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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文化艺术大类 

 

6501  艺术设计类 

专业代码  650101 

专业名称  艺术设计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和艺术素养，熟悉

艺术设计基本理论知识，具备较强的艺术设计能力，从事艺术设计，电商美术设计，工艺美

术与创意设计、制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设计公司、网络企业、媒体、时尚产品制造与流通企业、相关设计工作室等，

在艺术设计师、艺术设计策划师、艺术设计制作制造等岗位，从事艺术（电商美术/工艺美术）

设计、制作制造及管理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艺术设计的沟通与合作能力； 

3．具备基本的艺术设计构思与造型能力； 

4．具备艺术设计形象的表现与应用能力； 

5．具备艺术设计形象的制作能力； 

6．具备艺术设计的综合应用能力； 

7．具备艺术设计的规划能力； 

8．熟悉艺术设计基本理论知识。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艺术概论/艺术设计概论、市场营销、摄影摄像基础、设计市场调查、艺术设计策划、设

计基础（含二维设计基础、三维设计基础）、图形图像制作软件、三维制作软件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二维设计、三维设计、四维设计、网页设计、交互（媒体）设计、数字音视

频技术及后期加工、三维与影视特效、材料加工技术与工艺、网站与网页技术与工艺、电商

美术设计、时尚设计及其制作（制造）等实训。 

在设计公司、网络公司、传媒和时尚产品制造与流通企业，以及相关设计工作室进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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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装饰美工（中级、高级）  多媒体作品制作员  Adobe 平面设计师  网页设计师    

ICAD 国际商业美术设计师（D 级）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网页美术设计  数字影像技术  美术设计与制作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艺术设计学  视觉传达设计  摄影 

 

 

专业代码  650102 

专业名称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和艺术素养，熟悉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基本理论知识，具备较强的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能力，从事视觉传播设

计、视觉传播策划、视觉传播制作以及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图形设计公司、广告公司、生产企业广告部或企划部、相关设计工作室，在视

觉传播设计、视觉传播策划、视觉传播制作岗位，从事视觉传播的策划、创作、技术及其管

理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的沟通与合作能力； 

3．具备基本的视觉传播设计构思与造型能力； 

4．具备视觉传播设计形象的表现与应用能力； 

5．具备视觉传播设计形象的制作能力； 

6．具备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的综合应用能力； 

7．具备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的规划能力； 

8．熟悉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基本理论知识。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艺术概论/艺术设计概论/视觉传播设计概论、市场营销、视觉传播设计市场调查、视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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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设计的策划、图形语言、字体设计、插画/插图、设计编排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广告设计、包装设计、出版物设计、企业形象一体化设计（CI 或 VI）、网页

设计、图形制作软件、图像影像制作软件、版面编排软件、印刷技术与工艺、包装技术与工

艺、出版物成型技术与工艺、网页设计技术与工艺等实训。 

在图形设计公司、广告公司、生产企业的广告部或企划部，以及相关设计工作室进行实

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装饰美工（中级、高级）  Adobe 平面设计师  ICAD 国际商业美术设计师（D 级）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美术设计与制作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艺术设计学  视觉传达设计 

 

 

专业代码  650103 

专业名称  广告设计与制作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熟悉广告设计与

制作基本理论知识，具备较强的广告设计与制作能力，从事平面广告、影视广告、网络广告

的设计与制作以及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广告公司、生产企业广告部、设计工作室，在广告设计、广告制作、广告策划、

广告计划统筹等岗位，从事平面广告、影视广告、网络广告创作、策划、技术及其管理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广告设计与制作的沟通与合作能力； 

3．具备基本的广告构思与造型能力； 

4．具备广告形象的表现与应用能力； 

5．具备广告形象的制作能力； 

6．具备广告设计与制作的综合应用能力； 

7．具备广告设计与制作的规划能力； 

8．熟悉广告设计与制作基本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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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艺术概论/艺术设计概论/视觉传播设计概论/广告设计概论、市场营销、广告设计的市场调

查、广告设计的策划、图形语言、字体设计、设计编排、摄影摄像基础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公益性广告设计、商品性广告设计、服务性广告设计、图形制作软件、图像

