √ √ 

7.2 感性工学 √  √ √ 

7.3 包容性设计 √  √ √ 

8.1 可用性设计流程与方法、常用

人机工程学研究方法 
 √ √ √ 

8.2 计算机仿真技术、统计分析

方法 
 √  √ 

9.1 动作捕捉  √ √ √ 

9.2 肌电测量  √ √ √ 

9.3 静态肌力测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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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心理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19A1         英文名称：Design Psych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工业设计史、设计导论 

后续课程：产品改良设计、产品创新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设计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掌握设计心理学的一般研究方法。 

目标 2：掌握用户认知心理特征，并能用科学的方法予以调查、归纳和量

化。 

目标 3：掌握用户的认知心理规律，并在设计调查和方案建立过程中予以

考虑。 

目标 4：学会一般调研方法，独立设计问卷调查实验，并保证问卷的信度

和效度，用通行的科学方式阐述实验结果。 

目标 5：掌握设计心理学结论与方法的严谨步骤，在设计实践中应用设计

心理学改善设计方案。 

二、课程内容 

（一）设计心理学的基本内容 （6 课时） 

1.1 设计心理学学科范畴 （2 课时） 

1.2 结合心理学一般方法介绍设计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4 课时） 

（二）设计心理学的基本方法和实验 （6 课时） 

2.1 设计心理学方法 （4 课时） 

2.2 设计心理学实验设备与实验设计 （2 课时） 

（三）用户的认知心理 （4 课时） 

3.1 视觉认知特征  （0.5 课时） 

3.2 表面知觉心理  （0.5 课时） 

3.3 知觉限制原则  （0.5 课时） 

3.4 知觉预料与期待心理 （0.5 课时） 

3.5 含义与理解 （1 课时） 

3.6 记忆与注意心理 （1 课时） 

（四）用户的情感心理 （4 课时） 

4.1 价值观念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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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审美观念 （1 课时） 

4.3 生活方式与习惯 （1 课时） 

4.4 社会期待 （0.5 课时） 

4.5 兴趣与需要  （0.5 课时） 

（五）设计心理学实践 （12 课时） 

5.1 观察，调查和数学工具在心理学问题上的使用 （2 课时） 

5.2 自然匹配用户认知心理  （2 课时） 

5.3 表面知觉认知心理  （2 课时） 

5.4 产品改良设计 （6 课时）  

在具体教学安排上，第五部分的实践教学内容会对应穿插在第二部分至第

四部分的内容中，确保理论与实践不脱节。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实验的设计心理学》（第 1 版），吴佩平等编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设计师要懂心理学》，Susan Weinschenk 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采用过程考核方式进行，主要包括：项目实践（40%）、平时作业与测

试（40%）、课堂表现与考勤（20%）。 

五、附件 

 

制定人：  王琦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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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设计

心理学的研究范

畴，掌握设计心理

学的一般研究方

法。 

目标 2：掌握用

户认知心理特

征，并能用科学

的方法予以调

查、归纳和量化。 

目标 3：掌握基

用户的认知心理

规律，并在设计

调查和方案建立

过程中予以正确

的、严谨的相应

处理。 

 

目标 4:学会一

般调研方法，

独立设计问卷

调查实践，并

保证问卷的信

度和效度，用

通行的科学方

式阐述实验结

果。 

目标 5：掌握设

计心理学结论

与方法的严谨

步骤，在设计

实践中应用设

计心理学改善

设计方案。 

1.1 设计心理学学科范畴（2

课时） 
√     

1.2 结合心理学一般方法介

绍设计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和

方法。（4 课时） 

√ √    

2.1 设计心理学方法 (4 课

时) 
 √    

2.2 设计心理学实验设备与

实验设计 （2 课时） 
  √   

3.1 视觉认知特征 （ 0.5 课

时） 
 √    

3.2 表面知觉心理 （ 0.5 课

时） 
 √    

3.3 知觉限制原则 （ 0.5 课

时） 
 √    

3.4 知觉预料与期待心理 

（ 0.5 课时） 
 √    

3.5 含义与理解 （ 1 课时）  √    

3.6 记忆与注意心理（ 1 课

时） 
 √  √ √ 

4.1 价值观念 （ 1 课时）   √   

4.2 审美观念（ 1 课时）   √   

4.3 生活方式与习惯 （1 课

时） 
  √   

4.4 社会期待（ 0.5 课时）   √   

4.5 兴趣与需要 （ 0.5 课

时） 
  √   

5.1.调查、打分和数学工具在

心理学问题上的使用（2 课

时） 

 √  √ √ 

5.2 自然匹配用户认知心理  

（2 课时） 
 √   √ 

5.3 表面知觉认知心理 （2

课时） 
 √   √ 

5.4 产品改良设计（6 课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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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文化考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46A1              英文名称：Design Culture Investigation 

学分/学时：2/2周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素描、设计表现技法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自然景观的整体观察模式，综合运用客观形态构造、透视原

理、空间构造等知识。 

目标 2：能运用所学的绘画基础知识，快速收集、凝练手绘素材和设计素

材。 

目标 3：学会提炼真实景物或物品的特征，并针对对象进行独立取景、独

立创作，通过取舍、夸张等方法完成作品。 

二、课程内容 

（一）风景/物品速写（20 课时）（产品设计、工业设计进行传统物品速写，

数字媒体专业进行风景速写） 

1.1  构图与选景 （2 课时） 

1.2  建筑速写 （4 课时） 

1.3  风景速写 （10 课时） 

1.4  摄影采风纪实 （4 课时） 

（二）专业设计考察 （20 课时） 

2.1 古民居建筑布局考察 （4 课时） 

2.2 民居建筑装饰构造设计与考察 （10 课时） 

2.3 采风报考 （6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艺术设计专业采风与考察》蒋粤闽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袁武写生》袁武写，山东美术出版社，2007 年 3 月 

2. 《风景画素描基础》菲尔格梅茨编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年 2

月 

3. 《写生采风教程》王宝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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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素描的诀窍》伯特·多德森著，蔡强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70%，主要包括：专题训练（40%）及考勤作业等（30%）。 

2.期末考核占比 30%，采用大作业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色彩写

生，风景速写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郑家义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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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自然景观的整体

观察模式，综合运用客观形态

构造、透视原理、空间构造等

知识。 

目标 2：能运用所学

的绘画基础知识，

快速收集、凝练手

绘素材和设计素

材。 

目标 3：学会提炼真实景物或物品的

特征，并针对对象进行独立取景、

独立创作，通过取舍、夸张等方法

完成作品。 

1.1  构图与选景 √ √  

1.2  建筑速写 √ √  

1.3  风景速写 √ √  

1.4  摄影采风纪实 √ √  

2.1 古民居建筑布局考察 √  √ 

2.2 民居建筑装饰构造设计

与考察 
√  √ 

2.3 采风报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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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42P1        英文名称：Service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调研与预测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服务设计的理念、流程与方法。 

目标 2：能选择合适的调研方式和工具获取用户需求，收集整理并分析细

化用户需求，挖掘用户痛点。 

目标 3：能够了解设计项目中所涉及的多种因素及需求，综合进行设计。 

目标 4：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能在跨学科或多学科团队中积极地发挥自身

作用。 

二、课程内容 

（一）服务设计概述 （2 课时） 

（二）服务导向的创新思维 （4 课时） 

2.1 服务设计的任务与目标 （2 课时） 

2.2 服务设计的产品观与交互观 （2 课时） 

（三）服务设计的程序与方法 （4 课时） 

3.1 服务设计的程序与方法 （2 课时） 

3.2 服务设计的工具与方法 （2 课时） 

（四）设计战略与设计思维 （6 课时） 

4.1 服务设计战略、价值策略和客户价值策略 （2 课时） 

4.2 设计思维与商业设计、服务设计与服务科学 （2 课时） 

4.3 服务设计案例分析 （2 课时） 

（五）服务设计实践 （16 课时） 

5.1 设计发现 （2 课时） 

5.2 设计定义 （2 课时） 

5.3 设计方案 （4 课时） 

5.4 原型制作 （4 课时） 

5.5 用户测试与评估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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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服务设计与创新》，王国胜编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服务设计与创新实践》，（德）宝莱恩，（挪）乐维亚，（英）里森著，

王国胜等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06 

2.《触点：服务设计的全球语境》，王国胜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11 

3.《服务设计——界定 语言 工具》，陈嘉嘉编著，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6.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以过程考核的方式进行。 

1. 成绩采用百分制，考勤与课堂表现占 10%，平时作业占 30%，设计实践

占 60%。 

2. 设计实践评分标准： 

（1） 设计调研的真实性与深度 

（2） 设计定义的合理性 

（3） 设计方案、设计蓝图的完整度 

（4） 用户测试与评估的可靠性、合理性 

五、附件 

 

制定人：  夏敏燕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1%A6%C0%B3%B6%F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D6%CE%AC%D1%C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F%C9%A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D%F5%B9%FA%CA%A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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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服务设

计的理念、流程与

方法。 

目标 2：能选择合适

的调研方式和工具获

取用户需求，收集整

理并分析细化用户需

求，挖掘用户痛点。 

目标 3：能够了解设

计项目中所涉及的多

种因素及需求，综合

进行设计。 

目标 4：具有团队合

作精神，能在跨学

科或多学科团队中

积极地发挥自身作

用。 

1 服务设计概述 √    

2.1 服务设计的任务与目标 √    

2.2 服务设计的产品观与交互

观 
√    

3.1 服务设计的程序与方法 √ √   

3.2 服务设计的工具与方法 √ √   

4.1 服务设计战略、价值策略

和客户价值策略 
√    

4.2 设计思维与商业设计、服

务设计与服务科学 
√    

4.3 服务设计案例分析 √    

5.1 设计发现  √  √ 

5.2 设计定义   √ √ 

5.3 设计方案   √ √ 

5.4 原型制作    √ 

5.5 用户测试与评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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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54A1         英文名称：Design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导论、工业设计史、设计工程基础  

后续课程：产品改良设计、产品创新设计、产品系统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设计管理相关理论知识，掌握设计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

制等管理方法，学会运用设计管理理论工具指导设计实践。 

目标 2：了解设计思维，了解设计流程，掌握设计流程理论工具。 

目标 3：掌握运用各种工具及方法进行市场分析、用户研究，获取用户需

求。 

目标 4：了解商业模式基本内容，学会运用设计管理理论工具进行产品设

计定位。 

二、课程内容 

（一）设计管理基本理论概述 （8 课时） 

1.1 设计管理绪论。 （2 课时） 

1.2 从人类需求角度解读设计史发展脉络。 （2 课时） 

1.3 设计思维概述。 （2 课时） 

1.4 设计流程理论。 （2 课时） 

（二）设计策划基本理论和内容 （16 课时） 

2.1 设计策划绪论。 （2 课时） 

2.2 产品事实认知。 （2 课时） 

2.3 行业事实认知。 （2 课时） 

2.4 受众事实认知。 （2 课时） 

2.5 产品设计定位。 （4 课时） 

2.6 学生作业展示与讨论分享。 （4 课时） 

（三）商业模式基本理论和内容 （8 课时） 

3.1 商业模式概述与内容。 （4 课时） 

3.2 商业模式创新实践，学生分组讨论并展示。 （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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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策划与设计管理》，胡俊红编著，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0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作业（30%）、分享展示（20%）及

考勤与课堂表现（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论文的形式，选取设计管理领域相关课题，考

核学生对设计管理理论知识与工具的掌握，考核学生自主分析的能力。 

五、附件 

 

制定人：  黄珏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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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设计管理

相关理论知识，学会

运用设计管理理论工

具指导设计实践。 

目标 2：了解设计思

维，了解设计流程，

掌握设计流程理论

工具。 

目标 3：掌握运用

各种工具及方法

进行市场分析、用

户研究，获取用户

需求。 

目标 4：了解商业

模式基本内容，学

会运用设计管理

理论工具进行产

品设计定位。 

1.1 设计管理绪论。 √    

1.2从人类需求角度解读设计史发

展脉络。 
√    

1.3 设计思维概述。 √ √   

1.4 设计流程再造。 √ √   

2.1 设计策划绪论。 √    

2.2 产品事实认知。   √ √ 

2.3 行业事实认知。   √  

2.4 受众事实认知。   √  

2.5 产品设计定位。  √  √ 

2.6 学生作业展示与讨论分享 √  √ √ 

3.1 商业模式概述与内容。    √ 

3.2 商业模式创新实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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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造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09P1          英文名称：Basic Modeling 

学分/学时：2/64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构成 1、设计构成 2（工业设计）、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

构成（产品设计） 

后续课程：产品语意学、产品造型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明确设计的创新本质与层次，厘清产品设计中形态与其它限定因

素的关系。  

目标 2：能对实际产品形态进行造型逻辑逆向分析，并提炼造型基本要素、

分析造型语法。 

目标 3：学会分析造型设计细节并运用相关造型原则与方法，进行具有产

品感的形态创作。 

目标 4：综合运用造型语法，能进行单一功能产品的初步设计。 

二、课程内容 

（一）基础造型概述 （4 课时） 

1.1 从构成走向产品设计 （1 课时） 

1.2 基础造型的相关概念 （1 课时） 

1.3 基础造型的主要任务 （1 课时） 

1.4 基础造型的学习方法 （1 课时） 

（二）设计元素 （14 课时） 

2.1 造型设计的原则 （1 课时） 

2.2 点、线、面、体的应用 （1 课时） 

2.3 影响造型的相关因素 （1 课时） 

2.4 秩序/层级/连接 （11 课时） 

（三）基本造型方法 （28 课时） 

3.1 基本体 （8 课时） 

3.1.1 基本体的演变 （4 课时） 

3.1.2 几何体的综合运用 （4 课时） 

3.2 基本方法 （20 课时） 

3.2.1 剪切（分割）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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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组合（叠加） （4 课时） 

3.2.3 过渡 （4 课时） 

3.2.4 仿生 （8 课时）    

（四）造型细节 （6 课时） 

4.1 对比 （1.5 课时） 

4.2 节奏 （1.5 课时） 

4.3 平衡 （1.5 课时） 

4.4 比例 （1.5 课时） 

（五）初步设计 （12 课时） 

5.1 选题 （2 课时） 

5.2 深化 （6 课时） 

5.3 发布 （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产品造型设计的源点与突破》，温为才、Enrico Leonardo Fagone 等编著，

2015.09 

2.《Visual grammar》（1 ed. ed.） ,Leborg, C. April 2006 

3.《产品基础设计-造型文法》,孙颖莹、熊文湖编著，2009.10 

4.《基础设计》，李锋、潘荣等编著，2010.07 

5.《设计元素: 罗伊娜·里德·科斯塔罗与视觉构成关系》，[美]盖尔·格里特·汉

娜著，李乐山等译，2003.08 

6.《Elements of Design: Rowena Reed Kostellow and the Structure of Visual 

Relationships》，Gail Greet Hannah, August 2003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以平时成绩过程考核与期末大作业考核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70%，主要包括：设计元素（20%）、基本造型方法（50%）。 

2.期末考核占 30%，初步设计大作业。 

3.评分标准：形态推敲的多维性、设计概念的创新性、草图绘制的艺术性、

原型制作的精细度、提交文件的规范性。 

五、附件 

 

制定人：  卢国英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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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明确设计的

创新本质与层次，厘

清产品设计中形态与

其它限定因素的关

系。 

目标 2：能对实际

产品形态进行造型

逻辑逆向分析，并

提炼造型基本要

素、分析造型语法。 

目标 3：学会分析

造型设计细节并加

以运用，能进行具

有产品感的形态创

作。 

目标 4:综合运用造

型语法，能进行单

一功能产品的初步

设计。 

1.1 从构成走向产品设计 √    

1.2 基础造型的相关概念 √    

1.3 基础造型的主要任务 √ √   

1.4 基础造型的学习方法 √ √   

2.1 造型设计的原则  √ √  

2.2 点、线、面、体的应用  √ √  

2.3 影响造型的相关因素  √ √  

2.4 秩序/层级/连接  √ √  

3.1 基本体  √  √ 

3.2 基本方法  √  √ 

4.1 对比  √  √ 

4.2 节奏  √  √ 

4.3 平衡  √  √ 

4.4 比例  √  √ 

5.1 选题   √ √ 

5.2 深化   √ √ 

5.3 发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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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语意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47A1           英文名称：Product Semant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基础造型 

后续课程：产品造型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产品语意学的基本原理。 

目标 2.  掌握产品语意的内涵与外延。 

目标 3．掌握整理和分析产品语意的方法，能运用所学知识分析产品语意

问题。 

目标 4．具备将所学的产品语意分析和处理方法运用于设计实践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产品语意概述 （6 课时） 

1.1 产品语意的概念 （2 课时） 

1.2 产品语意的层次 （2 课时） 

1.3 产品语意的价值 （2 课时） 

（二）产品的语意特征分析 （10 课时） 

2.1 产品的功能性语意 （2 课时） 

2.2 产品的象征性语意 （2 课时） 

2.3 产品的趣味性语意 （3 课时） 

2.4 产品的关怀性语意 （3 课时） 

（三）产品语意设计应用 （16 课时） 

3.1 产品语意应用设计流程 （2 课时） 

3.2 产品语意应用设计要点 （4 课时） 

3.3 产品语意应用设计实践 （10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产品符号语意》王坤茜等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 年  第一版 

2.《产品语意及表达》曹建中等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年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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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70%（课堂考勤和学习态度10%，平时测试2次，每次各占30%）。

期末考核占 30%（设计实践大作业成绩占 30%）。 

五、附件 

 

制定人：   侯佳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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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产品语

意学的基本原理 

目标 2：掌握产品语

意的内涵与外延、

整理和分析产品语

意的方法和工具 

目标 3：具有运用所

学知识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目标 4:初步具有

将所学产品语意

分析和处理的方

法运用于产品设

计实践的能力 

1.1 产品语意的概念 √    

1.2 产品语意的层次 √    

1.3 产品语意的价值 √    

2.1 产品的功能性语意  √  √ 

2.2 产品的象征性语意  √  √ 

2.3 产品的趣味性语意  √  √ 

2.4 产品的关怀性语意  √  √ 

3.1 产品语意应用设计流程   √ √ 

3.2 产品语意应用设计要点   √ √ 

3.2 产品语意应用设计实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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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题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24P1          英文名称：Sktech Design  

学分/学时：2/2 周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设计表现技法、基础造型  

后续课程：产品系统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快题设计概念，明确快题设计与工业设计流程、教学、社会

需求三方面的关系。 

目标 2：掌握快题设计的方法。 

目标 3：具备产品综合设计的思维过程，并能在设计创意过程中加以分析。 

二、课程内容 

（一）快题设计的基本内容概述 （2 课时） 

1.1 快题设计概念，工业设计流程、教学、社会需求三方面与快题设计的

关系。  （0.5 课时） 

1.2 快题设计的意义与方法。理解快题设计概念，快题设计的方法。 

  （0.5 课时）  

1.3 综合设计思维、设计创意的方法。 （1 课时） 

（二）快题设计的呈现流程 （2 课时） 

2.1 分析优秀的设计作品。 （1 课时） 

2.2 元素的寻找与提炼、视觉形象的创造。 （1 课时） 

（三）快题设计的语言呈现 （8 课时） 

3.1 快速表现的概念、特征、原则及作用。 （2 课时） 

3.2 线条、形态的准确性、综合能力。 （6 课时） 

（四）快题设计实操与实例分析 （28 课时） 

4.1 综合性的实例讲解分析。 （4 课时） 

4.2 快题设计课题。 （2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设计的展开——产品设计方法与程序》，孙颖莹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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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9 年 7 月 

2.《快题设计——工业设计创意与表达》，林璐 李南 于默编著，高等教育

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设计大作业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10%）、考勤（10%）。 

2. 快题设计大作业占比 80%，采用快题设计的形式，考核学生运用设计原

理与方法进行设计的能力。 

五、附件 

 

制定人：  刘成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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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快题设

计概念，明确快题

设计与工业设计流

程、教学、社会需

求三方面的关系。 

目标 2：使学生掌

握快题设计的方

法。 

目标 3：具备产品综合设

计的思维过程，并能在设

计创意过程中加以分析。 

1.1 讲述快题设计概念，分析工业设计流程、教学、

社会需求三方面与快题设计的关系。 
√   

1.2 重点讲解快题设计的意义与方法。要求学生理

解快题设计概念，初步掌握快题设计的方法。 
√   

1.3 要求学生理解设计创意是一个综合的思维过

程，理解综合设计思维是产生设计创意的条件，培

养设计创意的方法。 

√   

2.1 使学生建立一个完整的有体系的思考方法，通

过分析优秀的设计作品，学会透过形式看内在设计

思想和创新点，训练敏锐的眼光。 

 √  

2.2 理解中心思想的确立、关键词的归纳的方法，

培养元素的寻找与提炼、视觉形象的创造的能力。 
 √  

3.1 要求学生理解快速表现的概念、特征、原则及

作用，要求学生通过练习熟练掌握快速表现技法，

为快题设计创意的呈现打好坚实的语言基础。 

  √ 

3.2 要求学生不断练习，熟练的线条、形态的准确

性、综合能力。 
  √ 

4.1 以快题设计阶段学习原则为基础，结合综合性

的实例讲解分析，将前面章节的一些内容串联起

来，使得学生对快题设计内容有更加系统和深入的

认识。 

  √ 

4.2 布置快题设计课题，训练中对快题设计知识点

的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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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造型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48A1             英文名称：Form Design Project 

学分/学时：8/8 周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基础造型、产品语意学 

后续课程：产品改良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巩固学生运用设计表现技法、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及产品语意学

等已学知识与技能进行造型设计的能力。 

目标 2：熟悉设计流程，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产品提案设计。 

目标 3：培养设计思维能力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设计

实践能力，为后续的设计课程打下基础。 

二、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由四大模块组成，包括基础模块、进阶模块、高阶模块和实战模块。  

（五） 基础模块 （40 课时） 

1.1 产品造型设计概述 （0.5 课时） 

1.2 课程的学习方法及意义 （0.5 课时） 

1.3 造型与设计之间的关系 （1 课时） 

1.4 单个形体以及多个形体间的组合造型设计方法 （1 课时） 

1.5 造型与点线面的关系、造型与基本体的关系，造型的 6 种方法及综合运

用  （1 课时） 

1.6 方体、柱体、椎体、球体形态演变，以及几何体的综合设计运用 

  （20 课时） 

1.7 多个形体间的组合造型设计，包括叠加、剪切、分割、包裹、边缘处理、

仿生，以及这 6 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16 课时） 

（六） 进阶模块 （20 课时） 

2.1 造型的 4 个步骤，包括比例、体量、线条和细节，并能运用到产品造型

设计中  （4 课时） 

2.2 自由曲面的造型方法和技巧，包括放样、边界围合、动作思维三个方面 

  （2 课时） 

2.3 产品自由曲面造型设计 （14 课时） 

（七） 高阶模块 （20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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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影响造型的 11 个要素，包括造型与功能、技术、结构、人机、材料、

工艺、装配、语义、色彩、DNA、文化 （1 课时） 

3.2 造型与 DNA 的关系，分析相关经典案例，提取 DNA 设计元素，并能

针对产品族进行形象设计 （1 课时） 

3.3 造型与文化的关系，分析不同文化背景对于产品造型的影响，并能提出

针对某一类型产品的造型设计与文化的思考 （2 课时） 

3.4 设计实践 1：用瓦楞纸材料设计并制作坐具 （16 课时） 

（八） 实战模块 （80 课时） 

4.1 灵活运用恰当的造型方法进行产品造型设计与创新体验活动（2 课时） 

4.2 设计实践 2：造型与市场要素，能初步了解商业因素对产品造型的影响．．．．．．．．．．．．．．．．。

即市场是如何作用于产品造型的；从纯形式的构成过．．．．．．．．渡到理想状态的产品造型．．．．．．．．．．．
设计．．，再到真正的产品造型市场化设计．．．．．．．．．．．．．． （78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产品造型设计的源点与突破》温为才等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8 

2.《产品设计造型基础》胡俊等编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1 

四、课程考核 

课程采用过程评价方式进行综合成绩的评定。 

1.设计小练习成绩评定 

均采用百分制计分，最后取平均值为设计小练习成绩。 

2.设计实践成绩评定 

采用百分制计分，其中： 

作品小样或草图方案 20 分，作品实物或三维模型 60 分，设计版面表达及

口头发表 20 分。 

3.课程成绩综合评定 

这两部分内容的成绩占总评成绩比例为设计小练习 30%，设计实践 70%。 

五、附件 

 

制定人：  侯佳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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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巩固学生运用设

计表现技法、计算机辅助

艺术设计及产品语意学等

已学知识与技能进行造型

设计的能力。 

目标 2：培养熟悉设计

流程，进行有针对性的

创新产品提案设计。 

目标 3：培养设计思维

能力及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为后续的设计课程

打下基础。 

1.1 产品造型设计概述  √ √ 

1.2 课程的学习方法及意义  √ √ 

1.3 造型与设计之间的关系 √ √ √ 

1.4 单个形体以及多个形体间的组合造

型设计方法 
√ √ √ 

1.5 造型与点线面的关系、造型与基本体

的关系 
√ √ √ 

1.6 方体、柱体、椎体、球体形态演变 √ √ √ 

1.7 多个形体间的组合造型设计 √ √ √ 

2.1 造型的 4 个步骤 √ √ √ 

2.2 自由曲面的造型方法和技巧 √ √ √ 

2.3 产品自由曲面造型设计 √ √ √ 

3.1 影响造型的 11 个要素 √ √ √ 

3.2 造型与 DNA 的关系 √ √ √ 

3.3 造型与文化的关系  √ √ 

3.4 用瓦楞纸材料设计并制作坐具 √ √ √ 

4.1 灵活运用恰当的造型方法进行产品

造型设计与创新体验活动 
√ √ √ 

4.2 造型与市场要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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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改良设计》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48A2           英文名称：Optimum Design Project 

学分/学时：8/8 周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人机工程学、设计心理学、产品造型设计 

后续课程：快题设计、产品创新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改良设计的概念及流程 

目标 2：掌握对市场现有产品进行调查和分析的基本方法 

目标 3：能够发现现有产品存在的问题 

目标 4：能够给出产品改良设计方案，并论证可行性 

目标 5：熟悉模型材料塑造产品形态的工艺制作过程和常用制作工具的使

用方法，掌握模型的实际制作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产品改良设计概述 （8 课时） 

1.1 产品改良设计的意义 （2 课时） 

1.2 产品改良设计的内容 （2 课时） 

1.3 产品改良设计的一般程序与方法 （4 课时） 

（二）产品调查和分析方法及实践 （20 课时） 

2.1 市场调查和设计调查的基本概念 （1 课时） 

2.2 数据采集方法：观察法、单人访谈法、焦点小组、问卷法、头脑风暴法、

自我陈述法、实验法 （3 课时） 

2.3 调研分析：数量对比分析、知觉图、鱼骨图、卡片归纳分类法、情景分

析法、人物角色法、故事板、可用性测试、A/B 测试、用户点击行为分析、流

量转化率和跳出率、网站数据分析 （4 课时） 

2.4 产品调查和分析实践 （12 课时） 

（三）提出现有产品存在的问题 （8 课时） 

3.1 从调研分析结果中发现问题 （3 课时） 

3.2 从产品自身的功能定位、市场定位、结构设计等方面发现问题 （3 课时） 

3.3 从用户的背景知识、使用习惯、认知方式等方面发现问题 （2 课时） 

（四）提出并改进改良设计方案 （124 课时） 

4.1 产品信息采样与形态语言的设计要素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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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设计创造的思维方法并提出初步的解决方案 （8 课时） 

4.3 初步解决方案的手绘表达和计算机表现 （16 课时） 

4.4 解决方案的论证和反复修改 （20 课时） 

4.5 结构模型制作及 ABS 板材制作模型 （16 课时） 

4.6 模型结构图样的表达与综合模型制作 （16 课时） 

4.7 确定最终方案；制作实物模型 （20 课时） 

4.8 改良设计方案的实现 （2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产品改良设计》，张展，王虹，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产品改良设计》，唐智，水利水电出版社，2012.8  

2. 《产品改良性设计》，陈剑荣，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 

3. 《产品改良设计》，江杉，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4. 《产品模型制作》，谢大康，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8 

四、课程考核 

1、课程考核性质：考查。 

2、考核方式：过程考核。 

3、考核要求： 

A、科学设置改良设计实践题目，要求学生根据设计专题要求完成设计大

作业。考核将按百分制，依据大作业各阶段的成绩（包括调研报告成绩，手绘

草图成绩，计算机效果图成绩，实物模型及相关设计说明成绩四个部分），计算

学生的课程成绩，评价学生的设计能力。 

第一部分、调研报告成绩（20%） 

（1）结合教师意见，运用包括桌面调研、实地走访、问卷访谈等各种调研

方式，进行与选题有关的调查研究并保存好相关佐证材料。 

（2）根据调研分析结果，形成可深入的、有创意突破点的设计方向。 

（3）制作能体现以上所有工作成果的 PPT 汇报文件，汇报时间不超过 5

分钟。 

第二部分、手绘草图成绩（20%） 

明确设计方向后，绘制 20 个草图设计方案。草图设计方案必须体现对课题

产品的形态、功能与结构、尺度、造型材料与人机工程学问题的考虑。 

第三部分、计算机效果图与草模成绩（20%） 

（1）经指导教师认可后，从 20 个草图设计方案中选择 1 个方案深入设计

建模。请务必保留建模过程截屏图片以供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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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 1 个建模文件进行渲染，要求多角度、带细节、带场景 、有 3 种

以上的配色及材质方案的效果图。 

（3）带尺寸的三视图，尺寸设计要有依据，如何运用人机原理要明确。 

（4）制作至少 1 个设计方案的草模，能体现产品的基本结构。 

第四部分、实物模型与相关设计说明成绩（40%） 

（1）设计方案进行优化，包括结构等深入细节设计。 

（2）制作设计说明图，如尺寸说明、内部结构说明、使用说明等示意图。 

（3）用计算机绘制工程图纸，包括整机外型三视图、部分壳体的结构工程

图。 

（4）经指导教师认可后，将最终设计方案按合适比例选择适当的材料制作

1 个较精细的模型或样机。 

（5）制作能体现以上所有工作成果的 PPT 汇报文件并汇报，包括设计方

案理念、细节、设计说明、5 张不同角度的模型图。 

B、课程设置 2 个课内综合实验，考核和评价学生的设计实践能力。具体

要求如下： 

（1）完整性（20%）,包括工作量、模型设计图纸及实验制作报告的完整性 

（2）创新性（15%）,制作模型的创新程度 

（3）合理性（15%）, 材料选择、制作方法的合理性 

（4）模型效果与制作质量（20%）,制作模型的最终表达效果 

（5）准确性（20%）, 制作模型的准确性 

（6）工作态度（10%） 

4、课程最终成绩评定：按百分制记，改良设计实践题目成绩占 70%；考勤

及课堂表现成绩占 10%；实验成绩占 20%。 

五、附件 

 

制定人：  苏恒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152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改

良设计的概念

及流程 

 

目标 2：掌握对

市场现有产品进

行调查和分析的

基本方法 

 

目标 3：能够提

出现有产品存在

的问题 

 

目标 4：能够给

出产品改良设

计方案，并论

证可行性 

目标 5：熟悉模

型材料塑造产

品形态的工艺

制作过程和常

用制作工具的

使用方法，掌

握模型的实际

制作能力 

1.1    产品改良设计的意义 √     

1.2    产品改良设计的内容 √     

1.3    产品改良设计的一般程序

与方法 
√ √ √ √  

2.1 市场调查和设计调查的基

本概念 
 √    

2.2 数据采集方法  √    

2.3 调研分析  √    

2.4 产品调查和分析实践  √ √   

3.1 从调研分析结果中发现问

题 
 √ √   

3.2 从产品自身的功能定位、市

场定位、结构设计等方面发现

问题 

 √ √   

3.3 从用户的背景知识、使用习

惯、认知方式等方面发现问题 
 √ √   

4.1 产品信息采样与形态语言

的设计要素 
   √  

4.2 设计创造的思维方法并提

出初步的解决方案 
   √  

4.3 初步解决方案的手绘表达

和计算机表现 
√     

4.4 解决方案的论证和反复修

改 
     

4.5 产品模型概述及 ABS 板材

制作模型 
  √ √ √ 

4.6 聚氨酯泡沫结构模型制作

及模型结构图样的表达 
  √ √ √ 

4.7 确定最终方案；制作实物模

型 
   √ √ 

4.8 改良设计方案的实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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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创新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48A3           英文名称：Creative Design Project 

学分/学时：8/8 周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产品改良设计、产品造型设计、基础造型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基本的设计创新方法，具备设计创新性产品的能力。 

目标 2：掌握一定调研方法，具有进行市场分析、用户研究，获取用户需

求并撰写需求文档的能力。 

目标 3：具备运用设计素描、快速表现技法等手绘方式快速表达设计构思

并准确画出透视设计方案的能力。 

目标 4：具备清晰表达设计概念和设计方案，以及设计方案的核心内涵、

设计方案的演变过程及总结产品方案的优势与卖点的能力。 

目标 5：具备团队协调合作的能力，能够正确认识、理解个人在设计团队

中的作用。 

二、课程内容 

（一）产品创新方法和创新设计思维的相关概念和方法及产品实践 

  （24 课时） 

1.1 创造性思维的概念、特点、训练和能力表现。 （6 课时） 

1.2 针对设计题目，深入调研，包括市场研究、现有产品研究、用户研究和

人机工程研究。 （4 课时） 

1.3 思维导图法的定义、绘制方法、常用软件的概念介绍以及主要内容。 

  （4 课时） 

1.4 SET 因素分析法的概念介绍以及主要内容。 （6 课时） 

1.5 运用思维导图和 SET 因素分析法进行产品设计主题的构思。包括情感、

仿生、感官、新材料、同构、地域特色等方面，并探讨与生活哲学相关的创新

理念和文化思想的确定。 （4 课时） 

（二）产品草图绘制和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的表达技巧实践 （44 课时） 

2.1 产品新功能的开发设计实践。对现有同类产品的功能进行总结归纳，根

据新技术和同行业产品开发（同行业最佳竞争者）的新趋势与可用性分析，进

行适度的产品功能的创新。 （8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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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产品造型设计实践。将产品设计理念融入产品形态表达的“膨胀”、“曲

线”、“残缺”、“玲珑”、“前瞻”和“动与静”等造型设计过程中。 （8 课时） 

2.3 头脑风暴法的概念、基本流程、应遵循的原则。质疑头脑风暴法的概念

介绍及其主要内容和案例分析。 （6 课时） 

2.4 绘制概念开发草图和必备的透视图。 （8 课时） 

2.5 对草图方案进行评估和筛选，选择最具可行性和创新性的方案。 

  （6 课时） 

2.6 产品的结构设计和技术支撑。包括创建产品功能结构图，将元件集合为

功能模块、制作概略布局图、确定模块交互关系并细化性能特性。 （4 课时） 

2.7 对所选方案建立三维效果模型。 （4 课时） 

（三）产品迭代开发设计实践 （48 课时） 

3.1 评估。对产品进行初步设计评估、可用性评估和技术可行性评估，列举

出存在的问题。 （8 课时） 

3.2 深入调研，了解用户需求和市场需求。 （8 课时） 

3.3 绘制改进方案的草图。 （8 课时） 

3.4 完善设计方案，修改产品 3D 模型。 （8 课时） 

3.5 评估及改进。再次对产品进行设计评估、可用性评估和技术可行性评估，

发现存在的不足。 （8 课时） 

3.6 针对存在问题，修改草图设计方案。 （4 课时） 

3.7 完善设计方案，修改产品 3D 模型，确定最终模型。 （4 课时） 

（四）模型制作 （36 课时） 

4.1 选择适合的材料及加工工艺进行实物模型的制作。 （32 课时） 

4.2 验收作品并进行评价和测试。 （4 课时） 

（五）制作设计说明书并发布 （8 课时） 

5.1 依据设计方案与设计过程，制作设计说明书与 PPT，并对外发布作品。 

  （8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产品创新设计思维与方法》，缪莹莹、孙辛欣等编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7.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产品设计思维》，洛可可创新设计学院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09 

2. 《产品创新设计理论及方法》，李彦主编，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7.01 

3. 《产品创新设计与开发》，曾富洪编著，西南交大出版社，2009.03 

4. 《产品创新设计方法》，苏珂编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09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D1%E5&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4%F8%B8%BB%BA%E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E%F7%C4%CF%BD%BB%B4%F3&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B%D5%E7%E6&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C7%E1%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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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户体验与产品创新设计》，罗仕鉴，朱上上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0.04 

6. 《中文版 Rhino5.0 完全实战技术手册》，张雨滋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07 

7. 《产品设计草图》，清水吉治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上表现（20%）、考勤与课堂表现（10%）

及课堂作业（30%）等。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对创新设计类

的题目的理解、思维创新度、用户定位与需求分析、作品的视觉呈现效果、方

案的陈述与表达、在设计团队中的发挥作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周志勇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2%DE%CA%CB%BC%F8&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6%EC%C9%CF%C9%CF&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5%C5%D3%EA%D7%C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7%E5%CB%AE%BC%AA%D6%CE&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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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基本的设计创

新方法，具备

设计创新性产

品的能力。 

目标 2：掌握运

用各种调研方

法，具有进行市

场分析、用户研

究，获取用户需

求并撰写需求

文档的能力。 

目标 3：具备运

用设计素描、快

速表现技法等

手绘方式快速

表达设计构思

并准确画出透

视设计方案的

能力。 

目标 4：具备清

晰表达设计概

念和设计方案，

以及设计方案

的核心内涵、设

计方案的演变

过程及总结产

品方案的优势

与卖点的能力。 

目标 5：具备团

队协调合作的

能力，能够正确

认识、理解个人

在设计团队中

的作用。 

1.1 创造性思维的概念、特点、

训练和能力表现。 
√     

1.2 针对设计题目，深入调研，

包括市场研究、现有产品研

究、用户研究和人机工程研

究。 

√ √    

1.3 思维导图法的定义、绘制

方法、常用软件的概念介绍以

及主要内容。 

√ √    

1.4 SET 因素分析法的概念介

绍以及主要内容。 
√ √    

1.5 运用思维导图和 SET 因素

分析法进行产品设计主题的

构思，包括情感、仿生、感官、

新材料、同构、地域特色等方

面，或者探讨与生活哲学相关

的创新理念和文化思想的确

定。 

√ √  √  

2.1 产品新功能的开发设计实

践，对现有同类产品的功能进

行总结归纳，根据新技术和同

行业产品开发（同行业最佳竞

争者）的新趋势，进行适度的

产品功能的创新。 

√ √    

2.2 产品造型设计实践，产品

“膨胀”、“曲线”、“残缺”、“玲

珑”、“前瞻”和“动与静”形态

表达，将产品设计理念融入造

型设计中。 

 √ √ √  

2.3 头脑风暴法的概念、基本

流程、头脑风暴应遵循的原

则、整理分析、质疑头脑风暴

法的概念介绍以及主要内容

和案例分析。 

 √ √   

2.4 绘制概念开发草图和必备

的透视图。 
 √ √   

2.5 对草图方案进行评估和筛

选，选择最具可行性和创新性

的方案。 

 √ √   

2.6 产品的结构设计和技术支

撑。包括创建产品功能结构

图、将元件集合为功能模块、

制作概略布局图、确定模块交

互关系并细化性能特性。 

 √ √   

2.7 对所选方案建立三维效果

模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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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评估。对产品进行设计评

