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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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青岛

学校主管部门:山·     鼓
·     ，。

专业名称:视觉传    讥"抄。申。

专业代码:130502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艺术学设计学类

学位授予门类:艺术学

修业年限:四年

申请时间:2020-0卜16 

专业负责人:徐海霞

联系电话:I8706302648

教育部制

趣



况青｜本基校学1

2·申报专业基本青况

学校名称青岛黄海学院学校代码13320

学校主管部门山东省学校网址http://www. qdhhc. edu

en/

学校所在省市区埂蕊巍蕾赢翻邮政编码266427

童警囊塞□教育部直属院校口其他部委所属院校日地方院校

口公办口民办口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星霜再装口哲学日经济学口法学日教育学日文学口历史学

日理学日工学口农学口医学日管理学日艺术学

学校性质
O综<o理工o农业o林业o医药o师范

O语言O财经O政法O体育OO民族

曾用名青岛黄海职业学院

建校时间1996#-首次举办木科教育年份2011^

通过教鞠斗教学评合格评估通过时问2017^lo^

专任教师总数1016
专任赘期戒致释巍及以

294

现有木科专业数37上一年度贪戴本科招生2416

上一年度瓮期木科毕业1451近三年絮渊生平均96. 92%

学翻翻馈哼革

暑晕茗著壹璧暑再譬晃釜醒轰毒豪屠递垂墓哥聂鲤苫草衰聋暮嚣暴遣菱霸

富磨巴毒霸劳(300泽
mist;;"""";，，

申报类型新增备案专业
专业代码130502专业名称视觉传达设计

学位授予门类艺术学修业年限四年
专业类设计学类专业类代码1305

门类艺术学口类代码13

所在院系名称艺术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古业1专业名称数字媒体艺术开设年份2016^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开设年份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开设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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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青况

可以在广告公司、设计公司的平面设计部门担任平面设计师;可以在电视
台、报社、杂志社、大型网站竿媒体单位的平面设计部门担任美术编辑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可以在企事业单位的策划部门担任平面设计师等岗位工作。从事的职业
可以是美术指导、创意总监、产品设计总监、平面设计师、广告设计师、
插画师、草图师、动画师、网页设计师、混合媒体设计师竿。        --·

社会上对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方面的人才需求量与日俱增。虽然国内各主要
艺术院校和综合性大学艺术系的有关专业都不断地在扩大招生人数，但培
养出的设计专业人才还是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状
态。由于商品市场的刺激和需求，视觉传达设计行业一直是社会热门行业
。视觉传达设计行业的应用已无处不在，各类展览展示发布机构、超市、
银行、大中型商场橱窗、企事业单位宣传机构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视觉传
达设计行业的介入。设计公司、装饰设计公司、装溃设计公司、广告公司
等大量涌现，急需经过系统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培养的人才。而视觉传达专
业的设计人员薪水也变得相对比较可观，以北京地区为例·招聘待遇，工资
10000-14999 占比最多，达38巳。经验要求，0-2年工作经验要求的占比最多
，达54湘学历要求，大专学历以上要求的占比最多，达55@。当然·各地因具
体情况不同，还会有所差异。
最近两年以未，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从3ioo亿元增加到i.8万亿元，增加
值年均增速超过23@。据最新统计，相关产业对今年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
率有望超过5·5%。文化创意产业不断优化并保持快速增长，给视觉传达设
计领域发展带未了无限的空间。
毕业生可在·

人才需求情况     i·可以在广告公司、设计公司、彩色印刷、家装公司、企业策划设计公司
等设计部门担任平面设计、装饰设计、效果图设计、展览、展示设计等工
作·
2·苛在出版机构、报社、杂志社、网站竿媒体、相关设计类企业的设计部
门从事美术编辑、摄影、刊物设计、装帧设计、产品包装设计、网站形象
设计、网页制作、Flash设计等工作;
3·还可在电视台、影视制作公司、媒体与传播类公司，从事影视制作、栏
目包装、企业形象宣传片、产品专题片、视频拍摄、影视编辑年工作;
4·也可在相关高等院校或教育机构，从事设计、设计管理、艺术教学等工
缸述可见，视觉传达设计是艺术、技术、科学与经济等多学科交叉的应

