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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计专业

1. 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室内设计、景观设计、

展示设计、建筑设计、小区规划设

计等有关环境设计及教学、研究工

作的专业人才。

2. 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掌握室内设计、景观设计、建筑

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并能

运用艺术设计规律进行设计。

3. 主要课程

制图基础、设计基础、专业软件

应用、设计创意、室内外表现技法、

模型制作、建筑史、建筑法规、建筑

施工预算、家具设计、建筑设计、室

内设计、小区规划设计、景观设计、

展示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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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题目 / 山海经新解

设计师 / 沈帅（摄影）

指导教师 / 赵欣

概念 / 
本作品的创新点在初始于本人童年时期看年环画所产生的神话情节，随着时间

和阅历的增长，对于这些神话故事有了更新更深刻的理解，将这些神话故事与

当代的社会问题完美结合创作出四张图像，以期实现小时候的这个神话情节梦，

同时借此反映一些当代的社会问题。

制作过程 / 
1: 作品立意：始于圣经故事中的《巴别塔》，确立的以矛盾、沟通做为作品的

中心思想。

2：确立载体：以《山海经》中的经典神话故事作为载体。

3 : 寻找突破口：

《神农尝百草》对应转基因食品 

《女娲造人》对应克隆技术

《后羿射日》对应气候转暖 

《精卫填海》对应人工填海

4：确立画面的构图以及色调：构图参考《饥饿的苏丹》，色调参考画家刘溢

的作品。

5 ：场景摄制。

6 : 人物摄制。

7 : 最终效果。

创新点 / 
1 : 利用当代的社会与这些经典神话故事的结合，来将经典的传统神话故事形象

进行一次重塑，赋予新的使命，是本组作品的核心创新点。

2：图像制作过程中的所获取的实际经验是本组作品的衍生创新点（如：场景

的摄制经验、道具的制作和收集的经验、拍摄的人物的调动经验和后期的制作

与合成经验）

每个人小时候都会有一个充斥着连

环画的童年时光，并将一些神话故

事中人物作为自己儿时第一个有意

识的偶像，想象着自己若能有这些

能力就可以自己很多生活中的烦恼，

作品阐述 / 《山海经新解》这组摄影

作品是将一些当代的社会问题作为

切入点，以经典的山海经神话故事

作为载体，来反映一些当代社会所

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

具体的有

1 : 《神农尝百草》对应转基因食品 

2 : 《女娲造人》对应克隆技术 

3 : 《后羿射日》对应气候转暖

4 : 《精卫填海》对应人工填海

毕业设计与未来 / 

在毕业之后我会够继续将《山海经

新解》继续深入的做下去，以期积

累到一定数量之后可以举办一次属

于自己的个展。本人个人意向能够

成为一个艺术摄影方向的自由职业

摄影师。

神话情结、英雄主义、

社会忧患意识、

理想与现实
而这归咎于小时候天真的心智，和

对英雄人物的能力的敬畏与崇拜。

但随着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增长，小

时候的英雄形象也会慢慢的褪色，

因为我们会渐渐发现很多社会问题

是比想象中复杂的多，即便是这些

神通广大的英雄人物也无能为例，

从而显得苍白无力。

本组作品的创作灵感源自《圣经》故事中的巴别塔，将矛盾与沟通作为中心思想，以反映

一些当代的社会问题作为切入点，以经典的山海经神话故事作为载体，结合以上三点所创

作出的图像。

《巴别塔》

《饥饿的苏丹》 画家刘溢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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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专业