估和技术可行性评估，列举出

存在的问题。 

  √ √  

3.2 再一次深入调研，了解用

户的需求和市场需求。 
  √   

3.3 绘制改进方案的草图。   √   

3.4 完善设计方案，修改产品

3D 模型。 
  √ √  

3.5 评估及改进。对产品进行

设计评估和技术可行性评估，

发现存在的不足。 

  √ √  

3.6 针对存在问题，修改草图

设计方案。 
  √   

3.7 完善设计方案，修改产品

3D 模型，确定最终模型。 
  √   

4.1 选择适合的材料及加工工

艺进行实物模型的制作。 
   √ √ 

4.2 验收作品并进行评价和测

试。 
   √  

5.1 制作设计说明书并发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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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统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48A4             英文名称：System Design Project 

学分/学时：8/8 周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产品改良设计、产品创新设计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确立现代产品系统设计观，明确产品系统基本观念及系统思想。 

目标 2：掌握产品系统设计要素，能够从产品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熟悉各

要素的特点及作用，明确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更准确地把握产品设

计要点。 

目标 3：熟悉不同的创新设计思维形式，重点掌握不同的创新方法，学会

根据具体设计方案选择合适的创新设计方法。 

目标 4：通过对产品系统设计流程的系统化学习，明确各个流程中相应的

内容与特点，学会将不同的设计方法融会贯通地运用于产品设计不同的设计阶

段中，从而有效地实现有目的的产品设计计划。 

二、课程内容 

（一）产品系统设计概述 （4 课时） 

1.1 现代产品设计系统观。 （1 课时） 

1.2 产品系统基本概念。 （0.5 课时） 

1.3 产品系统设计思想。 （1.5 课时） 

1.4 产品系统设计思想的运用。 （1 课时） 

（二）产品系统设计要素 （8 课时） 

2.1 产品系统设计要素概述。 （2 课时） 

2.2 产品内部要素。 （3 课时） 

2.3 产品外部要素。 （3 课时） 

（三）产品创新设计思维与方法 （16 课时） 

3.1 产品创新设计概述。 （4 课时） 

3.2 创新设计思维。 （4 课时） 

3.3 创新设计方法。 （8 课时） 

（四）产品系统设计流程 （128 课时） 

4.1 设计调研 调查与发现。 （2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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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产品定义 整理与构思。（28 课时） 

4.3 概念发想 提案与试做。（32 课时） 

4.4 细节实作 改良与叙述。（40 课时） 

4.5 成果发布 最终发表。（4 课时） 

（五）产品系统设计发展趋势（4 课时） 

5.1 产品设计的发展趋势。（2 课时） 

5.2 产品系统设计的核心走向。（1 课时） 

5.3 持续推动产品系统设计的发展。（1 课时） 

（六）产品系统设计实施案例（学生自主学习） 

6.1 健康类产品系统设计案例。 

6.2 消费类产品系统设计案例。 

6.3 其他类产品系统设计案例。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产品系统设计》，张宇红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10 

2. 《产品系统设计》，王昀、刘征、卫巍编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07 

3. 《产品系统设计》，吴翔编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06 

4. 《IDEO，设计改变一切：设计思维如何变革组织和激发创新》，[英]布

朗著； 侯婷译，万卷出版公司，2011.05 

5．《国际产品设计经典教程》，[英]保罗•罗杰斯 、亚历克斯•米尔顿著，陈

苏宁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以过程考核的方式进行。 

1.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10%）、产品系统设计案例分析（10%）、产

品系统设计实践（80%）：其中，设计调研 15%，产品定义 15%，概念发想 15%，

细节实作与成果发布 35%。 

2.评分标准：设计方案的完整性，设计概念的创新性、设计细节的艺术性、

人-机-环境的合理性、提交文件的规范性。 

五、附件 

 

制定人：   卢国英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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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确立现代产

品系统设计观，明确

产品系统基本观念及

系统思想。 

目标 2：掌握产品

系统设计要素，能

够从产品外部和内

部两个维度熟悉各

要素的特点及作

用，明确各要素之

间的相互关系和影

响，更准确地把握

产品设计要点。 

目标 3：熟悉不同

的创新设计思维形

式，重点掌握不同

的创新方法，学会

根据具体设计方案

选择合适的创新设

计方法。 

目标 4:通过对产品

系统设计流程的系

统化学习，明确各

个流程中相应的内

容与特点，学会将

不同的设计方法融

会贯通地运用于产

品设计不同的设计

阶段中，从而有效

地实现有目的的产

品设计计划。 

1.1 现代产品设计系统观 √    

1.2 产品系统基本概念 √    

1.3 产品系统设计思想 √    

1.4 产品系统设计思想的运用 √    

2.1 产品系统设计要素概述  √  √ 

2.2 产品内部要素  √  √ 

2.3 产品外部要素  √  √ 

3.1 产品创新设计概述   √  

3.2 创新设计思维   √  

3.3 创新设计方法   √ √ 

4.1 设计调研 调查与发现    √ 

4.2 产品定义 整理与构思    √ 

4.3 概念发想 提案与试做    √ 

4.4 细节实作 改良与叙述    √ 

4.5 成果发布 最终发表    √ 

5.1 产品设计的发展趋势   √  

5.2 产品系统设计的核心走向   √  

5.3 持续推动产品系统设计的发

展 
  √  

6.1 健康类产品系统设计流程    √ 

6.2 消费类产品系统设计流程    √ 

6.3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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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36P1               英文名称：Interaction Design 

学分/学时：1.5/48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交互设计软件基础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并掌握交互体验与交互设计的基本知识。 

目标 2：掌握交互设计相关的用户研究方法，了解商业分析方法。 

目标 3：掌握角色建模及场景建模方法。 

目标 4：掌握交互产品高保真原型的设计流程。 

目标 5：掌握产品定性及定量的评估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交互设计与用户体验 （8 课时） 

1.1 交互设计主要内容、行业发展及相关信息 （2 课时） 

1.2 用户体验要素：用户体验的 5 个需求层次及用户体验愉悦性 （2 课时） 

1.3 相关学科知识与交互设计要素及不同的交互方式 （2 课时） 

1.4 交互设计流程：调研分析，设计建模，交互设计，设计评估 （2 课时） 

（二）交互设计调研与分析 （12 课时） 

2.1 用户研究方法：基于某个产品或软件进行用户研究（访谈、日志、问卷、

焦点小组、卡片、经验评估、观察、可用性测试、眼动实验、网志分析等） 

 （8 课时） 

2.2 商业分析（swot、波特五力、聚类分析） （4 课时） 

（三）交互设计分析与建模 （12 课时） 

3.1 掌握角色与场景建模方法（persona 角色建模、scenario 虚拟情景、故事

板、任务分析法、） （8 课时） 

3.2 了解并掌握信息构架（层级结构、自然结构、线性结构、矩阵结构） 

 （4 课时） 

（四）交互设计与设计评估 （16 课时） 

4.1 针对某款交互软件,完成原型设计及高保真设计 （12 课时） 

4.2 对完成产品进行定性及定量评估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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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交互设计原理与方法》，顾振宇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无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程平时作业（50%）及考勤（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考核标准主要包括：交互设计案例最终完成度及后

期评估结果的合理性。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帅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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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并掌

握交互体验与交

互设计的基本知

识。 

目标 2：掌握交

互设计相关的用

户研究方法，了

解商业分析方法 

目标 3：掌握角

色建模及场景建

模方法 

目标 4：掌握交

互产品高保真

原型的设计流

程。 

目标 5：掌握产

品定性及定量

的评估方法 

1.1 交互设计主要内容、行

业发展及相关信息。 
√     

1.2 用户体验要素：用户体

验的 5 个需求层次及用户体

验愉悦性 

√     

1.3 相关学科知识、交互设

计要素及不同的交互方式 
√     

1.4 交互设计流程 √     

2.1 基本用户研究方法  √    

2.2 常用商业分析方法  √    

3.1 角色与场景建模   √   

3.2 信息构架   √ √  

4.1 原型设计及高保真设计    √ √ 

4.2 定性及定量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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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构成（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93D01P1         英文名称：Constitution Design（1）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设计构成（2）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将感性的设计因素与理性的设计思维相结合，揭示平面造型的基

本规律，培养学生认识形态的形式特征与形式美的规律。 

目标 2：掌握基本构成的设计语言，认识并运用其基本原理。 

目标 3：训练学生掌握最基本的构成法则与造型方法，提高形态的塑造能

力，并在设计实践中予以发挥和创造。 

 

二、课程内容 

（一） 平面构成的概述 （2 课时） 

1.1 构成课程的基础概述 （1 课时） 

1.2 平面构成的形象元素 （1 课时） 

（二） 工具与工具轨迹 （4 课时） 

2.1 肌理及其应用 （2 课时） 

2.2 肌理质感的表现方法 （2 课时） 

（三）不可或缺的造型元素 （8 课时） 

3.1 点的构成 （1 课时） 

3.2 线的构成 （1 课时） 

3.3 面的构成 （1 课时） 

3.4 点、线、面的构成设计 （5 课时） 

（四）视觉创造的造型原理 （5 课时） 

4.1 统一与变化 （1 课时） 

4.2 对比与调和 （1 课时） 

4.3 对称与均衡 （1 课时） 

4.4 节奏与韵律 （1 课时） 

4.5 比例与分割 （1 课时） 

（五）幻像创造的方法 （3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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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图底反转 （1 课时） 

5.2 错视 （1 课时） 

5.3 骨骼韵律形式 （1 课时） 

（六）平面构成的综合运用与表现 （10 课时） 

6.1 平面构成的思维与体验 （2 课时） 

6.2 平面构成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4 课时） 

6.3 平面构成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设计构成》，朱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 年 1 月（第 1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基础造型系列教材:艺术·设计的平面构成》，（日）朝仓直巳，中国计

划出版社 2000.10（第 1 版） 

2.《二维设计基础》，王雪青/（韩）郑美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

（第 1 版） 

3.《二维设计基础——平面构成》，成朝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第

1 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10%）、平时作业（5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自定

主题或规定主题平面构成创作。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新性（30%）、

表现手法（20%）、艺术效果（30%）、工作态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胡昊琪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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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将感性的设计因素

与理性的设计思维相结

合，揭示平面造型的基本规

律，培养学生认识形态的形

式特征与形式美的规律。 

目标 2：掌握基本构成的

设计语言，认识并运用

其基本原理。 

目标 3：训练学生掌握最

基本的构成法则与造型

方法，提高形态的塑造

能力，并在设计实践中

予以发挥和创造。 

1.1 构成课程的基础概述 √   

1.2 平面构成的形象元素 √   

2.1 肌理及其应用 √   

2.2 肌理质感的表现方法 √   

3.1 点的构成  √  

3.2 线的构成  √  

3.3 面的构成  √  

3.4 点、线、面的构成设计  √ √ 

4.1 统一与变化  √ √ 

4.2 对比与调和  √ √ 

4.3 对称与均衡  √ √ 

4.4 节奏与韵律  √ √ 

4.5 比例与分割  √ √ 

5.1 图底反转  √ √ 

5.2 错视  √ √ 

5.2 抽象形态的挖掘  √ √ 

5.3 骨骼韵律形式  √ √ 

6.1 平面构成的思维与体验   √ 

6.2 平面构成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 

6.3 平面构成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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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构成（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01P2                英文名称：Constitution Design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表现技法、设计素描、设计构成（1）  

后续课程：基础造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使学生掌握科学的色彩原理、认识色彩体系；理解形态和色彩之

间的关系，并能分析和评价色彩关系。 

目标 2：在掌握基本色彩规律的基础上，掌握色彩构成的思维方法、配色

方法和表现方法，具备形与色综合造型的创造能力、鉴赏能力和表现能力。 

目标 3：掌握在三维空间中立体构成的造型要素、表现形式与基本法则。 

目标 4：了解设计构成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能用点、线、面、体的几何

抽象造型手法，重新诠释生活中的具象物体。 

二、课程内容 

（一）色彩构成概述 （2 课时） 

1.1 色彩构成的概念 （1 课时） 

1.2 学习色彩构成的目的 （1 课时） 

（二） 色彩基础知识 （2 课时） 

2.1 色彩构成的材料与工具 （0.5 课时） 

2.2 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在色彩构成中的应用 （0.5 课时） 

2.3 色彩的基本属性 （1 课时） 

（三） 色彩表现 （10 课时） 

3.1 色彩的原理 （2 课时） 

3.2 色彩推移 （4 课时） 

3.3 色彩推移的构图形式 （4 课时） 

（四）色彩意象 （10 课时） 

4.1 色相的强弱对比构成 （4 课时） 

4.2 色彩的冷暖对比构成 （4 课时） 

4.3 色彩的功能与意境 （2 课时） 

（五）配色设计 （8 课时） 

5.1 音乐与色彩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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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诗歌与色彩表达 （2 课时） 

5.3 色彩的采集与重构设计 （4 课时） 

（六）立体构成概述 （2 学时）  

6.1 立体构成的概念 （1 课时）  

6.2 学习立体构成的目的 （1 课时） 

（七）立体构成的材料及加工工艺 （2 课时） 

7.1 纸张、木材、塑料、金属的特点及加工工艺 （1 课时） 

7.2 玻璃、陶瓷、石膏、纤维的特点及加工工艺 （1 课时） 

（八）立体构成的造型要素  （4 课时）  

8.1 点、线的分类及构成形式  （1 课时） 

8.2 面的分类及构成形式  （1 课时） 

8.3 体的分类及构成形式  （1 课时） 

8.4 点、线、面、体的关系  （课时） 

（九）立体构成的表现形式  （20 课时）  

9.1 点材构成、二点五维构成 （1 课时） 

9.2 线材构成  （9 课时） 

9.3 面材构成  （1 课时） 

9.4 综合构成  （9 课时） 

（十）设计构成在产品设计中的运用  （4 课时）  

10.1 产品设计中的点、线、面、体   （1 课时） 

10.2 构成形式在产品设计中的运用   （1 课时） 

10.3 产品形态构思的平面视点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自编讲义 

2、《设计构成》 朱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 年 1 月（第 1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构成——色彩构成》，张殊琳，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基础造型系列教材:艺术·设计的色彩构成》、（日）朝仓直巳，中国计划

出版社，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3. 《基础造型系列教材:艺术·设计的立体构成》，（日）朝仓直巳，中国计

划出版社，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4.《艺术•设计的立体构成》朝仓直巳主编，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7 

5.《构成设计基础》朱书华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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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学习成绩的评定采用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评

价。课程成绩由平时大作业、期末现场设计测试和设计实验三部分组成。平时

大作业占 60%，期末现场设计测试占 20%，设计实验占 20%。 

1．平时大作业 

课程每一模块内容学习完毕，都有一个设计大作业。色彩构成课程部分包

括三个正式装裱的手绘大作业，立体构成部分包括三个设计大作业实物作品照

片，每次大作业成绩以百分制计分。平时大作业成绩取每次作业的平均值。 

2．期末现场设计测试 

按各章知识点要求，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内容；重点考核知识的活用及其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在限定时间内现场完成一幅色彩与立体的综

合构成作品。 

3．设计实验 

共 2个设计实验，每个实验成绩以百分制计分，其中设计作品创新性占 40%，

设计作品完成度占 40%，实验报告规范性占 20%，实验总评成绩取两个实验成绩

的平均值。 

五、附件 

 

制定人： 殷瑞、王诗傲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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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使学生掌握

科学的色彩原理、认

识色彩体系理解形

态和色彩之间的关

系，并能分析和评价

色彩的关系。 

目标 2：在掌握基本色彩

规律的基础上，掌握色彩

构成的思维方法、配色方

法和表现方法，具备形与

色综合造型的创造能力、

鉴赏能力和表现能力。 

目标 3：掌握在三

维空间中立体构

成的造型要素、

表现形式与基本

法则。 

目标 4：了解设计构

成在产品设计中的

应用，能用点、线、

面、体的几何抽象造

型手法重新诠释生

活中的具象物体。 

1.1 色彩构成的概念 √    

1.2 学习色彩构成的目的 √    

2.1 色彩构成的材料与工具 √    

2.2 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在色

彩构成中的应用 
√    

2.3 色彩的基本属性 √    

3.1 色彩的原理 √    

3.2 色彩推移 √    

3.3 色彩推移的构图形式 √ √   

4.1 色相的强弱对比构成 √ √   

4.2 色彩的冷暖对比构成 √ √   

4.3 色彩的功能与意境 √ √   

5.1 音乐与色彩  √   

5.2 诗歌与色彩表达 √ √   

5.3 色彩的采集与重构设计 √ √   

6.1 立体构成的概念    √  

6.2 学习立体构成的目的    √  

7.1 纸张  木材  塑料  金属

的特点及加工工艺  
  √  

7.2 玻璃 陶瓷 石膏  纤维

的特点及加工工艺 
  √  

8.1 点  线的分类及构成形

式 
  √  

8.2 面的分类及构成形式   √  

8.3 体的分类及构成形式    √  

8.4 点、线、面、体的关系   √  

9.1 点材构成 二点五维构成   √ √ 

9.2 线材构成    √ √ 

9.3 面材构成   √ √ 

9.4 综合构成   √ √ 

10.1 产品设计中的点、线、

面、体 
   √ 

10.2 构成形式在产品设计中

的运用 
   √ 

10.3 产品形态构思的平面视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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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素描》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04P1              英文名称：Design Sketch 

学分/学时：2/64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设计表现技法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培养整体观察客观物象形体及空间的能力；依据客观形体的整体

观察模式，把握线条的运用；掌握透视的原理。 

目标 2：培养科学的理性分析和推理能力，能准确描绘物体的形态和结构。 

目标 3：掌握设计素描的光影、空间、深度、质感、肌理、材料等的表现

方法。 

目标 4：掌握创意素描基本形式法则和表现手段。 

二、课程内容 

（一）基础素描训练 （20 课时） 

1.1 素描的观察方法与比例关系 （4 课时） 

1.2 基础素描造型与透视 （4 课时） 

1.3 结构素描的分析与表现 （8 课时） 

1.4 比例与构图 （4 课时） 

（二） 结构素描训练 （20 课时） 

2.1 静物结构素描 （8 课时） 

2.2 机械产品结构素描 （8 课时） 

2.3 场景空间表现 （4 课时） 

（三） 光影、写实素描的深度训练 （10 课时） 

3.1 光影与色调 （2 课时） 

3.2 光影与空间表现 （2 课时） 

3.3 精细与特写，以自然物和人工物为表现对象 （4 课时） 

3.4 局部深度效果 （2 课时） 

（四） 绘画与想象训练 （10 课时） 

4.1 绘画与想象的设计形式 （2 课时） 

4.2 创造性作画的特点与形式美法则 （3 课时） 

4.3 创造性作画的主体性探索 （5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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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设计素描表现与应用》，蒲大圣、宋杨合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年 2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造型基础—形态结构分析》，周至禹编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年 

2. 《设计素描系统教程》，王海强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年 2 月 

3. 《现代设计素描》，赵君超主编，辽宁美术出版社，2014 年 5 月 

4. 《素描的诀窍》，伯特·多德森著，蔡强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年 10 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70%，主要包括：专题训练（40%）及考勤作业等（30%）。 

2.期末考核占比 30%，采用大作业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机械产品写

生，快速造型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郑家义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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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培养整体观

察客观物象形体及

空间的能力；依据客

观形体的整体观察

模式，把握线条的运

用；掌握透视的原

理。 

目标 2：培养科

学的理性分析

和推理能力，能

准确描绘物体

的形态和结构。 

 

目标 3：掌握设计素

描的光影、空间、

深度、质感、肌理、

材料等的表现方

法。 

目标 4：掌握创意

素描基本形式法

则和表现手段。 

1.1 素描的观察方法与比例关系 √    

1.2 基础素描造型与透视 √    

1.3 结构素描的分析与表现 √    

1.4 比例与构图 √    

2.1 静物结构素描 √ √   

2.2 机械产品结构素描 √ √   

2.3 场景空间表现 √ √   

3.1 光影与色调 √  √  

3.2 光影与空间表现 √  √  

3.3 精细与特写，以自然物和人工物为

表现对象 

√ 
 √  

3.4 局部深度效果 √  √  

4.1 绘画与想象的设计形式 √   √ 

4.2 创造性作画的特点与形式美法则 √   √ 

4.3 创造性作画的主体性探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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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表现技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05P1          英文名称：The Techniques of Design Expression 

学分/学时：1.5/48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后续课程：设计表现综合实践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要求学生理解线条的语义，熟练运用手绘的常用材料与工具，掌

握透视的基本规则，重点掌握徒手绘画的能力、线条的表达及构图的能力。 

目标 2：要求掌握绘制彩色铅笔表现图的基本方法与技巧，具有运用彩色

铅笔表现产品质感与立体感的能力。 

目标 3：要求学生结合案例掌握硬笔加马克笔表现图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具有运用马克笔表现产品质感与立体感的能力。 

目标 4：掌握手绘图结合电脑设计表现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透视原理与线条练习 （4 课时） 

1.1 基本的透视原理 （2 课时） 

1.2 描绘直线、曲线，徒手与依靠工具描绘线 条（1 课时） 

1.3 徒手绘制圆形、椭圆 （1 课时） 

（二）硬笔结合彩色铅笔表现 （12 课时） 

2.1 彩色铅笔的材料特性与分类 （2 课时） 

2.2 优秀的彩铅作品范例 （2 课时） 

2.3 分步骤练习彩铅绘图 （8 课时） 

（三）马克笔表现 （12 课时） 

3.1 马克笔的材料特性与分类 （2 课时） 

3.2 优秀的彩铅作品范例 （2 课时） 

3.3 分步骤练习马克笔表现图 （8 课时） 

（四）电脑绘图表现 （6 课时） 

4.1 基本的电脑绘图软件 （3 课时） 

4.2 运用计算机软件，完成效果图修改 （3 课时） 

（五）综合设计技法表现 （12 课时） 

5.1 设计主题练习 1 （4 课时） 

5.2 设计主题练习 2 （8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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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手绘表现课堂·刘涛工业产品表现技法 》，刘涛著，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年 4 月（第 1 版） 

（二）参考教材 

《产品设计草图与麦克笔技法》，曹学会等编著，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年 4 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透视基础平时作业以及考勤与课堂表现

等。 

2、期中阶段测验占比 30%，主要包括：复杂形体训练，产品形态的处理与

表达以及小产品效果图绘制。 

3、期末考核占比 5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透视技法的掌握及应用、彩铅

表现技法的掌握应用、马克笔表现技法的掌握应用、综合技法表现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洪雷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2%DC%D1%A7%BB%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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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要求学生理

解线条的语义，熟练

运用手绘的常用材料

与工具，掌握透视的

基本规则，重点掌握

徒手绘画的能力、线

条的表达及构图的能

力。 

目标 2：要求掌握绘

制彩色铅笔表现图

的基本方法与技

巧，具有运用彩色

铅笔的表现产品质

感与立体感的能

力。 

目标 3：要求学生结

合案例掌握硬笔加

马克笔表现图的基

本方法与技巧。具

有运用马克笔表现

产品质感与立体感

的能力。 

目标 4：掌握手绘

图结合电脑设计

表现应用。  

1.1 基本的透视原理 √    

1.2 描绘直线、曲线，徒手与依靠

工具描绘线条 
√    

1.3 徒手绘制圆形、椭圆 √    

2.1 彩色铅笔的材料特性与分类 √ √   

2.2 优秀的彩铅作品范例 √ √   

2.3 分步骤练习彩铅绘图 √ √   

3.1 马克笔的材料特性与分类   √  

3.2 优秀的彩铅作品范例。   √  

3.3 马克笔表现图分步骤练习   √  

4.1 基本的电脑绘图软件    √ 

4.2 运用计算机软件，进行效果图

修改 
   √ 

5.1 设计主题练习 1 √ √  √ 

5.2 设计主题练习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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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06P1           英文名称：Computer Aided Art Design（1） 

学分/学时：1.5/48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表现技法 

后续课程：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2）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平面软件软件的发展及内涵。 

目标 2：了解位图软件与矢量软件的区别及其不同的应用领域。 

目标 3：掌握位图软件的基本操作技能，能熟练运用位图软件制作产品效

果图等图形。 

目标 4：掌握矢量软件的基本操作技能，能熟练运用矢量软件制作产品示

意图、设计文本等。 

二、课程内容 

（一）平面软件介绍 （4 课时） 

1.1 平面软件基本介绍 （1 课时） 

1.2 位图软件与失量软件的区别 （1 课时） 

1.3 平面软件的应用领域 （2 课时） 

（二）PHOTOSHOP 软件基础操作及应用 （22 课时） 

2.1 PHOTOSHOP 软件常用功能及操作方法。 （4 课时） 

2.2 PHOTOSHOP 在产品表面材质表现中的应用。 （6 课时） 

2.3 PHOTOSHOP 在产品色彩及光影效果表现中的应用。 （6 课时） 

2.4 PHOTOSHOP 在辅助表现手绘草图中的应用。 （6 课时） 

（三）ILLUSTRATOR 软件基础操作及应用 （22 课时） 

3.1 ILLUSTRATOR 软件常用功能及操作方法。 （4 课时） 

3.2 ILLUSTRATOR 在图标设计中的应用。 （6 课时） 

3.3 ILLUSTRATOR 在产品使用示意图制作中的应用。 （6 课时） 

3.4 ILLUSTRATOR 在产品二维效果图制作中的应用。 （6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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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dea！Photoshop CS6 产品设计创作实录》于学斌，张剑编著，清华大

学出版社 

2. 《PHOTOSHOP CS5 完全自学手册》李金明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3. 《ILLUSTRATOR 完全自学手册》李金明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4. 《计的品格 探索×呈现×进化的 InDesign 美学》Daphne Shao Recto 著 ，

人民邮电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70%，主要包括：考勤及学习态度（10%）、PHOTOSHOP

软件操作测验（30%）及 ILLUSTRATOR 软件操作测验（30%）。 

2.期末考试占比 30%，上机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PHOTOSHOP 软件

操作、ILLUSTRATOR 软件操作以及 PHOTOTSHOP 和 ILLUSTRATOR 综合设

计运用。 

五、附件 

 

制定人：  侯佳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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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平面软

件软件的发展及内涵 

目标 2：了解位图

软件与矢量软件的

区别及其不同的应

用领域 

目标 3：掌握位图

软件的基本操作技

能，能熟练运用位

图软件制作调整产

品效果图等 

目标 4：掌握矢量

软件的基本操作技

能，能熟练运用矢

量软件制作产品制

作产品示意图、设

计文本等 

1.1 平面软件基本介绍 √ √   

1.2 位图软件与失量软件的区别 √ √   

1.3 平面软件的应用领域 √ √   

2.1 PHOTOSHOP 软件常用功能

及操作方法。 
  √  

2.2 PHOTOSHOP 在产品表面材

质表现中的应用。 
  √  

2.3 PHOTOSHOP 在产品色彩及

光影效果表现中的应用。 
  √  

2.4 PHOTOSHOP 在辅助表现手

绘草图中的应用。 
  √  

3.1 ILLUSTRATOR 软件常用功

能及操作方法。 
   √ 

3.2 ILLUSTRATOR 在图标设计

中的应用。 
   √ 

3.3 ILLUSTRATOR 在产品使用

示意图制作中的应用。 
   √ 

3.4 ILLUSTRATOR 在产品二维

效果图制作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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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06P2       英文名称：Computer Aided Art Design （2） 

学分/学时：2/64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1）、设计表现技法 

后续课程：基础造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计算机辅助三维设计软件 solidworks 的界面布局及基础命令。 

目标 2：熟练运用 Solidworks 的草图与实体建模命令，并能完成实体产品

建模。 

目标 3：熟练运 Solidworks 的曲面建模命令，并能完成产品的曲面部分建

模。 

目标 4：了解产品装配过程，能对产品进行装配分析，并拆解零部件，还原

构建装配体。熟练生成产品的工程图，并具备修改能力 

目标 5：熟练应用渲染软件 keyshot，结合 photoshop 等软件完成产品渲染

工作。 

二、课程内容 

（一）Solidworks 软件基本界面讲解 （4 课时） 

1.1 Solidworks 主界面、工作区、模型树、命令区的介绍及基本设置。 

  （2 课时） 

1.2 Solidworks 新建文件选项（零件、组件、工程图），以及三者关系与区

别。  （2 课时） 

（二）草图命令与实体建模  （16 课时） 

2.1 草图命令：基准面、草图绘制、草图修改，以及草图完成后的修改方法。

（2 课时） 

2.2 实体建模命令：最常用的基本建模命令讲解。 （2 课时） 

2.3 实体建模案例-手雷。 （4 课时）。 

2.4 实体建模案例-烟雾报警器。 （4 课时） 

2.5 实体建模案例-接线板。 （4 课时） 

（三）曲面建模 （16 课时） 

3.1 曲面命令学习-1：曲面拉伸、旋转、放样、阵列等基础曲面命令。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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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曲面命令学习-2：曲面裁切、曲面编辑、曲面缝合等高级曲面命令。 

  （2 课时） 

3.3 曲面建模案例 – 水龙头。 （4 课时） 

3.4 曲面建模案例 – 猫头鹰存钱罐。 （4 课时） 

3.5 曲面建模案例 – 电子指示器。 （4 课时） 

（四）产品分件、装配、工程图 （20 课时） 

4.1 产品分件的方法：实体切割 、曲面分割;装配体生成；工程图生成。 

  （2 课时） 

4.2 产品-装配体综合案例 - 折叠桌子。 （6 课时） 

4.3 产品-装配体综合案例 – 收音机。 （6 课时） 

4.4 产品-装配体综合案例 – 鼠标。 （6 课时） 

（五）三维渲染软件与平面设计软件结合完成渲染工作 （8 课时） 

5.1 keyshot 软件应用。 （2 课时） 

5.2 Photoshop 修正产品渲染效果。 （2 课时） 

5.2 综合案例 – 电热水壶。 （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SOLIDWORKS 零件与装配体教程》（2017 版），陈超祥等编著，机械工

业出版社，2017.2 

《SOLIDWORKS 高级曲面教程》（2017 版），陈超祥等编著，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7.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无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教学案例完成度（50%）及考勤（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抽题方式并按题中给定的产品完成产品建模，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实体建模、曲面建模、分件、工程图、渲染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帅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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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一：理解计算

机辅助三维设计软

件 solidworks 的界

面布局及基础命

令。 

 

目标二：熟练运

用 Solidworks 的

草图与实体建模

命令，并能完成

实体产品建模。 

 

目标三：熟

练运用
Solidworks

的曲面建

模命令，并

能完成产

品的曲面

部分建模。 

目标四：了解产

品装配过程，能对

产品进行分析，并

对产品进行分件，

生成装配体。熟练

完成产品的工程

图生成，并了解如

何修改 

目标五：熟

练应用渲染

软件

keyshot，结

合photoshop

等软件完成

产品渲染工

作。 

1.1 Solidworks 主界面、工作

区、模型树、命令区的介绍及

基本设置 

√     

1.2 Solidworks 新建文件选项

（零件、组件、工程图），以及

三者关系与区别 

√     

2.1 草图命令：基准面、草图绘

制、草图修改，以及草图完成

后的修改方法 

 √    

2.2 实体建模命令：最常用的

基本建模命令讲解 
 √    

2.3 实体建模案例-手雷  √    

2.4 实体建模案例-烟雾报警器  √    

2.5 实体建模案例-接线板  √    

3.1 曲面命令学习-1：曲面拉

伸、旋转、放样、阵列等基础

曲面命令 

  √   

3.2 曲面命令学习-2：曲面裁

切、曲面编辑、曲面缝合等高

级曲面命令 

  √   

3.3 曲面建模案例 – 水龙头   √   

3.4 曲面建模案例 – 猫头鹰存

钱罐。 
  √   

3.5 曲面建模案例 – 电子指示

器 
  √   

4.1 产品分件的方法：实体切

割 、曲面分割;装配体生成；

工程图生成 

   √  

4.2产品-装配体综合案例 - 折

叠桌子 
√ √  √  

4.3 产品-装配体综合案例 – 

收音机 
√ √ √ √  

4.4 产品-装配体综合案例 – 

鼠标 
√ √ √ √  

5.1 keyshot 软件应用     √ 

5.2 Photoshop 修正产品渲染

效果 
    √ 

5.2 综合案例 – 电热水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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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表现综合实践（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07P1           英文名称：Design Representation Project（1） 

学分/学时：1/1 周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表现技法、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1）  

后续课程：设计表现综合实践（2）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形体透视的一般规律，掌握当前的几种常用设计表现技法。 

目标 2：学会各种工具、材料及多种设计效果的表现技法，并能根据设计

需求灵活运用。 

目标 3：掌握产品及空间设计的绘制表现技法，学会快速表达自己的设计

想法。 

目标 4：学会运用软件进行手绘图的后期润色和修改。 

二、课程内容 

（一）透视规律与工具表现 （4 课时） 

1.1 形体透视的一般规律。 （1 课时） 

1.2 彩色铅笔表现技法与马克笔表现技法。 （2 课时） 

1.3 多种设计效果的表现技法及其使用的工具与材料。 （1 课时） 

（二）案例临摹与综合表现 （16 课时） 

2.1 消费类电子产品效果图表达。 （2 课时） 

2.2 电动工具效果图表达。 （4 课时） 

2.3 家具效果图表达。 （2 课时） 

2.4 交通工具效果图表达。 （8 课时） 

（三）计算机辅助设计表现（学生自主学习） 

3.1 运用软件进行手绘图的后期润色和修改。 

3.2 Photoshop 软件运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马克笔手绘产品设计效果图》，罗剑，李羽，梁军著，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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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业产品设计手绘与实践自学教程》，陈玲江主编，吴萍编著，人民

邮电出版社，2016.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10%），包含考勤与课堂表现。 

2.期末成绩（90%），其中，效果图表达占比 40%，包含消费类电子产品效

果图表达、电动工具效果图表达、家具效果图表达、交通工具效果图表达等。

技能考核成绩占比 50%，考核综合运用相关技法进行设计表现的能力。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新月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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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形体透视

的一般规律，掌握当

前的几种常用设计表

现技法。 

 

目标 2：学会各种工

具、材料及多种设

计效果的表现技

法，能根据设计需

求灵活运用。 

目标 3：掌握产品及

空间设计的绘制表

现技法，快速表达

自己的设计想法。 

目标 4:学会运用

软件进行手绘图

的后期润色和修

改。 

1.1 形体透视的一般规律 √    

1.2 彩色铅笔表现与马克笔表现 √ √   

1.3 工具、材料及多种设计效果的

表现技法 
√ √   

2.1 消费类电子产品效果图表达 √ √ √  

2.2 电动工具效果图表达 √ √ √  

2.3 家具效果图表达 √ √ √  

2.4 交通工具效果图表达 √ √ √  

3.1 运用软件进行手绘图的后期

润色和修改 
   √ 

3.2Photoshop 软件运用    √ 



 

186 

 

《设计表现综合实践（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07P2         英文名称：Design Representation project（2） 

学分/学时：3/3 周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1）、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2）、设计表现

综合实践（1） 

后续课程：基础造型、产品语意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练掌握平面设计软件，能独立完成产品效果图绘制。 

目标 2：熟练应用三维建模软件，具有较强的产品外形分析能力。 

目标 3：掌握正确的产品分件方法。 

目标 4：熟练完成复杂产品外形建模。 

目标 5：熟练应用渲染软件，并结合平面设计软件完成产品最终呈现。 

二、课程内容 

（一）二维平面软件操作回顾 （16 课时） 

1.1 平面设计软件基本命令回顾，重点讲解产品效果图相关命令 

1.2 绘制产品平面效果图步骤及注意事项 

（二）三维软件操作回顾 （16 课时） 

2.1 三维软件基本界面回顾 

2.2 草图、实体、曲面建模命令 

2.3 产品分件、装配、工程图 

（三）实际产品分析、拆解、建模 （20 课时） 

3.1 从形体构成角度对所选产品进行外形分析 

3.2 对产品进行拆解，了解内部构造与外观形体的关系 

3.3 分析产品的外观部件，深化产品生产知识 

3.4 利用三维软件对产品进行还原建模 

（四）产品最终呈现 （8 课时） 

4.1 利用渲染软件完成最终模型渲染，掌握材质、灯光的调整 

4.2 运用二维平面软件完成产品最终展示版面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18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无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教学案例完成度（50%）及考勤、课堂

表现（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产品建模完整度、渲染效果、

最终版面呈现效果。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帅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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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练掌握

平面设计软件，能

独立完成产品效

果图绘制。 

目标 2：熟练应

用三维建模软

件，具有较强的

产品外形分析能

力。 

目标 3：掌握正

确的产品分件方

法。 

 

目标 4：熟练完

成复杂产品外

形建模。 

 

目标 5：熟练应

用渲染软件，

并结合平面设

计软件完成产

品最终呈现。 

1.1 平面设计软件基本命令

回顾，重点讲解产品效果图

相关命令 

√     

1.2 绘制产品平面效果图步

骤及注意事项 
√     

2.1 三维软件基本界面回顾  √    

2.2 草图、实体、曲面建模

命令 
 √    

2.3 产品分件、装配、工程

图 
 √ √   

3.1 从形体构成角度对所选

产品进行外形分析 
 √  √  

3.2 对产品进行拆解，了解

内部构造与外观形体的关

系 

  √ √  

3.3 分析产品的外观部件，

深化产品生产知识 
  √   

3.4 利用三维软件对产品进

行还原建模 
 √  √  

4.1 利用渲染软件完成最终

模型渲染，掌握材质、灯光

的调整 

    √ 

4.2 运用二维平面软件完成

产品最终展示版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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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32P1         英文名称：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版面设计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明确视觉传达设计的基本理论体系，掌握主要设计方法，并能具

体应用在设计实践中。 

目标 2：掌握视觉传达设计的基本要素——文字、符号、色彩、编排等，

及其在视觉传达中的作用。 

目标 3：通过视觉传达设计相关内容的练习，使学生能够将感性的设计因

素与理性的设计思维相结合，培养动手实践能力。 

目标 4：通过对视觉传达设计作品的欣赏和分析，培养学生的视觉审美能

力。 

二、课程内容 

（一）视觉传达设计绪论 （2 课时） 

1.1 视觉传达设计的概念。 （0.5 课时） 

1.2 视觉传达设计的构成要素。 （1 课时） 

1.3 视觉传达设计的领域。 （0.5 课时） 

（二）字体设计 （2 课时） 

2.1 字体设计概述。 （0.5 课时） 

2.2 文字的发展。 （0.5 课时） 

2.3 字体的绘写。 （0.5 课时） 

2.4 字体的设计。 （0.5 课时） 

（三）标志设计 （2 课时） 

3.1 标志的概念。 （0.5 课时） 

3.2 标志的产生和发展。 （0.5 课时） 

3.3 标志的分类。 （0.5 课时） 

3.4 标志的设计及规范化。 （0.5 课时） 

（四）CI 设计 （2 课时） 

4.1 CI 的定义和作用。 （0.5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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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I 的产生和发展。 （0.5 课时） 