用性专业。该学科方向倡导前沿性、交又性。各种文化产业公司不断的出
现，为当地的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此社会各行业对艺术设计
人才的需求就开始逐渐交大，如:广告公司、设计公司、装饰公司、出版
社、房地产、商场企划、展销策划竿行业，此类行业设计人员流动性相对
较大，经常导致人员缺乏竿状态。因此艺术设计人员在社会中目前还属于
缺乏状态，无论是从社会、经济、文化的角度，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都是社
会重要行业。

年度计戈招生人数·I60 

预计升学人数                           lo 
预计就业人数    ·                      50 

青岛东度品牌营销顾问                       5
有限公司
、、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青岛城勺引叁科技有限                       6

情况(可上传合作办学           @司    --                            ·
协议等)               青岛荣润文化传播有限                       5

公司                        ·

青岛视觉艺术设计中心     -                             4 

青岛炳洲文化传媒有限                       5
公司

山东欧塞网络科技有限                       6



公司

青岛西发公譬科技有限
5

青岛输甜搏斗技股
5

青岛紫格蓉晋传播有限
5

青岛大薯臆赛誉饰设计
4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掌握视觉传达

专业各项基础理论、相关学科领域知识与专业技能，具备良好的科学

素养、艺术修养和专业设计能力，能在文化传媒、出版社、电视台、

影视文化传播机构及广大企事业单位从事广告设计、品牌形象设计、

产品包装设计、文创产品开发、活动策划竿工作，具有高度社会责任

感和创新创业潜质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毕业生经过5年左右的实际工作，能够达到如下目标:

目标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在相应领域内从事设计工作

并参与大型项目设计;

目标2:熟练掌握视觉传达方面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实践动手能

力;

目标3:具备较强的设计水平和沟通技巧，并有解决实践问题的

能力;

目标4:具备一定自我学习和团队管理能力，能胜任相关的领导

职务;

目标5:了解视觉传达发展趋势，掌握管理和运营经验，具备个

人创业能力。

二、毕业要求

经过4年的学习，本专业毕业生应达到以下毕业要求:

(一)知识

1·了解相关视觉传达理论体系，使学生具备深厚而广泛的艺术修

养，理论与实践操作能力兼具;

2·了解相关视觉传达专业各方向领域的前景、需求和发展动态;

3·熟悉视觉传达专业方向领域内的相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4·掌握视觉传达专业的设计理论和专业知识。



(二)能力

1·具有掌握视觉传达方面的专业技能和设计制作方法的能力;

2·具备独立进行设计实践的综合能力;

3·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

4·具有从事视觉传达专业的基本能力以及管理和创新能力;

5·具有一定的科学思维和探索精神，具备健康、高雅的审美情趣

和较强的审美能力;

6·具有分析、解析专业问题的基本能力;通过训练，培养学生的

方案设计、实践操作能力;

7·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洽谈业

务能力、管理能力与决策能力。

(三)素质

L热爱祖国，拥护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道德观和法制观;

2·具有良好的职业态度和职业道德修养;具有爱岗敬业、诚实守

信、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精神和严谨求实的作风;

扶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积极乐观的态度、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

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

4·具有一定的军事基本知识，受到必要的军事训练，达到国家规

定的大学生军事训练合格标准;

5·具有一定的体育基本知识，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养

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拥有健康的体魄，达到国家规定的@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三、主干学科

艺术设计学

四、主要课程

设计概论、图形创意、字体设计、标志设计、纸质媒体设计、广



告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装帧设计、文创设计、会展传媒设计。

五、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专业实验

风景写生、毕业采风、设计创作、毕业设计、毕业实习。

六、修业年限

基木学制4年，弹性学制3-8年

七、授予学位

艺术学学士

八、毕业资格

1·达到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2·修满培养方案所规定的150学分;

3·修满第二课堂教育平台要求的学分;

4·毕业时无任何处分或处分已撤销。

九  课程设置学分  学时及比例分配

十、教学计划进程安排表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教学计划进程安排表

课程平台修课要求学分学时学分比例

通识教育
必修35660

32. 67%
选修14224

专业教育
必修49784

45. 33%

选修19304

集中实践教学必修2929^19. 33%

创新创业教育选修4642.67%

合计1502036+29^

选修课程学分所占比例24. 67%

实践教学学分所占比例47. 33%

课

程

平
八

辗

糊

鳃

建

棘

润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鞍
搁*·

@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学

期

｜

课

单

位
理

论

翅

娥

蕊

蹄

捕

嵌

蹦

12119001
一

一
@4848@@

马

院

12119002
一

一
CO48483~>2

马

院

1211900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00483VCO
马

院

12119004毛泽东熏想和中国58000COCO->
4马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特色社王义理论