1. 培养目标

培养卓越的、具有开放性、实验性的青年

动画艺术工作者，可以在动画产业以及动画媒

介所能涉及的领域中有所作为，创造快乐并获

得快乐，技能扎实、观念开放、具备思考和行

动能力。

2. 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掌握动画设计、制作、创作的基本方法与

基础技能，了解专业相关领域的前沿发展趋势，

具 备 从 事 动 画 创 作 职 业 所 需 的 综 合 能 力 与 素

质，培育个人特质，勇于尝试新颖想法实现创

意。

3. 主要课程

动画原理、造型探索、原动画训练、故事与

绘本创作、影像表达、视听语言、动态肢体语言、

声音设计、剧场构成、实验影像与动画等。

数字媒体设计专业是我们身处的这个信息化社会中最具有时代
性的设计方向。它融会所有现存媒体和设计门类，利用无不在
的交互式的界面（手机，互联网，各类电子消费品等），实现
用户在工作、娱乐和社交的各类应用。 本专业获得首批“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 ( 交互媒体方向 )”称号。

The Digital Media is the form by which most communication now occurs. It is the means by which images and 

sounds can be created rapidly and effectively, stored and replicated without loss of quality, and transmitted instantly 

to worldwide audiences by using interactive interfaces (cell phone, internet, all kinds of consumer electronics etc.). 

In so doing users can express themselves effectively in the social work, entertainments and all kinds of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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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1. 培养目标

培养在信息产业从事数字娱乐内容设计、信

息资讯系统设计、软件界面设计、数字媒体广告

与传播、科学视觉化设计等虚拟设计实践，具备

科学精神以及艺术创新能力的交叉型人才。

2. 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熟悉新媒体发展现状，具备基于交互平台的

数字内容设计以及数字体验设计的相关知识和技

能，掌握信息设计的思想和方法。

3. 主要课程

创新思维训练、时尚图形设计、图像符号设

计、概念设计、脚本及故事板、视听语言、数字

音效、影像表达、界面与交互设计、信息设计理

论与实践、新媒体广告、数字媒体营销、网络动

画、网络游戏、数字短片及后期特效、综合媒介

研究以及新媒介艺术等。

绘画（中国画）专业
1.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较强的艺术创作与研究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适应社会需求的有关绘画创作、艺术教学、艺术设计和研究

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2. 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掌握美术学科的基本理论和造型基础；掌握绘画艺术语言和表现技能；了解和掌握中外艺术发展概况和国内外现代艺

术发展的动态并具备专业创作实践的基本能力。

3. 主要课程

素描、速写、书法、花鸟临摹与写生、工笔人物写生与创作、水墨人物写生与创作、综合材料应用与研究、中国画论、

艺术哲学、中外美术史等。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1. 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品牌设计与推广及信息

设计与传播的专门人才，主要从事品

牌设计与推广，广告设计与策划、出

版设计，信息设计、展示与活动设计

等工作。

2. 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掌握视觉传达设计的理论知识，

通晓文字、图形、图像的设计方法，

熟悉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相关操作，具

备独立完成实践项目的设计能力。

3. 主要课程

文字设计、图形设计、版面设计、

信息设计、交互设计、包装设计、商

业摄影、活动设计、书籍设计、插图

设计、海报设计、综合媒体广告设计、

商业形象设计、桌面出版与印刷、新

媒体视觉设计等。

摄影专业

1.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国际化的眼光和视

野，了解商业视觉的运作规律，

从事商业摄影、时装摄影、影像

设计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2. 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了解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和前

沿艺术与技术发展动态；全方位

掌握人像摄影、时装摄影、广告

摄影以及数字后期处理的高级技

术；具备现代的摄影意识和创作

风格；掌握商业摄影的市场运作

规律，多角度掌握其他摄影门类

的主要风格和技能；具有开拓和

创新的学习和创作精神。

3. 主要课程

摄影构图、摄影基础、摄影

用光、 人像摄影、产品摄影、广

告摄影、时装摄影、暗房技术、

数字后期技术、动态影像 、 版

式设计 、报告设计以及互动网

页设计等。

雕塑专业 

1. 培养目标

以培养雕塑创作、城市雕塑与景观设计为主要目标和相关专业的设计及教学、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

2. 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具备良好的艺术修养和艺术造诣，掌握雕塑创作的理论知识，熟悉各类工艺材料的特性及制作工艺，具备

