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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 本报告书适用于省级质量工程项目中专业综合改革

试点项目、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项目、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项目、精品视频公开课项目、精品资源共享课项目、高等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等、。报告书由项目负责人填写，经学校

组织的专家检查审核同意后，作为项目建设过程评价和成果

验收的依据。 

2.报告书内容应据实填写，项目负责人对材料真实性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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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目标、进程安排、预期成果 

1.项目建设目标 

1.1 通过专业调研，进行职业面向分析。 

以项目开展为契机，系统开展专业调研，梳理信息，从市场和社

会实际需求出发，结合珠三角产业集群及发展特色，借鉴当前先进的

CDIO工程教育理念，为应用型本科院校中产品设计专业定位、课程

体系整体优化和教学内容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 

1.2 优化产品设计专业课程体系,对课程知识内容进行整合。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指导下，研究该专业的教学规律，重新

设计课程体系，在改革实践中探讨新的教学模式，突出应用型本科产

品设计专业所设置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对专业人才的有用性。 

1.3 修订教学大纲。 

针对课程群的项目开展需要创新课程教学大纲，体现应用型产品

设计专业的教学目标、教学思路和教学内容。对各门课程大纲进行修

订，明确教学内容，在课程组中的地位，以及对学生在知识、素质和

能力方面的要求。 

1.4 应用型本科产品设计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 

借鉴 CDIO 工程教育理念，从过去转变为强调知识的整体性和综

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梳理各专业课程的知识，整合各门

课程，通过项目教学的形式立体化地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

育融为一体；以项目为载体，对课程知识内容进行整合、调整，使课

程内容相互融合，加强知识与实践能力转化的教学。 



 

 - 3 - 

1.5 推动师资队伍建设。 

通过教改的开展，促进教师在科研和自我能力方面的提升，推进

师资队伍建设。 

2、进程安排（详见附表 1） 

附表 1 

序

号 
时 间 建设项目 内 容 

1 2013.06-2014.09 
专业调研 对高校、企业进行调研，进行毕业生的

跟踪调研。 

2 2013.06-2014.08 
学 术 交 流

和文献收集 

参加相关学术研讨，与专家讨论交流，

收集国内外相关文献料。提出改革设想。 

3 2013.10-2014.03 
内部研讨 完成相关调查、数据分析；召开专业课

程体系改革研讨会；拟定改革实施方案。 

4 2014.03-2014.05 

组织实施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教学改革实施，

课程大纲撰写，校企合作开展，组织学

生参赛，组织教师学生申报专利。 

5 2014.04-2015.02 论文撰写 论文撰写及发表 

6 2014.09-2015.05 
跟踪、调研 对实施教改的班级、实习生或毕业生进

行调查，完善改革方案 

7 2015.05 
成果整理 整理课题材料，收集师生获奖及相关成

果信息，撰写课题总结报告，结题 

3、预期成果 

建立一套较为系统符合应用型本科院校产品设计专业教学需要

的人才培养方案，提升专业特色。 

构建校企联合开发产品的合作形式，进行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组织师生参赛和申报专利，收获一批教学成果。 

发表研究论文 1-3篇，结题报告一份，专业调研报告、主要课程

教学大纲及课程改革实施方案等。 

二、项目建设情况（对照任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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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执行情况，采取的主要措施；项目建设进展，建设过程

中开展的主要活动、做法等） 

1、项目的执行情况，采取的主要措施 

本项目按预期进程展开各项研究活动，根据开题报告计划，前期、

中期研究已基本结束，后段教学内容研究和实践活动将陆续展开。 

1.1 项目调研 

完成《产品设计专业人才需求调研及职业面向分析报告》，主要措

施如下： 

  （1）访谈法。项目团队成员走访广东工业大学、广州美术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吉林动画学院、吉林艺术学院、长春理工大学、