体系概论

院

12119005形势与政策232321-4
马
院

月卜十十16256
22
32

大学
英语

课程

模块

必修

10119008-

011
大学基础英语A@-412192

12
643V1-4

通
识

10119012-

015
大学基础英语B@-412192

12
643V1-4

iR

刁卜吭十12192
12
64

健康
教育
课程

模块

必修

21118002军事理论教育236361
学
工

10117033-

36
体育i/ii/III/Iv414416

112+

16
2叩@1-4

通
识

21117002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

生命安全教育
132321

学
工

刁Yi十721284128

通识

教育
选修
模块

选修

课程资源由学校教师自建课程与尔雅、智慧树等在线网络课程组成，包括历史
又化、科学技术、创新创业、艺术审美、哲学智慧、经济管理和国际视野等类
别·学生需修满14学分，必须选修艺术限定性选修课2学分、创新创业类选修
课2学分，选课学期扩大学生可按自己需要跨专业选课。

教
工

^i+14224
22

合计49884
66

22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专

业

必

修

课

程

模

块

学科基

础课

07120728素描23216164*81

07120729色彩23216164*81

07120001中外美术文23232271

07120002构成基础与设计34816326*8V1

07119007夫设计概论232322V2

07119030摄影基础23216164*82

07120730版式设计23216164*82

07120003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及设计鉴赏
23216164*8V2

07120004图形图像处理34816326*8V2

刁八十十20320
17

144

专业主

干课

07121801夫图形创意23216164*83

07121802图形编排设计23216164*8,/3

07121803文字体设计23216164*83

07121804@标志设计34824244*124

07121805vi设计23216164*8V4

07121806夫广告设计34824244*124

07121807夫纸质媒体设计34824244*12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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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考核方式划"7"为考试，其他为考查;标"夫"的课程为专业核心课程。

2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社会实践战学时川形势与政策@

07121808文也装设计34824244*125

07121809女书籍粪帧设计34824244*125

07121810夫又创设计34824244*126

07121811女会展传媒设计34824244*12V6

刁卜十十29464
23

232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模

块

础

懈

撤

泼

07121812传统纹样再设计23216164*83

07121813配色技巧23216162*163

07121814设计思维与表达23216164*8V3

07121815插画技法23216164*84

07121816陶艺23216162*164

07121817综合材料表现23216162*16V4

07121818印刷工艺1164122*85

07121819插画创作23216164*85

07121820中国线描与写意23216164*8V5

07121821出版物编排设计23216162*166

07121822IP形象设计23216164*86

07121823导视系统设计23216164*86

07121824品牌策略23216164*8V6

07121825传统手工艺实训23216168*47

07121826网页美工设计23216162*16V7

刁L十十19304
14

156

合计681088
55
532

集中
实践
教学
平台

必修集中实践课程模块2929^29$

创新

创业

教育

平台

选修

11118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
116161

创

新

11118002大学生就业指导116167
创

新

11118003创业基础23216164
创

新

合计4644816

第二
课堂
教育
平台

忌想成长与身心发展档块6第二课堂教育学分认定与管理，按学
校有关规定执行，纳入毕业资格审核，

不计入总学分。

学
工

创新创业实践模块2

职业技能提升模块2

素质拓展模块2

合计12

总计150

2036

+29

M

12

64

772+

29M



安排专家讲堂和课堂专题讲座。

乱《体育I/II/III/IV@课程中达标测试16学时(1-4学期每学期4学时)。

4·新生入学起第一学车进行入学教育，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大学，适应大学生活，了解所学专

业及课程设置，实现角色转换，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树立学习目标，为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做好思想和心理准各，由学生工作部及各学院在新生入学时组织实施。

士学校统一开设信息技术类进修课程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修课程，各专业可以根据需要自

行要求学生选修。

巳军事理论教育和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生命安全教育两门课程由学生工作部开课，采用线上课