雕塑创作和相关的景观设计方面的能力。

3. 主要课程

素描、色彩、构成基础、装饰基础、雕塑基础、金属工艺基础、陶塑艺术、中国传统雕塑研究、西方雕塑研究、

硬质材料雕塑创作、彩塑、装饰雕塑创作、景观艺术设计、二维软件应用、三维软件应用和专业外语等。

1. 培养目标

以培养装饰绘画创作、环境壁画与景观设计为主要目标，兼具平面设计、动画图形设计等相关专业能力的

设计及教学、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

2. 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具备良好的艺术修养和艺术造诣，掌握公共艺术设计的理论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和前沿动态，熟

悉各类工艺材料的特性及制作方法，具备壁画艺术与景观设计、装饰绘画创作以及相关的平面设计、动画图形

设计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3. 主要课程

素描、水粉、构成基础、装饰基础、雕塑基础、人物线描、人物重彩、传统壁画临摹与研究、装饰绘画创作、

壁画设计与陶瓷工艺、壁画设计与漆艺工艺、壁画设计与金属工艺、超写实绘画创作、三维软件应用、平面广

告设计、景观艺术设计、壁画设计和专业外语等。

公共艺术专业

绘画（油画）专业

1.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较强的艺术创作与研究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适应社会需求的有关绘画创作、艺术教学、艺术设

计和研究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2. 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掌握美术学科的基本理论和造型基础；掌握绘画艺术语言和表现技能；了解和掌握中外艺术发展概况和国

内外现代艺术发展的动态并具备专业创作实践的基本能力。

3. 主要课程

素描、色彩、油画人物组合、油画创作与研究、油画风景写生与创作、油画人体写生与创作、油画组合景

物与创作、综合材料应用与研究、艺术哲学、中外美术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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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食”来隐喻，表现现代社会中，

家庭关系，男女关系等引人深思的问

题

作品题目 / 关系 、食物

设计师 / 杨笠（视传）

指导教师 / 韩诚

创新点／
电脑绘画

第二组借鉴波普艺术，色彩艳丽。这

一组用连续的图像来表达一个问题，

单独看一副的画是不成立的。

作品阐述 / 

共由八幅插画组成，两种手法两个

系列：第一组从传统的手法入手，

一共四幅画，每幅一个主题，每一

幅大小 80cm 左右。第二组则尝试用

连续的四幅画来表现一个主题，这

四幅不能拆开来看。另外这一组借

鉴了波普艺术，拥有有丰富的色彩。

每一幅 80cm 左右。

毕业设计与未来 /  

创作的过程没有捷径，是我这次毕设

的最大的感触。原来过去以为可以凭

借侥幸绕过去的问题，在这次的过程

中都显现出来，所以出来混迟早是要

还的。如果你发现了问题不去解决，

这个问题就会变成你的弱点，在你每

次的创作中都来骚扰你一把。但解决

的方法有很多种，很多角度。

作品题目 / Fujiya’s Journey

设计师 / 牟凯旋（视传）

指导教师 / 王英杰

作品阐述 /
主要是针对这个品牌推广宣传做的一系列的主题海报宣传，包装形式，产品展

示以及延展产品等的综合设计。

概念 /
此次我的品牌推广设计是针对一个日本糖果品牌不二家，目标人群主要是 5-10

岁的小孩子。主题是：不二家的一次美好甜蜜的旅行《Fujiya’s Journey》，来

展现不二家的棒棒糖无处不在，每个角落都有它的存在，每个小孩都享受不二

家的棒棒糖带来的甜蜜快乐。

童趣 / 几何图形

色彩丰富 / 包装 / 插画

主要针对几何图形的再次运用设计，将要传达的以几何插画的形式

展现出来，以亮眼丰富的色彩表现活泼可爱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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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题目 / 两千万造物主

设计师 / 杨博（视觉传达）

指导教师 / 詹凯

人在城市中生活的这种状态就像

是自己内心孤岛上的神明
两千万这个数字取自北京市常住人口数，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每个人都是造物主——即上帝，这实际上是指社会人内心的劣根性，就像人们都曾物质，索取，贪得无