鲁迅美术学院、上海机电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等

本科院校，开展课题相关调研工作，收集信息资料。 

联系参观企业和设计研究院，到企事业单位进行调研。曾多次

到广东华南设计院进行调研和交流，听取专家建议。调研企业有：百

利文仪家具有限公司、广州怡富流行饰品有限公司、东莞龙昌玩具有

限公司、谭氏蜂业有限公司、广州名匠装饰有限公司、一汽大众等公

司，与企业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交流，了解行业技术及产品发展状况，

企业岗位设置、岗位工作内容及能力要求、对毕业生职业资格的要求、

与院校的合作形式、对学校课程设置的建议等。调研中带领在校学生

到部分企业进行参观，在交流中组织学生进行提问他们所关注的问

题，避免教师在问题的设置中的局限性和形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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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实地和电话采访了解毕业生在工作中对专业知识和专业能

力需求存在的不足点和需要提升的地方，掌握反馈信息，为项目研究

提供数据资料。 

（2）实地考察法。研究期间，到吉林动画学院、鲁迅美术学院、

长春工业大学、吉林艺术学院、吉林动画学院、合肥学院、广东工业

大学、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等进行考察，与兄弟院校加强教学科研与专

业建设等方面的交流。对产品设计专业定位、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

开展形式、实验室建设、工作室建设等进行了解。 

   （3）文献研究法。前期研究过程中，大量查阅了与研究课题有关

的文献资料，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策略研究课

题组编著的《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策略研究》，周至禹编著的《设

计基础教学》，中国美术学院教改研究成果——王雪青的《设计初步》，

姚民义的《德国现代设计教育概述——从 20 世纪至 21 世纪初》，袁

熙旸编著的《中国现代设计教育发展研究》，及广东美术学院的教改

成果系列教材等等。对所收集的各种资料进行分析整理，了解产品设

计专业在国内外的发展历史及现状，把握国内对应用型本科产品设计

专业的研究动态，为本课题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4）项目组成员参加 5 次相关艺术设计类教育教学研讨会 

通过研讨会分析产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和课程设置，提出改

进产品设计专业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开展形式的新设想。 

    2013 年 5 月 25-26 日参加羊城晚报《家居沙龙》主办的第 12 期

家居沙龙，探讨家居设计的营销策略和社会责任，以及企业与高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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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对接。 

2013 年 10 月参加 2013 广东省高校工业设计教育发展研讨会，

探讨该专业发展趋势和专业“接地气”的重要性。 

2014 参加广州国际设计周及期间举办的专题论坛，了解最新的

设计动态。 

2015年 11 月参加何人可教授的《信息时代的工业设计实践教学

研究》，学习新时代新技术背景下的基础课、专业课实践教学开展形

式，了解最新的教学动态。 

2015年 12 月参加广东省工业设计协会、佛山工业设计协会等组

办的 design 混血工业设计沙龙，探讨国内外工业设计发展在思维、

美学、工艺等方面的融合，与企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5）参观相关设计大展 

2013年 12 月参观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2013 年 12 月参观广州国际设计周和 2013 设计+选材展。 

2014年 3 月参观第六届广州家居设计展。 

2014年 5 月 17日参观香港巴塞尔艺术展。 

2014年 12 月参观广州设计周，设计+选材展。 

2015年 3 月参观第七届广州家居设计展。 

2015年 12 月参观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2015年 12 月参观广州设计周，设计+选材展。 

（6）比较分析法。通过调研、文献资料的收集和专家的交流，

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整理，对研究型高校和应用型高校的办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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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进行比较，分析各自的优势，并对这两种类型本科院校产品设计

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等现状进行分析，研究该专业在

办学中体现的规律性和与市场结合中产生的变化性，得出专业设置与

地区产业集群特征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地方大学办学要结合地区文

化、历史、产业、市场等因素，“本地化”成为该专业办学的基础。 

对现行使用教材进行比较，分析教材内容在教学中的应用价值和

可参考性及内容适用学生层次，现在的高校教材基本分为两类，一类

是适用高职类，简明扼要，强调动手和技术，一类是普通高校类教材，

通才类，不分研究型和应用型，偏重理论性，原理性强，对应用型院

校中强调实用性、应用性有些脱节。适合应用型院校人才培养教材短

缺。 

1.2 开题论证。 

经过校内外专家的审核，在课题论证中提出相关意见，通过梳理，

进一步明确了课题研究的层次关系、内容、意义。 

1.3 人才培养方案 

根据前期调查和分析、汇总，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主要成员根据

现状提出适合应用型院校在产品设计专业方面的教学理念，并修订人

才培养方案，根据实际需要和教学规律梳理课程内容和基本框架。经

过多次内部讨论和专家论证，反复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完成了

2014级人才培养方案，又在 2014年到合肥学院交流，对应用型人才

培养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对岗位及岗位群的能力素质进行梳理，对

2015级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深入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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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产品设计专业课程体系及课程内容整合方面 