程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教学。

L@大学基础英语A/B》课程依据学生入学时的关语高考成绩采用分级教学，成绩较高的学

生学习@大学基础英语A@，其余学生学习@大学基础英语B》。

十一、实践教学安排

备注:为培养学生工匠精神，提高非工科类学生的工科素质和能力，非工科

类专业要开设 @工程认知实习》课程，由工程训练中心及各学院在四7学期安排

实施，具体开课学期由各专业自定。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项目内容

学时/
周数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
单位
备注

课内

实验
实践
教学

/通识教育平台所含实践教学2249/

/专业教育平台所含实践教学53233/

刁卜七十75642

纠

娥

耕

21119001军事训练2周21学工

16117001工程认知实习1卢1117工程

07119043风景写生2周21艺术

07119044毕业采风2周27艺术

07121827设计创作6周67艺术

07119046毕业实习4周48艺术

07119047毕业设计12$128艺术

刁八十十29$29

创新

创业

教育
实践

1614

合计
772+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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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师及课程基本青况表

5·叮专业核心课程表

5·2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课程名称课程当学时课程周学时拟授课教师授课学期

设计概论322夏天2

图形创恿322王霖3

字体设T十322崔际涛3

标士设计4837铭4

广告设计483徐海权4

纸质媒体设计483刘雨5

包装设计483刘胡言5

书籍装帧设计483刘甚君5

文创设计483王侯浴阳6

会展传媒设计483付朋6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似授课程
繁梦罩豆拳镊糜显妻显罩显拳撂研究领域专职/兼职

臂女1980-12广告设计副教授青岛大学
视豁达硕士

视键蚌达专职

夏天男1989-12设计概论讲师
韩哭攀明视镀篙达

博士
视镀韩达

专职

王霖男1990-11图形创惹讲师
"嘿铲

博士
视镀算达

专职

薛巍女1982-03素描教授青岛大学艺未设计硕士艺术理论专职

臂
男1957-12中外美术史教投

曲耀范美术学学士美术丈专职

臂女1984-12
中嚼翻及副教授青岛大学艺术设计硕士艺术理论专职

杨丽女1980-03构成基础与设计副教投
叟芜拳葫工业设计硕士艺术设计专职

刘明
女1989-09包装设计讲师

*翌轩硕士
嘿铲专职

暂
s1985-lo字体设计讲师延边大学

视豁达硕士
视键蒋达专职

孙铭男1986-11标志设计讲师
齐栗圭业视镀篱达硕士

视赣算达专职

什丽女1990-05会展传媒设计讲师
史菜拳蓑视镀算达硕士

视赣算达专职

刘雨女1983-08纸质媒体设计讲师
中期媒獭算达

硕士
携铲

专职

。紧男1990-06书籍装帧设计助教厦门大学
繁蚌达硕士

视赣蒋达
专职

蠢镭
女1993-lo文创设计助教

史荣幸轰隅铲硕士
视赣算达

专职

周长
男1960-09色彩副教授

重突孽筑环境艺术硕士艺术设计兼职
冗

刘亢
均
女1973-07图形创意副教投

台矮通嘿篙达Wi繁蚌达兼职

梦女1970-09摄影基础副教投
怠狼荚攀设计学博士

视键蚌达兼职



5·3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赞女1977-01VI设计副教投台缝范美术学博士视镀锦达兼职

专任教师羔数14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2比例11.11%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9比例50. 00%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17比例94. 44%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5比例27. 78%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9比例50. 00%

36-55 岁教师数7比例38. 89%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4·14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lo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lo



包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徐海霞，洼另!女专业努术职副教授行政职务系主任

窘鞠广告设计、包装设计
现在锋在单青岛黄海学院

最后学镶毕孝盟问、学2017年毕业于青岛大学艺术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

瞥赛豫暴釜裹芦襄嚣爷



从事科学繁及获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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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石莉莉，性另!女
专业繁术职副教授行政职务教学院长

鞠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及设计鉴赏
现在霍在单青岛黄海学院

最后学忍毕考盟问、学2015年毕业于青岛大学艺术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艺术理论

眷奉暮聂霉函芦襄嚣绎

;;;熙"";苞;

;;;;;;;;;;;";;:



蝇田·          ""¨@

(1)    申报了山东省社会科学类课题"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莱西砖雕的保
护与开发研究"在研 ;资助金额I0000元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办
(2)"申报了山东省数字媒休产教融合创新应用示范基地建设研究"在研
，2017.06-2020.06，资助资金20000元 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3)申报了"山东省影视文化产业是脚下大学生创新创业平台研究"在研
;2017.05-2020.05 资助金额30000元 山东省教育厅
(4)申报了青岛黄海学院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非物质文化保护与
开发研究    莱西民问砖雕"在研;2017.11-2019.11资助金额3000元青
岛黄海学院
(5)青岛黄海学院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教学研究) 项目"可持续发展
背景下的室内设计研究"在研;2016.11-2018.11资助金额2000元  青岛
黄海学院

从  科学研  及获   青台构建和创新应用策略研究"在研;2018.06-2019.06 资助金额10000元
事·     究    奖十   (6)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青岛海洋旅游文化与艺术跨界融合平

况          ，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办

(7) 2oi6年成功申报了环境设计专业为"山东省优势专业"，获得省级资
助资金200万。
(8)2019年成功申报了山东省民办高等基础能力建设项目"新旧动能转换
背景下对接青岛影视产业的影视类人才培养能力建设"，获得省级资助资
金200万。
(9)校级立项@青岛海清文化与动漫产业的融合发展究》。
(lo)校级立项@新农村建设中古建筑的现状调查与修茸保护研究-以青
岛西海岸新区为例》·
(11)山东省教育厅项目@山东省民办木科高校应用型人才人文素质教育
问题与对策研究@。
(12)山东省青少年职业规划办公室项目@基于民办高等院校青少年人文
素质教育问题与培养机制研究@·   -·

"一并二年获                                   近三年获得
行乱裳研                 2                             科学研究经                  6
巴豁                                    费(万元)

几      ·                                        ·
近三年给                                   近二年指导
木科生投 设计概论:96学时                 木料毕显没                 24
鳖黔  展示设计:96学时                 计(人次飞

-·数                                    -·   ·-                                                        -

姓名       杨丽       性别        女     专业繁术职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无

¨                -                                     ·

担课程                                         正                         ¨
拟承            构成基础与设计          现在翟在单            青岛黄海学院

·        、  -

最后学累毕蝇问、学2005午毕业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艺术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     艺术设计
本人自2005年毕业以来一直致力于教学一线，教学经验丰富，发表教育教
学论文3篇，其中《管窥赵孟镇缘起初唐的复古画意》发表在北大核心期刊
@兰台世界@2015年第五期;指导学生各级大赛获奖lo余项，其中获得山
东省第九届"学院创意杯"广告作品大赛金奖和i2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大赛@战疫@命题微博赛三等奖，第四届全国应用型人才综合技能大赛三
及获奖情况(合教改项等奖等;参与国家课堂教学改革，践行线上-下"。正"           ，"，子线  混入式教学模式  果程
目、研究论文、慕课、   "画说"己经在山东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平台上线:主编高等院校艺

教材等)              术设计类"十二五"规划教材@展示设计@，2018年3月中国海洋大学出版
社出版;担任青岛黄海学院"数字媒休艺术优秀教学团队"负责人;受邀
担任第二届"敦煌国际设计周大赛"山东赛区评委;主持参与教改课题三
项，其中参与研究的2011年山东省教育厅@民办高职院校校企合作长效机
制研究》获得山东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类，三等奖。



工作i5年来共发表科研论文io余篇，其中《居者有其屋@发表在北大核心
期刊2016年@宏观经济管理》;2014午4月，设计的"一种便携式画板"获
得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为:ZL2013 2 0686639.0;主持参与课题
1,2013年参与青岛黄海学院横向课题@提升卫城边防整体形象的设计研究
》，3/7已结题;
2,2016年主持研究黄海学院人大社科项目@可待续发展背景下的室内设计
研究》，1/6已结题;
3、2016年参与研究黄海学院教改立项@山东省民办高校发展战略研究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以青岛黄海学院为例@，2/5已结题;
况          4, 2018年5月参与申报山东省人大社会科学课题《山东体色小镇旅游文化

元素研究--以青岛市西海岸新E藏南镇为例@，2/9，已结题;
5,2019年度参与山东省就业创业研究项目@基于就业创业的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路径的培育研究@，4/7 ，在研;
6,2019午主持山东省"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课题@非遗视角下
青州农民画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应用研究@，1/6，在研;
7,2019年参与山东省"艺术教育"专项课题@股东海洋民俗文化视闽下传
统民问器具的数字化保护与创新研究@，3/5，在研;
8,2020年6月主持青岛黄海学院横向课题@青岛安迅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办