影像制作软件、印刷技术与工艺、影像艺术与技术、丝网印刷技术与工艺、无压印刷技术与

工艺、户外广告制作工艺等实训。 

在全面服务型广告公司、专业性广告公司、生产企业的广告部，以及相关设计工作室

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装饰美工（中级、高级）  Adobe 平面设计师  ICAD 国际商业美术设计师（D 级）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美术设计与制作  网页美术设计  数字影像技术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视觉传达设计  广告学 

 

 

专业代码  650104 

专业名称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常见应用型

数字媒体内容艺术设计与制作基本原理、生产流程与方法，具备基本的数字媒体产品或应用

内容创意策划能力，数字平面、三维媒体静态、动态与交互创意设计与表达制作能力，原型

制作与二、三维数字媒体内容较熟练的生产制作能力，从事数字媒体内容艺术设计与管理工

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数字媒体内容开发生产业，在数字媒体内容创意、设计、制作岗位群，从事数

字媒体内容开发的视听与交互创意策划设计、平面与三维数字媒体应用内容可视化与虚拟化

生产制作或相关管理服务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基本的语言沟通、创意创新、协作执行等素质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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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备数字媒体内容开发生产行业机构中相关的管理与服务能力； 

4．具备数字媒体应用内容项目开发创意策划、项目调研与用户体验实施能力； 

5．具备数字媒体应用内容视听设计、交互设计、整合应用设计等创意艺术设计能力； 

6．具备数字媒体应用内容原型制作及艺术设计相关生产制作能力； 

7．掌握数字艺术、数字媒体基础知识，了解数字媒体技术与媒体传播基本知识，掌握数

字媒体应用内容创意设计制作的主要方法。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设计基础、交互设计程序与方法、信息可视设计、网络应用设计、三维设计技法、虚拟

应用设计、交互技术基础、交互原型制作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数字媒体内容创意设计思维、过程与方法，计算机应用设计制作软件与项目

课程等实训。 

在数字媒体内容开发企业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Adobe 平面设计师  Adobe Flash 交互设计师  Adobe 网络设计师  3ds Max 制作员   

Unity 应用能力认证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网页美术设计  数字影像技术  美术绘画  美术设计与制作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数字媒体艺术  视觉传达设计 

 

 

专业代码  650105 

专业名称  产品艺术设计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产品设计方

法、工业设计工程基础、人机工程等基本知识，了解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和国内外设计趋势，

具备产品设计表达、产品造型设计、模型制作、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能力，从事灯具设计、

钟表设计、眼镜设计、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康体娱乐产品设计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各类产品制造行业的产品设计与营销部门、贸易公司和专业产品设计机构，在

产品创新设计、模型样机设计制作、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产品策划、设计管理岗位群，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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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产品策划、产品设计调研、产品造型设计、产品结构设计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运用交互设计的基本知识，进行产品交互界面设计的能力； 

3．具备熟练的产品设计手绘、模型制作及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的能力； 

4．具备优秀的审美及熟练进行产品造型设计的能力； 

5．具备一定的专业英语知识，较强的市场和设计趋势洞察能力； 

6．具备进行设计调查、用户研究等初步的设计前期分析能力； 

7．具备正确运用产品设计方法、人机工程及材料和工艺知识进行产品改良与创新设计的

能力； 

8．了解国内外最新设计流行趋势及相关的商业法律知识。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设计概论、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产品造型设计、人机工程学基础、工业设计工程基础、

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产品专题设计、现代设计史、设计商务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素描与色彩、设计构成、产品设计表现技法、模型制作等实训。 

在各类产品制造企业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助理工业设计师  助理商业美术设计师  ICAD 国际商业美术设计师（D 级） 

助理 CAD 绘图师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美术设计与制作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产品设计  工业设计 

 

 

专业代码  650106 

专业名称  家具艺术设计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家具造型设

计、家具结构设计、人体工效应用、家具制图、各类家具制造工艺技术与知识，熟悉家具设

计与制造等相关流程，具备熟练的手绘创意表达、计算机辅助设计、家具模型制作能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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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木、板式、软体、金属、竹藤等各类型家具设计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各类家具制造行业的家具设计与销售部门、贸易公司和专业家具设计机构，在