突出应用型本科产品设计专业所设置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对专

业人才的有用性。设置“学科大基础平台”和“专业方向平台”的“两

段式”教学体系；在教学内容上以设计知识结合必要的工程知识和跨

专业平台的通用知识为三大模块；在教学组织上以设计不断线，理论

教学结合实践，强化校企合作联合开发，按学期设置课程模块形式进

行。并对部分课程顺序进行了调整，例如针对近两年来产品设计专业

的校企合作项目增加和学生参加大赛的需求，将《产品三维效果图》、

《视觉传达设计》等课程往前提了两个学期。一年级开设《产品三维

效果图》课程，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可以掌握软件使用,在老师

指导下，学生参赛积极性高涨，一个同学还获得优秀奖。实践证明，

根据教学需要进行课序的调整是非常合理的。 

1.5 修订教学大纲 

针对课程群的项目开展需要创新课程教学大纲，体现应用型产品

设计专业的教学目标、教学思路和教学内容。对各门课程大纲进行了

修订，明确教学内容，在课程组中的地位，以及对学生在知识、素质

和能力方面的要求。 

1.6 应用型本科产品设计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 

合理规划、调整课程体系的整体组织构架，使其更加符合产品设

计专业教育发展的规律，适应市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1）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 

目前已与与中山工业设计协会、白云区电子商务协会、福泉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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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美琪陈列架、形彩包装、深圳玩具协会、广东省家居建材商会、

阿波罗卫浴等多家单位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和横向科研课题。与企业

共同搭建平台，开展新产品研发、参加大赛、专利申报等工作。 

建立两个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并申报省级和校级科研课题：《家

居设计实践教学基地》和《玩具设计与营销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建

设》。 

完成横向课题 18 项，这些课题和大赛的主体都是在校生，有的

课题按学期开出，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主动性，也促进了教师

的专业研究。 

（2）教学实践研究 

推进基于ＣＤＩＯ工程教育理念的教学改革，结合产品设计专

业教育规律、珠三角经济和白云学院应用型办学特色，形成具有特色

的项目化教学模式，对课程顺序的调整也经过了实践的检验。 

①课程群的建设和项目的开展 

在此期间开展的教学实践研究课程有学科基础课程群《素描》、

《色彩》、《构成》、《工业设计专业导论》。依托专业导论课，开出《家

居产品设计》的虚拟项目。 

专业基础课程群《图形图像处理》《构成》《色彩》《创造学》、

《材料与工艺》，依托《材料与工艺》课程，开出双层饭盒设计的企

业委托项目。 

专业课程群《设计表现技法》、《人体工程学》、《设计制图与

AutoCAD》、《产品形态设计》、《创造学》开出银壶设计、儿童产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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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企业委托项目。 

专业课程群《产品三维效果图》、《产品改良设计》、《视觉传达

设计》、《工业设计程序与方法》，开出海柳设计的企业委托项目和厨

电、公共座椅设计的大赛项目，最后在视觉传达设计课程中学生完成

一本个人作品集的设计与印刷，很好地统合了各门课程，学生纷纷拿

了作品集去找暑期兼职工作。 

②校级科研和校级科研项目校企合作专项研究 

将教学与科研结合，尤其是与校企合作结合，提高教师的实践应

用能力，给学生创造更多机会参与实际课题，大大提高了学生的专业

能力和学习积极性。从 2010、2011 两个年级的企业实习来看，企业

满意度达到 100%，专业对口率达到 100%。完成或在研课题 5 项： 

废弃船木在家具设计中的再利用研究 BYKY20149 

青少年房低碳生活空间的研究 BYKY201311 

儿童家具艺术设计 BYKY201324 

基于儿童心理的趣味牙刷艺术设计 BYKY201323 

下进式饮水机的开发研究 

三、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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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取得的成果、经验和成效。） 