4.3 CI 设计的应用。 （0.5 课时） 

4.4 CI 计划的导入。 （0.5 课时） 

（五）广告设计 （2 课时） 

5.1 广告的定义、历史、功能和任务。 （0.5 课时） 

5.2 广告媒介、要素、创意和设计程序。 （0.5 课时） 

5.3 广告设计的图形创作和表现。 （0.5 课时） 

5.4 广告的编排和心理作用。 （0.5 课时） 

（六）展示设计 （2 课时） 

6.1 展示设计概述。 （0.5 课时） 

6.2 展示设计的程序与步骤。 （0.5 课时） 

6.3 展示版面设计、道具设计、展品陈列设计。 （0.5 课时） 

6.4 展示设计的常用材料。 （0.5 课时） 

（七）包装设计 （2 课时） 

7.1 包装的产生和发展、功能和分类。 （0.5 课时） 

7.2 包装的设计程序、包装设计的构思和构图、包装设计的色彩应用。 

  （0.5 课时） 

7.3 几种常见包装形式的设计、包装纸盒的结构设计。 （0.5 课时） 

7.4 了解包装设计的发展趋势。 （0.5 课时） 

（八）视觉传达设计与印刷基础知识 （2 课时） 

8.1 印刷基础知识。 （0.5 课时） 

8.2 印刷前的工作。 （0.5 课时） 

8.3 印刷的加工工艺。 （1 课时） 

（九）设计实践及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 （16 课时） 

9.1 设计实践及 Photoshop、Illustrator 等图形软件的使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视觉传达设计实践》，靳埭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07 

2. 《视觉传达设计》，韩冬楠、边坤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7.02 

3. 《视觉传达设计》，张福昌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05 

4. 《视觉传达设计形式原理》，潘尔慧、孟光伟编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7.01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1%B1%BE%A9%C0%ED%B9%A4%B4%F3%D1%A7%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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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考勤（10%）、平时练习（4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为 CI

设计。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新性（40%）、艺术效果（40%）、工作态

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婷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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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明确视觉传

达设计的基本理论体

系，掌握主要设计方

法 

目标 2：掌握视觉

传达设计的基本要

素及其在视觉传达

中的作用 

目标 3：培养学生

一定的动手实践能

力 

目标 4:培养学生的

视觉审美能力 

1.1 视觉传达设计的概念 √    

1.2 视觉传达设计的构成要素 √ √   

1.3 视觉传达设计的领域 √   √ 

2.1 字体设计概述  √   

2.2 文字的发展  √  √ 

2.3 字体的绘写  √ √  

2.4 字体的设计  √ √  

3.1 标志的概念  √   

3.2 标志的产生和发展  √  √ 

3.3 标志的分类  √  √ 

3.4 标志的设计及规范化  √ √  

4.1 CI 的定义和作用 √    

4.2 CI 的产生和发展 √   √ 

4.3 CI 设计的应用 √   √ 

4.4 CI 计划的导入 √    

5.1 广告的定义、历史、功能和

任务 
√    

5.2 广告媒介、要素、创意和设

计程序 
√  √  

5.3 广告设计的图形创作和表现 √  √ √ 

5.4 广告的编排和心理作用 √  √  

6.1 展示设计概述 √    

6.2 展示设计的程序与步骤 √  √  

6.3 展示版面设计、道具设计、

展品陈列设计 
√  √ √ 

6.4 展示设计的常用材料 √    

7.1 包装的产生和发展、功能和

分类 
√   √ 

7.2 包装的设计程序、包装设计

的构思和构图、包装设计的色彩

应用 

√  √  

7.3 几种常见包装形式的设计、

包装纸盒的结构设计 
√  √  

7.4 了解包装设计的发展趋势 √   √ 

8.1 印刷基础知识 √    

8.2 印刷前的工作 √  √  

8.3 印刷的加工工艺 √  √  

9.1 设计实践及 Photoshop 、

Illustrator 等图形软件的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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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51A1         英文名称：Digital Media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视频制作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数字媒体设计的概念、分类、发展历史和现状，以及数字媒

体设计的理论、范畴、实践方法和应用领域。 

目标 2：明确数字媒体设计与其它相关设计领域的联系和区别，理解数字

媒体设计与艺术、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 

目标 3：通过实践练习，使学生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加深对数字媒

体设计本质的理解。 

目标 4：通过对数字媒体设计作品的欣赏和分析，提高学生对数字媒体设

计的认识及鉴赏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数字媒体设计概述 （4 课时） 

1.1 数字媒体设计与教育。 （1 课时） 

1.2 数字媒体的概念与特征。 （1 课时） 

1.3 麦克卢汉理论及其意义。 （1 课时） 

1.4 媒体与艺术的演变。 （1 课时） 

（二）数字媒体设计起源及美学 （4 课时） 

2.1 毕加索与现代艺术的诞生。 （0.5 课时） 

2.2 摄影与图像重构。 （0.5 课时） 

2.3 拼贴与电影蒙太奇。 （1 课时） 

2.4 当代数字拼贴摄影。 （0.5 课时） 

2.5 超现实主义与数字艺术。 （0.5 课时） 

2.6 解构、拼贴与后现代。 （1 课时） 

（三）科技与艺术的融合历史 （4 课时） 

3.1 科学与艺术的同源性。 （1 课时） 

3.2 西方古典艺术中的科学观。 （1 课时） 

3.3 20 世纪科学与现代艺术。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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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几何学与视幻：埃舍尔的艺术。 （1 课时） 

（四）数字媒体设计发展简史 （4 课时） 

4.1 1960 年代的计算机与软件艺术。 （1 课时） 

4.2 1970 年代的计算机与软件艺术。 （1 课时） 

4.3 1980 年代的计算机与软件艺术。 （1 课时） 

4.4 1990 年代的计算机与软件艺术。 （1 课时） 

（五）数字设计与文化创意产业 （4 课时） 

5.1 数字媒体与文化产业。 （2 课时） 

5.2 数字媒体与数字出版产业。 （1 课时） 

5.3 新媒体-动漫-游戏产业。 （1 课时） 

（六）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及视频剪辑 （12 课时） 

6.1 Photoshop、Illustrator 等图形软件的使用，图形图像的编辑。 

6.2 爱剪辑、绘声绘影、After Effects 等视频软件的使用，视频的编辑。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数字媒体艺术导论》（第 3 版），李四达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08 

2. 《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谢晓昱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08 

3. 《数字媒体艺术导论》，吕欣、廖祥忠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04 

4.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概论》，谢成开编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10%）、平时作业（5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自定

主题，拍摄影像素材，剪辑成 3-5 分钟短片。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新

性（30%）、表现手法（20%）、艺术效果（30%）、工作态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婷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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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数字媒

体设计的概念、分类、

发展历史和现状，以

及数字媒体设计的理

论、范畴、实践方法

和应用领域 

目标 2：明确数字

媒体设计与其它相

关设计领域的联系

和区别，理解数字

媒体设计与艺术、

社会、经济和文化

的关系。 

目标 3：通过文化

创意产业调研、综

合实践大作业，使

学生能够从理论和

实践两个层次加深

对数字媒体设计本

质的理解 

目标 4:通过对数字

媒体设计作品的欣

赏和分析，提高学

生对数字媒体设计

的认识及鉴赏能力 

1.1 数字媒体设计与教育 √ √   

1.2 数字媒体的概念与特征 √ √   

1.3 麦克卢汉理论及其意义 √    

1.4 媒体与艺术的演变 √    

2.1 毕加索与现代艺术的诞生 √   √ 

2.2 摄影与图像重构 √   √ 

2.3 拼贴与电影蒙太奇 √   √ 

2.4 当代数字拼贴摄影 √   √ 

2.5 超现实主义与数字艺术 √   √ 

2.6 解构、拼贴与后现代 √   √ 

3.1 科学与艺术的同源性 √ √   

3.2 西方古典艺术中的科学观 √ √   

3.3 20 世纪科学与现代艺术 √ √  √ 

3.4 几何学与视幻：埃舍尔的艺

术 
√   √ 

4.1 1960 年代的计算机与软件艺

术 
√   √ 

4.2 1970 年代的计算机与软件艺

术 
√   √ 

4.3 1980 年代的计算机与软件艺

术 
√   √ 

4.4 1990 年代的计算机与软件艺

术 
√   √ 

5.1 数字媒体与文化产业   √  

5.2 数字媒体与数字出版产业   √  

5.3 新媒体-动漫-游戏产业   √  

6.1 Photoshop、Illustrator 等图形

软件的使用，图形图像的编辑 
  √  

6.2 爱剪辑、绘声绘影、After 

Effects 等视频软件的使用，视频

的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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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21P1           英文名称：Layout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1）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版面设计的起源、现状及发展方向 

目标 2：掌握版面设计的原理与基本法则 

目标 3：具备熟练运用软件进行版面设计的能力 

目标 4：具备制作工业产品宣传册、海报、展板的综合实践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版面设计概述 （6 课时） 

1.1 版面设计的起源及发展 （1 课时） 

1.2 版面设计的基本原理 （3 课时） 

1.3 版面设计的色彩运用 （2 课时） 

（二）海报版面设计实践 （6 课时） 

2.1 海报版面设计案例解析 （2 课时） 

2.2 命题海报设计制作 （4 课时） 

（三）装帧版面设计实践  （20 课时） 

3.1 装帧设计软件基础  （8 课时） 

3.2 装帧设计案例解析 （2 课时） 

3.3 装帧设计制作 （10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版式设计——日本平面设计师参考手册 》，（日） Designing 编辑部

编著，人民邮电版社，2011 年 8 月 

3.《版式设计从入门到精通》，ArtTone 视觉研究中心编著，中国青年出版

社，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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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总分 100 分，主要为课堂考勤及学习态度 

2. 设计成果成绩总分 100 分，其中海报设计成果占 30%，装帧设计成果占

70%。 

3. 课程考核综合评定：平时成绩 20%+设计成绩 80% 

五、附件 

 

制定人：  侯佳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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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版面设

计的起源、现状及发

展方向 

目标 2：掌握版面

设计的原理与基本

法则 

目标 3：具备熟练

运用软件进行版面

设计的能力 

 

目标 4：具备制作

工业产品宣传册、

海报、展板的综合

实践能力 

1.1 版面设计的起源及发展 √    

1.2 版面设计的基本原理 √ √   

1.3 版面设计的色彩运用 √ √   

2.1 海报版面设计案例解析   √ √ 

2.2 命题海报设计制作   √ √ 

3.1 装帧设计软件基础    √ √ 

3.2 装帧设计案例解析   √ √ 

3.3 装帧设计制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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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制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52A1              英文名称：Video Mak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工业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平面构成、色彩构成 

后续课程：界面设计、交互设计基础、产品创新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影视设计与制作、具备娴熟的创

新能力。 

目标 2：本课程培养学生策划能力和视频制作能力，并能独立完成短片制

作。  

目标 3：掌握视频文案创作与脚本编写的要点、技巧和方法。 

目标 4：掌握影视后期制作，熟练应用 premiere 软件来制作视频短片。 

二、课程内容 

（一）视频制作流 程（2 课时）  

1.1 视频制作的基本概念 （1 课时） 

1.2 视频制作的流程 （1 课时） 

（二）镜头语言的要素 （8 课时）  

2.1 镜头景别 （2 课时） 

2.2 镜头的运动 （2 课时） 

2.3 镜头的色彩 （2 课时） 

2.4 镜头的光线 （2 课时） 

（三）故事剧本创作 （6 课时） 

3.1 剧本的创作方法 （2 课时） 

3.2 分镜头与脚本的制作方法 （4 课时） 

（四）拍摄前期准备 （4 课时） 

4.1 故事框架构思 （2 课时） 

4.2 分镜头脚本制定 （2 课时） 

（五）视频拍摄 （4 课时）  

5.1 镜头素材采集 （2 课时）  

5.2 素材拍摄 （2 课时） 

（六）视频后期制作 （6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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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剪辑与特效 （4 课时） 

6.2 声音与调色 （2 课时） 

（七）最终输出项目 （2 课时） 

7.1 视频预览 （1 课时） 

7.2 视频输出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Premiere Pro 高级实例教程》，黄海燕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第 1 版，

2006 年 3 月； 

2. 《视听语言（第二版）》陆绍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20%）、课后作业（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自定

主题，创作视频短片。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新性（30%）、表现手法

（20%）、艺术效果（30%）、工作态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殷瑞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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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

了解影视设计与制

作、具备娴熟的创

新能力。 

目标 2：本课程培

养学生策划能力和

视频制作能力，并

能独立完成短片制

作。  

目标 3：掌握视频

文案创作与脚本编

写的要点、技巧和

方法。 

目标 3：掌握影视

后期制作，熟练应

用 premiere 软件来

制作视频短片。 

1.1 剪辑基本概念和现状 √  √ √ 

2.1 镜头景别  √    

2.2 镜头的运动 √ √  √ 

2.3 镜头的色彩     

2.4 镜头的光线 √  √  

3.1 剧本的创作方法  √  √ 

3.2 分镜头与脚本的制作方法 √   √ 

4.1 故事框架构思 √ √ √ √ 

4.2 分镜头脚本制定 √  √  

5.1 镜头素材采集   √ √ √ 

5.2 素材拍摄   √ √ 

6.1 剪辑与特效 √ √ √  

6.2 声音与调色  √  √ 

7.1 视频预览 √   √ 

7.2 视频输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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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材料与工艺》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20A1       英文名称：Production Materials and Forming Proces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 

后续课程：产品改良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相关材料的类型和主要特性。 

目标 2：掌握相关材料的主要成型工艺与工艺性要求。 

目标 3：明确材料与工艺的制约因素，培养学生在设计中灵活运用各种材

料的能力。 

目标 4：能够将理性的工程技术知识融入到感性设计思维中。 

二、课程内容 

（一）概述 材料与工业设计 （10 课时） 

1.1 材料与工艺基本概念 （2 课时） 

1.2 材料在工业设计中的重要性、材料与质感的关系 （1 课时） 

1.3 材料的分类与材料的物理特性 （1 课时） 

1.4 材料的化学特性 （1 课时） 

1.5 材料的工艺特性 （1 课时） 

1.6 材料的感觉特性 （4 课时） 

（二）塑料及其加工工艺 （14 课时） 

2.1 塑料概述 （1 课时） 

2.2 塑料的基本性能 （1 课时） 

2.3 塑料的加工工艺 （10 课时） 

2.4 常用的塑料材料在设计中的运用 （2 课时） 

（三）金属材料及其加工工艺 （8 课时） 

3.1 金属概述 （1 课时） 

3.2 金属的基本性能 （1 课时） 

3.3 金属的加工工艺 （5 课时） 

3.4 常用金属材料在设计中的应用 （1 课时） 

（四）木材及其加工工艺 （4 课时） 

4.1 木材的组成与切面、木材的性能 （1 课时） 

4.2 木材的切削与弯曲、木材的链接和装配、木材的加工工艺 （1 课时） 

4.3 木材的表面装饰、常用木材特点与设计应用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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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玻璃及其加工工艺   （4 课时） 

5.1 玻璃的历史、玻璃的分类、玻璃的特性 （1 课时） 

5.2 玻璃的熔制和各种成型方式 （2 课时） 

5.3 玻璃的热处理、玻璃的二次加工、常用玻璃种类的特点和应用（1 课时） 

（六）陶瓷及加工工艺    （4 课时） 

6.1 陶瓷的历史、陶瓷的分类、陶瓷的特性 （1 课时） 

6.2 陶瓷的成型方式 （2 课时） 

6.3 陶瓷的干燥、陶瓷的表面装饰、陶瓷的烧结、常用陶瓷种类的特点和应

用  （1 课时） 

（七）复合材料及其加工工艺  （2 课时） 

7.1 复合材料的概念、复合材料的分类、复合材料的特性 （1 课时） 

7.2 复合材料的优势和复合材料的成型工艺、复合材料的典型品种、复合材

料的特点和应用 （1 课时） 

（八）材料及加工工艺的选用与发展  （2 课时） 

8.1 材料及加工工艺的选用、材料工艺发展以及实例讲解 （1 课时） 

8.2 材料与环境、材料的发展、产品设计中材料工艺选用实例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设计材料及加工工艺》，江湘芸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1 月

（第 2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工业设计材料与加工工艺》，邱潇潇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 《产品造型设计材料与工艺》，程能林等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3 月（第 2 版） 

四、课程考核 

1、考核方式：过程考核与笔试（闭卷）相结合。 

2、考核要求： 

考核内容按各章节知识点要求，突出重点，并兼顾其他知识点内容。 

3、成绩评定：按百分制记，考勤与课堂表现、课外作业等成绩平时测验占

20%；实验成绩占 20%；期末考试成绩占 60%。不参加实验者取消本课程考试

资格。 

五、附件 

 

制定人：  苏恒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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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相

关材料的类型

和主要特性。 

目标 2：掌握相关材

料的主要成型工艺

与工艺性要求。 

 

目标 3：明确材料与

工艺的制约因素，

培养学生在设计中

灵活运用各种材料

的能力。 

目标 4：能够将理

性的工程技术知

识融入到感性设

计思维中。 

 

1.1 材料与工艺基本概念； √   √ 

1.2 材料在工业设计中的重要性、材料

与质感的关系 
√   √ 

1.3 材料的分类与材料的物理特性 √    

1.4 材料的化学特性 √    

1.5 材料的工艺特性 √ √   

1.6 材料的感觉特性 √ √ √ √ 

2.1 塑料概述 √    

2.2 塑料的基本性能 √    

2.3 塑料的加工工艺  √   

2.4 常用的塑料材料在设计中的运用 √ √ √ √ 

3.1 金属概述 √    

3.2 金属的基本性能 √    

3.3 金属的加工工艺  √   

3.4 常用金属材料在设计中的应用 √ √ √ √ 

4.1 木材的组成与切面、木材的性能 √    

4.2 木材的切削与弯曲、木材的链接和

装配、木材的加工工艺 
√ √   

4.3 木材的表面装饰、常用木材特点与

设计应用 
√ √ √ √ 

5.1 玻璃的历史、玻璃的分类、玻璃的

特性 
√    

5.2 玻璃的熔制和各种成型方式  √   

5.3 玻璃的热处理、玻璃的二次加工、

常用玻璃种类的特点和应用 
√ √ √ √ 

6.1 陶瓷的历史、陶瓷的分类、陶瓷的

特性 
√    

6.2 陶瓷的成型方式  √   

6.3 陶瓷的干燥、陶瓷的表面装饰、陶

瓷的烧结、常用陶瓷种类的特点和应用 
√ √ √ √ 

7.1 复合材料的概念、复合材料的分类、

复合材料的特性 
√    

7.2 复合材料的优势和复合材料的成型

工艺、复合材料的典型品种、复合材料

的特点和应用 

 √   

8.1 材料及加工工艺的选用、材料工艺

发展以及实例讲解 
√ √ √ √ 

8.2 材料与环境、材料的发展、产品设

计中材料工艺选用实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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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45P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 Project  

学分/学时：10/15 周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各类专业设计课程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具备初步的研究、定义问题、分析需求的能力，能够运用数学知

识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对用户需求进行提炼与量化分析，明确设计目标。 

目标 2：具备较强的设计表现能力，能够运用各种设计表达手段进行产品

设计开发。 

目标 3：灵活运用专业知识，能对设计方案进行选择、优化和深化。 

目标 4：能够综合把握各种设计要素进行产品改良设计和创新设计。 

目标 5：能够就专业领域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

流，包括书面撰写研究报告、设计说明、借助各种手段陈述设计概念和方案、

回应问题。 

目标 6：具有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意识和不断学习、适应设计发展的能

力。 

二、课程内容 

（一）基本内容 

《工业设计》、《产品设计》与《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毕业设计的内容主要

包括：用户研究与市场调研、拟定设计方案、撰写毕业设计说明书。侧重于产

品造型设计、设计表达能力的培养和设计创新能力的基本训练。学生应运用计

算机进行设计、绘图与表达。 

（1）选题与设计调研 

毕业设计选题将主要来自企业实际。选题规定以工业产品设计为主，其中

《工业设计专业》确定的工业产品类型以机电装备、仪器仪表、电动工具为主，

《产品设计》专业的工业产品类型以与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学习关系密切相

关的产品为主；《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设计课题确定以界面设计、交互设计为

主。 

确定选题后，必须进行与选题有关的用户研究与市场调研，并撰写不少于

5000 字的用户研究与市场调研报告（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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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撰写开题报告与开题答辩 

在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不少于 3000 字的毕业设计开题报告，并参加开题答

辩，答辩通过后方可进行下一环节的工作。 

（3）草图方案构思 

在规定期间内，提出 3~5 个创新或改良设计草图方案，并接受指导教师检

查。根据指导教师提出的建议进行反复推敲、分析与评价，确定最终设计方案。

方案必须体现对课题主题的形态、功能与结构、尺度、造型材料与人机工程学

问题的考虑。 

（4）计算机三维建模，推敲设计方案 

独立运用计算机完成设计方案的三维建模，并接受指导教师检查，进一步

推敲、修改设计方案。 

（5）绘制图纸 

根据课题需要，用计算机绘制图纸。《工业设计》包括：整机外型三视图、

部分壳体的结构工程图，设计绘图总量折合成图幅为Ａ1 号图纸不少于 3 张。《产

品设计》包括整机外型三视图。《数字媒体艺术》根据选题要求确定是否需要绘

制图纸。 

（6）效果图绘制 

运用相关计算机软件完成设计方案的效果图制作与渲染。 

（7）制作模型或样机，进一步修正设计方案 

根据工程图纸，按适当尺寸比例选择合适的材料完成模型制作。 

（8）按学校规范要求，撰写毕业设计说明书。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查阅

文献 15 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2篇） 

（9）设计方案展示版面并制成展板。 

（10）设计并制作答辩汇报的多媒体演示文稿（PPT）。 

（二）要求提交的材料 

学生提交的全部毕业设计的成果应包括毕业设计文档资料、设计作品展版

（90cm*190cm 幅面 1 块、竖向排板、彩色打印）与实体模型。 

文档资料均须用计算机单面打印，包括：开题报告（含市场调研与用户研

究）；毕业设计说明书及附录（图纸）。毕业设计说明书的写作格式应规范化，

文中的图片应彩色打印，装订必须整齐统一。封面、任务书、资料袋由学校统

一印制。毕业设计的成品含：毕业设计开题报告、中期检查报告、毕业设计说

明书及附录（图纸）、光盘资料全部放入资料袋中。 

（1）毕业设计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封面（由上海电机学院统一印制）、毕

业设计任务书（复印件）、开题报告（含市场调研与用户研究报告）按序装订成

一册，提交毕业设计开题报告答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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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业设计中期检查报告。包括开题后工作的自我总结以及指导教师的

评价、中期的评定成绩。 

（3）毕业设计说明书及附录与图纸。毕业设计说明书独立装订成册。装订

格式顺序为：封面、毕业设计任务书（由上海电机学院统一印制）、中英文摘要、

目录、前言、正文、文献、附录（包括图纸）。图纸应按工程图纸折叠惯例折叠

后，可以与设计说明书装订在一起也可以直接装入资料袋中。 

（4）光盘资料。文档资料应刻入光盘提交（2 份）。光盘内包括：设计说

明书及附录（图纸），以及设计方案的三维建模、电脑效果图、设计作品展版（根

据具体要求）和毕业设计答辩 PPT 电子文档等。 

（三）毕业设计的答辩与交流 

毕业设计答辩在学院领导下，以系（专业）为单位成立的毕业设计答辩委

员会负责组织答辩工作。统一答辩要求和评分标准，审查答辩资格，验收成果，

审定学生毕业设计成绩，裁决有争议的成绩，推荐校优秀毕业设计。                                      

答辩小组由３～５人组成，除教师外，结合实际的课题答辩应邀请有关生

产部门、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参加。答辩小组负责答辩组织工作，评定本组答

辩学生的毕业设计答辩成绩，并对总成绩的评定提出建议。答辩前，应对学生

进行答辩资格审查。 

（1） 答辩人的报告应简明扼要、突出重点、逻辑严密、口齿清楚又从容

不迫。 

（2） 汇报时限为 15 分钟。 

（3） 学生答辩的报告应整理成 PPT 形式，同时展示展板与模型。 

答辩小组对毕业设计中的关键问题进行提问，考核学生独立解决问题能力，

对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掌握与运用能力，课题基本设计内容、设计思想、

设计理念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表达能力进行全面评价。答辩小组评定答辩成

绩，写出评语，并综合指导教师、评阅教师、答辩小组三方面给的分数和评语，

对学生毕业设计总成绩提出评定意见，交答辩委员会审定。 

三、毕业设计的进度安排 

序 号 毕业设计（论文）各阶段名称 学时分配 备  注 

1 确定选题，撰写开题报告 1 周  

2 设计调研与用户研究 第 1 周-第 3 周  

3 完成设计调研与用户研究报告 第 4 周  

4 确定初步设计方案 第 5 周  

5 正式设计阶段 第 6 周-第 9 周  

6 完成与制作模型 第 10 周-第 13 周  

7 撰写毕业设计报告书 第 14 周  

8 设计与制作展示版面，演示文件 第 15 周  

9 准备答辩 第 16 周  



 

208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由指导教师与学生依据课题要求共同选定。 

五、课程考核 

1.毕业设计总成绩评定比例为：按百分制记，指导教师评分占 30％，评阅

教师评分占 20％，答辩小组评分占 50％  

2.评定依据： 

（1）是否按时完成毕业设计任务，提交的毕业设计成果是否完整、规范。 

（2）方案的正确性，设计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有无创新点。  

（3）文字、图、表是否正确，整洁清晰，文理通顺。 

（4）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5）工作态度与工作量。 

（6）答辩汇报的思路，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回答问题的准确性。 

六、附件 

 

制定人：  夏敏燕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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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具备

初步的研究、

定义问题、分

析需求的能

力。 

目标 2：具

备较强的

设计表现

能力。 

目标 3：能

对设计方案

进行选择、

优 化 和 深

化。 

目标 4：能够综

合把握各种设

计要素进行产

品改良设计和

创新设计。 

目标 5：具

备良好的

设计沟通

和交流能

力。 

目标 6：具有自

主学习、终身学

习的意识和不

断学习、适应设

计发展的能力。 

1 选题与设计调研 √     √ 

2 撰写开题报告与开题答辩 √    √ √ 

3 草图方案构思  √  √   

4 计算机三维建模，推敲设计

方案 
 √ √ √  

√ 

5 绘制图纸  √ √    

6 效果图绘制  √     

7 制作模型或样机  √    √ 

8 撰写毕业设计说明书     √  

9 制作设计方案展板  √     

10 设计答辩汇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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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工程与快速成型技术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27P1        英文名称：Reverse Engineering and Rapid  

Prototyp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工程基础、设计材料与工艺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产品测绘及逆向工程基本方法。 

目标 2：掌握油泥模型制作基本方法。 

目标 3：学会使用三维扫描仪，并通过三维软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修复。 

目标 4：提高形体的造型设计能力，强化三维设计软件应用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逆向工程概论 （2 课时） 

1.1 产品测绘的基本方法，数字化测量设备（三坐标测量仪、三维扫描仪）

的结构与基本原理. 

1.2 产品逆向设计概念及发展现状讲解，产品逆向设计的常用方法与手段。 

1.3 三坐标测量仪与三维扫描仪测量零件，获取点云的方法与手段。 

（二）四驱玩具车设计 （8 课时） 

2.1 了解四驱玩具车内部结构，拆解玩具车并分析上壳的生产工艺。 

2.2 通过意象词汇、意向图等方法捕捉设计灵感、完成玩具车设计及工程

图绘制。 

（三）油泥制作 （8 课时） 

3.1 根据前章的设计结果在现有四驱车底盘的基础上进行油泥模型制作。 

3.2 了解油泥模型制作的基础知识，能运用相关工具进行操作。 

（四）课程项目综合调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 课时） 

4.1 运用三维扫描仪对油泥模型进行扫描，拍摄模型三视图进行辅助。 

4.2 在三维软件中对扫描模型进行修正，最终完成逆向建模工作。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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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产品油泥模型表现》，兰玉琪 ，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设计方案完成度（50%）及考勤（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整体产品设计、最终油泥模型，逆向数据及三维打

印实体效果。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帅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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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产品测

绘及逆向工程基本方

法。 

 

目标 2：掌握油泥模

型制作基本方法。 

目标 3：学会使用三

维扫描仪，并通过

三维软件对采集的

数据进行修复。 

 

目标 4：提高形体

的 造 型 设 计 能

力，强化三维设

计 软 件 应 用 能

力。 

1.1 了解产品测绘的学习数字化

测量设备（三坐标测量仪、三维

扫描仪）的结构与基本原理. 

√    

1.2 产品逆向设计概念及发展现

状讲解，产品逆向设计的常用方

法与手段。 

√    

1.3 掌握三坐标测量仪与三维扫

描仪测量零件获取点云的方法与

手段。 

√    

2.1 了解四驱玩具车内部结构，拆

解玩具车并分析上壳的生产工

艺。 

   √ 

2.2 通过意象词汇、意向图等方

法捕捉设计灵感、完成玩具车设

计及工程图绘制。 

   √ 

3.1 根据前章的设计结果在现有

四驱车底盘的基础上进行油泥模

型制作。 

 √  √ 

3.2 了解油泥模型制作的基础知

识，能运用相关工具进行操作。 
 √  √ 

4.1 运用三维扫描仪对油泥模型

进行扫描，拍摄模型三视图进行

辅助。 

  √  

4.2 在三维软件中对扫描模型进

行修正，最终完成逆向建模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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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摄影》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18P1        英文名称：Product Photograph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构成（1）、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1）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好照片的基本标准，学会数码相机的基本操作，并了解摄影

技术在记录个体观察、视觉传播媒介、艺术创作中的应用。 

目标 2：学会影像的基本技术控制，把控影像的清晰度，掌握摄影大众化

运动中手机摄影的应用。能借助摄影语言表达思想。 

目标 3：掌握摄影画面的基本设计法则，学会产品布光与拍摄技巧，掌握

基础的摄影二度创作手法。 

目标 4：学会从摄影作品的立意与选题、内容与形式、技术与艺术角度赏

析作品，了解历史语境下不同门类摄影的评价标准。 

二、课程内容 

（一）摄影概述和数码相机基本使用 （6 课时） 

1.1 摄影的基本概念、社会功能、及好照片的基本标准。 （2 课时） 

1.2 数码相机的基本分类、构造与性能、使用。 （2 课时） 

1.3 摄影镜头的性能与选择，不同焦距镜头的特性。 （2 课时） 

（二）摄影技术技法 （10 课时） 

2.1 获取清晰照片的途径。 （2 课时） 

2.2 数码相机的曝光控制与应用。 （2 课时） 

2.3 对焦控制与景深控制。 （2 课时） 

2.4 手机摄影的快捷拍摄与传播。 （4 课时） 

（三）摄影画面的设计与表现 （10 课时） 

3.1 光的特性及其造型作用。 （2 课时） 

3.2 产品摄影中光的运用。 （2 课时） 

3.3 摄影构图的视觉语言、画面布局及造型法则。 （2 课时） 

3.4 产品摄影构思与拍摄技巧。 （2 课时） 

3.5 摄影的二度创作，影调节奏、画面色彩调整，影像再创作，构图裁剪

与综合调整。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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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摄影作品赏析 （6 课时） 

4.1 著名摄影师的创作实践与观念。 （3 课时） 

4.2 摄影作品赏析的基本要求与基本标准，代表作赏析。 （3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摄影的艺术》，[美] Bruce Barnbaum 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02 

2. 《大学摄影》（第二版），徐希景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02 

3. 《数码摄影：核心技术与创作实践》，聂劲权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1 

4. 《美国纽约摄影学院 摄影教材》，美国纽约摄影学院著，中国摄影出版

社，2010.08 

5． 所持相机使用手册 

6． Photoshop、Lightroom 软件手册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练习作品（30%）、摄影大师观念分

享与赏析感悟（20%）、考勤与课堂表现（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提交摄影作品的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自选主题，进行影像创作，要求主题鲜明、主体突出、形式语言简洁、曝光准

确、情感真挚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新月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8%DF%B5%C8%BD%CC%D3%FD%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C9%E3%D3%B0%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C9%E3%D3%B0%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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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好照片

的基本标准，学会数

码相机的基本操作  

目标 2：学会影像的

基本技术控制，掌

握手机摄影，借助

摄影语言表达思想 

目标 3：掌握摄影画

面的基本设计法

则，学会产品布光

与拍摄技巧，掌握

基础的摄影二度创

作手法 

目标 4:学会从不

同角度赏析摄影

作品，了解不同

门类摄影的评价

标准 

1.1 初步认识摄影，了解摄影的社

会功能，及好照片的基本标准 
√    

1.2 数码相机的基本分类、构造与

性能、使用 
√    

1.3 摄影镜头的性能与选择，不同

焦距镜头的特性 
√    

2.1 获取清晰照片的途径   √   

2.2 数码相机的曝光控制与应用  √   

2.3 对焦控制与景深控制  √   

2.4 手机摄影的快捷拍摄与传播  √ √  

3.1 光的特性及其造型作用   √  

3.2 产品摄影中光的运用。   √  

3.3 摄影构图的视觉语言、画面布

局及造型法则 
  √  

3.4 产品摄影构思与拍摄技巧  √ √  

3.5 摄影的二度创作   √  

4.1 著名摄影师的创作实践与观

念  
√ √ √ √ 

4.2 摄影作品赏析的基本要求与

基本标准 
√ √ √ √ 



 

216 

 

《信息可视化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D55A1             英文名称：Information Visual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产品造型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后续课程：产品系统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视觉设计与视觉心理、 色彩在信息可视化设计中的效应和图

形符号等信息可视化设计基础理论。 

目标 2：具备信息可视化设计主题创作的能力，能进行可视化图解、 信息

图表与表格可视化处理、统计图可视化设计及地图可视化设计。 

二、课程内容 

（一）信息可视化设计导论 （2 课时） 

1.1 信息可视化设计总论 （1 课时） 

1.2 选择与制作信息图的要素 （1 课时） 

（二）信息可视化设计基础理论研究 （6 课时） 

2.1 视觉设计与视觉心理 （2 课时） 

2.2 色彩在信息可视化设计中的效应 （2 课时） 

2.3 图形符号 （2 课时） 

（三）主题创作实践 （24 课时） 

3.1 可视化图解实践 （6 课时） 

3.2 信息图表与表格的可视化实践 （6 课时）  

3.3 统计图可视化实践 （6 课时） 

3.4 地图可视化实践 （6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信息可视化设计》，刘晖编著，辽宁出版社，2014.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图解力——信息可视化设计方法与案例解析》，杨虹编写，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5.11 

2.《信息可视化设计》，张毅编写，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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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总成绩＝提交材料成绩×80％＋（考勤+课堂表现）×20％。 

成绩评定标准： 

1. 上交材料齐全, 符合要求。（40%） 

2. 说明性草图具备足够细节，准确、详细，比例合常理，线条语义明确，

能准确概括、表现所需传达的信息，并体现给定的设计理念或艺术主题。（20%） 

3. 效果图与设计意图吻合。（20%） 

4. 说明书。（20%） 

五、附件 

 

制定人：  杨晓扬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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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视觉设计与视觉心理、 色

彩在信息可视化设计中的效应和图形符

号等信息可视化设计基础理论。 

目标 2：掌握信息可视化设计主题创作的能

力，可以进行可视化图解、 信息图表与表

格可视化处理、统计图可视化设计及地图可

视化设计。 

1.1 信息可视化设计总论 √  

1.2 选择与制作信息图的要素 √  

2.1 视觉设计与视觉心理 √  

2.2 色彩在信息可视化设计中的

效应 
√  

2.3 图形符号 √  

3.1 可视化图解实践  √ 

3.2 信息图表与表格的可视化实

践 
 √ 

3.3 统计图可视化实践  √ 

3.4 地图可视化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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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研究》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82A1         英文名称：Research of Users 

学分/ 学时：2/32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市场调研与分析、人机工程学 

后续课程：产品改良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用户调研与数据采集的一般方法，包括观察、访谈、问卷、

自我陈述等。 

目标 2：掌握用户调研分析的主要方法，包括调研结果的归纳和对比，图

解分析，情景分析，人物角色分析等。 

目标 3：初步掌握用户调研数据的分析方法，包括数据的归纳和对比，尤

其是利用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的方法。 

目标 4：能初步运用可用性测试方法进行用户研究。 

二、课程内容 

（一）数据采集 （10 课时） 

1.1 观察法, 单人访谈法 （1课时） 

1.2焦点小组 （1课时） 

1.3访谈和问题调查练习 （1课时） 

1.4 问卷法 （1课时） 

1.5 头脑风暴法, 自我陈述法 （1课时） 

1.6 调查实践 （3课时） 

1.7 实验法——现场实践 （2课时） 

（二）调研分析 （14课时） 

2.1 数量对比分析及分组练习 （4课时） 

2.2 知觉图、鱼骨图 （1课时） 

2.3 卡片归纳分类法 （1课时） 

2.4 情景分析法, 人物角色法 （1课时） 

2.5数量分析实践 （2课时） 

2.6 故事板 （1课时） 

2.7 可用性测试及练习 （2课时） 

2.8 A/B测试及练习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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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设计调研到设计方案形成 （8课时） 

3.1 设计调研的流程 （2课时） 

3.2 设计调研和设计洞察 （2课时） 

3.3 基于大数据和小样本的调研、分析与设计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设计调研 》（第 1 版）, 戴力农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可用性测试手册（第 2 版）》，鲁宾（Jeffrey Rubin）著，人民邮电出版

社，2017.02 

2.《用户体验与可用性测试（第 1 版）》， 樽本徹也，陈啸 著，人民邮电

出版社，2015.04 

3.《用户研究与体验设计》（第 1 版），韩挺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05 

4.《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 操作与应用》（第 1 版），吴明隆 著，重庆

大学出版社，2010.5 

5.《洞察人心：用户访谈成功的秘密》（第 1 版），[加] Steve Portigal（史蒂

夫·波尔蒂加尔）著；蒋晓，戴传庆，孙启玉，张振东译，电子工业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采用过程考核，主要包括：大作业（40%）、平时作业（40%）及考勤等

（20%）。 

2.考核内容主要包括：（1）数据采集方法的掌握程度。（2）算法、分析法

的运用能力。（3）调研设想的合理性。 

五、附件 

 

制定人：  王琦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07月  



 

221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用户调

研与数据采集的一般

方法，包括观察、访

谈、问卷、自我陈述

等。 

目标 2：掌握用户调

研结果分析的主要

方法，包括调研结

果的归纳和对比，

图解分析，情景分

析，人物角色分析

等。 

目标 3：初步掌握用

户调研数据的分析

方法，包括数据的

归纳和对比，尤其

是利用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处理的方

法。 

目标 4：能初步运

用可用性测试方

法 进 行 用 户 研

究。 

1.1 观察法,单人访谈法 √    

1.2 焦点小组 √    

1.3 访谈和问题调查练习 √    

1.4 问卷法 √    

1.5头脑风暴法, 自我陈述法 √    

1.6 调查实践 √    

1.7 实验法——现场试验 √   √ 

2.1 数量对比分析  √ √  

2.2 知觉图、鱼骨图  √   

2.3 卡片归纳分类法  √   

2.4 情景分析法,人物角色法  √   

2.5数量分析实践  √ √  

2.6 故事板  √  √ 

2.7 可用性测试及练习  √  √ 

2.8 A/B测试及练习  √   

3.1 设计调研的流程  √ √  

3.2 设计调研和设计洞察  √ √ √ 

3.3 基于大数据和小样本的调

研、分析与设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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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研与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15A1       英文名称：Market Research and Analysi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数学 