厌，因为造物主是予给予求的 , 我们往往会得到很多对于我们根本没有用的东西而不自知。造物主在神话故事中是高于人类的，是世界的中心，这和人从自我角度出

发的心理状态不谋而合，但我们在客观上却又都一样，这种相互矛盾的状态作为我创作的一个点。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是“造物主”——即制造东西的人，我们每一个

人都是城市的一分子，我们在城市生活中日复一日的工作，创造，一成不变，失去了作为人本身的自由和灵性。人们在社会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人们去寻求

解决的途径时往往又会发现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痛苦无助。这是我创作的另一个点。

“造物主必须得道成肉身，来到人中间，这样才能发表他的所是，

受造的人类因被邪恶思想占有之后，根本不能明白思想界的意思，

所以造物主赐下了他的本体，配合他来完成拯救人类的工作。”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

1. 培养目标

为纺织服装行业及文化创意产业培

养“善于学习、富于创新、敏于行动、

诚于德行”的，具备艺术设计修养和较

扎实的服装学科基础理论，有一定创新

实践能力，能独立进行服装与服饰设计

创作构思和成品实现，能从事各类服装

设计、产品策划及相关工作的高素质应

用型服装专业人才。

2. 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分为学科基础

与学科方向两个层级，采用专业基础加

专业子方向的培养方式，三年级以后设

有女装设计、男装设计、针织服装设计

和 运 动 服 装 设 计 四 个 子 方 向。 学 生 在

一、二年级完成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与

训练，掌握服装设计理论、服装设计方

法与服装工艺制作技巧；三、四年级学

生可根据自身兴趣和未来就业需要选择

一个专业子方向，完成相关方向特色课

程的学习和训练，通过项目教学和产业

实习，掌握服装专项领域的产品策划与

设计实现。

3. 主要课程

服装设计元素、服装设计方法与实

践、服装效果图、中外服装史、服装结

构基础、服装纸样与工艺、立体裁剪、

服装材料概论、服装 CAD 应用、女装

子方向系列课程（或男装子方向系列课

程、针织服装子方向系列课程、运动服

装子方向系列课程）。

1. 培养目标

培养懂珠宝首饰制作与生产工

艺技术和会进行珠宝鉴赏、鉴定，

具有较强的珠宝首饰产品设计研发

能力，能够在珠宝艺术设计、装饰

产品设计领域从事设计、开发、营

销和管理等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专业

人才。

2. 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掌握装饰艺术设计的理论知识

和珠宝首饰设计的形式规律以及制

作技术工艺，了解材料、市场、生

产流程和这一领域的时尚流行趋势，

并具备时尚设计、珠宝首饰设计、

装饰产品设计的综合能力。

3. 主要课程

传统造型基础、创意思维训练、

首 饰 手 绘 表 现 技 法、 首 饰 工 艺 基

础、金属铸造（锻造）工艺、宝石

琢形工艺、宝石鉴定、传统金属工

艺技法、玉石雕刻工艺、首饰制图

与 CAD 电脑建模、珠宝镶嵌艺术设

计、首饰产品系统设计方法、宝玉

石首饰设计、大师主题设计工作营、

贵金属台上器设计、现代珐琅首饰

设计、金银嵌丝装饰设计、概念首

饰设计等。

产品设计（珠宝首饰设计）专业 

产品设计（纺织品设计）专业

1.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时尚审美趣味，熟悉

室内软装饰整体设计、服装面料设

计，能够在纺织品艺术设计等领域

从事设计、开发、营销和管理工作

的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

2. 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掌握装饰艺术设计的理论知识

和染织艺术设计方面的整体理论知

识，了解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并

具备纺织品面料设计、时尚设计、

室内设计的整体综合能力。

3. 主要课程

织物设计基础、印花面料图案设

计、家纺设计、传统手工艺、织物

与产品设计、室内纺织品整体设计、

纤维艺术、织物与空间环境设计、

织物创新设计、品牌策划与设计等。

产品设计（鞋品设计）专业
1. 培养目标

培养对服饰品行业全面了解，具有较强的专业素质、创新思维和研发能力，能够在鞋类产品相

关行业、品牌、企业等机构从事产品设计、研发、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设计人才。 

2. 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具有专业扎实的设计表现技能，熟练使用各种必备的设计软件；熟悉本专业的制造技术和材料