家具创新设计、家具打板制作、家具结构工艺设计、家具陈设岗位群，从事家具产品改良与

创新设计、家具结构设计、家具造型设计、家具制图、家具销售及陈设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初步的操作木工机械、家具涂装设备制造家具的能力； 

3．具备熟练的手绘创意表达、家具制图、模型制作及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能力； 

4．具备优秀的审美及熟练进行家具造型设计的能力； 

5．具备正确运用家具设计方法、人体工效及主流家具制造技术进行各类（实木、板式、

软体、金属、竹藤等）家具产品改良与创新设计的能力； 

6．具备进行设计调查、用户研究等初步设计的前期分析能力； 

7．掌握基本的家具专业英语词汇，具备进行国内外家具市场和设计趋势分析研究的能

力； 

8．了解国内外最新设计流行趋势及相关的商业法律知识。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设计概论、人体工效学、家具造型设计、家具结构设计、实木家具制造技术、板式家具

制造技术、软体家具制造技术、现代设计史、设计商务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素描与色彩、设计构成、家具制图、产品设计表现技法、计算机辅助设计、

家具制造技术等实训。 

在各类家具制造企业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助理家具设计师  助理商业美术设计师   ICAD 国际商业美术设计师（D 级）   

助理 CAD 绘图师（员） CCAT 相关资格证书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美术设计与制作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产品设计  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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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650107 

专业名称  皮具艺术设计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鞋靴、箱包

及皮衣的设计知识与工艺制作技能，具备设计方案与产品生产的转换能力、市场分析产品设

计与市场需求的结合能力，从事皮具设计、皮具工艺制作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皮具行业的鞋靴企业、箱包企业以及皮衣企业，在设计、工艺技术、制作、生

产、市场推广等岗位群，从事皮具设计、工艺设计、产品企划、品牌推广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根据皮具企业不同的岗位、任务制定工作计划的能力，能按工作流程执行工作任

务，独立承担或合作完成产品设计任务； 

3．具备皮具产品设计创意能力； 

4．具备市场意识，了解皮革材料及搭配以及时尚潮流趋势； 

5．具备鞋靴的设计能力，掌握鞋靴打板、制作工艺与流程； 

6．具备箱包的设计能力，掌握箱包打板、制作工艺与流程； 

7．掌握皮衣设计与服饰搭配的知识； 

8．掌握手绘和电脑表现鞋靴、箱包、皮衣等皮具产品的技术。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皮具手绘表现、皮具电脑表现、皮具创意设计训练、箱包产品设计与制作、鞋靴产品设

计与制作、皮衣设计与制作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工作坊进行箱包产品设计与制作、鞋靴产品设计与制作、皮衣设计与制作等实训。 

在鞋靴、箱包、皮衣企业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皮具设计师（助理设计师）  鞋类设计师（初级）   

图形图像应用处理制作员（Photoshop）证书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皮革制品造型设计  皮革工艺  服装设计与工艺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服装与服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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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650108 

专业名称  服装与服饰设计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系统的服装

与服饰设计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了解国际、国内服装与服饰行业标准及运作规范，适应服

饰行业及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具备信息处理、综合研究、时尚把握和制作能力，从事服装与

服饰设计、服装制版与推板、生产管理等一线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服装行业或企业设计部门，在时装与服饰设计、服装工艺与制版岗位群，从事

时装设计与开发、服装买手、服饰品设计、服装打版、制板、样衣制作、生产管理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较好的认知、想象能力和批判精神； 

3．具备服装市场信息捕捉、趋势分析、服装设计、服装配色与图案设计、制版与推板的

技术、样衣制作、产品实现能力； 

4．具备提出问题及系统解决专业复杂问题的方法或提案的能力； 

5．熟悉服装工艺流程，服装生产、管理、经营等知识； 

6．了解服装款式、色彩、面料、技术等相关专业知识与设计理论。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设计方法（理论）、服装结构设计与制作、服装设计、服装配色与图案、立体裁剪、排料

与推板、服装生产与管理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服装设计、制版及缝制工艺等实训。 

在服装和纺织企业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服装制作工（三级）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服装设计与工艺  服装展示与礼仪  民族服装与服饰  民族织绣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服装与服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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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650109 