1、项目建设取得的成果 

   经过近一年的研究时间，本项目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如下： 

   （1）调研报告：对院校调研和当前研究成果资料通过整理已撰写

为研究论文，并发表。对企业、学生就业实习调研采访，已编辑整理，

企业调研报告 1 份，学生采访反馈信息一份，完成《产品设计专业人

才需求调研及职业面向分析报告》。 

   （2）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根据应用型院校产品设计专业人才教

育规律，从社会需求、区域经济发展、产业集群特征，修订 3+1 人才

培养方案，确定培养应用型专业人才的规格。 

（3）优化课程体系：结合学科和专业特征、理论实践相结合、

知识、素养和能力三位一体需求、共性培养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的多维

度结构，形成以必修课为主体，技能课为重点，选修课为补充，辅之

以学术讲座等多种方式的课程体系，在传承中教学创新。 

（4）教学实践：在结合校级完成的学科基础课程研究与教学实

践基础上，已经相继展开专业基础课和主干课程的教学实践研究，本

内容正在进行中，完成 4-5 门课程的教学大纲的编写与修订。 

（5）教材编写：于 2014 年 3 月与机械工业出版社签订“普通高

等院校艺术设计类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划教材”合同，产品设计专业教

材签订合同：刘帆、李雨霖编著《色彩原理与应用》、《产品手绘效果

图快速表现》，方建松、康乐编著《设计构成》；邓威、刘欢编著《产

品改良设计》四本教材，目前已完成校本教材《构成》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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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师资队伍建设 

推进构建结构合理的教学、科研团队和双师素质的师资队伍建

设。2013 年 9 月引进具有研究生学历和企业工作经验青年专业教师

一名，以充实教师教学团队，建立了老、中、青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8 月，派一名教师到一汽大众进行下厂实习

锻炼，一名教师到维尚集团进行企业实践，以提升企业工作经验，为

实现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储备。2014 年和 2015 年分别派一名老

师到广东工大做访问学者，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7）建立的产学研合作平台。 

目前已与与中山工业设计协会、白云区电子商务协会、福泉银壶

公司、美琪陈列架、形彩包装、深圳玩具协会、广东省家居建材商会、

阿波罗卫浴等多家单位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和横向科研课题。与企业

共同搭建平台，开展新产品研发、参加大赛、专利申报等工作。 

建立两个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并申报省级和校级科研课题：《家

居设计实践教学基地》和《玩具设计与营销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建

设》。 

近两年完成横向课题 18项： 

Disney IPS项目创意设计 

工业产品创意设计 

2014年“尚高杯”工业设计大赛 

首届“福泉杯”养生银壶设计大赛 

白云区电子商务协会网店产品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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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宝伟业产品摄影及短片制作 

美琪陈列架设计 

广州形彩包装设计 

富丽饰品设计工作室流行饰品设计制作 

龙昌“Disney”项目研究 

百年海柳设计大赛 

2014首届雪兰妮时尚功能女包设计大赛 

浪潮英信服务器 NF5280M3 系统动画的设计与开发 

第三届怡富杯流行饰品设计大赛 

双环杯厨房用品设计大赛 

双层引水用具创意设计 

晾晒创意设计 

儿童创意产品开发 

（8）获奖项目 

近两年我系师生获得专利 25 项，在横向课题的开展中共有约 90

人次获奖。 

组织学生参加各类设计大赛，获奖近四十项。如东莞杯工业设计

大赛、全国大中学生第三届海洋文化创意设计大赛（B13级家具 2班

林民峰入围奖）、2014 年第三届“百利杯.全国大学生办公家具创意

设计大赛”、2014“松霖杯”国际工业设计大赛、中山创意美居设计

大赛、2013 年亚洲动物基金公益广告设计大赛、中韩生态设计、节

能减排工业设计大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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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搭建大学生创新平台，近两年完成或已申报省级、国家级