特性，有敏感的时尚意识和市场观念；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水平，宽厚的艺术素质和设计理

论储备，独立研究和完成设计命题的能力。

3. 主要课程

分为两个既有侧重又相互联系的教学阶段。创意思维训练、手绘设计表现技法、皮革材料与手

工艺、工艺实习基础、箱包工艺实习、皮鞋工艺实习、人体工学、女鞋设计、男鞋设计、运动鞋设计、

鞋楦设计、鞋制板与结构设计、鞋的设计绘图软件、时尚现象与流行趋势、品牌策划与产品开发等。

产品设计（箱包设计）专业
1. 培养目标

培养对服饰品行业全面了解，具有较强的专业素质、创新思维和研发能力，能够在箱包、皮具、

帽类等各种服饰品相关行业、品牌、企业等机构从事产品设计、研发、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设计人才。 

2. 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具有专业扎实的设计表现技能，熟练使用各种必备的设计软件；熟悉本专业的制造技术和材料

特性，有敏感的时尚意识和市场观念；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水平，宽厚的艺术素质和设计理

论储备，独立研究和完成设计命题的能力。

3. 主要课程

分为两个既有侧重又相互联系的教学阶段。创意思维训练、手绘设计表现技法、皮革材料与手

工艺、工艺实习基础、箱包工艺实习、皮鞋工艺实习、人体工学、女包设计、男包设计、帽饰设计、

服饰配套饰品设计、手工皮具设计与制作设计、箱包制板与 CAD、箱包结构设计、时尚现象与流行

趋势、品牌策划与产品开发。

注 :

1. 设计学类专业学生在入学后第二学年，根据考核情况及

个人志愿进入产品设计（纺织品设计）、产品设计（珠宝首饰

设计）、产品设计（鞋品设计）、产品设计（箱包设计）、产

品设计（家居用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摄影、

动画、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学习；

2. 绘画专业学生入校后依据考试成绩，结合个人发展志愿

进入绘画（油画）、绘画（中国画）专业学习；

3. 最新有关 2015 年香港免试生招生计划以联招办网上报名

系统公布的为准；

4. 以上各专业学生一年级在北校区（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

镇南）就读，之后回本校就读。

1. 拥护“一国两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品学兼优。

2. 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非永久性身份证、《港澳

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并参加 2015 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

生。考生所持证件须在有效期之内。

一、报名资格

院系名称 专业 ( 课程 ) 名称 专业 ( 课程 ) 类别 学制 招生计划数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艺术类 4 年 15

设计学类

绘画

雕塑

公共艺术

艺术设计学院

造型艺术系

二、招生计划

1. 新生持加盖学校公章的《录取通知书》报到，入学报到

时间及相关要求以《录取通知书》上的规定为准。

2. 新生入学后，直接进入相应院系专业学习，不单独编班。

3. 新生入学后，由我校进行体检，身体条件不符合要求的，

取消其入学资格；仅专业受限者，可以商转其他专业。

五、入学及体检

被录取的香港学生入学注册时，应按照学校规定缴纳学费

和杂费，收费标准与内地学生相同，艺术类专业学费每学年

10000 元人民币。

六、所需费用

考生在 2015 年 3 月 1 日—20 日期间登录对港免试招生网

上报名系统进行报名，并在 2015 年 3 月 16 日—31 日到中国教

育留学交流（香港）中心进行现场确认。现场确认结束后，考

生需将报名时打印好的报名表格及学习证明等相关材料邮寄至

我校。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樱花园东街甲 2 号北京服装学院

招生办公室，邮编 100029

三、报名方式

1.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文科及英文科成绩达到“2”级以上，

数学科及通识科成绩达到“1”级以上。

2. 我校将对考生申请材料进行初审，根据情况适时组织面

试，面试具体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3. 我校根据考生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考生中学期间