·--·公区域设计方案@，1/4，在研。                                     ·
近二年获

工

饶翻                2·2                            捧磊弗堡                  4 

(芳元)        ·                                费@万元) 

近三年给  素描:96学时                     、一   己
木科生投 色彩:96学时                     近舌琵指导

课课程及 相成基础与设计:144学时          、   十木科  业设                 29
学时数  图形创意:96学时     ·            计(人次)·

·                    --                ·-                                  ·                        任
姓名       薛巍       性别        女     专业繁术职    教授      行政职务   教研室主

拟承                                      I担觅程              素描、色彩             现在茬在单            青岛黄海学院

后学   '业  "最。  镊子览间、学2013午毕业于青岛大学艺术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     艺术理论

1·主持校级教改立项@专业认证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艺术课程考核评价体
研究@hhxyjg1804，在研中;
2·羔持校级课题@"互联网+   背景下民办木科高校环境设计专业方向课程
教学模式改革研究@2015ybrw07，已结题;
3·主持在线课@画说@建设，已在智慧树，学银在线，超星尔雅课运行点
击量破千万;
4·主持校级优质课@学前儿童艺术教育@HHYZKC2017022，结题;
5参编规划教材3P @绘画基础》@手工》@平面构成@·

从事歌育煞学改革研究6出版专著一部@艺术研究与艺术欣赏》，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8月;
目、研究论文、皋课、7. 2014年9 月在中本核心期刊@芒种》上发表@浅谈国画艺术的意境表现手

教材竿)              法@;在艺术类核心期刊@艺术教育@发表@中国水墨画特有的关学特质
意，境@;5月在@美与时代@发表@漫谈中国美术的幽默意趣法@

;2016年6月在@现代装饰@发表@"互联网+"背景下民办本科高校环境
设计专业方向课程教学模式与改革策略@;2017午1月在@大众文艺@发表
@民办高校@展示设计@课程教学改革@;在@艺术科技@发表@民办高
校"互联网+"对环境设计专业课堂教学的影响及前景@;2018年7月在@
美术教育研究@发表《浅析绘本在幼儿艺术教育领域中的应用@;9月在@
读与写(教育教学刊D  券枣!"互联网+"背景下@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
程改革贺探@等20余篇论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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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学条件，青况表

。     "     业的教"可鳖惠抹葛紫肄擎赛设          400                  巍巍墓(千元渍墅       355 (台/件)

)
·"-               -                                                         --                       "-

·开办经费及来源    200万元，学校自筹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文
出(元)_ l624 

实践教学基地(个
)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6 

2004年开设艺术设计专科专业，己有16午办学经验，学院现有艺术类木科
专业6个，专科专业4个，己经初步具备艺术类木科专业群的构建，为视觉
传达设计专业的申报提供专业文撑，无论从师资、硬件竿各项条件都已经
非常成熟。教学硬件方面，近三年新采购相关设备i40多万，实验实训设备
总价值360多万元，千元以上设备总数达400余台/套。
目前建有设备及功能齐全的校内实践场所:艺术设计实践教室6问、艺术设
计机房3间、视觉传达工作室2问、印刷实践教室1间、模型制作实践教室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1问、摄影实践教室1问、录音棚1间、插画工作室1间、专业图书阅览区1处
障措施        、室内设计校企合作工作坊、视觉传达校企合作工作坊。设备齐全、功能

完整的校内外实践场所，可承担该专业所有实践教学需要，并未为学生的
校内实习、实训提供了充足的硬件条件和环境支持。
学校每年预算，合理规划用于专业发展的资金投入，出台系列文件进行规
范。学校每年拿出专项资金，用于教学设备维护、更新、科研、师资培训
和展示条件的改善，以保证教学及各项活动的开展。同时有专项预算用来
组织学科带头人、行业企业优秀人才联合编写具有科学性、先进性、适用
性、创新性的教育教材。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                 型号规壁      -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覆膜机                      覆宝·TS@60CM12015年      3.5 

刻字机                      皮卡·CY-120012015年      2,5 

喷绘机             ·        极『畏·FY-32081A12015年      %

压皇写真机                   幻影·16012015年      90 

擞码相机         -                 佳能5DIII       -        ·@         2015年       19 

台式主脑                   ·方正文祥E520112       2015年      560 
激光打印机                   爱普生l39022015年      5.4                                "        -