后续课程：用户研究、产品改良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明确市场调研的含义与主要内容，了解市场需求调研和市场竞争

调研的主要内容，掌握市场调研方案的设计与市场调研计划的撰写。 

目标 2：掌握文案调查的方法，掌握市场调查的观察法、访问法和实验法。

熟悉问卷的结构和内容，掌握问卷设计技术，学会根据小组选题设计问卷。 

目标 3：掌握各种基本类型的随机抽样技术和非随机抽样技术，能根据已

知条件选择合适的抽样调查与分析方法，掌握常用量表；  

目标 4：熟悉市场调研资料整理的程序，掌握市场调研资料的编码与录入

技术，学会使用统计图汇总和整理资料，统计指标。 

目标 5：明确书面调查报告的写作步骤，遵循营销调研报告的撰写原则与

要求，运用市场调查报告的写作技巧，撰写调研报告。 

二、课程内容 

（一）市场调研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 市场调研的含义，市场调研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作用，市场调研人员基

本素质与要求。 

1.2 市场调研的主要内容，市场需求调研和市场竞争调研的主要内容， 营

销环境调研和市场营销要素调研的主要内容。 

1.3 调研设计的含义与作用，市场调研方案的设计和市场调研计划的撰写。 

（二）市场调研调查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2.1 文案调查的含义，文案调查的特点，文案调查的程序，掌握文案调查的

方法和原则。 

2.2 市场调查的观察法、访问法和实验法。 

2.3 通过案例认识上述三种方法的主要形式，根据小组选题准备小组调研方

法。 

2.4 问卷的作用、结构和内容，问卷设计技术和根据小组选题设计问卷。 

（三）市场调研实施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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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各种基本类型的随机抽样技术和非随机抽样技术，抽样调查的含义、特

点及程序； 

3.2 抽样误差的分析及计算，根据已知条件选择合适的抽样调查与分析方

法。 

3.3 测量与尺度的概念，量表的类型及常用量表； 

3.4 测量信度、误差和效果的含义。 

（四）市场调研统计报告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4.1 市场调研资料整理的程序，市场调研资料分组形式和方法，市场调研资

料的编码与录入技术。 

4.2 关于统计表，掌握次数分布数列的特点，学会使用统计图汇总和整理资

料，统计指标。 

4.3 市场调研报告的概念，市场调研报告的重要性，市场调研报告的基本要

求，书面调查报告的写作步骤。 

4.4 营销调研报告的撰写原则与要求，营销调研报告的写作标准，书面调查

报告的写作步骤，调研报告的结构。市场调查报告的写作技巧，调研报告的口

头提供。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市场调查与预测》（第 4版），陈启杰等编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5.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市场调查与预测》，马连福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09 

2. 《市场调查与预测》，丁洪福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课堂问答，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80%，采用提交调研报告形式（80%） 

五、附件 

 

制定人：  刘博敏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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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明确市场

调研的含义与主

要内容，了解市场

需求调研和市场

竞争调研的主要

内容，掌握市场调

研方案的设计与

市场调研计划的

撰写。 

目标 2：掌握文

案调查的方法，

掌握市场调查的

观察法、访问法

和实验法。熟悉

问卷的结构和内

容，掌握问卷设

计技术，学会根

据小组选题设计

问卷。 

目标 3：掌握各

种基本类型的随

机抽样技术和非

随机抽样技术，

能根据已知条件

选择合适的抽样

调查与分析方

法，掌握常用量

表；  

 

目标 4:熟悉市

场调研资料整

理的程序，掌

握市场调研资

料的编码与录

入技术，学会

使用统计图汇

总 和 整 理 资

料，统计指标。 

 

目标 5：明确书

面调查报告的

写作步骤，遵

循营销调研报

告的撰写原则

与要求，运用

市场调查报告

的写作技巧，

撰 写 调 研 报

告。 

 

1.1市场调研的含义 √     

1.2市场调研的主要内容 √     

1.3市场调研员的基本素质 √     

1.4市场调研方案的设计 √   √  

2.1文案调查含义及方法  √    

2.2 市场调查的观察法、访

问法和实验法。 
 √    

2.3问卷的结构和内容  √    

2.4问卷设计技术  √  √  

3.1 随机抽样技术和非随机

抽样技术 
  √   

3.2抽样误差的分析及计算   √   

3.3 测量的概念与尺度，量

表的类型及常用量表 
  √   

3．4信度、效度误差和效果   √ √  

4.1 市场调研资料整理的程

序，市场调研资料分组形式

和方法，市场调研资料的编

码与录入技术。 

 
 

   √ 

4.2 统计表，掌握次数分布

数列的特点，学会使用统计

图汇总和整理资料，统计指

标。 

    √ 

4.3 市场调研报告的概念，

市场调研报告的重要性，市

场调研报告的基本要求，书

面调查报告的写作步骤。 

√ √ √ √ √ 

4.4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

品演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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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文本写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83A1         英文名称：Text Report Writing of Design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市场调研与分析、人机工程学 

后续课程：产品改良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设计专业各种文本的规范和写作方法。 

目标 2：注重理论归纳、例文分析、实践写作，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对

设计专业各种文本的写作有更深刻的认识。 

目标 3：注重严谨性、逻辑性、条理性的培养，形成良好的写作习惯和思

维方式。 

二、课程内容 

（一）设计文本写作概述 （2课时） 

1.1设计文本写作的现状。 （1课时） 

1.2设计文本写作的类型。 （1课时） 

（二）学术性文本写作 （2课时） 

2.1设计专业学术论文简介 （0.5课时） 

2.2设计专业学术论文的种类 （0.5课时） 

2.3设计专业学术论文的格式 （1课时） 

（三）设计作品创作报告写作 （2课时） 

3.1设计作品创作报告的编写规范。 （1课时） 

3.2设计作品创作报告的典型模式。 （1课时） 

（四）设计文本写作实践 （10课时） 

4.1设计专业学术论文写作。 （5课时） 

4.2设计作品创作报告写作。 （5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艺术文本写作》，藤小松编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09 

2. 《职业工作中的文本写作》，盛扬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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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术论文写作》，刘桂华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2015.1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考勤（10%）、平时练习（40%）。 

2.期末考核占比 50%，考核内容为设计作品创作报告写作，围绕特定设计

作品，撰写相关设计文案。评分标准：完整性（10%）、规范性（40%）、创新

性（40%）、工作态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婷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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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设计专业各种文

本的写作规范和写作方法 

目标 2：注重理论归纳、例文分

析、实践写作，使学生能够举

一反三，对设计专业各种文本

的写作有更深刻的认识 

目标 3：注重严谨性、逻辑

性、条理性的培养，形成良

好的写作习惯和思维方式 

1.1设计文本写作的现状 √   

1.2设计文本写作的类型 √   

2.1 设计专业学术论文简

介 
√   

2.2 设计专业学术论文的

种类 
√   

2.3 设计专业学术论文的

格式 
√ √ √ 

3.1 设计作品创作报告的

编写规范 
√ √  

3.2 设计作品创作报告的

典型模式 
√ √  

4.1 设计专业学术论文写

作 
 √ √ 

4.2 设计作品创作报告写

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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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报告制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97A1         英文名称：Test Report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市场调研与分析、人机工程学、用户研究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可用性测试的基本概念与相关基础理论。 

目标 2：初步掌握产品可用性测试及可用性测试报告制作的基本常识与方

法。 

目标 3：初步具备可用性测试的设计、执行及撰写可用性测试报告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基本概念介绍 （2课时） 

1.1可用性测试的定义及目标 （1课时） 

1.2可用性测试的关键词及属性 （1课时） 

（二）可用性测试的方法的学习 （3课时） 

2.1可用性测试方法的解析及测试类型概要。 （0.5课时） 

2.2评估型（或总结型）测试的实例分析。 （0.5课时） 

2.3验证型（或检验型）测试的实例分析。  （0.5课时） 

2.4比较型测试的实例分析。  （0.5课时） 

2.5迭代型测试 的实例分析。  （1课时） 

（三）可用性测试的准备与执行 （8课时） 

3.1可用性测试常见的实验室测试、用户现场测试以及眼动测试方法介绍，

以及每种测试方法在案例测试中的应用。 （1课时） 

3.2制定测试计划，收集和检查测试设施，开展实地测试。 （6课时） 

3.3分析数据和观察 ，汇报研究结果及建议。 （1课时） 

（四）测试报告的撰写 （3课时） 

4.1撰写本次测试的目的，结果的概述、总结、分析，用例的执行结果，

缺陷结果及分析等。 （2课时） 

4.2明确可用性测试如何帮助设计师有效提升产品或服务的可用性和用户

体验品质。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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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可用性测试手册》，鲁宾 （Jeffrey Rubin） （作者）, 切斯尼尔 （Dana 

Chisnell） （作者）, 王超 （译者）, 邹烨 （译者），人民邮电出版社; 第 1

版 （2017 年 3 月 1 日） 

2.《可用性测试》由芳；王建民 （作者），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第

1 版 （2017 年 8 月 31 日）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测试报告撰写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20%）、及考勤（20%）。 

2.期末测试报告撰写考核占比 60%。 

五、附件 

 

制定人：  刘成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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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可用

性测试的基本概

念与相关基础理

论。 

目标 2：初步掌握产

品可用性测试及可

用性测试报告制作

的基本常识与方法。 

目标 3：初步具备可用

性测试的设计、执行及

撰写可用性测试报告

的能力。 

1.1为什么可用性测试？测试的目标是什么。 √   

1.2基本概念的介绍，涉及一些关键词的定义、属性，

并对它们进行了更加细致地解剖。 
√   

2.1可用性测试方法的解析，测试类型概要。  √  

2.2评估型（或总结型）测试的实例分析。  √  

2.3验证型（或检验型）测试的实例分析。  √  

2.4比较型测试的实例分析。  √  

2.5 迭代型测试：贯穿于整个产品周期的测试类型

的实例分析。 
 √  

3.1讲述可用性测试常见的实验室测试、用户现场测

试以及眼动测试进行具体展开分析，在每一种测试

方法下借助案例测试方法的应用。 

 √ √ 

3.2制定测试计划，收集和检查测试设施，开展实地

测试。 
 √ √ 

3.3分析数据和观察 ，汇报研究结果及建议。  √ √ 

4.1撰写本次测试的目的，结果的概述、总结、分析，

用例的执行结果，缺陷结果及分析等。 
  √ 

4.2 明确可用性测试如何帮助设计师设计出兼具更

高可用性和良好用户体验的产品或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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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构成》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86A1            英文名称：Three-dimensional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表现技法、设计素描、设计构成（1）  

后续课程：设计制图、设计测绘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设计构成的基本内涵。 

目标 2：掌握在三维空间中造型的基本法则。 

目标 3：能用点、线、面的几何抽象造型手法重新诠释生活中的具象物体。 

目标 4：在设计实践中，具备将感性的设计因素与理性设计思维相结合的

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立体构成概述  （2学时）  

1.1 立体构成的概念  （1学时）  

1.2学习立体构成的目的  （1学时） 

（二）立体构成的材料及加工工艺  （2学时） 

2.1 纸张 木材 塑料 金属的特点及加工工艺   （1学时） 

2.2玻璃 陶瓷 石膏  纤维的特点及加工工艺  （1学时） 

（三）立体构成的造型要素  （4学时）  

3.1 点 线的分类及构成形式  （1学时） 

3.2 面的分类及构成形式  （1学时） 

3.3 体的分类及构成形式  （1学时） 

3.4 点、线、面、体的关系  （1学时） 

（四）立体构成的表现形式  （20学时）  

4.1点材构成 二点五维构成   （1学时） 

4.2线材构成  （9学时） 

4.3 面材构成  （1学时） 

4.4 综合构成  （9学时） 

（五）设计构成在产品设计中的运用  （4学时）  

5.1产品设计中的点、线、面、体   （1学时） 

5.2构成形式在产品设计中的运用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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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产品形态构思的平面视点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设计构成》 朱彦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艺术•设计的立体构成》朝仓直巳主编，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0.7 

2. 《构成设计基础》朱书华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4 

四、课程考核 

1、课程考核性质：考核。 

2、考核方式：过程考核。 

3、考核要求： 

（A）在“立体构成”专题中科学设置设计实践题目，要求学生根据设计

专题要求完成设计大作业。考核按百分制，依据大作业的平均成绩，计算学生

的设计成绩，评价学生的设计能力。 

（B）立体构成部分设计了 2 个课内实验，考核和评价学生的动手能力。 

4、成绩评定：按百分制记，设计成绩占 60%；考勤与课堂表现占 10%；

实验考核分数占 30%。 

五、附件 

 

制定人： 王诗傲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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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设

计构成的基本

内涵。 

目标 2 掌握

在三维空间

中造型的基

本法则。 

目标 3、能用点、

线、面的几何抽

象造型手法重新

诠释生活中的具

象物体。 

目标 4 在设计实践

中，具备将感性因素

与理性设计思维相

结合的能力。 

1.1 立体构成的概念  √    

1.2学习立体构成的目的  √    

2.1 纸张 木材 塑料 金属的特点及加工工艺   √   

2.2玻璃 陶瓷 石膏  纤维的特点及加工工艺  √   

3.1 点 线的分类及构成形式  √ √  

3.2 面的分类及构成形式  √ √  

3.3 体的分类及构成形式   √ √  

3.4 点、线、面、体的关系  √ √  

4.1点材构成 二点五维构成  √ √ √ 

4.2线材构成   √ √ √ 

4.3 面材构成  √ √ √ 

4.4 综合构成  √ √ √ 

5.1产品设计中的点、线、面、体 √ √ √ √ 

5.2构成形式在产品设计中的运用 √ √ √ √ 

5.3产品形态构思的平面视点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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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赏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85A1          英文名称：Product Design Appreci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明确产品设计发展的基本脉络 

目标 2：了解当代著名设计师、设计案列、设计理念及设计奖项 

目标 3：提高审美意识，培养设计鉴赏能力 

目标 4：明确设计分析的基本目标，初步具备产品设计的分析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产品设计概述 （6学时） 

1.1 产品设计的定义 （1学时） 

1.2产品设计的起源 （1学时） 

1.3产品设计的发展进程 （2学时） 

1.4产品设计的未来展望 （2学时） 

（二）当代知名设计师及其设计理念介绍 （8学时） 

2.1西欧知名设计师设计理念及风格 （2学时） 

2.2北欧知名设计师设计理念及风格 （2学时） 

2.3美国知名设计师设计理念及风格 （2学时） 

2.4日韩知名设计师设计理念及风格 （2学时） 

（三）经典产品设计案例解析 （8学时） 

3.1电子产品及日用品设计案例 （2学时） 

3.2儿童用品设计案例 （2学时） 

3.3 医疗器械设计案列 （2学时） 

3.4公共服务设计案例 （2学时） 

（四）当代知名产品设计奖项介绍 （4学时） 

4.1德国红点奖及德国 if奖 （2学时） 

4.2日本 good design奖及美国 IDEA奖 （2学时） 

（五）产品设计赏析实践 （6学时） 

5.1 产品设计横向比较分析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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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产品设计纵向比较分析 （3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设计中的设计》，（日）原研哉，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9月 

2.《产品设计——国际设计丛书 》，（英）贾斯珀·莫里森等编著，2010

年 10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实践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总分值 100，包括考勤及课堂表现 20%，作业 40%x2。 

期末大作业成绩总分值 100，包括设计分析的正确性及完整性 80%，分析

的表现形式 20%。 

课程考核成绩=平时成绩 70%+期末作业成绩 30% 

五、附件 

 

制定人：  侯佳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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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明确产品设

计发展的基本脉络 

目标 2：了解当代

著名设计师、设计

案列、设计理念及

设计奖项 

目标 3：提高审美

意识，培养设计鉴

赏能力 

目标 4:明确设计

分析的基本目

标，初步具备产

品设计的分析能

力 

1.1产品设计的定义 √    

1.2产品设计的起源 √    

1.3产品设计的发展进程 √    

1.4产品设计的未来展望 √    

2.1西欧知名设计师设计理念及风格  √ √  

2.2北欧知名设计师设计理念及风格    √ √  

2.3美国知名设计师设计理念及风格  √ √  

2.4日韩知名设计师设计理念及风格  √ √  

3.1电子产品及日用品设计案例  √ √  

3.2儿童用品设计案例  √ √  

3.3医疗器械设计案列  √ √  

3.4公共服务设计案例  √ √  

4.1德国红点奖及德国 if奖  √ √  

4.2日本 good design奖及美国 IDEA

奖 
 √ √  

5.1 产品设计横向比较分析    √ 

5.2 产品设计纵向比较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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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88A1           英文名称：Packaging Design 

学分/学时：1.5/48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1）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明确包装设计的基本概念及流程 

目标 2：掌握包装设计的特征、方法及规律 

目标 3：具备熟练运用各种视觉传达设计要素进行包装设计的能力 

目标 4：具备熟练运用软件制作包装设计平面图及展开图的能力 

目标 5：初步具备运用包装设计提升产品文化价值的创新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包装设计概述 （2学时） 

1.1 包装的起源及发展 （1学时） 

1.2 包装的分类及功能 （1学时） 

(二)纸质包装设计软件基础 （14学时） 

2.1 纸质包装刀版图绘制方法 （2学时） 

2.2刀版图绘制实例练习 （2学时） 

2.3 纸质包装平面展开图绘制方法 （2学时） 

2.3平面展开图绘制实例练习 （4学时） 

2.4 纸质包装立体效果图绘制方法 （2学时） 

2.5 立体效果图绘制实例练习 （2学时） 

（三）包装专题设计及解析 （32学时） 

3.1 包装设计调研 （2学时） 

3.2设计风格定义及草图绘制  （2学时） 

3.3刀版图绘制  （2学时） 

3.4包装平面视觉设计  （6学时） 

3.5 包装平面设计方案汇报  （2学时） 

3.6包装平面视觉设计修正  （6学时） 

3.7 包装立体效果图制作  （4学时） 

3.8 包装设计文本制作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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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包装设计成果汇报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包装设计教程》，陈青 编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 1月 

4.《包装设计》，周建国 编著，龙门书局，2014年 5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设计成果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总分 100 分，主要为课堂考勤及学习态度 

2. 设计成果成绩总分 100 分，其中平面及立体设计效果占 40%，实物制作

效果占 30%，设计文本制作效果占 20%，设计发表效果占总比 10%。 

3. 课程考核综合评定：平时成绩 20%+设计成果成绩 80% 

五、附件 

 

制定人：  侯佳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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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明

确包装设

计的基本

概念及流

程 

目标 2：掌握包

装设计的设计

的特征、方法及

规律 

目标 3：具备熟

练运用各种视

觉传达设计要

素进行包装设

计的能力 

目标 4:具备熟

练运用软件制

作包装设计平

面图及展开图

的能力 

目标 5：初步

具备运用包装

设计提升产品

文化价值的创

新能力 

1.1包装的起源及发展 √    √ 

1.2包装的分类及功能 √    √ 

2.1纸质包装刀版图绘制方法    √  

2.2刀版图绘制实例练习    √  

2.3纸质包装平面展开图绘制方法    √  

2.4平面展开图绘制实例练习    √  

2.5纸质包装立体效果图绘制方法    √  

2.6立体效果图绘制实例练习    √  

3.1包装设计调研  √ √ √ √ 

3.2设计风格定义及草图绘制  √ √ √ √ 

3.3刀版图绘制  √ √  √ 

3.4平面视觉设计  √ √ √ √ 

3.5平面设计方案汇报  √ √ √ √ 

3.6平面视觉设计修正  √ √ √ √ 

3.7立体效果图制作  √ √ √ √ 

3.8包装设计文本制作  √ √ √ √ 

3.9包装设计成果汇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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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93089A1         英文名称：Home Design 

学分/学时：1.5/48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产品改良设计 

后续课程：产品创新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家居空间设计的概念和不同时代家居空间设计风格的发展历

程。 

目标 2：掌握色彩在家居设计中的运用方法，室内陈设与家居设计的关系，

人体工程学知识在家居设计中的运用以及家居照明的设计方法。 

目标 3：掌握家居空间设计的基本方法，能够运用 CAD、sketch up等软件

完成家居空间设计的平面图、立面图、透视图、效果图、文字说明等，图文并

茂地展示设计效果，准确表达设计意图与设计构思。 

 

二、课程内容 

（一）家居设计概论 （4课时） 

1.1家居设计的概念 （2课时） 

1.2家居设计的发展与风格 （2课时） 

（二）家居设计与色彩 （6课时） 

2.1 家居色彩基本知识 （1课时） 

2.2 家居色彩与人的生理及心理 （0.5课时） 

2.3家居色彩的对比与调和 （0.5课时） 

2.4家居色彩的基本原则 （2课时） 

2.5家居色彩的设计方法 （2课时） 

（三）家居设计与室内陈设 （6课时） 

3.1家具 （2课时） 

3.2陈设 （2课时） 

3.3绿化 （2课时） 

（四）家居设计与人体工程学 （6课时） 

4.1人体工程学的基础数据与计测手段 （2课时） 

4.2 人体工程学在家居中的运用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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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居设计与照明 （8课时） 

5.1采光照明的基本概念与要求 （2课时） 

5.2家居采光部位与照明方式 （2课时） 

5.3照明作用与艺术效果 （4课时） 

（六）命题设计 （18课时） 

6.1方案设计前期准备 （2课时） 

6.2方案的设计分析与定位 （2课时） 

6.3方案的设计 （4课时） 

6.4方案设计效果的表达 （4课时） 

6.5施工图纸的制作、审查图纸、交付实施 （4课时） 

6.6上机建模排版装帧打印成册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室内设计·思维与方法 （第二版）》，郑曙旸主编，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2014.10（第 2版） 

2. 《室内设计原理》，陈易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11（第 1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10%）、平时作业（5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自定

主题或规定主题家居空间设计创作。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新性（30%）、

表现手法（20%）、艺术效果（30%）、工作态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胡昊琪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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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家居空间设计

的概念和不同时代家居空

间设计风格的发展历程。 

目标 2：掌握色彩在家居

设计中的运用方法，室

内陈设与家居设计的关

系，人体工程学知识在

家居设计中的运用以及

家居照明的设计方法。 

目标 3：掌握家居空间设

计的基本方法，能够运

用 CAD、sketch up等软

件完成家居空间设计的

平面图、立面图、透视

图、效果图、文字说明

等，图文并茂地展示设

计效果，准确表达设计

意图与设计构思。 

1.1家居设计的概念 √   

1.2家居设计的发展与风格 √   

2.1家居色彩基本知识 √   

2.2家居色彩与人的生理及心理 √ √  

2.3家居色彩的对比与调和 √ √  

2.4家居色彩的基本原则 √ √  

2.5家居色彩的设计方法 √ √  

3.1家具  √  

3.2陈设  √  

3.3绿化  √  

4.1人体工程学的基础数据与计测手段  √  

4.2 人体工程学在家居中的运用  √  

5.1采光照明的基本概念与要求  √  

5.2家居采光部位与照明方式  √  

5.3照明作用与艺术效果  √  

6.1方案设计前期准备   √ 

6.2方案的设计分析与定位   √ 

6.3方案的设计   √ 

6.4方案设计效果的表达   √ 

6.5施工图纸的制作、审查图纸、交付实

施 
  √ 

6.6上机建模排版装帧打印成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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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构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93091A1        英文名称：Plane Composi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立体构成、色彩构成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将感性的设计因素与理性的设计思维相结合，揭示平面造型的基

本规律，认识形态的形式特征与形式美法则。 

目标 2：掌握基本构成的设计语言，认识并运用其基本原理。 

目标 3：掌握最基本的构成法则与造型方法，提高形态的塑造能力，并在

设计实践中予以发挥和创造。为后续各类专业课程打下扎实的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 平面构成的概述 （2课时） 

1.1构成课程的基础概述 （1课时） 

1.2平面构成的形象元素 （1课时） 

（二） 工具与工具轨迹 （4课时） 

2.1 肌理及其应用 （2课时） 

2.2 肌理质感的表现方法 （2课时） 

（三） 不可或缺的造型元素 （8课时） 

3.1点的构成 （1课时） 

3.2线的构成 （1课时） 

3.3面的构成 （1课时） 

3.4点、线、面的构成设计 （5课时） 

（四）视觉创造的造型原理 （5课时） 

4.1统一与变化 （1课时） 

4.2对比与调和 （1课时） 

4.3对称与均衡 （1课时） 

4.4节奏与韵律 （1课时） 

4.5比例与分割 （1课时） 

（五）幻像创造的方法 （3课时） 

5.1图底反转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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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错视 （1课时） 

5.3骨骼韵律形式 （1课时） 

（六）平面构成的综合运用与表现 （10课时） 

6.1平面构成的思维与体验 （2课时） 

6.2平面构成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4课时） 

6.3平面构成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设计构成》，朱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年 1月（第 1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基础造型系列教材:艺术·设计的平面构成》，（日）朝仓直巳， 中

国计划出版社，2000.10（第 1版） 

2.《二维设计基础》，王雪青/（韩）郑美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

（第 1版） 

3.《二维设计基础——平面构成》，成朝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第

1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10%）、平时考核（5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自定

主题或规定主题平面构成创作。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新性（30%）、表

现手法（20%）、艺术效果（30%）、工作态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胡昊琪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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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将感性因素与理性

的设计思维相结合，揭示平

面造型的基本规律，认识形

态的形式特征与形式美法

则。 

目标 2：掌握基本构成的

设计语言，认识并运用

其基本原理。 

目标 3：掌握最基本的构

成法则与造型方法，提

高形态的塑造能力，并

在设计实践中予以发挥

和创造。为后续各类专

业课程打下扎实的基

础。 

1.1构成课程的基础概述 √   

1.2平面构成的形象元素 √   

2.1 肌理及其应用 √   

2.2 肌理质感的表现方法 √   

3.1点的构成  √  

3.2线的构成  √  

3.3面的构成  √  

3.4点、线、面的构成设计  √ √ 

4.1统一与变化  √ √ 

4.2对比与调和  √ √ 

4.3对称与均衡  √ √ 

4.4节奏与韵律  √ √ 

4.5比例与分割  √ √ 

5.1图底反转  √ √ 

5.2错视  √ √ 

5.2抽象形态的挖掘  √ √ 

5.3骨骼韵律形式  √ √ 

6.1平面构成的思维与体验   √ 

6.2平面构成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 

6.3平面构成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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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构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92A1         英文名称：Color Composi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平面构成 

后续课程：立体构成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科学的色彩原理、认识色彩体系；通过实际操作，训练构成

的思维方法、配色方法和表现方法。 

目标 2：在熟练掌握色彩基础知识和色彩推移对比方法的基础上，能根据

设定主题完成相关设计实践。 

目标 3：在掌握基本色彩规律的基础上，明确形态和色彩间的关系；体现

色彩与形态的适应性，从而提高形与色综合造型的创新力、表现力和鉴赏力，

为今后的专业设计奠定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色彩构成概述 （2课时） 

1.1 色彩构成的概念 （1课时） 

1.2学习色彩构成的目的 （1课时） 

（二） 色彩基础知识 （2课时） 

2.1色彩构成的材料与工具 （0.5课时） 

2.2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在色彩构成中的应用 （0.5课时） 

2.3色彩的基本属性 （1课时） 

（三） 色彩表现 （10课时） 

3.1色彩的原理 （2课时） 

3.2色彩推移 （4课时） 

3.3色彩推移的构图形式 （4课时） 

（四）色彩意象 （10课时） 

4.1 色相的强弱对比构成 （4课时） 

4.2色彩的冷暖对比构成 （4课时） 

4.3色彩的功能与意境 （2课时） 

（五）配色设计 （8课时） 

5.1音乐与色彩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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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诗歌与色彩表达 （2课时） 

5.3色彩的采集与重构设计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自编讲义 

2、《设计构成》 朱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年 1月（第 1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构成——色彩构成》，张殊琳，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6月（第 1

版） 

参考书：《基础造型系列教材:艺术·设计的色彩构成》、（日）朝仓直巳， 中

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 10月（第 1版） 

2、《基础造型系列教材:艺术·设计的立体构成》，（日）朝仓直巳，中国计

划出版社，2000年 10月（第 1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20%）、课后作业（4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评分标准：完整性（10%）、

创新性（30%）、表现手法（20%）、艺术效果（30%）、工作态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殷瑞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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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科学的色彩

原理、认识色彩体系；并

通过实际操作，训练构成

的思维方法、配色方法和

表现方法。 

目标 2：在熟练掌握色

彩基础知识和色彩推移

对比方法的基础上，能

根据设定主题完成相关

设计实践。 

目标 3：研究形态和色

彩之间的关系；体现形

态、色彩相互的适应性

与共同的表现性，分析

和评价色彩关系。 

1.1 色彩构成的概念 √ √ √ 

1.2学习色彩构成的目的 √ √  

2.1色彩构成的材料与工具 √  √ 

2.2 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在色彩构成中的

应用 
√   

2.3色彩的基本属性 √  √ 

3.1色彩的原理  √  

3.2色彩推移 √ √  

3.3色彩推移的构图形式 √ √  

4.1 色相的强弱对比构成 √  √ 

4.2色彩的冷暖对比构成   √ 

4.3色彩的功能与意境  √ √ 

5.1音乐与色彩  √  

5.2诗歌与色彩表达 √ √  

5.3色彩的采集与重构设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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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设计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04A1        英文名称：Interaction Design Principl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界面设计 

后续课程：交互设计进阶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并掌握交互体验与交互设计的基本原理 

目标 2：掌握交互设计相关的用户研究方法，了解商业分析方法 

目标 3：掌握角色建模及场景建模方法 

目标 4：掌握交互产品的高保真原型设计流程 

目标 5：掌握产品定性及定量的评估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交互设计与用户体验 （4课时） 

1.1 交互设计主要内容、行业发展及相关信息。 （1课时） 

1.2 用户体验要素：用户体验的 5个需求层次及用户体验愉悦性 （1课时） 

1.3 相关学科知识、交互设计要素及不同的交互方式 （1课时） 

1.4 交互设计流程：调研分析，设计建模，交互设计，设计评估 （1课时） 

（二）交互设计调研与分析 （6课时） 

2.1用户研究方法：基于某个产品或软件进行用户研究（访谈、日志、问

卷、焦点小组、卡片、经验评估、观察、可用性测试、眼动实验、网志分析等） 

  （4课时） 

2.2商业分析（swot、波特五力、聚类分析）。 （2课时） 

（三）交互设计分析与建模 （6课时） 

3.1 角色与场景建模方法（persona角色建模、scenario虚拟情景、故事

板、任务分析法、） （4课时） 

3.2信息构架（层级结构、自然结构、线性结构、矩阵结构） （2课时） 

（四）交互设计与设计评估 （16课时） 

4.1 针对某款交互软件,完成原型设计及高保真设计。 （12课时） 

4.2 对完成产品进行定性及定量评估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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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设计原理与方法》，顾振宇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无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程练习完成度（50%）及考勤（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依据最终交互设计案例完成度及后期评估结果合理

性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帅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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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并掌

握交互体验与交

互设计的基本知

识 

目标 2：掌握交

互设计相关的用

户研究方法，了

解商业分析方法 

目标 3：掌握角

色建模及场景建

模方法 

目标 4：掌握

交互产品的高

保真原型设计

流程 

目标 5：掌握

产品定性及定

量的评估方法 

 

1.1 交互设计主要内容、行

业发展及相关信息。 
√     

1.2 用户体验要素：了解掌

握用户体验的 5个需求层次

及用户体验愉悦性 

√     

1.3 了解相关学科知识、掌

握交互设计要素及不同的

交互方式 

√     

1.4 了解交互设计流程：调

研分析，设计建模，交互设

计，设计评估 

√     

2.1 用户研究方法：基于某

个产品或软件进行用户研

究 

 √    

2.2 商业分析（swot、波特

五力、聚类分析）。 
 √    

3.1 掌握角色与场景建模

方法 
  √   

3.2了解并掌握信息构架   √   

4.1 针对某款交互软件,完

成原型设计及高保真设计。 
   √  

4.2 对完成产品进行定性

及定量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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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93A1        英文名称：Interaction Design Based Project 

学分/学时：2/2 周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交互设计原理、交互设计软件基础 

后续课程：交互设计进阶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练掌握运用二维平面软件设计、绘制 UI图标、图形界面的方法。 

目标 2：熟练掌握使用思维导图软件梳理、绘制产品流程图。 

目标 3：熟练使用 Azure完成交互界面的动态演示制作。 

目标 4：能利用相关交互设计软件完成高保真产品制作。 

二、课程内容  

（一）使用 App或网站页面，使用流程梳理 （10课时） 

1.1 通过分析产品，完成流程图梳理（小组讨论、手绘） 

1.2 运用思维导图软件，绘制细致产品流程图 

1.3 通过简单小组内部或班级内部调查访谈，进行简单的用户分析 

（二）App或网站页面的 UI图标及界面绘制 （15课时） 

2.1完成目标软件的 UI图标设计及界面设计（草图） 

2.2完成目标软件的 UI图标设计及界面设计（高保真） 

2.3使用高保真界面设计完成最终产品流程图梳理 

（三）交互界面的动态演示 （15课时） 

3.1利用高保真图标生成元件，完成交互事件 

3.2 运用 Axure制作完成高保真交互界面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无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程练习完成度（50%）及考勤（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最终综合实践案例完成度（图标、界面、交互可用性）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帅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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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练掌握运

用二维平面软件设

计、绘制 UI图标、图

形界面的方法。 

目标 2：熟练掌握使

用思维导图软件梳

理、绘制产品流程

图。 

目标 3：熟练使用

Axure 完成交互界

面的动态演示制

作。 

目标 4：能利用相

关交互设计软件

完成高保真产品

制作。 

1.1 通过分析产品，完成流程图

梳理（小组讨论、手绘） 
 √   

1.2 运用思维导图软件，绘制细

致产品流程图 
 √   

1.3 通过简单小组内部或班级内

部调查访谈，进行简单的用户分

析 

 √   

2.1完成目标软件的 UI图标设计

及界面设计（草图） 
√    

2.2完成目标软件的 UI图标设计

及界面设计（高保真） 
√   √ 

2.3 使用高保真界面设计完成最

终产品流程图梳理 
√  √ √ 

3.1 利用高保真图标生成元件，

完成交互事件 
  √ √ 

3.2 运用 Axure 制作完成高保真

交互界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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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设计进阶》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93A2        英文名称：Advanced Projects of Interaction Design  

学分/学时：5/5 周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交互设计原理、交互设计软件基础、交互设计基础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角色建模及场景建模方法 

目标 2：掌握交互与体验设计用户研究方法。 

目标 3：熟练掌握运用二维平面软件设计、绘制 UI图标、图形界面的方法。 

目标 4：熟练掌握使用思维导图软件梳理、绘制产品流程图。 

目标 5：熟练使用 Axure完成交互界面的动态演示制作。 

目标 6：能利用相关交互设计软件完成高保真产品制作。 

目标 7：掌握产品定性及定量评估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针对某款 App或网站进行设计调研 （16课时） 

1.1 针对某款产品进行用户访谈、问卷、观察、眼动实验  

1.2 针对同款产品进行商业分析 

1.3 提出调查结论 

（二）角色模型建立及情景故事撰写 （16课时） 

2.1分析使用人群，并建立典型的角色模型 

2.2 以虚拟情景为依托完成典型角色的故事看板，并标注产品可能需要的

功能点 

2.3使用思维导图完成新交互产品的流程图梳理 

（三）App或网站页面的 UI图标及界面设计 （32课时） 

3.1完成目标软件的 UI图标设计及界面设计（草图） 

3.2完成目标软件的 UI图标设计及界面设计（高保真） 

3.3使用高保真界面设计完成最终产品流程图梳理 

（四）交互界面的动态演示及评估 （16课时） 

4.1利用高保真图标生成元件，完成交互事件 

4.2 运用 Axure制作完成高保真交互界面。 

4.3 将制作完成的高保真交互界面导入手机，并进行测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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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无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程练习完成度（50%）及考勤（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最终综合实践案例完成度（图标、界面、交互可用

性）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帅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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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角色建

模及场景

建模方法 

目标 2：掌

握交互与

体验设计

用户研究

方法。 

目标 3：熟

练掌握运

用二维平

面软件设

计、绘制

UI 图标、

图形界面

的方法。 

目标 4：熟

练掌握使

用思维导

图软件梳

理、绘制

产品流程

图。 

目标 5：熟

练 使 用

Axure 完

成交互界

面的动态

演 示 制

作。 

目标 6：能

利用相关

交互设计

软件完成

高保真产

品制作。 

目标 7：掌

握产品定

性及定量

评 估 方

法。 

1.1 针对某款产品进行用户

访谈、问卷、观察、眼动实验  
 √      

1.2 针对同款产品进行商业

分析 
 √      

1.3 提出调查结论  √      

2.1分析使用人群，并建立典

型的角色模型 
√       

2.2 以虚拟情景为依托完成

典型角色的故事看板，并标注

产品可能需要的功能点 

√       

2.3 使用思维导图完成新交

互产品的流程图梳理 
   √    

3.1 完成目标软件的 UI 图标

设计及界面设计（草图） 
  √  √   

3.2 完成目标软件的 UI 图标

设计及界面设计（高保真） 
  √  √   

3.3 使用高保真界面设计完

成最终产品流程图梳理 
  √  √   

4.1 利用高保真图标生成元

件，完成交互事件 
  √  √ √  

4.2 运用 Axure 制作完成高

保真交互界面。 
  √  √ √  

4.3 将制作完成的高保真交

互界面导入手机，并进行测

试、评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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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73P1         英文名称：Interface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平面构成、色彩构成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产品界面交互设计相关理论与基本原则，掌握产品交互界面

的类型及其设计方法。 

目标 2：掌握产品界面交互设计、用户体验与竞品分析等相关知识，并运

用于产品界面设计中。 

目标 3：掌握用户研究的相关方法，通过调研明确设计问题，抓住用户“痛

点”。 

目标 4：掌握信息架构和人机交互功能实现的能力。通过实践练习，从理

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加深对界面设计本质的理解。 

目标 5：通过对界面设计案例的分析，提高学生对界面设计可用性、合理

性和艺术性的认识，树立全球视野，了解设计发展趋势和当今世界跨文化的相

关实践。 

二、课程内容 

（一）界面设计概述 （4课时） 

1.1学习界面设计的意义。 （0.5课时） 

1.2界面设计的定义。 （0.5课时） 

1.3界面设计的发展历史。 （1课时） 

1.4界面设计的分类。 （0.5课时） 

1.5界面设计的基本原则。 （1课时） 

1.6界面设计的常用软件。 （0.5课时） 

（二）用户体验的理论架构和价值 （2课时） 

2.1用户体验的发展、构成和价值。 （1课时） 

2.2互联网时代的用户体验。 （0.5课时） 

2.3用户体验的价值和职业前景。 （0.5课时） 

（三）用户研究和界面设计 （2课时） 

3.1用户研究。 （1课时） 

3.2用户界面设计。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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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品分析 （4课时） 