创新、创业项目 5项，国家级项目 3项。 

2、项目建设取得的经验和成效 

（1）办学定位的准确性，将直接影响对人才培养规格的制定和课

程体系的设置。动态的办学理念和动态的教学规律将更能及时发现专

业和市场之间形成的纽带关系。要加强对外联络，与国内外院校和科

研、设计机构建立广泛联系，及时掌握设计前沿资讯和学术思潮，改

善办学环境，提高办学水平。 

   （2）推进校企合作，探索多种多样的实践教学模式，才能突出应

用型人才的培养特色。 

学生在学期间不仅要掌握大学层次的理论知识，更要进行实践性

培养。实践性培养包括教学实践、生产实践等，校企联合开展的横向

课题、企业综合实践等，可以提高职业教育的有效性和质量，促进人

才培养目标与用人单位的具体需求相结合。要发挥应用型本科院校的

办学优势，必须充分挖掘企业资源，建设产学研平台，探讨多种实践

教学模式，促进综合能力和实战能力的培养。 

（3）加强对外交流，提高教师专业能力是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

基础。教师处于培养人的主导地位，所有的教学活动都是由教师设计、

开展的，教师专业水平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将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的提

升，教师具有良好的实践能力，有助于把握正确的方向。科研活动的

开展，一方面给教师积累了成果，另一方面，也促进教师加强对专业

的研究，更容易带动学生参与实际课题，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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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派教师到知名大学、科研单位和行业龙头企业进行学习，培养高素

质双师型教师人才。 

（4）利用学生资源，逐步建设课程资源库 

依据教学和专业发展要求，在学校和企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

充分利用学生资源，在课程中，带领学生逐步完成课程资源库的建设，

逐年积累教学资源，并以此为契机带动学生学习主动性。 

截止项目进展中期阶段，通过前期研究成果，明确了应用型本科

产品设计专业办学目标和办学特色，已完成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和课

程体系的优化，为后期教学实践打好基础。 

 

四、经费使用情况 

  目前使用费用 14490 元，包括论文版面费，前期调研等。详见下表。 

附表 2 

（项目共  4 万元，其中省拨  2  万元、校拨   2  万元） 

序号 支出项目 金额（元） 经费支出来源 

1 开题论证校外专家咨询费 1500 省级 

2 校内专家评审费 400 省级 

3 参观学习费用 2639.5 省级 

4 调研费用 1083.5 省级 

 5 打印装裱费 3976 省级 

6 耗材 2762 省级 

7 图书资料 129 省级 

8 论文 2000 省级 

 合计 14490  

 剩余经费 2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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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等。） 

   1、课题组负责人因工作变动原因和其他成员沟通受限，项目在运

行中交流甚少，除会议安排外时间，交流主要通过网络和电话进行沟

通，信息反馈和信息整理出现滞后现象，在课题研究方法、经验交流

方面欠缺。 

  2、分工和配合明细不到位，课题成员分工项目任务缺少必要性的

联系，各自管各自的一块内容，在建设性方面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

个别成员基本不参与项目运行工作，没有按研究方案开展工作，对项

目运行造成一定影响。 

3、在实践教学开展方面因欠缺相应的实验条件，造成教学开展困

难较大。 

4、实践项目主要依靠教师自己到企业寻找项目，致使项目的类别

有一定局限性，不能很好地配合教学开展。 

对策：加强团队的凝聚力，进一步强化后期研究的协作力度，明确

工作内容的归属任务，加强交流和统筹工作。另外寻求行业和学校的

帮助，增加高水平校企合作项目开发。 

 

 

六、后续建设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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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导思想 

在总结前期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团队协作力度，统一思想，

明确课题研究目标和各项工作任务、加强交流和研究成果的统筹工

作，有效落实后期工作和任务，完成项目的整体研究工作。 

2、采取措施 

（1）全面落实课题研究方案，严格遵守课题研究的进度，按时

完成课题研究的各项工作任务。 

（2）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总结经验，明确下一阶段研究运行的

项目内容和时间运行表，以具有指导意义的总结报告形式下发到项目

各成员，提高重视度。 

（3）加强交流研讨，推进研究经验的共享，取长补短，发挥各

成员的优势，集思广益，进一步提出合理的建设意见，促进研究水平

的提高。 

（4）对研究工作到位，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和推广价值的团队

成员给予指导和经费上的资助。 

（5）按时对各项研究内容进行整理和成果的收集，检查研究工

作进度和效果。 

（6）课题进行终期调查、汇总、整理、成果鉴定和收集、分析

研究成果，撰写课题结题报告。 

（7）总课题成果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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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审核意见 

学院审查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评审专家意见：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