学习经历及面试情况择优录取。

四、录取原则

北京服装学院始建于 1959 年，是全国唯一一所

以服装命名、艺工融合为办学特色的全日制普通高等

学校。

学校面向纺织服装、文化创意及相关领域，坚持

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身心健康，具有多

学科交叉思维、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创新

人才。学校现有各类在校生 8600 余人，教职工 700

余人，学校下设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商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外

语系、造型艺术系、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部、计算机信息中心，以及国际学院、继续教育学

院、研究生部。有28个本科专业，4个双学位专业点，

8 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2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1 个博士人才培养项目。有 1 个北京市重点建设一级

学科、3 个北京市重点建设二级学科。有 5 个市级科

研机构、中关村科学城第四批建设项目——服饰时尚

设计产业创新园。

学校积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圆满完成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及残奥会制服、火炬接力服装、

中国运动员领奖服、颁奖礼仪服之“青花瓷”系列、

残奥会入场服等设计， “神七”、“神九”、“神十”

航天服饰及舱内用鞋设计，以及建国 60 周年群众游

行方队和志愿者服装、广州亚运会颁奖礼仪服装、深

圳大运会颁奖礼仪服装、南京青奥会系列服装、北京

市中小学校服、两代学位服等设计研发工作。2012

年，与国内三所一流艺术院校共同组建并培育“中国

民族艺术传承与传播中心”，旨在探索并建立具有创

新能力的人才培养机制，共同推进民族艺术的传承。

学校积极实施国际化办学战略，大力开展多形

式、多层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目前已与英国、美

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

的 40 多所大学和机构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学校积

极争取外部支持，先后派出百余名教师和管理人员参

加境外培训，聘请了多名来自国际著名艺术院校的外

国专家来校讲学，开展了各类学生交换交流项目。学

校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及论坛、国际青年设计师邀

请展及与在京使馆外交官联谊活动等，传播中国传统

民族服饰文化，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加快教学研究型高校建设步伐，不断开创特色鲜

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纺织服装高校新局面，为

振兴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实现“中国服装梦”而努力

奋斗。

学校简介

学校设计的奥运领奖服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毕业设计作品

学校设计的 2008 年奥运会制服

学生修业期满，考试成绩合格者，由我校颁发毕业证书。对符

合《北京服装学院授予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规定（试行）》者，授

予学士学位。

七、学制及学位授予

北京服装学院招生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樱花园东街甲 2 号学生综合楼 407 室

邮编：100029

电话：0086-10-64288364，64288375

传真：0086-10-64210494

邮箱：bfzsb@sina.com

学校网址：http://www.bift.edu.cn

招生网址：http://bkzs.bift.edu.cn

八、联系方式

北四环东路

地铁芍药居站

北土城东路

北京中医药大学 京
承
高
速

北京
服装
学院

樱
花
东
街

和平东桥 太阳宫桥

北门

南门

北三环东路

地铁光熙门站

中日
友好
医院

产品设计（家居用品设计）专业
1. 培养目标

培养懂得产品设计理论和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全面掌握产品生产加工工艺与制作流程，能够

在家居用品设计领域中从事产品设计、研发和设计管理的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

2. 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掌握产品设计的理论和设计程序与方法，具有熟练运用手绘和电脑进行产品设计表现的能力。

通过实验室课堂工艺实习或企业生产实习，了解产品设计所采用的各种材料与工艺技术。获得对家

居用品创新设计与研发的能力，以及了解和掌握工业产品大批量生产加工制造的相关知识和内容。

3. 主要课程

综合造型基础、创意思维训练、产品设计表现技法、设计概论、陶瓷（玻璃、木器、金属、塑

料等）制作工艺、产品设计与材料表现、设计程序与方法、产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原理、人机工程

学、家具设计、灯具设计、餐茶具设计、陈设品设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