4.1竞品分析的概念。 （0.5课时） 

4.2竞品分析的意义。 （0.5课时） 

4.3竞品分析的分类。 （0.5课时） 

4.4竞品分析的流程。 （0.5课时） 

4.5竞品分析的实践。 （2课时） 

（五）从信息架构到原型设计 （2课时） 

5.1交互设计步骤。 （0.5课时） 

5.2信息架构。 （1课时） 

5.3原型设计。 （0.5课时） 

（六）视觉界面设计 （2课时） 

6.1色彩与心理。 （0.5课时） 

6.2格式塔原理。 （0.5课时） 

6.3界面图形元素。 （1课时） 

（七）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及 APP原型制作 （16课时） 

7.1 Azure、Dreamweaver等软件的使用。 （8课时） 

7.2 APP原型制作。 （8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国际经典交互设计教程·界面设计》，（英）大卫·伍德，电子工业出

版社，2015 

2. 《数字媒体：UI 设计》，孟庆林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3. 《界面设计》，贾京鹏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4. 《网页界面设计》，罗军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考勤（10%）、产品界面改良设计（20%）、

竞品分析（2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设计

一款 APP 软件的界面，包括信息架构图、界面线框图、高保真页面、界面原型。

评分标准：完整性（20%）、创新性（30%）、表现效果（30%）、工作态度（20%）。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婷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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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产品

界面交互设计相

关理论与基本原

则，掌握产品交

互界面的类型及

其设计方法 

目标 2：掌握产

品界面交互设

计、用户体验与

竞品分析等相

关知识，并运用

于产品界面设

计中 

目标 3：掌握用

户研究的相关

方法，通过调研

明确设计问题，

抓住用户“痛

点” 

目标 4:掌握信

息架构和人机

交互功能实现

的能力 

目标 5:通过对

界面设计案例

的分析，提高

对界面设计可

用性、合理性

和艺术性的认

识 

1.1学习界面设计的意义 √     

1.2界面设计的定义 √     

1.3界面设计的发展历史 √     

1.4界面设计的分类 √     

1.5界面设计的基本原则 √     

1.6界面设计的常用软件 √   √  

2.1 用户体验的发展、构成

和价值 
 √    

2.2互联网时代的用户体验  √   √ 

2.3 用户体验的价值和职业

前景 
 √    

3.1用户研究   √   

3.2用户界面设计   √  √ 

4.1竞品分析的概念  √    

4.2竞品分析的意义  √    

4.3 竞品分析的分类  √    

4.4竞品分析的流程  √    

4.5竞品分析的实践  √  √ √ 

5.1交互设计步骤    √  

5.2信息架构    √ √ 

5.3原型设计    √ √ 

6.1色彩与心理  √    

6.2格式塔原理  √    

6.3界面图形元素  √    

7.1 Azure、Dreamweaver等

软件的使用 
   √  

7.2 APP原型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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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素描》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09A1                英文名称：Design Sketch 

学分/学时：2/64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设计构成 1、设计表现技法、设计制图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客观形体的整体观察模式，把握客观形态构造、空间构造的

透视分析。 

目标 2：熟悉设计素描的光影效果，掌握光影与色调、光影与空间表现、

光影与质感等的基本应用，并在画面构造中把握构图原则。 

目标 3：具备造型与材料的关联意识。明确设计素描深度写实的表现效果，

掌握人造物体与自然物体的质感、肌理、材料等的写实表现方法。 

目标 4：通过纪实绘画与想象绘画的训练，掌握创意素描、装饰素描的基

本形式法则和表现手段。 

二、课程内容 

（一）结构素描训练 （20学时） 

1.1 结构素描的观察方法与比例关系 （4学时） 

1.2 结构素描的结构与透视 （8学时） 

1.3 结构素描的分析与表现 （4学时） 

1.4 结构素描的课题设置 （4学时） 

（二）光影素描训练 （18学时） 

2.1 光的逻辑与光的造型 （2学时） 

2.2 光影与色调 （4学时） 

2.3 光影与空间表现 （4学时） 

2.4 光影与质感表现 （4学时） 

2.5 光影与图案 （4学时） 

（三）写实素描的深度训练 （16学时） 

3.1 精细与特写，以自然物和人工物为表现对象 （4学时） 

3.2 质感与肌理  （4学时） 

3.3 超级写实素描质感和肌理表现 （4学时） 

3.4 工具、材料的运用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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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超级写实素描表现方法和步骤。 （2学时） 

（四）绘画与想象训练 （10学时） 

4.1 绘画与想象的设计形式 （1学时） 

4.2 创造性作画的训练方法 （2学时）  

4.3 创造性作画的特点与形式美法则法 （2学时） 

4.4创造性作画的主体性探索 （5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设计素描》（第 1版）马蜻，周启凤，巫大军，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造型基础—形态结构分析》，周至，禹编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9

年 

2. 《设计素描系统教程》王海强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 2月 

3. 《现代设计素描》赵君超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4年 5 月 1日； 

4. 《素描的诀窍》伯特·多德森著，蔡强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10 

四、课程考核 

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70%，主要包括：专题训练（40%）及考勤作业等（30%）。 

2.期末考核占比 3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机械产品写生，

快速造型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郑家义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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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客观形

体的整体观察模

式，把握对客观形

态构造、空间构造

的透视分析，并能

够在绘画过程中学

会观察、思考，发

挥分析与归纳及创

造的主观能动能

力。 

目标 2：熟悉设

计素描的光影

效果，掌握光影

与色调、光影与

空间表现、光影

与质感等的基

本应用，并在画

面构造中把握

构图原则。 

目标 3：具备造型与

材料的关联意识。

明确设计素描深度

写实的表现效果，

掌握人造物体与自

然物体的质感、肌

理、材料等的写实

表现方法。 

目标 4：通过纪实

绘画与想象绘画

的训练，掌握创

意素描、装饰素

描的基本形式法

则和表现手段。 

1.1 结构素描的观察方法与比例关系 √    

1.2 结构素描的结构与透视 √    

1.3 结构素描的分析与表现 √    

1.4 结构素描的课题设置 √    

2.1 光的逻辑与光的造型 √ √   

2.2 光影与色调 √ √   

2.3 光影与空间表现 √ √   

2.4 光影与质感表现 √ √   

2.5 光影与图案 √ √   

3.1 精细与特写，以自然物和人工物为

表现对象 
√  √  

3.2 质感与肌理 √  √  

3.3 超级写实素描质感和肌理表现 √  √  

3.4 工具、材料的运用 √  √  

3.5 超级写实素描表现方法和步骤。 √  √  

4.1 绘画与想象的设计形式 √   √ 

4.2 创造性作画的训练方法 √   √ 

4.3 创造性作画的特点与形式美法则 √   √ 

4.4创造性作画的主体性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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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设计表现综合实践》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95A1 英文名称：2d Design Performance Comprehensive Practice 

学分/学时：2/2 周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表现技法、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1） 

后续课程：三维设计表现综合实践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能根据指定主题绘制产品草图，掌握计算机辅助草图表现的基本

方法。 

目标 2:掌握二维表现软件工具的基本操作，能运用软件制作效果图、海报

等。 

目标 3:掌握产品表面材质与光影的设计表现，了解产品的设计理念与结构。 

二、课程内容 

（一）产品草图绘制与计算机辅助草图表现 （10 课时） 

1.1 产品草图绘制。 （4 课时） 

1.2 计算机辅助草图表现。 （6 课时） 

（二）产品效果图表现 （20 课时） 

2.1 产品表面材质分析与光影表达。 （10 课时） 

2.2 结构强化与细节调整。 （10 课时） 

（三）产品海报设计表现 （10 课时） 

3.1 产品海报设计思维。 （4 课时） 

3.2 创意与表达。 （6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Idea！Photoshop CS6 产品设计创作实录》于学斌，张剑编著，清华大

学出版社 

2.《ILLUSTRATOR 完全自学手册》李金明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以过程考核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1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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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末考核占比 9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产品草图绘制、计算机辅助草

图表现、产品海报最终呈现效果。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新月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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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能根据指定主题

绘制产品草图，掌握计算

机辅助草图表现的基本方

法。 

目标 2：掌握二维表现

软件工具的基本操作，

能运用软件制作效果

图、海报等。 

目标 3：掌握产品表面

材质与光影的设计表

现，了解产品的设计理

念与结构。 

1.1产品草图绘制。 √   

1.2计算机辅助草图表现。 √   

2.1产品表面材质分析与光影表达。  √ √ 

2.2结构强化与细节调整。  √ √ 

3.1产品海报设计思维  √  

3.2创意与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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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设计表现综合实践》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95A2 

英文名称：3D Design Performance Comprehensive Practice 

学分/学时：2/2 周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表现技法、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1）、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2） 

后续课程：产品造型设计、产品改良设计、产品创新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练掌握平面设计软件，能独立完成产品效果图绘制。 

目标 2：熟练应用三维建模软件。 

目标 3：掌握正确的产品分件方法，具有较强的产品外形分析能力。 

目标 4：熟练完成复杂产品外形建模。 

目标 5：熟练应用渲染软件，并结合平面设计软件完成产品最终呈现。 

二、课程内容 

（一）二维平面软件操作回顾 （8课时） 

1.1平面设计软件基本命令回顾，重点讲解产品效果图相关命令 

1.2 绘制产品平面效果图步骤及注意事项 

（二）三维软件操作回顾（ 8课时） 

2.1三维软件基本界面回顾 

2.2 草图、实体、曲面建模命令 

2.3 产品分件、装配、工程图 

（三）实际产品分析、拆解、建模 （16课时） 

3.1从形体构成角度对所选产品进行外形分析 

3.2 对产品进行拆解，了解内部构造与外观形体的关系 

3.3 分析产品的外观部件，深化产品生产知识 

3.4 利用三维软件对产品进行还原建模 

（四）产品最终呈现 （8课时） 

4.1 利用渲染软件完成最终模型渲染，掌握材质、灯光的调整 

4.2 运用二维平面软件完成产品最终展示版面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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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无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教学案例完成度（50%）及考勤（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产品建模完整度、渲染效果、

最终版面呈现效果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帅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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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练掌握

平面设计软件，能

独立完成产品效

果图绘制。 

目标 2：熟练应

用三维建模软

件。 

目标 3：掌握正

确的产品分件方

法，具有较强的

产品外形分析能

力。 

目标 4：熟练完

成复杂产品外

形建模。 

目标 5：熟练应

用渲染软件，

并结合平面设

计软件完成产

品最终呈现 

1.1 平面设计软件基本命令

回顾，重点讲解产品效果图

相关命令 

√     

1.2 绘制产品平面效果图

步骤及注意事项 
√     

2.1三维软件基本界面回顾  √    

2.2 草图、实体、曲面建模

命令 
 √    

2.3 产品分件、装配、工程

图 
 √ √   

3.1 从形体构成角度对所选

产品进行外形分析 
  √   

3.2 对产品进行拆解，了解

内部构造与外观形体的关

系 

  √ √  

3.3 分析产品的外观部件，

深化产品生产知识 
  √ √  

3.4 利用三维软件对产品

进行还原建模 
  √ √  

4.1 利用渲染软件完成最

终模型渲染，掌握材质、灯

光的调整 

    √ 

4.2 运用二维平面软件完

成产品最终展示版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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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设计表现综合实践》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06A1         英文名称：Electronic Technique 

学分/学时：1/1 周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表现技法 

后续课程：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通过综合设计表现训练，给予学生充足的想象空间，启发创造性

设计思维。 

目标 2：掌握运用手绘设计表现技法与材料，综合表现产品效果图的能力。 

目标 3：通过完整深入的设计表现应用实践，提高学生完成主题明确、结

构复杂、精细化程度较高的任务的能力。 

目标 4：具有表现多元化设计风格的能力，提高学生硬笔、彩铅、马克笔

的综合运用能力。 

目标 5：培养设计美感，理解设计的视觉特点：视觉效果突出，色彩明快、

造型简洁、富有质感。 

二、课程内容 

（一）有主题手绘设计表现实践 （8课时） 

1.1使用规定工具（彩铅、硬笔、马克笔）绘制一幅产品效果图。 （4课时） 

1.2选取总体图与局部细节图，表现产品各个角度。 （2课时） 

1.3练习表现产品的基本特点（比例透视准确）立体感。 （1课时） 

1.4练习表现产品的质感。 （1课时） 

（二）无主题与表现手段限制的手绘设计表现实践 （8课时） 

2.1运用手绘技法对自己的设计概念进行表现。 （4课时） 

2.2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种工具材料及手段。 （2课时） 

2.3分析设计与时代审美的关系，研究符合当下审美趋势的手绘设计。 

  （2课时） 

（三）提交材料及要求 （4课时） 

3.1 设计说明书，应纲目清楚、文字简练、表意准确、注意版式。 （4课时） 

三、课程进度 

1. 教师布置设计作业题。 

2. 学生针对作业题要求进行分析构思，形成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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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方案进行完整设计表现，在 7天内完成相关设计、绘制方案草图和

最终效果图。 

4. 最后 1天整理，完成全部文件（方案草图、最终效果图和设计说明书）

并上交。 

四、课程考核 

1. 考核方式：考查。设计完成后进行答辩。 

2. 成绩评定：设计完成后，必须提交设计图样与设计说明书，并进行答辩。

课程总成绩＝提交材料成绩×90％+考勤+课堂表现 10％。成绩不及格者不能获

得学分，其余可获得 1学分。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洪雷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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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通过综合

设计表现训练，给

予学生充足的想

象空间，启发创造

性设计思维。 

 

目标 2：掌握运

用手绘设计表现

技法与材料，综

合表现产品效果

图的能力。 

目标 3：通过完

整深入的设计表

现应用实践，提

高学生完成主题

明确、结构复杂、

精细化程度较高

的任务的能力。 

目标 4：具有表

现多元化设计

风格的能力，

提 高 学 生 硬

笔、彩铅、马

克笔的综合运

用能力。 

目标 5：培养设

计美感，理解

设计的视觉特

点：视觉效果

突出，色彩明

快、造型简洁、

富有质感。 

1.1 使用规定工具（彩铅、

硬笔、马克笔）绘制一幅产

品效果图。 

√     

1.2 选取总体图与局部细节

图，表现产品各个角度。 
 √    

1.3 能够表现产品的基本特

点（比例透视准确）与立体

感。 

  √ √  

1.4练习表现产品的质感。 √    √ 

2.1 运用手绘技法对自己的

设计概念进行表现。 
 √    

2.2 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种

工具材料及手段。 
   √  

2.3 分析设计与时代审美的

关系，研究符合当下审美趋

势的手绘设计。 

√ √   √ 

3.1 设计说明书，应纲目清

楚、文字简练、表意准确、

注意版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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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90A1           英文名称：Brand Design  

学分/学时：1.5/48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平面构成、色彩构成、设计表现技法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品牌设计的基本概念与理论体系，明确品牌探索与品牌定位

的目标与过程。 

目标 2：掌握品牌设计的基本流程与方法，并能在品牌设计实践中具体应

用基本设计要素的相关知识。 

二、课程内容 

（一）概论 （2课时） 

1.1品牌设计的概念、品牌设计的构成要素、品牌设计的领域 （2课时） 

（二）品牌探索 （8课时） 

2.1 数据调研与信息整理 （2课时） 

2.2设计实践：品牌的市场及背景调研 （6课时） 

（三） 品牌战略 （8课时） 

3.1 信息分析与定位 （2课时） 

3.2设计实践：在 2.2的基础上进行信息分析及品牌定位 （6课时） 

（四）品牌命名 （8课时） 

4.1品牌命名与语义表达、检索 （2课时） 

4.2设计实践：在 3.2的基础上进行 Logo设计 （6课时） 

（五）品牌设计  （14课时） 

5.1品牌视觉呈现及技法 （2课时） 

5.2设计实践：在 4.2的基础上进行 VI设计 （12课时） 

（六）品牌推广及管理 （8课时） 

6.1品牌沟通、品牌推广、品牌管理、品牌反馈与校正 （2课时） 

6.2设计实践：在 5.2的基础上整合品牌设计 （6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CI品牌设计》，胡越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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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3. 《现代 CI 策划与设计》，庄春青，王淑慧编著，东华大学出版社，2013.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采用过程考核进行。按各章知识点要求，突出重点，布置设计大

作业成绩。按百分制记，课程总成绩=平时成绩（课堂表现、考勤）20%+作业

成绩 80%。 

五、附件 

 

制定人： 杨晓扬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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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品牌设计的基本概念与理论

体系，明确品牌探索与品牌定位的目标与

过程。 

目标 2：掌握品牌设计的基本流程与方法，

并能在品牌设计实践中具体应用基本设计

要素（文字、符号、色彩、编排等）的相关

知识。 

1.1 品牌设计的概念、品牌设计

的构成要素、品牌设计的领域 
 √  

2.1数据调研与信息整理 √  

2.2 设计实践：品牌的市场及背

景调研 
 √ 

3.1信息分析与定位 √  

3.2 设计实践：在 2.2的基础上

进行信息分析及品牌定位 
 √ 

4.1品牌命名与语义表达、检索  √ 

4.2 设计实践：在 3.2的基础上

进行 Logo设计 
 √ 

5.1品牌视觉呈现及技法  √ 

5.2 设计实践：在 4.2的基础上

进行 VI设计 
 √ 

6.1 品牌沟通、品牌推广、品牌

管理、品牌反馈与校正 
√  

6.2 设计实践：在 5.2的基础上

整合品牌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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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096A1        英文名称：Book Binding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构成（1）、设计构成（2）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装帧设计的基本概念、设计元素与表现形式的基本理论。 

目标 2：明确装帧设计的设计内容，认识装帧设计的构思与表现特点和规

律。学习装帧制作的实际技能技巧，掌握书籍装帧的主要装订方法和材料。 

目标 3：认识书籍装帧设计的设计原则与创意目标，能依据书籍内容与风

格，拓宽思路，灵活采用多种表现手法，完成装帧设计作品。 

二、课程内容 

（一）书籍设计的概述、起源与发展 （2课时） 

1.1 书籍设计概述；国内外最早的书籍形式；印刷术发明后对书籍设计的

影响  （1课时） 

1.2近百年书籍艺术革新活动和我国近代的书籍艺术 （1课时）  

（二）第二章 书籍设计的元素 （4课时） 

2.1书籍中文字、 图、色彩的设计原则和案例欣赏 （2课时） 

3.2书籍设计中的三大要素，点、线、面的构成 （2课时） 

（三）书籍装帧的设计内容 （4课时） 

3.1书籍的封面设计、护封设计、扉页设计 （2课时） 

3.2 内页版面设计的形式与设计，插插图的从属性、独立性和插图艺术风

格，插图设计的表现手法 （2课时） 

（四）书籍的设计原则 （6课时） 

4.1 书籍内容传达和对读者群的适用性，艺术表现与内容的统一、科学技

术与艺术的统一 （1课时） 

4.2书籍设计中的节奏、韵律与秩序，形象与空间，黑、白、灰的处理 

  （5课时） 

（五）书籍的印刷 制作技术 （4课时）  

5.1制版与印刷工艺，装订工艺 （2课时） 

5.2纸张与其他材料的运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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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书籍的电脑设计 （6课时） 

6.1Indesign软件的介绍和使用 （2课时） 

6.2 Indesign软件在书籍设计中的应用 （4课时） 

（七 ）课题练习 （6课时） 

7.1 单本书籍设计 （2课时） 

7.2套书书籍设计 （2课时） 

7.3精装书籍设计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新世纪全国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十二五重点规划教材:书籍设计》，孙

彤辉, 何洁，叶苹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1（第 1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书籍装帧设计完全手册》， 作者：善本，李萍译，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

社，2015  

2. 《书籍设计》，（波）别内尔特，关木子编，贺丽译，辽宁科学技术出版

社 2012 

3. 《书籍设计》，中国出版协会装帧艺术工作委员会编，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10%）、平时作业（5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以命

题的形式进行书籍整体设计。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新性（30%）、表

现手法（20%）、艺术效果（30%）、工作态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梁云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AD%99%E5%BD%A4%E8%BE%89&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AD%99%E5%BD%A4%E8%BE%89&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4%BD%95%E6%B4%81&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3?ie=UTF8&field-author=%E5%8F%B6%E8%8B%B9&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96%84%E6%9C%AC&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6%9D%8E%E8%90%8D&search-alias=books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й?????Э????????????????&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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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装帧设计的

基本概念、设计元素与表

现形式的基本理论。 

 

目标 2：明确装帧设计

的设计内容，认识装帧

设计的构思与表现特点

和规律。学习装帧制作

的实际技能技巧，掌握

书籍装帧的主要装订方

法和材料。 

目标 3：引导学生对于

装帧的认识和市场的调

查研究，启发学生创作

有一定文化品位、能够

引导市场设计的创新设

计，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和实践动手能力。 

1.1 国内外最早的书籍形式和印刷术发

明后对书籍设计的影响 
√   

1.2 近百年书籍艺术革新活动和我国近

代的书籍艺术 
√   

2.1书籍中文字、 图、色彩的设计原则

和案例欣赏 
√   

2.2 书籍设计中的三大要素，点、线、

面的构成 
√   

3.1 书籍的封面设计、护封设计、扉页

设计 
 √  

3.2 内页版面设计的形式与设计，插图

的形式与插图的从属性、独立性和插图

艺术风格，插图设计的表现手法 

 
√ 

 

4.1书籍内容传达和对读者群的适用性，

艺术表现与内容的统一、科学技术与艺

术的统一 

 
√ 

 

4.2 书籍设计中的节奏、韵律与秩序，

形象与空间，黑、白、灰的处理 
 √  

5.1制版与印刷工艺，装订工艺  √  

5.2纸张与其他材料的运用  √  

6.1Indesign软件的介绍和使用  √ √ 

6.2 Indesign软件在书籍设计中的应用  √ √ 

7.1 单本书籍设计  √ √ 

7.2套书书籍设计  √ √ 

7.3精装书籍设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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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艺术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17A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Digital Media Desig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现代艺术史、设计表现技法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数字媒体艺术的概念、分类、发展现状，以及数字媒体艺术

的理论、范畴、实践方法和应用领域，能够融会贯通运用到数字媒体设计过程

中。 

目标 2：厘清数字媒体艺术与其它相关领域的联系和区别，对设计与艺术、

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有一定的认识，能够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加强对数

字艺术、数字媒体和信息设计本质的了解。 

目标 3：通过实践练习，使学生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加深对数字媒

体艺术本质的理解，为进一步的专业学习打好基础。 

目标 4：掌握对数字媒体艺术的认识及鉴赏能力，培养对数字媒体艺术的

兴趣，树立全球视野，了解设计发展趋势和当今世界跨文化的相关实践。 

二、课程内容 

（一）数字媒体艺术概述 （6课时） 

1.1数字媒体艺术与教育。 （1课时） 

1.2数字媒体的概念与特征。 （2课时） 

1.3麦克卢汉理论及其意义。 （1课时） 

1.4媒体与艺术的演变。 （2课时） 

（二）数字媒体艺术美学溯源 （6课时） 

2.1毕加索与现代艺术的诞生。 （1课时） 

2.2摄影与图像重构。 （1课时） 

2.3拼贴与电影蒙太奇。 （1课时） 

2.4当代数字拼贴摄影。 （1课时） 

2.5超现实主义与数字艺术。 （1课时） 

2.6解构、拼贴与后现代。 （1课时） 

（三）科技与艺术的融合 （6课时） 

3.1科学与艺术的同源性。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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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西方古典艺术中的科学观。 （2课时） 

3.3 20世纪科学与现代艺术。 （2课时） 

3.4几何学与视觉幻想：埃舍尔的艺术。 （1课时） 

（四）计算机与软件艺术 （6课时） 

4.1 早期的计算机与软件艺术。 （1.5课时） 

4.2 计算机图形学的发展。 （1.5课时） 

4.3计算机辅助二维动画和电脑拼贴艺术。 （1.5课时） 

4.4 当代的数字艺术。 （1.5课时） 

（五）数字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 （6课时） 

5.1数字媒体与文化产业。 （2课时） 

5.2数字媒体与数字出版产业。 （2课时） 

5.3新媒体-动漫-游戏产业。 （2课时） 

（六）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及视频剪辑 （18课时） 

6.1 Photoshop、Illustrator等图形软件的使用，图形图像的编辑。 

6.2 After Effects等视频软件的使用，视频的编辑。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数字媒体艺术导论》（第 3 版），李四达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08 

2. 《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谢晓昱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08 

3. 《数字媒体艺术导论》，吕欣、廖祥忠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04 

4.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概论》，谢成开编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考勤（10%）、图像拼贴艺术创作（20%）、

文化创意产业调研报告（10%）、名师讲座观后感（1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自定

主题，拍摄影像素材，剪辑成 3-5 分钟短片，短片需要加匹配相关的声音文件。

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新性（30%）、表现手法（20%）、艺术效果（30%）、

工作态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婷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280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数字媒

体艺术的概念、分类、

发展现状，以及数字

媒体艺术的理论、范

畴、实践方法和应用

领域 

目标 2：厘清数字

媒体艺术与其它相

关领域的联系和区

别，对设计与艺术、

社会、经济和文化

的关系有一定的认

识 

目标 3：通过实践

练习，使学生能够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

层次加深对数字媒

体艺术本质的理解 

目标 4:掌握对数字

媒体艺术的认识及

鉴赏能力，培养对

数字媒体艺术的兴

趣 

1.1数字媒体艺术与教育 √ √   

1.2数字媒体的概念与特征 √ √   

1.3麦克卢汉理论及其意义 √    

1.4媒体与艺术的演变 √    

2.1毕加索与现代艺术的诞生 √   √ 

2.2摄影与图像重构 √   √ 

2.3拼贴与电影蒙太奇 √   √ 

2.4当代数字拼贴摄影 √   √ 

2.5超现实主义与数字艺术 √   √ 

2.6解构、拼贴与后现代 √   √ 

3.1科学与艺术的同源性 √ √   

3.2西方古典艺术中的科学观 √ √   

3.3 20世纪科学与现代艺术 √ √  √ 

3.4 几何学与视幻：埃舍尔的艺

术 
√   √ 

4.1早期的计算机与软件艺术 √   √ 

4.2计算机图形学的发展 √   √ 

4.3 计算机辅助二维动画和电脑

拼贴艺术 
√   √ 

4.4 当代的数字艺术 √   √ 

5.1数字媒体与文化产业   √  

5.2数字媒体与数字出版产业   √  

5.3新媒体-动漫-游戏产业   √  

6.1 Photoshop、Illustrator等

图形软件的使用，图形图像的编

辑 

  √  

6.2 After Effects 等视频软件

的使用，视频的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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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艺术史》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21A1        英文名称：History of Modern Ar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绘画基础、数字媒体艺术导论 

后续课程：视觉传达、设计文化考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艺术设计史发展脉络和每一阶段的重要内容，理解风格样式

及其形成、发展的理论依据。 

目标 2：以现代艺术设计史为中心，了解近现代艺术各转折阶段的承接关

系，重点理解现代艺术的形成、发展的原因及未来发展方向。 

目标 3：理解美、日、德、意等国的现代设计特征、风格及其形成原因，

从中感受民族文化与设计的内在关联性。 

目标 4：熟知世界艺术设计史中重要的作品，理解其中表达的含义与历史

意义，帮助学生形成具有独特的审美视角和研究分析能力，扩大自己对该课程

更深层次的探索。 

二、课程内容 

（一）现代艺术设计和现代艺术设计教育 （2课时） 

1.1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 （1课时） 

1.2现代艺术设计教育 （1课时） 

（二）现代设计的萌芽与“工艺美术”运动  （4课时）  

2.1工业革命初期的设计发展状况 （2课时） 

2.2英国“工艺美术”运动 （2课时） 

（三）“新艺术”运动  （4课时） 

3.1“新艺术”运动的背景 （1课时） 

3.2各国“新艺术运动”的发展呈现 （2课时） 

3.3“新艺术”运动的平面设计发展重点: 苏格兰的“新艺术”运动和察

尔斯·马金托什以及格拉斯四人设计集团 （1课时） 

（四）“装饰艺术”运动  （4课时）  

4.1“装饰艺术”运动概况和特点 （1课时） 

4.2法国、美国、英国“装饰艺术”运动的发展 （3课时） 

（五）现代主义设计的萌起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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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现代主义设计产生的背景 （1课时） 

5.2现代主义设计的思想基础 （1课时） 

5.3欧洲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 （2课时） 

（六）包豪斯  （4课时） 

6.1包豪斯成立的宗旨、包豪斯的奠基人与早期的包豪斯一魏玛时期 

  （1课时） 

6.2包豪斯的色彩与形式、荷兰“风格派”的影响 （1课时） 

6.3“包豪斯”的中期发展时期 （1课时） 

6.4“包豪斯”的晚期发展时期 （1课时） 

（七）工业设计的兴起  （2课时） 

7.1美国的工业设计 （1课时） 

7.2设计上“有计划的废止制度”的建立和流线型运动、消费主义与流行

式样  （1课时） 

（八）现代设计的职业化和制度化  （2课时） 

8.1工业设计的职业化和设计理论在战后的发展 （1课时） 

8.2工业技术的发展对工业设计的影响 （1课时） 

（九）丰裕社会与国际主义风格  （2课时） 

9.1丰裕社会与国际主义风格、“波普”设计运动 （1课时） 

9.2国际主义风格的发展人体工程学的发展与西方当代设计的发展趋势 

  （1课时） 

（十）现代主义之后的设计 （4课时） 

10.1国际主义设计运动的衰退 （1课时） 

10.2后现代时期的设计和后现代主义设计 （1课时） 

10.3现代主义以后的其它主要新设计风格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世界现代设计史》，王受之，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现代艺术 150 年：一个未完成的故事》，威尔•贡培兹著，王烁译，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03 

2.《设计学概论》，尹定邦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3.《设计概论》，荆雷编著，河北美术出版社，199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10%）、平时作业（50%）。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A8%81%E5%B0%94%E2%80%A2%E8%B4%A1%E5%9F%B9%E5%85%B9&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7%8E%8B%E7%83%81&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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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论文考核形式。评分标准：论点突出、论据充

分、层次分明（30%），结构合理、格式规范、要有参考文献（20%），保持原

创性、不得抄袭（30%），结论正确、有自己的观点（20%）。 

五、附件 

 

制定人：  梁云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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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艺术设计史

发展脉络和

每一阶段的

重要内容，理

解风格样式

及其形成、发

展的理论依

据 

目标 2：以现代艺术

设计史为中心，了解

近现代艺术各转折

阶段的承接关系，重

点理解现代艺术的

形成、发展的原因及

未来发展方向 

目标 3：理解美、

日、德、意等国的

现代设计特征、风

格及其形成原因，

从中感受民族文化

与设计的内在关联

性 

目标 4：熟知世界艺

术设计史中重要的

作品，理解其中表达

的含义与历史意义，

帮助学生形成具有

独特的审美视角和

研究分析能力，扩大

自己对该课程更深

层次的探索 

1.1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 √    

1.2现代艺术设计教育 √    

2.1工业革命初期的设计发展状况 √    

2.2英国“工艺美术”运动 √    

3.1“新艺术”运动的背景 √    

3.2各国“新艺术运动”的发展呈现 √    

3.3“新艺术”运动的平面设计发展

重点: 苏格兰的“新艺术”运动和察

尔斯·马金托什以及格拉斯四人设计

集团 

√    

4.1“装饰艺术”运动概况和特点 √    

4.2 法国、美国、英国“装饰艺术”

运动的发展 
√    

5.1现代主义设计产生的背景 √ √ √  

5.2现代主义设计的思想基础 √ √ √  

5.3欧洲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 √ √   

6.1 包豪斯成立的宗旨、包豪斯的奠

基人与早期的包豪斯一魏玛时期 
√ √ √  

6.2 包豪斯的色彩与形式、荷兰“风

格派”的影响 
√ √   

6.3“包豪斯”的中期发展时期 √ √ √  

6.4 “包豪斯”的晚期发展时期 √  √  

7.1美国的工业设计     

7.2 设计上“有计划的废止制度”的

建立和流线型运动、消费主义与流行

式样 

√ √ √ √ 

8.1 工业设计的职业化和设计理论在

战后的发展 
    

8.2 工业技术的发展对工业设计的影

响                                 
√ √ √ √ 

9.1 丰裕社会与国际主义风格、“波

普”设计运动 
√    

9.2 国际主义风格的发展人体工程学

的发展与西方当代设计的发展趋势 
√ √ √ √ 

10.1国际主义设计运动的衰退 √    

10.2 后现代时期的设计和后现代主

义设计 
√ √ √ √ 

10.3 现代主义以后的其它主要新设

计风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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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绘画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18A1              英文名称：Fundamental Digital Painting 

学分/学时：2/64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设计构成（1）、设计表现技法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客观形体的整体观察模式及线条的运用，学会对客观形态构

造、透视原理、空间构造等的应用。 

目标 2：掌握设计素描的光影效果，掌握光影与色调、光影与空间、光影

与质感等的基本应用，并基本掌握构图在画面构造中的重要应用。 

目标 3：掌握三维造型及绘画场景描绘的能力，学会运用重叠形式、缩小

尺寸、聚集线条、淡化边缘和对比方法描绘场景画面，理解角度、形状等绘画

语言的应用。 

目标 4：掌握设计素描写实表现的深度效果，掌握人造物体与自然物体的

质感、肌理、材料等的应用，学会发现周围事物的美，以小见大，培养造型与

材料的有机关联意识。 

目标 5：掌握绘画与想象的训练方法，学会创意素描、装饰素描基本形式

法则和表现手段的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结构素描训练 （16学时） 

1.1 素描的观察方法与比例关系 （2学时） 

1.2 结构素描的结构与透视 （6学时） 

1.3 结构素描的分析与表现 （8学时） 

（二）光影素描训练 （12学时） 

2.1 光的逻辑与光的造型 （2学时） 

2.2 光影与色调 （2学时） 

2.3 光影与空间表现 （2学时） 

2.4 光影与质感表现 （4学时） 

2.5 光影与图案 （2学时） 

（三）三维塑造能力及场景素描训练 （16学时） 

3.1重叠的空间意识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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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缩小尺寸与聚集线条训练 （6学时） 

3.3空间快速造型的对比关系 （6学时） 

（四） 写实素描的深度训练 （10学时） 

4.1 精细与特写，以自然物和人工物为表现对象 （4学时） 

4.2 超级写实素描质感和肌理表现 （4学时） 

4.3 工具、材料的运用 （2学时） 

（五）绘画与想象训练 （10学时） 

5.1 绘画与想象的设计形式 （2学时） 

5.2 创造性作画的特点与形式美法则法 （3学时） 

5.3创造性作画的主体性探索 （5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设计素描》，林学伟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 

2.《设计素描》，马蜻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造型基础—形态结构分析》，周至，禹编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9 

2. 《设计素描系统教程》，王海强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02 

3. 《现代设计素描》，赵君超，辽宁美术出版社，2014.05 

4. 《素描的诀窍》，伯特·多德森著，蔡强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70%，主要包括：专题训练（40%）及考勤作业等（30%）。 

2. 期末考核占比 30%，采用大作业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场景写生，

快速造型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郑家义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287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客

观形体的整体

观察模式及线

条的运用，学会

对客观形态构

造、透视原理、

空间构造等的

应用，并能够在

绘画过程中应

用观察、思考、

创造及分析与

归纳的主观能

动能力 

目标 2：掌握

设计素描的

光影效果，

掌握光影与

色调、光影

与空间、光

影与质感等

的 基 本 应

用，并基本

掌握构图在

画面构造中

的重要应用 

目标 3：掌握

三维造型及绘

画场景描绘的

能力，学会运

用重叠形式、

缩小尺寸、聚

集线条、淡化

边缘和对比方

法描绘场景画

面，理解角度、

形状等绘画语

言的应用 

目标 4：掌握

设计素描写实

表现的深度效

果，掌握人造

物体与自然物

体的质感、肌

理、材料等的

应用，学会发

现周围事物的

美，以小见大，

培养造型与材

料的有机关联

意识 

目标 5：掌

握绘画与

想象的训

练方法，学

会创意素

描、装饰素

描基本形

式法则和

表现手段

的应用 

1.1 素描的观察方法与比例关系 √     

1.2 结构素描的结构与透视 √     

1.3 结构素描的分析与表现 √     

2.1 光的逻辑与光的造型 √ √    

2.2 光影与色调 √ √    

2.3 光影与空间表现 √ √    

2.4 光影与质感表现 √ √    

2.5 光影与图案 √ √    

3.1重叠的空间意识 √  √   

3.2缩小尺寸与聚集线条训练 √  √   

3.3空间快速造型的对比关系 √  √   

4.1 精细与特写，以自然物和人工物为

表现对象 
√   √  

4.2 超级写实素描质感和肌理表现 √   √  

4.3 工具、材料的运用 √   √  

5.1 绘画与想象的设计形式 √    √ 

5.2 创造性作画的特点与形式美法则法 √    √ 

5.3创造性作画的主体性探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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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语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23A1         英文名称：Audio-Visual Languag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现代艺术史、设计构成、设计表现技法 

后续课程：摄像、非线性影视编辑、视频与声音处理软件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通过对影视动画作品声音、画面、声画关系、时空系统、叙事结

构、美学功能的分析以及对电影史上重大的理论思潮进行探讨，从而认识和把

握影视艺术的基本特征，培养一定的理论素养。 

目标 2：本课程从镜头、构图、景别、角度、运动、轴线、场面调度、剪

辑、声音等不同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使学生掌握视听语言在影视动画中的主要

特点与常用表现手法，让学生树立正确的视听语言念，拓展其艺术思维空间。 

目标 3：本课程对于学生影视理论知识架构的建立、影视知识学习体系的

形成，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课程内容 

（一）视听语言概说 （2课时） 

1.1视听语言的概念 （1课时） 

1.2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1课时） 

（二）摄影与场面调度  （6课时） 

2.1镜头与角度 （2课时） 

2.2光与影 （2课时） 

2.3构图与设计 （2课时） 

2.4特殊效果 （2课时） 

（三）镜头运动 （4课时） 

3.1运动感觉 （2课时） 

3.2摄像机运动 （2课时） 

（四）剪辑 （4课时） 

4.1格里菲斯与古典剪辑 （2课时） 

4.2蒙太奇与长镜头 （2课时） 

（五）声音 （4课时） 

5.1音效与音乐 （2课时） 

5.3歌舞片 （2课时） 

（六）表演与戏剧 （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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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剧场与电影表演 （3课时） 

6.2表演风格 （3课时） 

6.3戏服与化妆 （2课时） 

（七）故事与编剧 （8课时） 

7.1叙事学 （2课时） 

7.2非剧情叙事 （2课时） 

7.3编剧 （2课时） 

7.4电影剧本 （2课时） 

（八）专题报告 （3课时） 

8.1专题报告 （3课时） 

（九）综论《东京物语》 （3课时） 

9.1影片分析与赏析 （3课时） 

（十）综论《公民凯恩》 （3课时） 

10.1影片分析与赏析 （3课时） 

（十一）综论《偷自行车的人》 （3课时） 

11.1影片分析与赏析 （3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电影摄影画面创作》，张会军 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 年 4 月版  

2．《视听语言》，邵清风、李骏、俞洁、彭骄雪 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版  

3.《影视摄影的艺术境界》，刘书亮 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 年版  

4.《视听语言——影像与声音》，宋杰 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年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10%）、课堂表现（20%）、课后

作业（15%）、名师讲座观后感（15%）。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影片分析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通过对影