专业名称  室内艺术设计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室内艺术设

计及其理论知识，具备室内艺术设计策划、表现和创新能力，从事室内空间设计、室内软装

设计、室内设计工程施工指导与项目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房地产行业的室内设计类公司或部门，在室内设计、软装设计、施工监理等岗

位群，从事室内空间设计、室内软装设计、室内设计工程的施工指导与项目管理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制作室内设计效果图及施工图的能力； 

3．具备与客户进行良好沟通及业务洽谈的能力； 

4．掌握室内空间设计和室内艺术陈设的基本方法； 

5．掌握室内设计的常用材料、施工组织、质量检验和工程造价等知识； 

6．了解室内艺术设计的基础理论和工作程序； 

7．了解国内外室内艺术设计的前沿动态及发展趋势。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室内设计原理、居住空间设计、办公空间设计、酒店空间设计、软装设计、装饰材料与

施工工艺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室内艺术设计、室内空间设计及模型制作、室内软装设计等实训。 

在房地产行业的室内设计类公司或相关部门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陈列展览设计员（三级）  图形图像应用处理制作员（Photoshop）（初级）   

AutoCAD 证书（初级）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建筑工程施工  建筑装饰  建筑表现  民族民居装饰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环境设计  建筑学  艺术设计学 

  



 

740 

专业代码  650110 

专业名称  展示艺术设计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及良好的展示艺术

设计综合职业素质，掌握空间设计与陈列规划基本知识，以及视觉艺术与信息传达、项目行

销与企划运作的技能，具备较强的空间想象力和造型能力，运用展示设计范围内新技术、新

工艺、新材料的能力，从事展示平面设计、展示空间规划、产品陈列与橱窗布置、配合展工

搭建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广告装饰企业、品牌形象机构、企划营销部门，在空间环境、平面设计、陈列

布置、展工搭建岗位群，从事设计、陈列、制作实施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展示空间规划设计及视觉陈列布置的专业技能； 

3．具备手绘图文构思，并形成有效提案表达的能力； 

4．具备熟练运用电脑辅助设计软件进行设计表达的能力； 

5．掌握数据分析、信息收集、比较、归纳的正确方法；  

6．掌握品牌形象、信息传达等展示原理运用； 

7．了解展示材料与搭建工艺的应用，掌握色彩、材质、灯光等在界面搭配中的规律。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室内设计基础与实务、美学、VI 设计、编排设计、展示设计系列课程（含商业卖场展示

设计、展厅展馆室内设计、会展空间艺术设计）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计算机辅助设计、陈列与橱窗设计、展示空间设计、会展展位设计与搭建等

实训。 

在广告装饰企业、品牌形象机构、商业卖场、展厅场馆、会展企划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陈列展览设计员（三级）  AutoCAD 证书（初级）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工艺美术  建筑装饰  建筑表现  民族民居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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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环境设计  建筑学  艺术设计学  工艺美术 

 

 

专业代码  650111  

专业名称  环境艺术设计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室内外环境

设计的相关知识，具备制作室内、室外设计效果图及施工图，以及完成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的

方案设计能力，从事室内设计、园林景观设计、建筑外立面设计以及室内外环境工程的施工

指导与项目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环艺公司、建筑或园林绿化公司、房地产公司、城建规划部门，在室内设计、

景观设计岗位群，从事室内环境设计、城镇小区规划、景观设计、园林绿化设计和工程实施、

项目管理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协调工程设计与施工，指导施工人员现场施工的能力； 

3．具备与客户进行良好沟通及业务洽谈的能力； 

4．具备制作室内设计效果图及施工图的能力； 

5．具备完成不同类型的室内外工程项目的方案设计能力； 

6．掌握室内外设计常用材料、施工组织、质量检验和工程造价知识； 

7．了解环境艺术设计的基础知识和工作程序； 

8．了解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相关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9．了解国内外环境艺术设计的前沿动态及发展趋势。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居住空间室内设计、公共空间室内设计、装饰材料与施工技术、园林绿化设计、城市广

场与水体设计、环境景观规划设计、园林工程与施工技术、建筑外立面设计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模型制作、室内环境与工艺设计等综合实训。 