数码相机                    尼康·D3100                 302015年       105 

音响系统                     中士5.112016年       1 

数码相机             -           佳能5DIII12016年       19.6 

数码相机           ·        佳能5DIII12016午       19.6 

镜头                   ·    佳嗣l6-35F22016年       19.2 

镜头                        佳能24-70F22016午      25 
镜头                        佳能7O-2OOF22016午      27.2 

摄像机                ··-松TAG-DVX200MC12016午      32.7 
摄像机                      松下AG-DVX200MC12016午·     32.7 

三脚架                      耐思得AT-65522016年      3.9 

非线编辑工作台           --浪潮NF5568M4              12016年      55 

达芬奇调色系统            -挞芬奇             12016年      29. 5 

台式电脑                    清华同方超越E500 (显150       2016年      952 
存2G) 

单反套件               ·    访德兰sniper plus      ll12017年      5·94



液晶电视机长虹50U3c12017^3.36

耳机分配器PRO-812017^1.8

内置功故调音台雅马哈峪@612017^3

麦克风+吊杆套装RODE22017^4.42

配音麦克用@AKG-C21412017^3

配音麦克尸2ROOE-NT200012017^3.3

监听音箱雅马哈HSB22017^5

虚拟现实头盔Htc vive12017^6.89

VR一体机大崩m222018^6

高洁其二维虚拟演播系统SunurVS12018^117.6

台式电脑苹果EA2 A141927寸液

时

12019^15.8

Bmpcc 4K摄影机BDBmpcc 4K摄影机52019^56.6

如影2专业套装蚕莲@DJI) 如影2专业12019^41.65

Oconnor欧克诺云台欧克诺12019^89.68

150mm全套@脚架高中低腿CHEWA^^12019^8.28

钨丝聚光灯昆素羌铃w(标准)钨52019#-22

钨丝聚光灯巍蓑凳诗kw(标准)钨52019#-31.15

钨丝聚光灯襄素裴讨kw(标准)钨52019#-16.65

柔光灯昆色找产52019^31.15

苹果一体机@mac 一体机52020^100. 75

打印复印一体机惠普打印复印一体机12020^1.2

无人机无人机悟212020#-60

手持单反相机云台魔爪42020^12.96

台式机定制lo2020^94.1

商请高亮投影仪#CB-2155^12020^9.48

Angenieux 安琴Tvpe EZ-2 幻影安琴Tvpe EZ-2 幻影12020^132.3

S忧M适马电影镜头定焦基本组SIGMA 适马22020 ^223.2

AngenieuxJ Type    EZ-1j

^ 

安琴E仁@幻影12020^132.2



8·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口是   □否一
6月9曰·肯里黄海宇院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绸召开评议会议，专家组听取了视觉传达

设计专业负责人的汇报，主要包括人d需求预测、专业等建、翠设规划、人才培养方案

支撑保障条件等，住审查申报材料的基础上，专家组进行了质询·经讨论形成以下意见

在国家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山东省·肯岛市和西海岸新区相继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推动新区文创产业的发展，全面推进文化强区建设，加快发展大化

创意产业，打造创意之岛、人文之城、文化新区，以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为首的众多

大化创意产业园的成立，需要大批优秀人才，我校处于新海岸大化创业产业区核心位置

设立该专业符合新区大化产业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需求·同时也符合学校的发展定位，该

专业的人才培养符合文化创意和设计制作相X岗位的人才需求，培养目标定位准确，人

才培养万案突出肛同性知实践性，课程设置和课程体系科学合理。

眩专业的肺吐队伍数量充足。年龄结构、学科结构·职称结构合理，能够胜任视觉

传达设计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咳专业己有的众多买验室和工作室，以及共享学校的

影视摄影与制作、环境设计，动画·数字媒体艺术等专业实验实训设施，实验实训条件

满足专业教学要求。

专业建设以服务地万区域经济，开拓当地文化创惠产业项目为目标，对专业以后的

发展有比较清晰的弓路，专业键设规划目标明确·切实可行。

一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由是□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

否符合教宇言T固军标

二准
教师队伍口是口否

乒:其表在@生
日是口否

经费保啤口是口否

免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