片镜头、场面调度、运动、剪辑、声音、表演故事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影片的艺

术表现形式。评分标准：基本内容分析（30%）具有独特的视角（10%）。 

五、附件 

 

制定人：  殷瑞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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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认识和把握影视艺

术的基本特征，培养一定

的理论素养 

目标 2：树立正确的视听

语言念，拓展其艺术思维

空间 

目标 3：对于学生影视理论

知识架构的建立、影视知

识学习体系的形成，均具

有重要的意义 

1.1视听语言的概念 √  √ 

1.2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  √ 

2.1镜头 √  √ 

2.2角度  √  

2.3光与影 √  √ 

2.4电影摄影师 √  √ 

3.1构图与设计  √  

3.2区域空间 √ √  

4.1运动感觉 √  √ 

4.2摄像机运动 √ √  

5.1格里菲斯与古典剪辑  √ √ 

5.2蒙太奇与长镜头 √  √ 

6.1音效 √ √ √ 

6.2音乐  √  

6.3歌舞片 √  √ 

7.1剧场与电影表演  √ √ 

7.2美国明星制度 √  √ 

7.3表演风格 √  √ 

8.1音效 √ √  

8.2音乐  √ √ 

8.3歌舞片 √  √ 

9.1叙事学  √ √ 

9.2非剧情叙事  √ √ 

10.1编剧 √  √ 

10.2电影剧本 √ √ √ 

10.3文学改编  √ √ 

11.1文化、宗教及种族 √  √ 

11.2女性主义 √ √  

11.3基调 √ √  

12.1现实主义理论   √ 

12.2形式主义电影理论 √ √ √ 

12.3历史学  √ √ 

13.1专题报告 √  √ 

14.1影片分析与赏析 √ √  

15.1影片分析与赏析 √ √  

16.1影片分析与赏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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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与声音处理软件》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24A1         英文名称：Video and Sound Software 

学分/学时：2/64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视听语言、摄影、计算机辅助数字设计 

后续课程：影视特效、非线性编辑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影视设计与制作、具备娴熟的创新能力。 

目标 2：理论和应用紧密结合，趣味性强，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

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新和再学习能力。 

目标 3：认识和了解视频与音乐处理，培养良好的影片后期设计理念。 

目标 4：掌握影视后期制作，熟练应用 premiere软件来制作影片。 

 

二、课程内容 

（一）剪辑软件概念 （4课时） 

1.1剪辑基本概念和现状 （2课时） 

1.2工作区介绍 （2课时） 

（二）素材采集、项目管理和基本设置 （4课时） 

2.1有关的基本拍摄专业常识 （2课时） 

2.2最基本的非编流程介绍 （2课时） 

（三）切换特效编辑 （8课时） 

3.1画面切换的基本常识和理论基础 （4课时） 

3.2剪辑工具的功能和使用 （4课时） 

（四）字幕和字幕动画 （4课时） 

4.1通过字幕来加强项目、改变字幕参数 （2课时） 

4.2创建滚动字幕和游动字幕 （2课时） 

（五）视频特效应用 （8课时） 

5.1举例说明一些基本的视频特效 （4课时） 

5.2试用一些特殊的效果 （4课时） 

（六）应用特殊的编辑工具 （4课时） 

6.1了解特殊工具的功能 （2课时） 

6.2掌握多机位画面编辑技巧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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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剪辑基本动画 （8课时） 

7.1修改剪辑尺寸，添加旋转效果 （4课时） 

7.2特效控制台 （4课时） 

（八）音频编辑和处理 （4课时） 

8.1声音调整 （4课时） 

（九）视频合成编辑 （8课时） 

9.1使用 Alpha通道的透明度 （4课时） 

9.2 视频合并与调整 （4课时） 

（十）视频编辑中的色彩处理 （4课时） 

10.1调整和增强颜色 （4课时） 

（十一）视频编辑软件和其他软件的搭配使用 （4课时） 

11.1与 Photoshop配合 （2课时） 

11.2与 After Effects配合 （2课时） 

（十二）最终输出项目 （4课时） 

12.1视频合成练习 （2课时） 

12.2视频输出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Premiere Pro 高级实例教程》，黄海燕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03 

2.《Adobe Premiere pro2.0 标准培训教材》，Adobe 公司著，尹仲祺、袁鹏

飞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20%）、课后作业（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自定

主题，剪辑 1-2 分钟电影宣传片，要求内容完整（30%）、节奏紧凑（20%）、表

达清晰（10%）。 

五、附件 

 

制定人：  殷瑞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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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影视

设计与制作、具

备娴熟的创新能

力 

目标 2：理论和应

用紧密结合，趣

味性强，能够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培养学生的

独立思考能力，

创新和再学习能

力 

目标 3：认识和了

解视频与音乐处

理，培养良好的

影片后期设计理

念 

目标 4：掌握影视

剪辑软件，熟练

应用 premiere软

件来制作影片 

1.1剪辑基本概念和现状  √  √ √ 

1.2工作区介绍 √ √   

2.1有关的基本拍摄专业常识 √  √  

2.2最基本的非编流程介绍  √  √ 

3.1画面切换的基本常识和理论基础   √  √ 

3.2剪辑工具的功能和使用 √  √  

4.1通过字幕来加强项目、改变字幕参数 √  √  

4.2创建滚动字幕和游动字幕  √  √ 

5.1举例说明一些基本的视频特效 √  √  

5.2试用一些特殊的效果  √  √ 

6.1了解特殊工具的功能     

6.2掌握多机位画面编辑技巧 √ √   

7.1修改剪辑尺寸，添加旋转效果 √  √ √ 

7.2特效控制台   √ √ 

8.1声音调整  √   

9.1使用 Alpha通道的透明度  √ √  

9.2视频合并与调整 √   √ 

10.1调整和增强颜色 √  √  

11.1与 Photoshop配合 √  √  

11.2与 After Effects配合 √  √  

12.1视频合成练习  √  √ 

12.2视频输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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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编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30A1           英文名称：Non-linear Editing 

学分/学时：2/2 周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视听语言、视频与声音处理软件、摄像 

后续课程：编剧与导演、数字游戏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视频非线性编辑的概念、特点、发展历程及一般工作流程。 

目标 2：熟练进行素材采集，并对素材进行处理，能为影片添加转场、特

技、字幕和音乐。 

目标 3：掌握影视后期制作，熟练应用 premiere 软件来制作影片。 

目标 4：掌握独立完成视频编辑与制作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剧本选定 （6 课时） 

1.1故事框架构思 （2课时） 

1.2剧本的修改、确立 （2课时） 

1.3分镜头脚本制定 （2课时） 

（二）素材采集、视频拍摄 （4 课时） 

2.1场地考察与选取 （2课时） 

2.2素材选取 （2课时） 

（三）视频拍摄 （10 课时） 

3.1实地拍摄视频 （4课时） 

3.2拍摄场景调度 （4课时） 

3.3镜头素材采集 （2课时） 

（四）视频片头制作 （8 课时） 

4.1视频片头设定 （4课时） 

4.2片头特效制作 （4课时） 

（五）视频特效应用 （4 课时） 

5.1视频粗剪 （2课时） 

5.2字幕与特效 （2课时） 

（六）音频编辑和处理 （4 课时） 

6.1声音调整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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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音乐特效 （2课时） 

（七）视频输出 （4 课时） 

7.1精剪视频 （2课时） 

7.2渲染合成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中文版 Premiere Pro CC 影视制作从入门到精通（全彩版）》，九州书源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9 

2.《数字影视非线性编辑技术》，苑文彪，王莉莉，鲍征烨著，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1.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20%）。 

2. 期末考核占比 8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拍摄并剪辑一个 5 分钟视

频短片。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自定主题，剪辑 3-5 分钟视频短片。评分标准：

完整性（10%）、创新性（30%）、表现手法（20%）、艺术效果（30%）、工作态

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殷瑞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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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视频非线

性编辑的概念、特点、

发展历程及一般工作

流程 

目标 2：熟练进行素

材采集，并对素材

进行处理，能为影

片添加转场、特技、

字幕和音乐 

目标 3：掌握影视后

期制作，熟练应用

premiere 软件来制

作影片 

目标 4：掌握独立完

成视频编辑与制作

的能力 

1.1故事框架构思 √ √  √ 

1.2剧本的修改、确立 √ √  √ 

1.3分镜头脚本制定 √ √  √ 

2.1场地考察与选取 √   √ 

2.2素材选取 √    

3.1实地拍摄视频 √   √ 

3.2拍摄场景调度 √ √   

3.3镜头素材采集   √  

4.1视频片头设定   √ √ 

4.2片头特效制作   √  

5.1视频粗剪 √  √ √ 

5.2字幕与特效   √  

6.1声音调整   √ √ 

6.2音乐特效   √ √ 

7.1精剪视频 √  √ √ 

7.2渲染合成   √ √ 



 

297 

 

《影视特效》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25A1            英文名称：Video Effects 

学分/学时：3/96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二维动画、视频与声音处理软件 

后续课程：数字游戏设计、虚拟现实基础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影视制作中数字合成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目标 2：掌握利用数字合成技术进行影视后期特效制作的基本技能。 

目标 3：掌握利用数字合成及其它相关技术进行影视片头、影视特效、影

视动画等创作的综合能力。 

目标 4：熟练地运用数字合成及其它相关技术进行影视后期特技效果制作。 

二、课程内容 

（一）课程概述 （6课时） 

1.1创建项目并导入素材 （2课时） 

1.2用 Adobe Bridge导入素材，创建合成图像 （4课时） 

（二）处理导入的 Illustrator图层 （6课时） 

2.1处理导入的 Illustrator图层 （2课时） 

2.2添加透明特效 渲染合成图像 （2课时） 

2.3使用文字动画预设 （2课时） 

（三）通过缩放关键帧制作动画 （6课时） 

3.1通过缩放关键帧制作动画 （2课时） 

3.2应用父子关系进行动画处理 （4课时） 

（四）粒子特效部分 （12课时） 

4.1常见的粒子 （6课时） 

4.2粒子特效部分的应用方法 （6课时） 

（五）光效部分 （6课时） 

5.1光效的基础知识 （6课时） 

（六）调色部分 （6课时） 

6.1淡彩效果 （3课时） 

6.2水墨画效果 （3课时） 

（七）仿真效果部分 （1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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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逼真浮云特效 （6课时） 

7.2时空穿越特效 （6课时） 

7.3太阳火焰特效 （6课时） 

（八）高级效果部分 （12课时） 

8.1飞舞组合文字效果 （6课时） 

8.2画面游动特效 （6课时） 

（九）影视片头特效制作 （24课时） 

9.1文字特效 （6课时） 

9.2粒子效果制作 （6课时） 

9.3特效合成 （6课时） 

9.4输出 （6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中文版 Premiere Pro CC 影视制作从入门到精通（全彩版）》，九州书源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9 

2.《After Effects CS6 影视特效与栏目包装实战全攻略（配光盘）》，张刚峰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02 

3.《Adobe 创意大学 After Effects 影视特效师标准实训教材》，何清超等主

编，文化发展出版社，2017.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20%）、课后作业（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自定

主题，制作 30 秒片头特效。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新性（30%）、表现

手法（20%）、艺术效果（30%）、工作态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殷瑞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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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影视制作中

数字合成的

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 

目标 2：掌握利

用数字合成技

术进行影视后

期特效制作的

基本技能 

目标 3：掌握利用

数字合成及其它相

关技术进行影视片

头、影视特效、影

视动画等创作的综

合能力 

目标 4：熟练地运

用数字合成及其它

相关技术进行影视

后期特技效果制作 

1.1创建项目并导入素材。 √  √ √ 

1.2 用 Adobe Bridge 导入素材 创建合成图

像。 
√ √   

2.1处理导入的 Illustrator图层 √  √ √ 

2.2添加透明特效 渲染合成图像  √ √  

2.3使用文字动画预设 √  √ √ 

3.1通过缩放关键帧制作动画  √  √ 

3.2应用父子关系进行动画处理 √  √  

4.1常见的粒子 √ √ √  

4.2粒子特效部分的应用方法  √  √ 

5.1光效的基础知识 √   √ 

6.1淡彩效果   √ √ 

6.2水墨画效果 √   √ 

7.1逼真浮云特效 √ √ √  

7.2时空穿越特效   √  

7.3太阳火焰特效  √  √ 

8.1飞舞组合文字效果 √ √ √  

8.2画面游动特效    √ 

9.1文字特效 √ √ √ √ 

9.2粒子效果制作 √  √  

9.3特效合成  √  √ 

9.4输出 √ √   



 

300 

 

《视觉传达》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26A1          英文名称：Visual Communic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绘画基础、设计构成（1）、设计构成（2） 

后续课程：界面设计、网页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视觉传达设计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设计方法。 

目标 2：掌握视觉传达设计的形式规律与法则。 

目标 3：了解视觉传达设计的基本理论体系，系统掌握视觉传达设计的基

本要素——文字、符号、色彩、编排等。 

目标 4：掌握基本的设计原理及方法，并能具体应用在设计实践中。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课时） 

1.1视觉传达设计的概念、构成要素 （1课时） 

1.2视觉传达设计的领域 （1课时） 

（二）字体设计 （4课时） 

2.1字体设计概述 （1课时） 

2.2文字的发展 （1课时） 

2.3字体的绘写  （1课时） 

2.4字体的设计 （1课时） 

（三）标志设计 （4课时） 

3.1标志的概念 （1课时） 

3.2标志的产生和发展、 （1课时） 

3.3标志的设计 （1课时） 

3.4标志设计的规范化 （1课时） 

（四）CI设计 （4课时） 

4.1 CI的定义、产生和发展、作用、现状和展望 （1课时） 

4.2 CI设计的应用、CI计划的导入动机、推行 CI计划的方法和步骤 

  （3课时） 

（五）广告设计 （4课时） 

5.1广告的定义、历史、功能与任务、广告媒介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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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广告要素、程序、创意、图形创作、表现、编排 （2课时） 

5.3广告与心理作用及广告效果的测定 （1课时） 

（六）展示设计 （4课时） 

6.1展示设计概述、程序与步骤 （1课时） 

6.2展示版面设计展示道具设计 （2课时） 

6.3展品陈列设计、展示设计的常用材料 （1课时） 

（七）包装设计（4课时） 

7.1包装的产生和发展、功能和分类（1课时） 

7.2包装的设计程序、构思和构图、色彩应用、几种常见包装形式的设计、

包装纸盒的结构设计 （2课时） 

7.3包装设计的发展趋势 （1课时） 

（八）视觉传达设计与印刷基础知识 （2课时） 

8.1印刷基础知识 （1课时） 

8.2印刷前的工作、印刷的加工工艺 （1课时） 

（九）动态视觉传达设计 （4课时） 

9.1动态视觉传达设计概述 （1课时） 

9.2网站艺术设计、多媒体设计、数码动画设计、数码影视后期设计 

  （3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视觉传达设计》，张福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视觉传达设计基础（美国艺术与设计学院通用教程）》，帕贝·埃文斯，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06 

2．《视觉传达设计实践》，靳埭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考勤（10%）、平时作业 （4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

考核内容主要为 CI设计。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新性（40%）、艺术效果

（40%）、工作态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梁云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1%B1%BE%A9%C0%ED%B9%A4%B4%F3%D1%A7%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9%9D%B3%E5%9F%AD%E5%BC%BA&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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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视觉

传达设计的基本内

容和主要设计方法 

目标 2：掌握视觉

传达设计的形式规

律与法则 

目标 3：了解视觉

传达设计的基本理

论体系，系统掌握

视觉传达设计的基

本要素——文字、

符号、色彩、编排

等 

目标 4：掌握基本

的设计原理及方

法，并能具体应

用在设计实践中 

1.1视觉传达设计的概念、构成要素 √ √   

1.2视觉传达设计的领域 √ √   

2.1字体设计概述  √   

2.2文字的发展  √   

2.3字体的绘写   √   

2.4字体的设计  √   

3.1标志的概念   √  

3.2标志的产生和发展   √  

3.3标志的设计   √  

3.4标志设计的规范化   √  

4.1 CI的定义、产生和发展、作用、

现状和展望 
 √ √ √ 

4．2 CI设计的应用、CI计划的导入

动机、推行 CI计划的方法和步骤 
 √ √ √ 

5.1广告的定义、历史、功能与任务、

广告媒介 
 √ √ √ 

5.2广告要素、设计程序、创意、图

形创作、表现、编排 
 √ √ √ 

5.3广告与心理作用及广告效果的测

定 
 √ √  

6.1展示设计概述、程序与步骤  √ √  

6.2展示版面设计、展示道具设计  √ √  

6.3展品陈列设计、展示设计的常用

材料 
 √ √  

7.1包装的产生和发展、功能和分类  √ √  

7.2包装的设计程序、构思和构图、

色彩应用、包装形式的设计、包装纸

盒的结构设计 

 √ √  

7.3包装设计的发展趋势  √ √  

8.1印刷基础知识  √ √  

8.2印刷前的工作、印刷的加工工艺  √ √  

9.1动态视觉传达设计概述 √ √ √ √ 

9.2网站艺术设计、多媒体设计、了

解数码动画设计、数码影视后期设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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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27A1        英文名称： Photography 

学分/学时：2/2 周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构成（1）、计算机辅助数字设计（1） 

后续课程：摄像、视频与声音处理软件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好照片的基本标准，学会数码相机的基本操作，并了解摄影

作为技术、个体观看与记录、视觉传播媒介、艺术创作的应用。 

目标 2：学会影像的基本技术控制，把控影像的清晰度，掌握摄影大众化

运动中手机摄影的应用。能借助摄影语言表达思想。 

目标 3：掌握摄影画面的基本设计法则，掌握基础的摄影二度创作手法。 

目标 4：学会从摄影作品的立意与着眼、内容与形式、技术与艺术角度赏

析作品，了解历史语境下不同门类摄影的评价标准。 

二、课程内容 

（一）摄影概述和数码相机基本使用 （6 课时） 

1.1 初步认识摄影，了解摄影的社会功能，及好照片的基本标准。 （2 课时） 

1.2 数码相机的基本分类、构造与性能、使用。 （2 课时） 

1.3 摄影镜头的性能与选择，不同焦距镜头的特性。 （2 课时） 

（二）摄影技术技法 （14 课时） 

2.1 获取清晰照片的途径。 （2 课时） 

2.2 数码相机的曝光控制与应用。 （4 课时） 

2.3 对焦控制与景深控制。 （4 课时） 

2.4 手机摄影的快捷拍摄与传播。 （4 课时） 

（三）摄影画面的设计与表现 （14 课时） 

3.1 光的特性及其造型作用。 （4 课时） 

3.2 摄影构图的视觉语言、画面布局及造型法则。 （6 课时） 

3.3 摄影的二度创作，影调节奏、画面色彩调整，影像再创作，构图裁剪

与综合调整。 （4 课时） 

（四）摄影作品赏析 （6 课时） 

4.1 著名摄影师的创作实践与观念。 （3 课时） 

4.2 摄影作品赏析的基本要求与基本标准，代表作赏析。 （3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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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摄影的艺术》，[美] Bruce Barnbaum 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02 

2. 《美国纽约摄影学院 摄影教材》，美国纽约摄影学院 著，中国摄影出

版社，2010.08 

2. 《大学摄影》（第二版），徐希景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02 

3. 《数码摄影：核心技术与创作实践》，聂劲权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1 

4．所持相机使用手册 

5． Photoshop、Lightroom 软件手册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1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 

2. 期末成绩占比 90%，采用提交摄影作品的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根据主题，进行影像创作，要求主题鲜明、主体突出、形式语言简洁、曝光准

确、情感真挚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新月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C9%E3%D3%B0%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C9%E3%D3%B0%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8%DF%B5%C8%BD%CC%D3%FD%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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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好照片

的基本标准，学会数

码相机的基本操作  

目标 2：学会影像的

基本技术控制，掌

握手机摄影，借助

摄影语言表达思想 

目标 3：掌握摄影画

面的基本设计法

则，掌握基础的摄

影二度创作手法。 

目标 4:学会从不

同角度赏析摄影

作品，了解不同

门类摄影的评价

标准 

1.11.1初步认识摄影，了解摄影

的社会功能，及好照片的基本标

准 

√    

1.2 数码相机的基本分类、构造

与性能、使用 
√    

1.3 摄影镜头的性能与选择，不

同焦距镜头的特性 
√    

2.1获取清晰照片的途径   √   

2.2数码相机的曝光控制与应用  √   

2.3对焦控制与景深控制  √   

2.4手机摄影的快捷拍摄与传播  √ √  

3.1光的特性及其造型作用   √  

3.2 摄影构图的视觉语言、画面

布局及造型法则 
  √  

3.3摄影的二度创作   √  

4.1 著名摄影师的创作实践与观

念  
√ √ √ √ 

4.2 摄影作品赏析的基本要求与

基本标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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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动画》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28A1                英文名称：Two-dimensional Anim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表现技法、视听语言 

后续课程：非线性编辑、影视特效、数字游戏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用计算机软件进行二维动画设计的能力。 

目标 2：了解 Flash动画开发流程，掌握 Flash游戏艺术设计的能力和技

巧。 

目标 3：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 

目标 4：培养综合能力，活跃思维，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二、课程内容 

（一）动画基础知识 （3课时） 

1.1动画的视觉原理 （1课时） 

1.2帧动画和矢量动画 （2课时） 

（二）基础图形绘制 （3课时） 

2.1绘制线条 （1课时） 

2.2绘制简单图形 （2课时） 

（三）在 Flash 中应用文字和位图 （3课时） 

3.1文字的应用和编辑 （3课时） 

（四）基础动画 （6课时） 

4.1逐帧动画的操作 （3课时） 

4.2补间动画 （3课时） 

（五）高级动画 （6课时） 

5.1遮罩动画 （3课时） 

5.2时间轴特效动画 （3课时） 

（六）元件和实例 （6课时） 

6.1 创建元件 （3课时） 

6.2按钮元件 （3课时） 

（七） 在 Flsah中应用声音和视频 （6课时） 

7.1 声音在 Flash中的应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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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视频在 Flash中的应用 （4课时） 

（八）Flash短片制作  （15课时） 

8.1原创动画短片前期准备 （3课时） 

8.2动画角色与场景设计 （3课时） 

8.3创建动作 （6课时） 

8.4动画合成与输出 （3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Flash 经典课堂——动画、游戏与多媒体制作案例教程》，胡国钰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0 

2.《Flash CC 动画制作与设计实战从入门到精通》，刘玉红、侯永岗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1 

3.《二维动画设计软件应用（Flash 制作基础）》，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

研究所职业教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20%）、课后作业（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自定

主题，使用 Flash 软件制作 3-5 分钟动画短片。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

新性（30%）、表现手法（20%）、艺术效果（30%）、工作态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殷瑞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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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用计算

机软件进行二维动画

设计的能力 

目标 2：了解 Flash

动画开发流程，掌

握 Flash 游戏艺术

设计的能力和技巧 

目标 3：培养逻辑

思维能力、抽象思

维能力和形象思维

能力 

目标 4:培养综合能

力，活跃思维，激

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1.1 动画的视觉原理 √ √ √  

1.2 帧动画和矢量动画   √  

2.1绘制线条 √   √ 

2.2绘制简单图形  √   

3.1文字的应用和编辑 √   √ 

4.1 逐帧动画的操作  √ √  

4.2补间动画 √  √  

5.1遮罩动画    √ 

5.2时间轴特效动画 √  √ √ 

6.1 创建元件 √ √   

6.2按钮元件 √  √  

7.1 声音在 Flash中的应用 √   √ 

7.2 视频在 Flash中的应用  √  √ 

8.1原创动画短片前期准备    √ 

8.2动画角色与场景设计 √  √  

8.3创建动作  √ √  

8.4动画合成与输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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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29A1          英文名称： Videograph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视听语言、摄影 

后续课程：视频与声音处理软件、影视特效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摄影与摄像工作的基本目标、属性与任务，

了解摄像机的工作原理，学会摄相机的基本操作。 

目标 2：掌握分镜头基础知识，能根据具体的题材、拍摄环境，制定分镜

头脚本。 

目标 3：掌握拍摄固定画面与运动镜头的基本方法，学会摄像构图与色彩

影调控制。 

目标 4：学会从影视作品的立意与着眼、内容与形式、技术与艺术角度赏

析作品。 

二、课程内容 

（一）摄像概述和摄像机基本使用 （6课时） 

1.1初步认识摄像，了解摄像的行业状况与发展历程。 （1课时） 

1.2认识制作流程与制作人员。 （1课时） 

1.3摄相机的基本结构、分类、工作原理。 （2课时） 

1.4摄影机的基本操作。 （1课时） 

1.5拍摄前准备，摄像调整、摄像机操作过程与维护。 （1课时） 

（二）分镜头基础 （6课时） 

2.1 分镜头方法与依据。 （2课时） 

2.2拍摄方案制定与分镜头脚本设计。 （4课时） 

（三）固定画面拍摄与运动镜头拍摄 （14课时） 

3.1画面构图的基本要领、构图方法与形式、透视关系。 （2课时） 

3.2固定镜头的特性与作用。 （4课时） 

3.3运动镜头的方式与作用。 （4课时） 

3.4色彩与影调。 （2课时） 

3.5镜头语言、镜头要素与影像节奏。 （2课时） 

（四）影视作品赏析与影像后期简介 （6课时） 



 

310 

4.1影视作品的创作观念与赏析。 （4课时） 

4.2影像后期编辑与处理简介。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摄像基础》（第三版），[美]赫伯特·泽特尔（Herbert Zettl），中国传媒

大学出版社，2005.05  

2. 《摄像基础教程·普及版》，夏正达 编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01  

3. 所持摄像机使用手册 

4. Premiere、After Effects 软件手册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练习作品（30%）、作品赏析与感

悟（20%）、考勤与课堂表现（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提交摄像作品的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根据主题（校园风情、青春主题类等），进行分镜头的创作，制定拍摄计划，完

成拍摄任务。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新月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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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摄像机

的工作原理，学会摄

相机的基本操作 

目标 2：掌握分镜

头基础知识，能根

据具体的题材、拍

摄环境，制定分镜

头脚本 

目标 3：掌握拍摄

固定画面与运动镜

头的基本方法，学

会摄像构图与色彩

影调控制 

目标 4:学会从影视

作品的立意与着

眼、内容与形式、

技术与艺术角度赏

析作品 

1.1 初步认识摄像，了解摄像的

行业状况与发展历程 
√    

1.2认识制作流程与制作人员 √    

1.3 摄相机的基本结构、分类、

工作原理。 
√    

1.4摄影机的基本操作 √    

1.5 拍摄前准备，摄像调整、摄

像机操作过程与维护 
√    

2.1分镜头方法与依据  √   

2.2 拍摄方案制定与分镜头脚本

设计 
 √   

3.1 画面构图的基本要领、构图

方法与形式、透视关系 
  √  

3.2固定镜头的特性与作用   √  

3.3运动镜头的方式与作用   √  

3.4色彩与影调   √  

3.5 镜头语言、镜头要素与影像

节奏 
  √  

4.1影视作品的创作观念与赏析   √ √ √ 

4.2影像后期编辑与处理简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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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与导演》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31A1           英文名称：Scenario and Director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影视特效 

后续课程：视觉传达、数字音乐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影视剧本创作的基本知识、规律和方法技巧，能够熟练地进

行影视剧本的创作和改编。 

目标 2：掌握对于剧情题材进行基于导演立场的构思并拍摄制作成影像的

基本能力。 

目标 3：通过实践练习，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加深对编剧与导演本

质的理解，为进一步的专业学习打好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编剧与导演概述 （2课时） 

1.1编剧与导演的发展历程。 （1课时） 

1.2编剧与导演的学习意义。 （0.5课时） 

1.3编剧与导演的发展前景。 （0.5课时） 

（二）形态与类型 （2课时） 

2.1影视剧本的形态样式。 （1课时） 

2.2影视剧本的文体类型。 （1课时） 

（三）创作与格式 （2课时） 

3.1影视剧本的创作意识。 （0.5课时） 

3.2影视剧本的创作方式。 （0.5课时） 

3.3 影视剧本的创作步骤。 （0.5课时） 

3.4影视剧本的常见格式。 （0.5课时） 

（四）创意与选题 （2课时） 

4.1 剧作的起源——创意的生成。 （1课时） 

4.2 编剧的起步——选题的确立。 （1课时） 

（五）人物与冲突 （2课时） 

5.1影视剧作的人物设置。 （1课时） 

5.2影视剧作的冲突设计。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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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时空与结构 （2课时） 

6.1影视剧作的时空设计。 （1课时） 

6.2影视剧作的时空结构。 （1课时） 

（七）情节与细节 （2课时） 

7.1情节发展的结构。 （0.5课时） 

7.2情节编织的技法。 （0.5课时） 

7.3细节设计的功用。 （1课时） 

（八）语言与风格 （2课时） 

8.1影视剧作的语言。 （1课时） 

8.2影视剧作的风格。 （1课时） 

（九）变革与展望 （2课时） 

9.1电影变革趋势展望。（ 1课时） 

9.2电视剧变革趋势展望。（1课时） 

（十）实践操作及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学生自主学习） 

10.1影视剧本的编写。 

10.2 视频拍摄和编辑软件的应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影视编剧教程》，陈祖继、于宁编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0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电影编剧学》（修订版），汪流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05 

2.《电影导演艺术教程》，韩小磊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考勤（10%）、剧本编写（30%）、工作

态度（1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自定

主题，进行剧本创作和导演，拍摄、剪辑成 5 分钟左右的短片。评分标准：完

整性（10%）、故事性（30%）、创新性（20%）、表现手法（20%）、艺术效果（20%）。 

五、附件 

 

制定人：  陈怡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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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影视剧本创

作的基本知识、规律和方

法技巧，能够熟练地进行

影视剧本的创作和改编 

目标 2：掌握对于剧情题

材进行基于导演立场的构

思并拍摄制作成影像的基

本能力 

目标 3：通过实践练习，能

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加

深对编剧与导演本质的理

解，为进一步的专业学习打

好基础 

1.1编剧与导演的发展历程 √   

1.2编剧与导演的学习意义 √   

1.3编剧与导演的发展前景 √   

2.1影视剧本的形态样式 √   

2.2影视剧本的文体类型 √   

3.1影视剧本的创作意识 √ √  

3.2影视剧本的创作方式 √ √ √ 

3.3影视剧本的创作步骤 √ √ √ 

3.4影视剧本的常见格式 √   

4.1剧作的起源——创意的生成 √ √  

4.2编剧的起步——选题的确立 √ √  

5.1影视剧作的人物设置 √ √ √ 

5.2影视剧作的冲突设计 √ √ √ 

6.1影视剧作的时空设计 √ √ √ 

6.2影视剧作的时空结构 √ √  

7.1情节发展的结构 √ √  

7.2情节编织的技法 √ √ √ 

7.3细节设计的功用 √ √  

8.1影视剧作的语言 √   

8.2影视剧作的风格 √   

9.1电影变革趋势展望 √   

9.2电视剧变革趋势展望 √   

10.1影视剧本的编写   √ 

10.2视频拍摄和编辑软件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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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游戏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32A1           英文名称：Digital Game Desig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视听语言、影视特效 

后续课程：视觉传达、数字音乐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游戏设计的各个要素。 

目标 2：掌握创造游戏世界、角色、故事、游戏娱乐性、互动性、核心机

制和用户界面方法。 

目标 3：掌握游戏设计创造能力和思维能力，懂得如何去设计游戏。 

二、课程内容 

（一）设计组建和过程 （4课时） 

1.1什么是游戏；传统游戏与视频游戏；视频游戏如何产生娱乐效果。 

  （1课时） 

1.2走进任务；视频游戏的关键组成；视频游戏的结构；游戏开发过程各

个阶段。  （1课时） 

1.3游戏设计团队；设计文档；剖析游戏设计者。 （2课时） 

（二）游戏概念游戏世界 （8课时） 

2.1获得一个想法；从想法到游戏概念；玩家的角色；选择一种类别。 

  （2课时） 

2.2定义你的目标人群；进度考虑；游戏机类型。 （2课时） 

2.3什么是游戏世界；游戏世界的目的；游戏世界的维度；现实主义。 

  （4课时） 

（三）创造型和表现型玩法 （16课时） 

3.1自定义玩法；创造型玩法；故事叙述型玩法；游戏修改。 （4课时） 

3.2角色设计的目标；玩家和人物模型之间的关系；视觉外表；创作角色

的深度；音频设计。 （4课时） 

3.3为什么把故事放到游戏中；关键概念；故事讲述引擎；线性故事；非

线性故事；间隔尺度。 （4课时） 

3.4推进情节的技术；交互式故事的情感限制；有底稿的交谈和对话树；

什么时候编写故事；其他需要考虑的事项。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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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造用户体验 （4课时） 

4.1什么是用户体验；以玩家为中心的界面设计；设计过程；管理复杂度；

交互模型。  （2课时） 

4.2视角；视觉元素；音频元素；输入设备；导航技术。 （2课时） 

（五）游戏可玩性核心机制游戏平衡 （4课时） 

5.1让游戏变得有趣；挑战的层次；技能、压力和绝对难度；经常使用挑

战；动作；保存游戏。 （1课时） 

5.2核心机制是什么；关键概念； 内部经济； 核心机制和游戏可玩性； 设

计核心机制；随机数和高斯曲线。 （1课时） 

5.3什么是平衡游戏；避免统治性策略；偶然性的作用；使游戏公平；管

理困难度；理解正反馈；其它平衡性考虑；让调整更简单的设计。 （1课时） 

5.4什么是关卡设计；关键设计原理；布局；关卡设计过程；关卡设计的

缺陷。  （1课时） 

（六）游戏类型 （12课时） 

6.1什么是动作游戏；动作游戏子类；游戏特征。 （2课时） 

6.2什么是策略游戏；游戏特征；核心机制；游戏世界；表现层；人工对

手。  （2课时） 

6.3什么是角色扮演游戏；游戏特征；核心机制；游戏世界和故事；表现

层。  （2课时） 

6.4什么是体育游戏；游戏特征；核心机制；游戏世界；表现层。 （2课时） 

6.5什么是交通工具模拟游戏；游戏特点；核心机制；其它的交通工具；

表现层。  （1课时） 

6.6什么是建设和管理模拟游戏；游戏特点；核心机制；游戏世界；表现

层。  （1课时） 

6.7什么是冒险游戏；游戏特点；表现层。 （1课时） 

6.8人工生命游戏；益智游戏。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游戏设计基础》， Ernest Adams、Andrew Rollings 编著，王鹏杰、董西

广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01 

2.《游戏概论》，石民勇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大作业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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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20%）、平时作业及分享展

示（30%）、考勤（10%）。 

2. 期末设计作品考核占比 40%，由任课教师根据授课情况，拟定设计课题

题目，布置设计课题，训练课程中涉及知识点的运用，学生依照题目进行创作。

作品评分标准： 

（1）设计课题的创新性、原创性（25%） 

（2）设计课题的设计美感（30%） 

（3）设计课题在课程内容中各个知识点等方面的使用性（25%） 

五、附件 

 

制定人：  刘成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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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游戏

设计的各个要素 

目标 2：掌握创造游戏

世界、角色、故事、游

戏可玩性、核心机制和

用户界面方法 

目标 3：掌握游戏设计

创造能力和思维能力，

懂得如何去设计游戏 

1.1 什么是游戏；传统游戏与视频游戏；视频游

戏如何产生娱乐效果 
√   

1.2 走进任务；视频游戏的关键组成；视频游戏

的结构；游戏开发过程各个阶段 
√   

1.3 游戏设计团队；设计文档；剖析游戏设计者 √   

2.1 获得一个想法；从想法到游戏概念；玩家的

角色；选择一种类别 
 √ √ 

2.2定义你的目标人群；进度考虑；游戏机类型。  √ √ 

2.3 什么是游戏世界；游戏世界的目的；游戏世

界的维度；现实主义 
 √ √ 

3.1 自定义玩法；创造型玩法；故事叙述型玩法；

游戏修改 
 √ √ 

3.2 角色设计的目标；玩家和人物模型之间的关

系；视觉外表；创作角色的深度；音频设计 
 √ √ 

3.3 为什么把故事放到游戏中；关键概念；故事

讲述引擎；线性故事；非线性故事；间隔尺度 
 √ √ 

3.4 推进情节的技术；交互式故事的情感限制；

有底稿的交谈和对话树；什么时候编写故事；其

他需要考虑的事项 

 √ √ 

4.1 什么是用户体验；以玩家为中心的界面设

计；设计过程；管理复杂度；交互模型 
 √ √ 

4.2 视角；视觉元素；音频元素；输入设备；导

航技术 
 √ √ 

5.1 让游戏变得有趣；挑战的层次；技能、压力

和绝对难度；经常使用挑战；动作；保存游戏 
 √ √ 

5.2 核心机制是什么；关键概念；内部经济； 核

心机制和游戏可玩性；设计核心机制；随机数和

高斯曲线 

 √ √ 

5.3 什么是平衡游戏；避免统治性策略；偶然性

的作用；使游戏公平；管理困难度；理解正反馈；

其它平衡性考虑；让调整更简单的设计 

 √ √ 

5.4 什么是关卡设计；关键设计原理；布局；关

卡设计过程；关卡设计的缺陷 
 √ √ 

6.1什么是动作游戏；动作游戏子类；游戏特征  √ √ 

6.2 什么是策略游戏；游戏特征；核心机制；游

戏世界；表现层；人工对手 
 √ √ 

6.3什么是角色扮演游戏；游戏特征；核心机制；

游戏世界和故事；表现层 
 √ √ 

6.4 什么是体育游戏；游戏特征；核心机制；游

戏世界；表现层 
 √ √ 

6.5 什么是交通工具模拟游戏；游戏特点；核心

机制；其它的交通工具；表现层 
 √ √ 

6.6 什么是建设和管理模拟游戏；游戏特点；核

心机制；游戏世界；表现层 
 √ √ 

6.7什么是冒险游戏；游戏特点；表现层  √ √ 

6.8人工生命游戏；益智游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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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音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33A1        英文名称：Digital Music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视频与声音处理软件、影视特效、编剧与导演 

后续课程：无 

 

一、 课程目标 

目的 1：了解数字音乐的基础概念，掌握音频处理的基本特征、原理、应

用范围以及在影视编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学会运用音频软件编辑声音和音乐。 

目的 2：掌握影视作品中的各类声音，了解声音的诸多要素及其产生的物

理效应及心理效应；重点掌握影视作品中语言和音乐的特点及功能，能够合理

处理声音与画面的关系。 

目的 3：通过实践练习，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加深对数字音乐的理

解，具备较高的数字音乐鉴赏能力，为进一步学习打好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数字音频编辑基础概述 （6课时） 

1.1数字音频编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课时） 

1.2数字音频素材的捕获与编辑技巧。 （2课时） 

1.3数字音频处理的采集过程及处理流程。 （2课时） 

（二）数字音频编辑 Adobe Audition CS6软件操作与工作流程 （10课时） 

2.1了解 Adobe Audition CS6软件。 （2课时） 

2.2 Adobe Audition CS6软件的基本操作。 （2课时） 

2.3 Adobe Audition CS6的录音技术。 （2课时） 

2.4 Adobe Audition CS6的简单编辑技术。 （2课时） 

2.5 Adobe Audition CS6的效果器技术。 （2课时） 

（三）声音设计的流程 （6课时） 

3.1声音的种类。 （2课时） 

3.2画声音图。 （2课时） 

3.3音响效果声音与音乐关系 （2课时） 

（四）声音的物理效应及心理效应 （4课时） 

4.1声音的要素及物理效应。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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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声音的要素及心理效应。 （2课时） 

（五）影视作品中语言与音乐的特点及功能 （4课时） 

5.1影视作品中语言的特点及功能 （2课时） 

5.2影视剧音乐的他律性及功能 （2课时） 

（六）声音与画面 （4课时） 

6.1电影音乐种类 （2课时） 

6.2电影中的语言 （2课时） 

（七）声音和叙事 （2课时） 

7.1人物识别 （1课时） 

7.2音乐与故事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数字音频原理及应用》卢宫明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05 

2.《声音设计——电影中的语言、音乐和音响的表现力》（第二版），David 

Sonnenschein 著，王旭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04 

3.音频制作与编辑》安栋、杨杰编著，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05 

4.《数字音频编辑 Adobe Audition CS6实例教程》石雪飞、郭宇刚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30%）、运用 Audition Audition CS6

软件为画面编辑声音（3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自定

主题，拍摄影像素材，剪辑成 3-5 分钟短片。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新

性（30%）、表现手法（20%）、艺术效果（30%）、工作态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陈怡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A%AF%D1%A9%B7%C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9%F9%D3%EE%B8%D5&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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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数字音乐

的基础概念，掌握音

频处理的基本特征、

原理、应用范围以及

在影视编排中的地位

和作用，学会运用音

频软件编辑声音和音

乐 

目标 2：掌握影视作品中

的各类声音，了解声音的

诸多要素及其产生的物

理效应及心理效应；重点

掌握影视作品中语言和

音乐的特点及功能，能够

合理处理声音与画面的

关系 

目标 3：通过实践练习，

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

层次加深对数字音乐的

理解，具备较高的数字

音乐鉴赏能力，为进一

步学习打好基础 

1.1数字音频编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  √ 

1.2数字音频素材的捕获与编辑技巧 √  √ 

1.3数字音频处理的采集过程及处理流程 √  √ 

2.1 了解 Adobe Audition CS6软件 √  √ 

2.2 Adobe Audition CS6软件的基本操作 √  √ 

2.3Adobe Audition CS6的简单编辑技术    

2.4 Adobe Audition CS6的简单编辑技术 √  √ 

2.5 Adobe Audition CS6的效果器技术    

3.1声音的种类  √ √ 

3.2 画声音图  √ √ 

3.3音响效果声音与音乐关系  √ √ 

4.1 声音的要素及物理效应  √ √ 

4.2 声音的要素及心理效应  √ √ 

5.1影视作品中语言的特点及功能  √ √ 

5.2影视剧音乐的他律性及功能  √ √ 

6.1电影音乐种类  √ √ 

6.2电影中的语言  √  

7.1人物识别  √  

7.2音乐与故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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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数字设计（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19A1           英文名称：Computer Aided Digital Design （1） 

学分/学时：1.5/48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计算机辅助数字设计（2）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Illustrator、Photoshop平面设计软件使用方法与技巧。 

目标 2：了解计算机平面设计基本原理与方法，能运用软件设计制作平面

设计相关图形。 

目标 3：通过实践练习，使学生能够提高形态的审美意识，为进一步的专

业学习打好基础。 

目标 4：掌握对平面设计的认识及鉴赏能力，树立全球视野，了解设计发

展趋势和当今世界跨文化的相关实践。 

二、课程内容 

（一）平面设计基础知识 （2课时） 

1.1设计领域介绍 （2课时） 

（二）Photoshop工具栏使用  （6课时） 

2.1工具栏的使用 （6课时） 

（三）Photoshop图层基础 （4课时） 

3.1图层的基本操作 （2课时） 

3.2图层样式的应用 （2课时） 

（四）Photoshop通道与蒙板 （4课时） 

4.1 蒙板的使用方式 （2课时） 

4.2常用滤镜使用方法 （2课时） 

（五）Photoshop简单动画制作 （4课时） 

5.1时间轴介绍 （1课时） 

5.2动画效果表现 （3课时） 

（六）Photoshop综合案例设计 （4课时） 

6.1Photoshop综合设计 （4课时） 

（七）Illustrator基础绘图  （4课时） 

7.1图形绘制和编辑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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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工具的使用 （2课时） 

（八）Illustrator颜色填充与描边  （4课时） 

8.1常用色彩模式 （1课时） 

8.2色彩填充与渐变 （2课时） 

8.3色彩的描边与填充 （1课时） 

（九）llustrator矢量软件图形编辑处理 （4课时） 

9.1混合路径的创建与编辑 （2课时） 

9.2图像对象的组织 （2课时） 

（十）图层和蒙版的使用 （4课时） 

10.1图层控制面板的使用 （4课时） 

（十一）llustrator矢量软件文字排版 （4课时） 

11.1路径文字与区域文本 （1课时） 

11.2字符控制面板使用 （1课时） 

11.3文本轮廓转化 （2课时） 

（十二）Illustrator 矢量软件综合案例 （4课时） 

12.1商业案例实训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Adobe Illustrator CS6 中文版经典教程》，（美）Adobe 公司著，武传海

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08 

2.《Adobe Photoshop CS6 中文版经典教程》，（美）Adobe 公司著，张海燕

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参与率、讨论课表现（20%），作业

（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Photoshop测试（30%），Illustrator测试（30%）。 

五、附件 

 

制定人：  殷瑞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526675.html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Adobe%B9%AB%CB%BE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E%E4%B4%AB%BA%A3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E%E4%B4%AB%BA%A3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C8%CB%C3%F1%D3%CA%B5%E7%B3%F6%B0%E6%C9%E7_1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526675.html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Adobe%B9%AB%CB%BE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C8%CB%C3%F1%D3%CA%B5%E7%B3%F6%B0%E6%C9%E7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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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 标 1 ： 掌 握

Illustrator 、

Photoshop 平 面

设计软件使用方

法与技巧 

目标 2：了解计算机

平面设计基本原理

与方法，能运用软

件设计制作平面设

计相关图形 

目标 3：通过实践练

习，使学生能够提高

形态的审美意识，为

进一步的专业学习

打好基础 

目标 4:掌握对平面

设计的认识及鉴赏

能力，树立全球视

野，了解设计发展

趋势和当今世界跨

文化的相关实践 

1.1 设计领域介绍 √ √  √ 

2.1工具栏的使用  √ √  

3.1图层的基本操作 √  √  

3.2图层样式的应用 √ √   

4.1 蒙板的使用方式   √ √ 

4.2常用滤镜使用方法 √  √ √ 

5.1时间轴介绍 √   √ 

5.2动画效果表现 √  √ √ 

6.1 Photoshop综合设计 √ √  √ 

7.1 图形绘制和编辑 √  √ √ 

7.2 工具的使用  √   

8.1 常用色彩模式  √ √ √ 

8.2色彩填充与渐变 √  √  

8.3色彩的描边与填充  √  √ 

9.1混合路径的创建与编辑 √  √ √ 

9.2图像对象的组织 √    

10.1图层控制面板的使用  √  √ 

11.1 路径文字与区域文本 √  √  

11.2 字符控制面板使用  √   

11.3 文本轮廓转化 √ √ √  

12.1 商业案例实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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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数字设计（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19A2       英文名称：Computer Aided Digital Design（2） 

学分/学时：2/64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辅助数字设计（1） 

后续课程：影视特效、数字游戏设计、虚拟现实基础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3D Max三维设计软件使用方法与技巧。 

目标 2：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三维软件基本原理与方法，能

运用软件设计制作三维造型。 

目标 3：通过实践练习，使学生能够提高形态的审美意识，为进一步的专

业学习打好基础。 

目标 4：掌握对三维造型结构的思考、分析、记忆、组织表达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基础知识与操作 （4课时） 

1.1 3dsmax工作界面 （2课时） 

1.2工具面板功能介绍 （2课时） 

（二） 物体的选择与复制 （2课时） 

2.1操作控制-缩放与旋转 （1课时） 

2.2辅助操作-锁定与隐藏 （1课时） 

（三）三维建模与修改 （6课时） 

3.1创建标准基本体 （3课时） 

3.2 poly建模 （3课时） 

（四）高级建模 （8课时） 

4.1 NURBS建模 （4课时） 

4.2布尔运算 （4课时） 

（五）材质 （4课时） 

5.1材质编辑器 （2课时） 

5.2贴图与材质 （2课时） 

（六）高级材质 （4课时） 

6.1凹凸贴图通道 （2课时） 

6.2 uvw展开修改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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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粒子系统 （4课时） 

7.1创建参数 （4课时） 

7.2粒子系统参数 （4课时） 

（八）灯光  （4课时） 

8.1灯光的类型与性质 （2课时） 

8.2灯光与特效 （2课时） 

（九）动画设计制作 （20课时） 

9.1骨骼 （4课时） 

9.2基本动画 （8课时） 

9.3关键帧与轨迹调整 （8课时） 

（十）摄像机 （4课时） 

10.1摄像机介绍 （2课时） 

10.2摄像机视图设定 （2课时） 

（十一）输出 （4课时） 

11.1渲染输出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3dmax应用基础教程》，颜虹主编，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10.02 

2.《3DS MAX 6标准教程》，黄心渊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03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10%）、课后作业（3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自定

主题，制作三维动画短片 1 分钟。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新性（30%）、

表现手法（20%）、艺术效果（30%）、工作态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殷瑞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aspx?catalog=01&key3=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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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3D Max

三维设计软件使用

方法与技巧 

目标 2：通过本门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三维软件基本原理与

方法，能运用软件设

计制作三维造型 

目标 3：通过实践练

习，使学生能够提高

形态的审美意识，为

进一步的专业学习

打好基础 

目标 4:掌握对三维

造型结构的思考、

分析、记忆、组织

表达能力 

1.1 3dsmax工作界面 √ √  √ 

1.2 工具面板功能介绍 √ √   

2.1操作控制-缩放与旋转 √  √  

2.2辅助操作-锁定与隐藏 √  √  

3.1创建标准基本体 √  √  

3.2 poly建模 √ √  √ 

4.1 NURBS建模 √   √ 

4.2布尔运算 √   √ 

5.1材质编辑器 √  √ √ 

5.2贴图与材质  √ √ √ 

6.1凹凸贴图通道 √ √   

6.2 uvw展开修改器 √ √   

7.1 创建参数  √ √ √ 

7.2 粒子系统参数  √ √  

8.1灯光的类型与性质 √ √ √  

8.2灯光与特效 √   √ 

9.1骨骼 √ √ √ √ 

9.2基本动画    √ 

9.3关键帧与轨迹调整 √  √  

10.1摄像机介绍  √  √ 

10.2摄像机视图设定 √   √ 

11.1渲染输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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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研究与可用性测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22A1         英文名称：User Research and Usability Tes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媒体艺术导论、现代艺术史、设计文化考察 

后续课程：应用工程数学 C、人机工程学、市场调研与预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具备初步的数据采集一般方法，包括观察、访谈、问卷、自我陈

述等。 

目标 2：掌握初步的调研分析的方法，包括数据的归纳和对比、图解分析、

情景分析、人物角色分析等。 

目标 3：掌握初步的用户调研数据的分析方法，能够运用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和处理。 

目标 4：学会使用调研结果对设计方案进行合理化改进。 

二、课程内容 

（一）数据采集 （12课时） 

1.1 观察法 （1课时） 

1.2 单人访谈法 （2课时） 

1.3 焦点小组 （2课时） 

1.4 问卷法 （4课时） 

1.5 头脑风暴法 （0.5课时） 

1.6 自我陈述法 （0.5课时） 

1.7 实验法——现场试验 （2课时） 

（二）调研分析 （14课时） 

2.1 数量对比分析 （4课时） 

2.2 知觉图、鱼骨图 （1课时） 

2.3 卡片归纳分类法 （1课时） 

2.4 情景分析法,人物角色法 （3课时） 

2.5 分析方法运用练习 （3课时） 

2.6 故事板与可用性预测 （2课时） 

（三）可用性测试 （4课时） 

3.1可用性测试及自主练习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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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B测试、练习及可用性判断案例练习 （2课时） 

（四）从设计调研到设计方案形成 （18课时） 

4.1 设计调研与可用性测试的流程及自主练习 （6课时） 

4.2设计调研和设计洞察 （3课时） 

4.3 基于大数据的调研与设计及自主习 （4课时） 

4.4 数据处理 （3课时） 

4.5 统计结果的 SPSS实现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设计调研》，戴力农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07 

2.《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 操作与应用》，吴明隆著，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可用性测试手册》（第 2 版），鲁宾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02 

2. 《用户体验与可用性测试》（第 1 版），樽本徹也，陈啸著，人民邮电出

版社，2015.04 

3. 《用户研究与体验设计》（第 1 版），韩挺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采用过程考核，主要包括：数据采集和处理实践（40%）, 可用性实验

（20%）、平时作业（30%）及考勤作业等（10%）。 

2.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1）以问卷为主的各数据采集方法的掌握；（2）各

算法、分析法的运用能力；（3）调研设想的合理性；（4）基于软件的数据处理

能力。 

五、附件 

 

制定人：  王琦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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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具备初步的

数据采集一般方法，

包括观察、访谈、问

卷、自我陈述等 

目标 2：掌握初步

的调研分析的方

法，包括数据的归

纳和对比、图解分

析、情景分析、人

物角色分析等 

目标 3：掌握初步

的用户调研数据的

分析方法，能够运

用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和处理 

目标 4：学会使用

调研结果对设计方

案进行合理化改进 

1.1 观察法 √    

1.2 单人访谈法 √    

1.3 焦点小组 √    

1.4 问卷法 √    

1.5 头脑风暴法 √   √ 

1.6 自我陈述法 √   √ 

1.7 实验法——现场试验 √   √ 

2.1 数量对比分析  √   

2.2 知觉图、鱼骨图  √   

2.3 卡片归纳分类法  √   

2.4 情景分析法  √   

2.5 人物角色法  √  √ 

2.6 故事板  √   

3.1 可用性测试及自主练习  √   

3.2 A/B测试、练习及可用性判断

案例练习 
 √   

4.1 设计调研的流程 √    

4.2 设计调研和设计洞察    √ 

4.3 基于大数据和小样本的调研、

分析与设计 
  √  

4.4数据处理   √  

4.5 统计结果的 SPSS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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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编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34A1       英文名称：Design Programm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智能设计、虚拟现实基础、虚拟现实应用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C程序设计的基本要素、C输入/输出函数。 

目标 2：掌握 C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与方法。 

目标 3：掌握 C集成开发环境进行程序调试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目标 4：培养学生计算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理论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1.1 C语言程序设计概述 （2课时） 

课程内容：C语言简介；C程序的结构与书写格式；C程序的开发过程；C

程序的基本要素；C程序的集成开发环境。 

基本要求：了解 C语言的发展及特点；掌握 C 程序的结构，了解编写 C程

序的书写格式、风格；掌握 C程序的编译、连接和运行步骤。掌握 C语言合法

标识符、数据类型；掌握常量、变量的概念、分类及初始化方法；掌握 C程序

各数据存储形式；掌握调试 C程序的方法。 

1.2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2课时） 

课程内容：运算符与表达式；C语言的基本语句；输入与输出函数；算法；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方法。 

基本要求：掌握算术运算符与算术表达式、赋值运算符与赋值表达式、逗

号运算符与逗号表达式、强制类型转换运算符、sizeof运算符、自增/自减运

算符、位运算符的使用方法；掌握不同数据类型的数据的混合运算规则。了解

C语言的基本语句；掌握赋值语句的使用方法；掌握数据格式输出函数的调用

规则和格式字符的意义；掌握数据格式输入函数的调用规则和地址运算符的使

用；掌握字符数据的输入输出方法；了解算法的概念、特性和表示方法。掌握

顺序结构程序的设计方法。 

1.3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2课时） 

课程内容：关系运算符与逻辑运算符；if语句；switch语句；选择结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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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设计方法。 

基本要求：掌握关系运算符与关系表达式；掌握逻辑运算符与逻辑表达式；

掌握 if语句的几种形式；掌握 if语句的嵌套应用；掌握条件运算符的应用；

掌握 switch语句的应用；掌握选择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1.4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2课时） 

课程内容：while、do while、for循环语句，break语句和 continue语句；

循环的嵌套；循环结构程序设计方法。 

基本要求：了解循环概念及循环执行过程；掌握 while、do-while和 for

循环语句的使用方法；掌握 break和 continue 语句的使用方法；掌握循环嵌套

的使用；掌握循环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1.5数组 （4课时） 

课程内容：一维数组；二维数组；字符串的应用；使用数组的编程方法。 

基本要求：了解数组的基本概念及用途；掌握一维数组的定义及初始化方

法；掌握二维数组的定义及初始化方法；掌握字符串的应用，掌握字符串处理

函数的使用方法；掌握使用数组的编程方法。 

1.6函数 （4课时） 

课程内容：结构化与模块化程序设计的思想；函数定义；函数调用；变量

的作用域和存储类别；函数与带参数的宏。 

基本要求：了解结构化与模块化程序设计的思想；掌握函数的定义与调用

方式；掌握递归函数的设计方法；掌握变量的作用域和存储类别；了解函数与

带参数的宏。 

（二）实践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2.1实验 1 熟悉 C程序编程环境 （2课时） 

1．掌握在集成环境下 C程序的建立、编辑、编译和执行过程。 

2．掌握 C程序的最基本框架结构，完成简单程序的编制与运行。 

3．了解基本输入函数 scanf（）和输出函数 printf（）的格式及使用方法。 

4．掌握发现语法错误、逻辑错误的方法以及排除简单错误的操作技能。 

2.2实验 2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2课时） 

1．掌握 scanf（）/printf（）函数、getchar（）/putchar（）函数的使

用。 

2．掌握格式控制符的使用。 

3．掌握顺序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2.3实验 3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3课时） 

1．掌握关系运算符和关系表达式的使用方法。 

2．掌握逻辑运算符和逻辑表达式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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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 if语句、switch语句、条件运算符（？：）的使用方法。 

4．掌握选择结构程序的设计方法。 

2.4实验 4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3课时） 

1．掌握循环结构的 3种控制语句—while语句、do…while 语句、for语

句的使用方法。 

2．掌握用循环结构设计实现常用的算法。 

2.5实验 5 数组程序设计 （3课时） 

1．掌握一维数组和二维数组的定义、赋值和输入输出的方法。 

2．掌握字符数组和字符串处理函数的使用。 

3．掌握与数组有关的算法。 

2.6实验 6 函数程序设计 （3课时） 

1．掌握函数的定义和声明。 

2．掌握函数的参数传递。 

3．掌握函数的嵌套调用和递归调用。 

4．了解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动态变量、静态变量使用方法。 

5．了解带参数的宏的定义和使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C程序设计教程与实验》（第 2版），吉顺如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C程序设计习题指导与课程设计指导》，吉顺如主编，2012.09 

2.《C 语言程序设计现代方法》（第 2 版），[美] K.N.King 著，吕秀锋 黄

倩译，2010.02 

3.《程序设计基础》（第 3 版），吴文虎，徐明星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11 

4. http://kczx.sdju.edu.cn “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60%，（考勤 10%，作业 10%，实验 20%，测验 20%） 

2. 期末考核：40%（闭卷笔试或上机考） 

五、附件 

 

制定人：  李艳刚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http://kczx.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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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C程序设

计的基本要素、C输入

/输出函数 

目标 2：掌握 C

程序设计的基

本思想与方法 

目标 3：掌握 C集成

开发环境进行程序

调试的基本方法与

技巧 

目标 4：培养学生计算

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1.1 C语言程序设计概述 √  √  

1.2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  √  

1.3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 √ √ 

1.4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 √ √ 

1.5数组  √ √ √ 

1.6函数  √ √ √ 



 

335 

 

《界面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35A1        英文名称：Interface Desig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辅助数字设计（2）、设计构成（2） 

后续课程：交互设计、网页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产品界面交互设计与可用性的相关理论与基本原则，掌握产

品交互界面的类型及其设计方法。 

目标 2：掌握产品界面交互设计、可用性测试、用户体验与竞品分析等相

关知识，并运用于产品界面设计中。 

目标 3：掌握用户研究的相关方法，通过调研明确客户设计需求，抓住用

户“痛点”。 

目标 4：掌握信息架构和人机交互功能实现的能力。通过实践练习，使学

生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加深对界面设计本质的理解。 

目标 5：通过对界面设计案例的分析，提高学生对界面设计可用性、合理

性和艺术性的认识，树立全球视野，了解设计发展趋势和当今世界跨文化的相

关实践。 

二、课程内容 

（一）界面设计概述 （6课时） 

1.1学习界面设计的意义。 （1课时） 

1.2界面设计的定义。 （1课时） 

1.3界面设计的发展历史。 （1课时） 

1.4界面设计的分类。 （1课时） 

1.5界面设计的基本原则。 （1课时） 

1.6界面设计的常用软件。 （1课时） 

（二）用户体验的理论架构和价值 （3课时） 

2.1用户体验的发展、构成和价值。 （1课时） 

2.2互联网时代的用户体验。 （1课时） 

2.3用户体验的价值和职业前景。 （1课时） 

（三）用户研究和界面设计 （3课时） 

3.1用户研究。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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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用户界面设计。 （2课时） 

（四）包容性设计 （3课时） 

4.1包容性设计的产生和发展。 （0.5课时） 

4.2包容性设计的意义和影响。 （0.5课时） 

4.3包容性设计的方法。 （1课时） 

4.4包容性设计实例。 （1课时） 

（五）可用性测试 （6课时） 

5.1可用性测试的定义。 （0.5课时） 

5.2可用性测试的意义。 （0.5课时） 

5.3可用性测试的流程。 （1课时） 

5.4可用性测试报告的撰写。 （1课时） 

5.5可用性测试的实践。 （3课时） 

（六）竞品分析 （6课时） 

6.1竞品分析的概念。 （0.5课时） 

6.2竞品分析的意义。 （0.5课时） 

6.3竞品分析的分类。 （1课时） 

6.4竞品分析的流程。 （1课时） 

6.5竞品分析的实践。 （3课时） 

（七）从信息架构到原型设计 （3课时） 

7.1交互设计步骤。 （1课时） 

7.2信息架构。 （1课时） 

7.3原型设计。 （1课时） 

（八）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及 APP原型制作 （18课时） 

8.1 Axure、Dreamweaver等软件的使用。 

8.2 APP原型制作。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国际经典交互设计教程·界面设计》，（英）大卫·伍德，电子工业出

版社，2015 

2. 《数字媒体：UI 设计》，孟庆林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3. 《界面设计》，贾京鹏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4. 《网页界面设计》，罗军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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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考勤（10%）、产品界面改良设计（20%）、

可用性测试（10%）、竞品分析（10%）。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设计

一款软件的 APP 界面，包括信息架构图、界面线框图、高保真页面、界面原型。

评分标准：完整性（20%）、创新性（30%）、表现效果（30%）、工作态度（20%）。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婷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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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产品

界面交互设计与

可用性的相关理

论与基本原则，

掌握产品交互界

面的类型及其设

计方法 

目标 2：掌握产

品界面交互设

计、可用性测

试、用户体验与

竞品分析等相

关知识，并运用

于产品界面设

计中 

目标 3：掌握用

户研究的相关

方法，通过调研

明确设计问题，

抓住用户“痛

点” 

目标 4:掌握信

息架构和人机

交互功能实现

的能力 

目标 5:通过

对界面设计

案例的分析，

提高学生对

界面设计可

用性、合理性

和艺术性的

认识 

1.1学习界面设计的意义 √     

1.2界面设计的定义 √     

1.3界面设计的发展历史 √     

1.4界面设计的分类 √     

1.5界面设计的基本原则 √     

1.6界面设计的常用软件 √   √  

2.1 用户体验的发展、构成和

价值 
 √    

2.2互联网时代的用户体验  √   √ 

2.3 用户体验的价值和职业前

景 
 √    

3.1用户研究   √   

3.2用户界面设计   √  √ 

4.1包容性设计的产生和发展 √     

4.2包容性设计的意义和影响 √     

4.3包容性设计的方法 √     

4.4包容性设计实例 √    √ 

5.1可用性测试的定义 √     

5.2可用性测试的意义 √     

5.3可用性测试的流程 √     

5.4可用性测试报告的撰写 √     

5.5可用性测试的实践 √   √ √ 

6.1竞品分析的概念  √    

6.2竞品分析的意义  √    

6.3 竞品分析的分类  √    

6.4竞品分析的流程  √    

6.5竞品分析的实践  √  √ √ 

7.1交互设计步骤    √  

7.2信息架构    √ √ 

7.3原型设计    √ √ 

8.1 Axure、Dreamweaver等软

件的使用 
   √  

8.2 APP原型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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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36A1             英文名称：Interaction Design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界面设计、用户研究与可用性测试 

后续课程：移动互联网应用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练使用 Photoshop绘制 UI图标、软件界面。 

目标 2：熟练使用思维导图软件梳理、绘制产品流程。 

目标 3：熟练使用交互设计软件完成产品的动态演示。 

目标 4：了解并掌握交互体验设计的基本知识。 

目标 5：掌握交互设计相关的用户研究方法，了解商业分析方法。 

目标 6：掌握角色建模及场景建模方法。 

目标 7：掌握交互产品的高保真原型设计流程。 

目标 8：掌握产品定性及定量的评估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了解使用平面设计软件制作图标及软件界面的整体设计思路和制作

过程  （16课时） 

1.1了解图标与标志的区别、移动应用及电脑应用图标、图标常见尺寸、

图标常见格式。 （2课时） 

1.2图标设计原则、创意元素、图标视觉分析和效果。 （2课时） 

1.3了解图标设计及软件操作：基础形体图标、复杂形体图标。 （4课时） 

1.4掌握扁平化图标、具有材质质感图标、写实图标、涂鸦图标的设计操

作流程。  （6课时） 

1.5软件界面的设计方法及流程。 （2课时） 

（二）思维导图软件学习与应用 （16课时） 

2.1思维导图软件的原理及作用。 （1课时） 

2.2思维导图软件的功能点：头脑风暴、激发创意、逻辑梳理。 （1课时） 

2.3掌握通过软件建立思维导图的方法及步骤。 （4课时） 

2.4针对不同的交互界面或软件，梳理并建立软件流程图。 （10课时） 

（三）交互设计软件的学习及应用 （16课时） 

3.1熟悉并掌握 Axure软件主要工作环境、功能及基本操作。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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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了解通用的原型设计原则，学会使用流程图标、元件替换、素材拼接

及变量使用。 （4课时） 

3.3 Axure交互事件（页面事件、元件事件）、位置及交互动作的操作及设

置。  （4课时） 

3.4 Axure自身元件库及第三方元件库的使用及建立自己的元件库。 

  （2课时） 

3.5生成交互产品的原型并测试浏览。 （2课时） 

（四）交互设计与用户体验 （8课时） 

4.1交互设计主要内容、行业发展及相关信息。 （2课时） 

4.2用户体验要素：了解掌握用户体验的 5个需求层次及用户体验愉悦性。 

  （2课时） 

4.3了解相关学科知识、掌握交互设计要素及不同的交互方式。 （2课时） 

4.4了解交互设计流程：调研分析，设计建模，交互设计，设计评估。 

  （2课时） 

（五）交互设计调研与分析 （12课时） 

5.1用户研究方法：基于某个产品或软件进行用户研究（访谈、日志、问

卷、焦点小组、卡片、经验评估、观察、可用性测试、眼动实验、网志分析等）。 

  （8课时） 

5.2商业分析（swot、波特五力、聚类分析）。 （4课时） 

（六）交互设计分析与建模 （12课时） 

6.1掌握角色与场景建模方法（persona角色建模、scenario虚拟情景、

故事板、任务分析法）。 （8课时） 

6.2了解并掌握信息构架（层级结构、自然结构、线性结构、矩阵结构）。 

  （4课时） 

（七）交互设计与设计评估 （16课时） 

7.1针对某款交互软件,完成原型设计及高保真设计。 （12课时） 

7.2对完成产品进行定性及定量评估。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交互设计——设计思维与实践》，由芳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交互设计原理与方法》，顾振宇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1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程练习完成情况（50%）及考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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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末考核占比 40%，考核内容：一个网站或手机 APP 的架构和设计。

评价标准：最终交互设计案例完成度及后期评估结果合理性。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帅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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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熟 练 使

用 Photo 

shop 绘

制 UI 图

标、软件

界面 

目标 2：

熟 练 使

用 思 维

导 图 软

件梳理、

绘 制 产

品流程 

目标 3：

熟 练 使

用 交 互

设 计 软

件 完 成

产 品 的

动 态 演

示 

目标 4：

了 解 并

掌 握 交

互 体 验

设 计 的

基 本 知

识 

目标 5：

掌 握 交

互 设 计

相 关 的

用 户 研

究方法，

了 解 商

业 分 析

方法 

目标 6：

掌 握 角

色 建 模

及 场 景

建 模 方

法 

目标 7：

掌 握 交

互 产 品

的 高 保

真 原 型

设 计 流

程 

目标 8：

掌 握 产

品 定 性

及 定 量

的 评 估

方法 

1.1 了解图标与标志的区

别、移动应用及电脑应用图

标、图标常见尺寸、图标常

见格式 

√        

1.2图标设计原则、创意元

素、图标视觉分析和效果 
√        

1.3了解图标设计及软件操

作：基础形体图标、复杂形

体图标 

√        

1.4掌握扁平化图标、具有

材质质感图标、写实图标、

涂鸦图标的设计操作流程 

√        

1.5软件界面的设计方法及

流程 
√        

2.1思维导图软件的原理及

作用 
 √       

2.2 思维导图软件的功能

点：头脑风暴、激发创意、

逻辑梳理 

 √       

2.3掌握通过软件建立思维

导图的方法及步骤 
 √       

2.4针对不同的交互界面或

软件，梳理并建立软件流程

图 

 √       

3.1 熟悉并掌握 Axure 软

件主要工作环境、功能及基

本操作 

  √      

3.2了解通用的原型设计原

则，学会使用流程图标、元

件替换、素材拼接及变量使

用 

  √      

3.3 Axure交互事件（页面

事件、元件事件）、位置及

交互动作的操作及设置 

  √      

3.4 Axure自身元件库及第

三方元件库的使用及建立

自己的元件库 

  √      

3.5 生成交互产品的原型

并浏览 
  √      

4.1 交互设计主要内容、行

业发展及相关信息 
   √     

4.2 用户体验要素：了解掌

握用户体验的 5 个需求层

次及用户体验愉悦性 

   √     

4.3 了解相关学科知识、掌

握交互设计要素及不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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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方式 

4.4 了解交互设计流程：调

研分析，设计建模，交互设

计，设计评估 

   √     

5.1用户研究方法：基于某

个产品或软件进行用户研

究 

    √    

5.2商业分析     √    

6.1 掌握角色与场景建模

方法 
     √   

6.2了解并掌握信息构架      √   

7.1 针对某款交互软件,完

成原型设计及高保真设计 
      √  

7.2 对完成产品进行定性

及定量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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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37A1            英文名称：Web Desig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编程 

后续课程：移动互联网应用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网页设计制作的基本知识和技巧，同时学会网站建设的基本知

识，了解独立构建简单网站或通过协作构建较复杂网站并设计相关网页的水平。 

目标 2：掌握 HTML语言的文档结构和基本标签使用，能综合应用 Dreamweaver 

CS6软件、HTML和 CSS技术制作网页，学会独立构建简单网站或通过协作方式完

成较复杂网站的建设。 

目标 3：掌握规划、开发、发布和管理静态网站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会独

立构建简单网站或通过协作方式完成较复杂网站的建设，了解理论知识应用于实

践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今后的进一步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文本制作 （12课时） 

1.1文本处理 （4课时） 

1.2超链接的构建 （4课时） 

1.3在网页中使用图像 （4课时） 

（二）网页图像使用 （8课时） 

2.1网页图像插入 （4课时） 

2.2网页多媒体使用 （4课时） 

（三）网页布局 （8课时） 

3.1网页多媒体使用 （4课时） 

3.2 AP DIY的使用 （2课时） 

3.3层叠样式的使用 （2课时） 

（四）流体网格布局页面 （4课时） 

4.1流体网格布局页面 1 （2课时） 

4.2流体网格布局页面 2 （2课时） 

（五）网站管理 （16课时） 

5.1使用模板和库 （4课时） 



 

345 

5.2行为的使用 （4课时） 

5.3表单的使用 （4课时） 

5.4网站的创建与管理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ADOBE DREAMWEAVER CS6 标准培训教材》，ACAA 专家委员会 DDC

传媒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中文版 Dreamweaver CS6 基础培训教程》，数字艺术教育研究室编著，人

民邮电出版社，2014.0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考勤（10%）、课程练习（4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设计作品考核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运用

Dreamweaver，Fireworks，flash 三个软件互相配合完成网页设计与制作。评分

标准：完整性（10%）、创新性（30%）、表现手法（20%）、艺术效果（30%）、

工作态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张舒沄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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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网页制作

的概念、分类、发展

现状，以及数字媒体

艺术的理论、范畴、

实践方法和应用领域 

目标 2：厘清网页制

作与其它相关领域

的联系和区别，对

设计与艺术、社会、

经济和文化的关系

有一定的认识 

目标 3：通过实践练

习，使学生能够从理

论和实践两个层次

加深对网页制作本

质的理解 

目标 4:掌握对

网页制作的认

识及鉴赏能力，

培养对数字媒

体艺术的兴趣 

1.1文本处理 √ √   

1.2超链接的构建 √ √   

1.3在网页中使用图像 √    

2.1网页图像插入 √    

2.2网页多媒体使用 √   √ 

3.1网页多媒体使用 √   √ 

3.2 AP.DIY的使用 √   √ 

3.3层叠样式的使用 √   √ 

4.1流体网格布局页面 1 √   √ 

4.2流体网格布局页面 2 √   √ 

5.1使用模板和库 √ √   

5.2行为的使用 √ √   

5.3表单的使用 √ √  √ 

5.4网站的创建与管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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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应用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38A1         英文名称：Mobile Internet Application Desig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网页设计 

后续课程：虚拟现实应用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HTML5 新技术特性在表单使用、音频和视频应用、Canvas 绘

图、数据存储以及文件操作处理方面的应用。 

目标 2：掌握初步的实验技能，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分析计算能力、

实验研究能力和科学归纳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后续课程准备必要知识。 

二、课程内容 

（一）Web开发标准 （5课时） 

1.1网页网站制作介绍 （2课时） 

1.2 Web开发技术基础 （3课时） 

（二）Web程序的移动使用 （6课时） 

2.1打造移动 Web应用程序 （6课时） 

（三）移动设备在与 WEB使用 （6课时） 

3.1 HTML5在移动设备中 1 （3课时） 

3.2 HTML5在移动设备中 2 （3课时） 

（四）Web使用技巧与具体应用 （6课时） 

4.1使用表单元素 （3课时） 

4.2音频和视频应用 （3课时） 

（五）Canvas绘图详解 （13课时） 

5.1 Canvas绘图详解 1 （4课时） 

5.2 Canvas绘图详解 2 （3课时） 

5.3数据存储 （3课时） 

5.4文件操作处理 （3课时） 

（六）页面数据处理 （8 课时） 

6.1 jQuery Mobile 基础 （4课时） 

6.2页面数据离线处理 （2课时） 

6.3使用 PhoneGap框架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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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移动 Web开发实战》，管西京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10%）、课程练习（5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 Dreamweaver 网页设计进行考核。评分标准：

完整性（10%）、创新性（30%）、表现手法（20%）、艺术效果（30%）、工作态

度（10%）。 

五、附件 

 

制定人：  张舒沄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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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Web 制

作的概念、分类、发

展现状，以及数字媒

体艺术的理论、范

畴、实践方法和应用

领域 

目标 2：厘清 Web 制

作与其它相关领域

的联系和区别，对设

计与艺术、社会、经

济和文化的关系有

一定的认识 

目标 3：通过实

践练习，使学生

能够从理论和

实践两个层次

加深对 Web制作

本质的理解 

目标 4:掌握对 Web 

制作的认识及鉴

赏能力，培养对数

字媒体艺术的兴

趣 

1.1网页网站制作介绍 √ √   

1.2 Web开发技术基础 √ √   

2.1打造移动 Web应用程序 √    

3.1 HTML5在移动设备中 1 √    

3.2 HTML5在移动设备中 2 √   √ 

4.1使用表单元素 √   √ 

5.1 Canvas绘图详解 1 √   √ 

5.2 Canvas绘图详解 2 √   √ 

5.3 数据存储 √   √ 

5.4 文件操作处理 √   √ 

6.1jQuery Mobile 基础 √ √   

6.2页面数据离线处理 √ √   

6.3使用 PhoneGap框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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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应用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39A1          英文名称：Virtual Reality Design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辅助数字设计、设计编程、虚拟现实基础 

后续课程：工作室设计实践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虚拟现实基本理论、基本算法、开发方法、主流系统的介绍。 

目标 2：掌握虚拟现实主要关键技术、开发环境与平台。 

目标 3：通过对有关虚拟现实国内外当前研究热点问题、典型研究工作的

介绍，了解当前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趋势。 

目标 4：以虚拟现实新技术实验研究工作为主要支撑，开阔专业视野，培

养虚拟现实领域的专门人才。 

二、课程内容 

（一）实用虚拟现实技术总论 （4课时） 

1.1了解虚拟现实发展的过程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概况及该技术的发展方向。 

  （2课时） 

1.2国外虚拟现实技术的研究现状（美国的研究状况、欧洲的研究状、日

本的研究状价）；国内虚拟现实技术的研究现状；虚拟现实技术存在的问题及发

展方向。  （2课时） 

（二）观察方法与观察设备 （8课时） 

2.1掌握实用虚拟现实中的简易头盔和立体眼镜系统。 （4课时）   

2.2液晶眼镜观察方法；头盔观察方法；一种基于微机的实用虚拟现实系

统的硬件组成。 （4课时） 

（三）虚拟现实制作工具：3DS MAX （40课时） 

3.1熟练掌握制作虚拟现实作品时的常用软件工具：3DS Max。 （20课时） 

3.2重点掌握 3DS MAX与虚拟现实相关的特殊功能。 （10课时） 

3.3 3D Studio MAX简介；制作举例；3DS MAX的开发语言；3DS MAX与 VRML。 

  （10课时） 

（四）视差算法及体视图的生成 （8课时） 

4.1掌握体视图生成方法。 （2课时） 

4.2掌握体视图在 3DS MAX中的生成方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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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视差算法及体视图的生成的一般方法；在计算机上生成体视图；在计

算机上生成体视图的方法；在 3DS MAX中生成体视图；用 3DS MAX制作体视图

的一个例子。 （4课时） 

（五）虚拟现实在工程模拟中的应用 （4课时） 

5.1掌握建模中关键技术；掌握材质技术；掌握运动控制技术。 （2课时） 

5.2虚拟现实在工程模拟中的应用概述；工程动态模拟的一般过程；工程

模拟中的一些关键技术。 （1课时） 

5.3工程模拟应用举例，了解发动机装配的动态模拟过程，进一步体会虚

拟现实技术在工程模拟中的应用。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高等学校数字媒体专业规划教材:虚拟现实技术基础教程》（第 2版），

喻晓和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5 

2.《VR虚拟现实 商业模式+行业应用+案例分析》，卢博，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6.08 

3.《虚拟现实技术与应用》，胡小强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虚拟现实基础与 VRML编程》段新昱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设计大作业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20%）、平时作业及分享展

示（30%）及考勤（10%）。 

2. 期末设计作品考核占比 40%，由任课教师根据授课情况，拟定设计课题

题目，布置设计课题，训练课程中涉及知识点的运用，学生依照题目进行创作。

作品评分标准： 

（1）设计课题的创新性、原创性（25%） 

（2）设计课题的设计美感（30%） 

（3）设计课题在课程内容中各个知识点等方面的使用性（25%） 

（4）设计作品体现出的工作量与学习态度（20%） 

五、附件 

 

制定人：  刘成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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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虚拟现

实基本理论、基本

算法、开发方法、

主流系统的介绍 

目标 2：掌握虚拟现

实主要关键技术、

开发环境与平台 

目标 3：通过对有关

虚拟现实国内外当

前研究热点问题、典

型研究工作的介绍，

了解当前虚拟现实

技术的发展趋势 

目标 4：以虚拟现

实新技术实验研

究工作为主要支

撑，开阔专业视

野，培养虚拟现实

领域的专门人才 

1.1 了解虚拟现实发展的过程以

及国内外的研究概况及该技术的

发展方向 

√   √ 

1.2 国外虚拟现实技术的研究现

状 
√   √ 

2.1 掌握实用虚拟现实中的简易

头盔和立体眼镜系统 
 √   

2.2液晶眼镜观察方法；头盔观察

方法；一种基于微机的实用虚拟

现实系统的硬件组成 

 √   

3.1 熟练掌握制作虚拟现实作品

时的常用软件工具：3DS MAX 
 √   

3.2重点掌握 3DS MAX与虚拟现实

相关的特殊功能 
 √   

3.3 3D Studio MAX简介；制作举

例；3DS MAX的开发语言；3DS MAX

与 VRML 

 √   

4.1掌握体视图生成方法  √   

4.2 掌握体视图在 3DS MAX 中的

生成方法 
 √   

4.3 视差算法及体视图的生成的

一般方法；在计算机上生成体视

图；在计算机上生成体视图的方

法；在 3DS MAX 中生成体视图；

用 3DS MAX 制作体视图的一个例

子 

 √   

5.1掌握建模中关键技术；掌握材

质技术；掌握运动控制技术 
  √ √ 

5.2 虚拟现实在工程模拟中的应

用概述；工程动态模拟的一般过

程；工程模拟中的一些关键技术 

  √ √ 

5.3工程模拟应用举例，了解发动

机装配的动态模拟过程，进一步

体会虚拟现实技术在工程模拟中

的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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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40A1          英文名称：Intelligent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编程、交互设计 

后续课程：移动互联网应用设计、虚拟现实应用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一般图搜索、与或图搜索问题包括与或图的启发式搜索算法、

博弈树的搜索、谓词逻辑与归结原理、知识表示、不确定性推理方法等的理论

和方法。 

目标 2：掌握不确定性推理方法之证据理论、机器学习（机器学习概论、

实例学习、基于解释的学习、决策树学习、神经网络学习）等的理论和方法。 

目标 3：学习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和基本原则；知识原则、知识表示的作

用、功能、性能；自动规划技术的新进展，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和面临的挑战。 

二、课程内容 

（一）人工智能概述 （2课时） 

1.1人工智能的概念；人工智能的研究途径和方法。 （1课时） 

1.2人工智能的分之领域；人工智能的基本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概况 。 

  （1课时） 

（二）基于谓词逻辑的机器推理 （2课时） 

2.1一阶谓词逻辑；归结演绎推理；应用归结原理求取问题答案。（1课时） 

2.2归结策略；Horn 子句归结与逻辑程序；非归结演绎推理。 （1课时） 

（三）图搜索技术 （4课时） 

3.1状态图搜索；状态图问题求解。 （2课时） 

3.2与或图搜索；与或图问题求解；博弈树搜索。 （2课时）   

（四）产生式系统 （4课时） 

4.1产生式规则；产生式系统。 （2课时） 

4.2产生式系统与图搜索；产生式系统的应用。 （2课时） 

（五）知识表示 （4课时） 

5.1知识及其表示；框架。 （2课时） 

5.2语义网络；面向对象知识表示。 （2课时） 

（六）不确定性推理方法 （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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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不确定性及其类型；不确定性知识的表示。 （4课时） 

6.2不确定性推理的一般模式；确定性理论；证据理论；模糊推理。 

  （4课时） 

（七）专家系统 （4课时） 

7.1专家系统的概念；专家系统的结构。 （2课时） 

7.2专家系统的应用与发展；专家系统设计与实现；专家系统开发与环境；

新一代专家系统研究。 （2课时） 

（八）机器学习 （4课时） 

8.1符号学习。 （2课时） 

8.2神经网络学习。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人工智能教程》，王士同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02 

2.《高等学校规划教材：人工智能原理及其应用》，王万森，电子工业出版

社，2012 

3.《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第 4 版），蔡自兴、徐光祐，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设计大作业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20%）、平时作业及分享展

示（30%）及考勤（10%）。 

2. 期末设计作品考核占比 40%。由任课教师根据授课情况，拟定设计课题

题目，学生依照题目进行创作。作品评分标准： 

（1）设计课题的创新性、原创性（25%） 

（2）设计课题的设计美感（30%） 

（3）设计课题在课程内容中各个知识点等方面的使用性（25%） 

（4）设计作品体现出的工作量与学习态度（20%） 

五、附件 

 

制定人：  刘成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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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一般图搜

索、与或图搜索问题

包括与或图的启发式

搜索算法、博弈树的

搜索、谓词逻辑与归

结原理、知识表示、

不确定性推理方法等

的理论和方法 

目标 2：掌握不确定

性推理方法之证据

理论、机器学习（机

器学习概论、实例

学习、基于解释的

学习、决策树学习、

神经网络学习）等

的理论和方法  

目标 3：学习人工智能

研究的发展和基本原

则；知识原则、知识表

示的作用、功能、性能；

自动规划技术的新进

展，人工智能的最新进

展和面临的挑战 

1.1 人工智能的概念；人工智能的研究途径和方

法。 
√   

1.2 人工智能的分之领域；人工智能的基本技

术；人工智能的发展概况 。 
√   

2.1 一阶谓词逻辑；归结演绎推理；应用归结原

理求取问题答案。 
√   

2.2 归结策略；Horn 子句归结与逻辑程序；非

归结演绎推理 。 
√   

3.1 状态图搜索；状态图问题求解。 √ √  

3.2 与或图搜索；与或图问题求解；博弈树搜索。 √ √  

4.1 产生式规则；产生式系统。 √ √  

4.2 产生式系统与图搜索；产生式系统的应用。  √  

5.1 知识及其表示；框架。  √  

5.2 语义网络；面向对象知识表示。  √  

6.1不确定性及其类型；不确定性知识的表示。  √ √ 

6.2 不确定性推理的一般模式；确定性理论；证

据理论；模糊推理。 
 √ √ 

7.1专家系统的概念；专家系统的结构。  √ √ 

7.2 专家系统的应用与发展；专家系统设计与实

现；专家系统开发与环境；新一代专家系统研究。 
 √ √ 

8.1 符号学习。  √ √ 

8.2 神经网络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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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41A1        英文名称：Fundamentals of Virtual Realit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辅助数字设计、设计编程 

后续课程：虚拟现实应用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立足于虚拟现实的“3I”特性，从技术和应用两个方向全面系统

地讲述虚拟现实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技能。 

目标 2：对虚拟现实最新硬件设备和高级软件技术的讲解，以及虚拟现实

传统应用和最新应用的介绍。 

目标 3：使学生了解并掌握虚拟现实的基本概念和术语、系统组成及应用

领域，了解虚拟现实的计算机体系结构、输入输出设备，以及有关的人的因素。 

目标 4：结合上机实验，了解虚拟现实的建模技术，掌握应用系统开发的

基本技能。 

二、课程内容 

（一）虚拟现实（VR）系统简介 （4课时） 

1.1虚拟现实的 3I特性；虚拟现实的发展简史；构成 VR系统的五个典型

组成部分。  （1课时） 

1.2输入设备：跟踪器、漫游和手势接口；三维位置跟踪器：性能参数；

机械、电磁、超声波、光学、混合惯性跟踪器；漫游和操纵接口：基于跟踪器

的漫游／操纵接口；跟踪球；三维探针；手势接口。 （1课时） 

1.3输出设备：图形、三维声音和触觉显示设备；图形显示设备；声音显

示设备；触觉反馈。 （2课时） 

（二）VR的计算体系结构 （4课时） 

2.1绘制流水线；基于 PC的图形体系结构；基于工作站的体系结构；分布

式 VR体系结构：多流水线同步；联合定位绘制流水线；分布式虚拟环境。 

  （4课时） 

（三）VR建模与 VR编程 （16课时） 

3.1几何建模；运动建模；物理建模；行为建模；模型管理。 （4课时） 

3.2工具包和场景图；World ToolKit：几何建模与外观；场景图；传感器

和动作函数；网络开发。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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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JAVA 3D——几何建模与外观；场景图；传感器和行为；网络开发。 

  （8课时） 

（四）VR中的“人的因素” （4课时） 

4.1研究方法和专业术语；使用者表现研究；VR健康和安全问题。 （2课时） 

4.2 VR与社会。 （2课时） 

（五）VR应用 （4课时） 

5.1 VR在医疗中的应用；VR在教育、艺术以及娱乐中的应用；VR在军事

中的应用。  （2课时） 

5.2 VR在制造业中的应用；VR在机器人领域中的应用；信息可视化——VR

在油气勘探和完善管理中的应用；体数据的可视化。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高等学校数字媒体专业规划教材:虚拟现实技术基础教程》（第 2版），

喻晓和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5 

2.《VR虚拟现实 商业模式+行业应用+案例分析》，卢博，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6.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设计大作业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20%）、平时作业及分享展

示（30%）及考勤（10%）。 

2. 期末设计作品考核占比 40%，由任课教师根据授课情况，拟定设计课题

题目，布置设计课题，训练课程中涉及知识点的运用，学生依照题目进行创作。

作品评分标准： 

（1）设计课题的创新性、原创性（25%） 

（2）设计课题的设计美感（30%） 

（3）设计课题在课程内容中各个知识点等方面的使用性（25%） 

（4）设计作品体现出的工作量与学习态度（20%） 

五、附件 

 

制定人：  刘成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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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立足于虚拟

现实的“3I”特性，

从技术和应用两个

方向全面系统地讲

述虚拟现实的基础

理论和实践技能 

目标 2：对虚拟现实

最新硬件设备和高

级软件技术的讲

解，以及虚拟现实

传统应用和最新应

用的介绍 

目标 3：使学生了解

并掌握虚拟现实的

基本概念和术语、系

统组成及应用领域，

了解虚拟现实的计

算机体系结构、输入

输出设备，以及有关

的人的因素 

目标 4：结合上机

实验，了解虚拟现

实的建模技术，掌

握应用系统开发

的基本技能 

1.1 虚拟现实的 3I 特性；虚拟现

实的发展简史；构成 VR系统的五

个典型组成部分 

√    

1.2输入设备 √    

1.3输出设备  √   

2.1 绘制流水线；基于 PC 的图形

体系结构；基于工作站的体系结

构；分布式 VR体系结构：多流水

线同步；联合定位绘制流水线；

分布式虚拟环境 

 √   

3.1几何建模；运动建模；物理建

模；行为建模；模型管理 
  √  

3.2 工具包和场景图； World 

ToolKit：几何建模与外观；场景

图；传感器和动作函数；网络开

发 

  √  

3.3 JAVA 3D——几何建模与外

观；场景图；传感器和行为；网

络开发 

  √ √ 

4.1研究方法和专业术语；使用者

表现研究；VR健康和安全问题 
  √ √ 

4.2 VR与社会   √ √ 

5.1 VR在医疗中的应用；VR在教

育、艺术以及娱乐中的应用；VR

在军事中的应用 

  √ √ 

5.2 VR在制造业中的应用；VR在

机器人领域中的应用；信息可视

化——VR 在油气勘探和完善管理

中的应用；体数据的可视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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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设计（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42A1       英文名称：Project Design（1） 

学分/学时：2/2 周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创新思维、服务设计 

后续课程：逆向工程与快速成型技术应用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综合运用之前所学的知识，进行影像创意方面的专题设计实践，

通过专题设计使学生对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相关的基本概念、表现手法、设计软

件等知识起到巩固、深化、融会贯通的作用，提高学生的创意能力、绘图能力

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能力等。 

目标 2：通过对行业内优秀影像作品的调研和赏析，提高对相关数字媒体

艺术设计作品的审美分析能力。 

目标 3：掌握数字媒体相关的基本软件的表现能力，能运用相关软件表现

设计想法。 

目标 4：掌握设计项目汇报能力，能归纳整理整个设计流程，并公开汇报。 

二、课程内容 

（一）优秀影像作品的调研和赏析 （4课时） 

1.1行业内优秀影像作品的调研和分析。 （2课时） 

1.2竞赛获奖影像作品的收集和赏析。 （2课时） 

（二）选题构思 （8课时） 

2.1自定影像设计主题，展开创意，进行主题构思。 （4课时） 

2.2绘制故事脚本和分镜头。 （4课时） 

（三）拍摄、剪辑和特效制作 （24课时） 

3.1影像作品的拍摄。 （8课时） 

3.2影像作品的剪辑。 （8课时） 

3.3影像作品的后期特效制作。 （8课时） 

（四）设计汇报 （4课时） 

4.1设计小结。 （2课时） 

4.2影像设计作品汇报。 （2课时） 

（五）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5.1 Photoshop、Illustrator等图形软件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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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After Effects、Premiere等专业视频编辑、特效制作软件的使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结合题目，在教师指导下阅读相关参考资料与作品。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方式为考查，考核方法为过程考核。 

成绩评定按百分制记，平时成绩（出勤率、学习态度等）占 20％，设计成

果占 80%。设计成果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新性（30%）、表现手法（30%）、

艺术效果（30%）。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婷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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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对数字媒体艺术

设计相关的基本概念、表

现手法、设计软件等知识

起到巩固、深化、融会贯

通的作用，提高学生的创

意能力、绘图能力以及计

算机辅助设计能力等 

目标 2：提高

对相关数字媒

体艺术设计作

品的审美分析

能力 

目标 3：掌握

数字媒体相

关的基本软

件的表现能

力，能运用相

关软件表现

设计想法 

目标 4：掌握设计项

目汇报能力，能归

纳整理整个设计流

程，并公开汇报 

1.1 行业内优秀影像作品的调研和分

析 
√ √  

 

1.2竞赛获奖影像作品的收集和赏析 √ √   

2.1 自定影像设计主题，展开创意，

进行主题构思 
√   

 

2.2绘制故事脚本和分镜头 √    

3.1影像作品的拍摄   √  

3.2影像作品的剪辑   √  

3.3影像作品的后期特效制作   √  

4.1设计小结    √ 

4.2影像设计作品汇报    √ 

5.1 Photoshop、Illustrator等图形

软件的使用 
  √ 

 

5.2 After Effects、Premiere 等专

业视频编辑、特效制作软件的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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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设计（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42A2         英文名称：Project Design（2） 

学分/学时：2/2 周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逆向工程与快速成型技术 

后续课程：设计创新与创业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通过专项课题设计，模拟企业真实设计项目流程，使学生系统掌

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基本概念、调研分析、表现技法、设计软件等知识。提

高对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作品的审美分析能力，为后续的专业学习打下良好的基

础。 

目标 2：掌握数字媒体行业的信息收集、信息整理能力，能通过市场调研

等手段获得所需信息并为今后的设计服务。 

目标 3：掌握数字媒体相关的基本软件的表现能力，能运用相关软件表现

设计想法。 

目标 4：掌握 PPT 制作及设计项目汇报能力，能归纳整理整个设计流程，

并公开汇报。 

二、课程内容 

（一）数字媒体行业调研与分析 （4课时） 

1.1介绍数字媒体行业发展现状。 （2课时） 

1.2介绍市场调研基本方法。 （1课时） 

1.3介绍数据分析基本方法。 （1课时） 

（二）草图绘制 （16课时） 

2.1围绕网站设计或 APP设计内容，如订餐服务、出行服务、健康监测等，

展开市场调研。 （4课时） 

2.2绘制网站或 APP的信息架构草图。 （4课时） 

2.3绘制页面线框图。 （4课时） 

2.4绘制低保真页面效果图。 （4课时） 

（三）方案细化 （16课时） 

3.1设计方案的修改与完善。 （8课时） 

3.2设计方案的细化与制作原型。 （8课时） 

（四）设计汇报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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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设计小结，PPT制作。 （2课时） 

4.2设计汇报。 （2课时） 

（五）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5.1 Photoshop、Illustrator等图形软件的使用。 

5.2 Dreamweaver、Auxre等网页设计、原型设计软件的使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结合题目，在教师指导下阅读相关参考资料与作品。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方式为考查，考核方法为过程考核。 

考核内容按设计各环节要求，突出重点，并兼顾其它知识点内容。 

成绩评定按百分制记，平时成绩（出勤率、学习态度等）占 20％，设计成

果占 80%。设计成果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新性（30%）、表现手法（30%）、

艺术效果（30%）。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婷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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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系统掌握数字

媒体艺术设计的基本概

念、调研分析、表现技

法、设计软件等知识，

提高对数字媒体艺术设

计作品的审美分析能力 

目标 2：掌握数字媒

体行业的信息收集、

信息整理能力 

目标 3：掌握数字媒

体相关的基本软件

的表现能力 

目标 4：掌握 PPT制

作及设计项目汇报

能力 

1.1 介绍数字媒体行业发展

现状 
√  √ 

 

1.2介绍市场调研基本方法 √ √   

1.3介绍数据分析基本方法 √ √   

2.1 围绕网站设计或 APP 设

计内容，展开市场调研 
√ √  

 

2.2 绘制网站或 APP 的信息

架构草图 
  √ 

 

2.3绘制页面线框图   √  

2.4绘制低保真页面效果图   √  

3.1设计方案的修改与完善   √  

3.2 设计方案的细化与制作

原型 
  √ 

 

4.1设计小结，PPT制作    √ 

4.2设计汇报    √ 

5.1 Photoshop 、

Illustrator 等图形软件的

使用 

  √ 

 

5.2 Dreamweaver、Auxre等

网页设计、原型设计软件的

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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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设计实践（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43A1       英文名称：Design Studio（1） 

学分/学时：3/96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专题设计（1） 

后续课程：交互设计、智能设计、工作室设计实践（2）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通过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入学院设计工作室，参观设计企业、

与著名设计师交流、座谈等途径和方式，培养学生了解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实

际方法与过程，熟悉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现实动态与发展趋势。 

目标 2：通过参与国内外设计竞赛和工作室实际项目的激励，提高学生对

于实际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过程的感性认知，指导学生将专业理论与设计实践融

合与综合。 

目标 3：支撑交互设计和智能设计的课程学习，通过本实践环节，使学生

有机会接触到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相关项目的策划、设计和实施过程的整体情况，

并使学生对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组织机构、设计方法与程序、设计手段与设备

有直观的认识。 

二、课程内容 

（一）企业调研与交流 （16课时） 

1.1参观设计企业。 

1.2与著名设计师交流、座谈。 

1.3在调研和交流基础上完成调研报告。 

（二）参与工作室实际项目 （40课时） 

2.1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入学院设计工作室，参与工作室实际项目。 

2.2提交项目作品电子文件、专利申请书等，并制作和设计作品版面。 

（三）参与国内外设计竞赛 （40课时） 

3.1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与国内外设计竞赛。 

3.2提交参赛作品电子文件、专利申请书等，并制作和设计作品版面。 

注：要求每周至少有 4小时在工作室中学习，至少参加一项设计大赛或企

业实际设计项目。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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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结合题目，在教师指导下阅读相关参考资料与作品。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方式为考查，由学院组织教师对学生的设计实践项目进行评定，

并及时反馈给学生。 

成绩由平时成绩构成，根据设计作品的质量评定，并参考考勤和工作态度，

作品若能被厂家采用或在设计大赛中获奖，则作品为优。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婷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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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培养学生了解数字

媒体艺术设计的实际方法

与过程，熟悉数字媒体艺术

设计的现实动态与发展趋

势 

目标 2：提高学生对于实际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过程的

感性认知，指导学生将专业

理论与设计实践融合与综

合 

目标 3：使学生对数字媒体

艺术设计的组织机构、设计

方法与程序、设计手段与设

备有直观的认识 

1.1参观设计企业 √  √ 

1.2与著名设计师交流、座谈 √   

1.3 在调研和交流基础上完成调

研报告 
√   

2.1 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入

学院设计工作室，参与工作室实

际项目 

 √ √ 

2.2 提交项目作品电子文件、专

利申请书等，并制作和设计作品

版面 

 √  

3.1 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

与国内外设计竞赛 
 √ √ 

3.2 提交参赛作品电子文件、专

利申请书等，并制作和设计作品

版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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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设计实践（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43A2        英文名称：Design Studio（2） 

学分/学时：3/96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工作室设计实践（1） 

后续课程：网页设计、移动互联网应用设计、虚拟现实基础、工作室设计实践

（3）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通过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入学院设计工作室，参观设计企业、

与著名设计师交流、座谈等途径和方式，培养学生了解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实

际方法与过程，熟悉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现实动态与发展趋势。 

目标 2：通过参与国内外设计竞赛和工作室实际项目的激励，提高学生对

于实际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过程的感性认知，指导学生将专业理论与设计实践融

合与综合。 

目标 3：支撑网页设计、移动互联网应用设计、虚拟现实基础的课程学习，

通过本实践环节，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到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相关项目的策划、设

计和实施过程的整体情况，并使学生对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组织机构、设计方

法与程序、设计手段与设备有直观的认识。 

二、课程内容 

（一）企业调研与交流 （16课时） 

1.1参观设计企业。 

1.2与著名设计师交流、座谈。 

1.3在调研和交流基础上完成调研报告。 

（二）参与工作室实际项目 （40课时） 

2.1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入学院设计工作室，参与工作室实际项目。 

2.2提交项目作品电子文件、专利申请书等，并制作和设计作品版面。 

（三）参与国内外设计竞赛 （40课时） 

3.1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与国内外设计竞赛。 

3.2提交参赛作品电子文件、专利申请书等，并制作和设计作品版面。 

注：要求每周至少有 4 小时在工作室中学习，至少参加一项设计大赛或企

业实际设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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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结合题目，在教师指导下阅读相关参考资料与作品。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方式为考查，由学院组织教师对学生的设计实践项目进行评定，

并及时反馈给学生。 

成绩由平时成绩构成，根据设计作品的质量评定，并参考考勤和工作态度，

作品若能被厂家采用或在设计大赛中获奖，则作品为优。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婷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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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培养学生了解数字

媒体艺术设计的实际方法

与过程，熟悉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的现实动态与发展

趋势 

目标 2：提高学生对于实际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过程的

感性认知，指导学生将专

业理论与设计实践融合与

综合 

目标 3：使学生对数字媒体

艺术设计的组织机构、设

计方法与程序、设计手段

与设备有直观的认识 

1.1参观设计企业 √  √ 

1.2与著名设计师交流、座谈 √   

1.3在调研和交流基础上完成调研

报告 
√   

2.1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入学

院设计工作室，参与工作室实际项

目 

 √ √ 

2.2提交项目作品电子文件、专利

申请书等，并制作和设计作品版面 
 √  

3.1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与

国内外设计竞赛 
 √ √ 

3.2提交参赛作品电子文件、专利

申请书等，并制作和设计作品版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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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设计实践（3）》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43A3          英文名称：Design Studio（3） 

学分/学时：3/96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工作室设计实践（2）、专题设计（2） 

后续课程：虚拟现实应用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通过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入学院设计工作室，参观设计企业、

与著名设计师交流、座谈等途径和方式，培养学生了解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实

际方法与过程，熟悉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现实动态与发展趋势。 

目标 2：通过参与国内外设计竞赛和工作室实际项目的激励，提高学生对

于实际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过程的感性认知，指导学生将专业理论与设计实践融

合与综合。 

目标 3：支撑虚拟现实应用设计的课程学习，通过本实践环节，使学生有

机会接触到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相关项目的策划、设计和实施过程的整体情况，

并使学生对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组织机构、设计方法与程序、设计手段与设备

有直观的认识。 

二、课程内容 

（一）企业调研与交流 （16课时） 

1.1参观设计企业。 

1.2与著名设计师交流、座谈。 

1.3在调研和交流基础上完成调研报告。 

（二）参与工作室实际项目 （40课时） 

2.1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入学院设计工作室，参与工作室实际项目。 

2.2提交项目作品电子文件、专利申请书等，并制作和设计作品版面。 

（三）参与国内外设计竞赛 （40课时） 

3.1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与国内外设计竞赛。 

3.2提交参赛作品电子文件、专利申请书等，并制作和设计作品版面。 

注：要求每周至少有 4 小时在工作室中学习，至少参加一项设计大赛或企

业实际设计项目。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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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结合题目，在教师指导下阅读相关参考资料与作品。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方式为考查，由学院组织教师对学生的设计实践项目进行评定，

并及时反馈给学生。 

成绩由平时成绩构成，根据设计作品的质量评定，并参考考勤和工作态度，

作品若能被厂家采用或在设计大赛中获奖，则作品为优。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婷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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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培养学生了解数

字媒体艺术设计的实际

方法与过程，熟悉数字媒

体艺术设计的现实动态

与发展趋势 

目标 2：提高学生对于实

际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过

程的感性认知，指导学生

将专业理论与设计实践

融合与综合 

目标 3：使学生对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的组织机构、设计方

法与程序、设计手段与设备

有直观的认识 

1.1参观设计企业 √  √ 

1.2与著名设计师交流、座谈 √   

1.3 在调研和交流基础上完成调研

报告 
√   

2.1 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入学

院设计工作室，参与工作室实际项

目 

 √ √ 

2.2 提交项目作品电子文件、专利

申请书等，并制作和设计作品版面 
 √  

3.1 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与

国内外设计竞赛 
 √ √ 

3.2 提交参赛作品电子文件、专利

申请书等，并制作和设计作品版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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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44A1         英文名称：Innovative Think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专题设计（1）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培养创新基本理论、创新思维定势及突破、创新思维原理运用、

创新思维技法操作、创新思维能力训练等。 

目标 2：培养创新原理与创造技法的同时，注重原理与技法的融合，“案

例先导、理论打夯、技法拓展、实训强化”。 

目标 3：创新基本理论、创新思维定势及突破、创新思维原理运用、创新

思维技法操作、创新思维能力训练等。 

二、课程内容 

（一）创新与创新能力 （4课时） 

1.1创新的含义 （1课时） 

1.2创新相关概念比较 （1课时） 

1.3创新的分类 （1课时） 

1.4创新能力 （1课时） 

（二）创新基本理论 （6课时） 

2.1“创造五层次”理论 （3课时） 

2.2创造力汇合理论 （3课时） 

（三）从创造到创造学 （6课时） 

3.1创造学的发展简史 （1课时） 

3.2创造学学科概况 （1课时） 

3.3创造学基本内涵和研究对象 （2课时） 

3.4创造工程学 （2课时） 

（四）自我认知及创新能力测评 （8课时） 

4.1自我认知及创新能力测评 （2课时） 

4.2试试你的发散力 （3课时） 

4.3创造力 （3课时） 

（五）思维与思维能力 （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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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思维的概念 （1课时） 

5.2思维的脑机制 （1课时） 

5.3思维的基本构成 （2课时） 

5.4思维分类 （2课时） 

5.5思维的特性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创新思维——原理·技法·实训》，吕丽等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0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高等学校创新思维与应用规划教材:创新思维与方法》，周苏、王硕苹

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6.09 

2.《创新思维》，寇静、徐秀艺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10%）、平时练习（4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提交研究报告的考核形式。评分标准：完整性

（10%）、创新性（30%）、严谨性（30%）、格式规范（30%）。 

五、附件 

 

制定人：  胡昊琪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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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培养创新基本理论、

创新思维定势及突破、创新

思维原理运用、创新思维技

法操作、创新思维能力训练

等 

目标 2：培养创新原理与创

造技法的同时，注重原理

与技法的融合，“案例先

导、理论打夯、技法拓展、

实训强化” 

目标 3：创新基本理论、创

新思维定势及突破、创新

思维原理运用、创新思维

技法操作、创新思维能力

训练等 

1.1 创新的含义 √   

1.2 创新相关概念比较 √   

1.3 创新的分类 √   

1.4 创新能力 √ √  

2.1“创造五层次”理论  √ √ 

2.2 创造力汇合理论  √ √ 

3.1 创造学的发展简史  √ √ 

3.2 创造学学科概况  √ √ 

3.3 创造学基本内涵和研究对象  √ √ 

3.4 创造工程学  √ √ 

4.1 自我认知及创新能力测评  √ √ 

4.2 试试你的发散力  √ √ 

4.3 创造力  √ √ 

5.1 思维的概念   √ 

5.2 思维的脑机制   √ 

5.3 思维的基本构成   √ 

5.4 思维分类   √ 

5.5 思维的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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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创新与创业》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45A1   英文名称：Desig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专题设计（2）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创新与创业的概念及创新思维的培养。 

目标 2：了解创业精神与人生发展，创业者与创业团队，创业机会、创业

风险防范和战略管理，创业资源，创业计划，新企业开办，新企业生存管理，

创业者素质提升等方面知识。 

目标 3：掌握创新与创业的内涵和相互联系，以及创业团队经营管理等相

关知识，对于大学生创新与创业活动进行指导。 

二、课程内容 

（一）创新赢得未来 （4课时） 

1.1创新的定义与意义 （1课时） 

1.2创新思维的培养、激励与训练 （2课时） 

1.3创新与成功 （1课时） 

（二）创业、创业精神与人生发展 （6课时） 

2.1创业的定义、要素和类型 （2课时） 

2.2创业精神 （2课时） 

2.3创业与职业生涯发展 （2课时） 

（三）创业者与创业团队 （6课时） 

3.1创业者 （3课时） 

3.2创业团队 （3课时） 

（四）创业机会、创业风险防范和战略管理 （8课时） 

4.1创业机会概述 （4课时） 

4.2创业风险防范和战略管理 （4课时） 

（五）创业资源 （8课时） 

5.1创业资源概述 （2课时） 

5.2创业计划 （2课时） 

5.3创业者素质的提升 （4课时） 



 

378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大学生创新与创业教程》，沈斐敏、徐国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创新思维与创业教育》，王中强、陈工孟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8 

2.《创新与创业指导》，杨敏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10%）、平时练习（4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提交设计创新与创业商业计划书，并进行 PPT

汇报形式进行考核。评分标准：完整性（10%）、创新性（30%）、书面表达能力

（30%）、口头表达能力（30%）。 

五、附件 

 

制定人：  胡昊琪  审核人：  张婷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0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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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创新与创业

的概念及创新思维的培养 

目标 2：了解创业精神与人

生发展，创业者与创业团队，

创业机会、创业风险防范和

战略管理，创业资源，创业

计划，新企业开办，新企业

生存管理，创业者素质提升

等方面知识 

目标 3：掌握创新与创业

的内涵和相互联系，以及

创业团队经营管理等相

关知识，对于大学生创新

与创业活动进行指导 

1.1 创新的定义与意义 √   

1.2 创新思维的培养、激励与训练 √   

1.3 创新与成功  √  

2.1 创业的定义、要素和类型 √ √  

2.2 创业精神  √  

2.3 创业与职业生涯发展  √  

3.1 创业者  √  

3.2 创业团队  √ √ 

4.1 创业机会概述  √  

4.2 创业风险防范和战略管理  √ √ 

5.1 创业资源概述  √ √ 

5.2 创业计划  √ √ 

5.3 创业者素质的提升  √ √ 

 



 

380 

 

《创新创业教育（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46P1   英文名称：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1）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创新创业教育（2）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明确创业的含义与主要内容，了解创业的主要过程，掌握创业的

概念与要素。 

目标 2：明确创业精神与创业者特征，掌握创业精神的构成要素，掌握创

业者素质评价方法，明确创业团队的组建原则和要素，理解创业团队管理的核

心。 

目标 3：掌握创业项目的相关知识，创业项目的主要来源，知晓创业项目

形成的关键节点，理解创业项目形成过程，实际运用创业项目选择的 SWOT 分

析法 

目标 4：明确创业的关键资源，知晓创业的关键业务，能够开展创业关键

业务分析，能够设计的创业汇报方案。 

二、课程内容 

（一）创业浪潮中的大学生创业 （2课时） 

1.1 掌握市场关键词，掌握市场的概念。 

1.2 创业的含义与内容，创业的含义、创业要素、创业的一般过程。 

1.3 中国创业教育的现状，中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特点，大学生创业教育的

主要模式，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二）创业精神与创业团队 （2课时） 

2.1 掌握创业精神，掌握创业精神的构成要素。 

2.2 掌握创业者素质评价方法，创业者分类，创业者的基本特征，创业者

拥有的综合能力。 

2.3 掌握创业团队的组建原则和要素，理解创业团队管理的核心，学会确定

创业团队的目标管理、定位管理和职权管理。 

（三）创业项目 （4课时） 

3.1掌握创业项目的主要来源，掌握项目形成的价值主张。 

3.2 知晓创业项目形成的关键节点，创业项目形成，选择的 SWOT 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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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分析一个创业项目，形成创业项目运行对策。 

3.3 能够设计一个创业项目并对创业项目展开评估。 

（四）创业资源 （8课时） 

4.1明确创业的关键资源，掌握创业资源要素，核心资源的类型，资源获

取的途径，学会整合资源以及对资源进行综合利用。 

4.2 能够确定创业的关键业务，知道关键业务的类型，价值链分析，对创业

关键业务能够正确分析。 

4.3 能够完成团队创业项目并做创业 ppt 汇报。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当代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教程》，蔡敏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李时椿等：《创新与创业管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9 

2. 葛建新等：《创业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问答，考勤和作业等。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提交调研报告形式（60%）。 

五、附件 

 

制定人：  刘博敏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7  月  

 

https://book.jd.com/writer/%e8%94%a1%e6%95%8f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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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明确创业的

含义与主要内容，了

解创业的主要过程，

掌握创业的概念与要

素。 

 

目标 2：明确创业精

神与创业者特征，

掌握创业精神的构

成要素，掌握创业

者素质评价方法，

明确创业团队的组

建原则和要素，理

解创业团队管理的

核心。 

目标 3:掌握创业项

目的相关知识，创

业项目的主要来

源，理解创业项目

形成过程，实际运

用创业项目选择的

SWOT分析法。 

 

 

目标 4:明确创业

的关键资源，知晓

创业的关键业务，

能够开展创业关

键业务分析，能够

设计的创业汇报

方案。 

 

1.1 掌握市场关键词,掌握市场

的概念 
√    

1.2创业的含义与内容 √    

1.3中国创业教育的现状 √    

2.1 掌握创业精神，掌握创业精

神的构成要素 
 √   

2.2 掌握创业者素质评价方法  √   

2.3 掌握创业团队的组建原则和

要素 
 √   

3.1掌握创业项目的主要来源   √  

3.2 知晓创业项目形成的关键节

点，创业项目形成 
  √  

3.3 能够设计一个创业项目并对

创业项目展开评估 
  √  

4.1明确创业的关键资源    √ 

4.2能够确定创业的关键业务    √ 

4.3 能够完成团队创业项目并做

创业 ppt汇报  
√ √ √ √ 

4.4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

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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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3146P2 

英文名称：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2）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开课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 

先修课程：创新创业教育（1）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明确创新的要素、类型和条件，明确组织创新的条件，掌握左脑

思维与右脑思维的区别，传统价值链与创新价值链的区别。 

目标 2：掌握创新设计思维的目标与要素，创新设计思维的特征。掌握创

新设计思维的核心循环，创新设计思维与设计思维的区别。 

目标 3：掌握创新设计思维工作坊通用的形式和创新设计思维工作坊需要

的工具。 

目标 4：掌握创新设计思维步骤，会制定设计主题的研究，会创新想法的

可行性分析，能够制定创新设计思维的行动计划。 

二、课程内容 

（一）创新与思维 （2课时） 

1.1 创新的要素、类型和条件。 

1.2 组织创新的条件。 

1.3  左脑思维与右脑思维，传统价值链与创新价值链。 

（二）创新设计思维概况 （2课时） 

2.1 设计思维定义, 设计思维的发展历史。 

2.2 创新设计思维的目标与要素, 创新设计思维的特征。 

2.3 创新设计思维的核心循环，创新设计思维与设计思维的区别，创新设计

思维文化的培养。 

（三）创新设计思维工作坊通用的工具 （4课时） 

3.1 创新设计思维工作坊通用的形式。 

3.2 创新设计思维工作坊需要的工具。 

（四）创新设计思维步骤 （6课时） 

4.1 制定设计主题的研究 。 

4.2 主题相关信息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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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设计创新想法的激荡。 

4.4 创新想法的可行性分析。 

4.5 创新设计思维的行动计划。 

4.6 创新设计思维行动计划专用工具。 

（五）创新设计思维设计和利用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设计思维方法论以及实践手册》，鲁百年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设计改变一切》，（英）布朗著，侯婷译，万卷出版公司，南京大学出

版社，2006.9 。 

2.《创新与创业管理》，李时椿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问答，考勤和作业等。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提交调研报告形式（60%）。 

五、附件 

 

制定人：  刘博敏  审核人：  夏敏燕  批准人：  刘博敏  2017 年  07月  

 

 

https://book.jd.com/writer/%e8%94%a1%e6%95%8f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2%BC%C0%C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A%EE%E6%C3&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D%F2%BE%ED%B3%F6%B0%E6%B9%AB%CB%BE&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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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明确创新的

要素、类型和条件，

明确组织创新的条

件，掌握左脑思维

与右脑思维的区

别，传统价值链与

创新价值链的区

别。 

目标 2：掌握创新设

计思维的目标与要

素，创新设计思维的

特征。掌握创新设计

思维的核心循环，创

新设计思维与设计

思维的区别。 

目标 3: 掌握创新

设计思维工作坊

通用的形式和创

新设计思维工作

坊需要的工具。 

目标 4:掌握创新设计

思维步骤，会制定设计

主题的研究，会创新想

法的可行性分析，能够

制定创新设计思维的

行动计划。 

1.1创新的要素、类型 √    

1.2组织创新的条件 √    

1.3  左脑思维与右脑思维，

传统价值链与创新价值链 
√    

2.1 设计思维定义, 设计思维

的发展历史 
 √   

2.2 创新设计思维的目标与要

素, 创新设计思维的特征 
 √   

2.3 创新设计思维的核心循

环，创新设计思维与设计思维

的区别，创新设计思维文化的

培养 

 √   

3.1 创新设计思维工作坊通用

的形式 
  √  

3.2 创新设计思维工作坊需要

的工具 
  √  

4.1制定设计主题的研究    √ 

4.2主题相关信息的探索     √ 

4.3设计创新想法的激荡    √ 

4.4创新想法的可行性分析    √ 

4.5 创新设计思维的行动计划

  
   √ 

4.6 创新设计思维行动计划专

用工具 
   √ 

5.1创新设计思维设计和利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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