在环艺公司、房地产企业进行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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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建筑制图员 装饰装修工 建筑模型设计制作员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建筑工程施工  建筑装饰  建筑表现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环境设计  建筑学  艺术设计学  城乡规划 

 

 

专业代码  650112 

专业名称  公共艺术设计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公共艺术设

计理论基础，熟悉公共艺术设计的程序与方法、公共艺术设计制作的工序和流程、雕塑壁画

以及景观设计等基本知识，具备一定的造型设计、制作和创新能力，从事环境景观设计、城

市雕塑艺术设计、壁画艺术设计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环境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工艺品制作、模型制作行业，在雕塑、陶艺、

漆画、装饰品设计岗位群，从事城市公共艺术设计、雕塑设计制作、工艺品设计制作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系统的公共艺术品设计能力； 

3．具备公共空间艺术品与装饰品设计项目的调查研究、策划、设计、创新、制作、安装

能力； 

4．具备独立思考、个性表达与现代观念艺术展现能力； 

5．具备艺术审美、设计创新和实践能力； 

6．掌握各种材料属性与加工制作工艺在公共设计中的综合应用能力。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造型基础、设计基础、装饰基础、艺术理论、陶艺设计与制作实训、纤维艺术设计实训、

室内外装饰品设计实训、展示设计实训、公共设施设计实训、漆艺设计与制作实训、壁画与

浮雕实训、材料与技术美学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装饰浮雕、主题雕塑设计、陶艺、旅游工艺品设计等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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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工艺品制作企业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工艺美术师  装饰美工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工艺美术  美术绘画  美术设计与制作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艺术设计学  公共艺术  工艺美术 

 

 

专业代码  650113 

专业名称  雕刻艺术设计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雕刻艺术的

基本原理、方法及风格类型，熟悉雕刻艺术的表现形式和造型规律，了解中外传统雕刻艺术

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具备较强的创意、表现、艺术审美能力，从事现代工艺美术品设计

与制作、各类雕刻艺术品的设计与制作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雕刻工艺行业，在工艺品雕塑、室内外装饰、艺术雕刻、雕刻艺术品拍卖、博

物馆等岗位群，从事雕刻类工艺品的设计与制作、礼品开发、室内外装饰工程、拍卖管理助

理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使用高新科技数控设备进行雕刻设计与制作的能力； 

3．具备基础造型及空间层次的雕刻能力； 

4．具备雕刻艺术作品的肌理、构成材料与色彩的能力； 

5．掌握各类雕刻材料的属性、相关工具的操作及安全知识； 

6．掌握木雕、石雕或其他综合材料雕刻的设计与制作流程及工艺特性； 

7．掌握雕刻件设计与制作在环境中的功能与作用的能力； 

8．掌握国学、外语、中外工艺美术史、艺术设计概论、雕刻工艺基础原理、体育基本技

能、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与文献检索、雕刻艺术美学及艺术史、雕件展示陈列知识。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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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造型设计、雕塑、木雕、石雕、数码雕刻技术、雕刻技法及表现、综合材料研究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木雕、石雕、数码雕刻的雕刻技法及表现研究等实训。 

在雕塑工程公司、工艺美术品厂、装饰工程公司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工艺美术资格证（初级、中级、高级）  工艺美术设计师  工艺美术师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工艺美术  美术设计与制作  珠宝玉石加工与营销  民族工艺品制作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工艺美术  艺术与科技  艺术设计学  产品设计 

 

 

专业代码  650114 

专业名称  包装艺术设计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包装制作的

基本知识，熟悉包装材料选用、包装设计软件的使用，了解包装印刷原理及成型工艺等基本

知识，具备包装工艺和图文设计、印前印后工艺能力，从事包装设计、印刷设计工作的高素

质高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包装公司、印刷公司、礼品设计公司，从事食品包装盒设计、化妆品容器外观

设计、酒类包装设计、礼品设计与样稿制作、印刷制版、印刷配色调墨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选择常用包装设计材料的能力； 

3．具备制作包装设计方案的能力； 

4．具备撰写包装设计方案说明书的能力； 

5．具备进行食品包装盒设计的能力； 

6．具备进行酒类等包装容器设计的能力； 

7．具备正确解说和推介包装设计方案的能力； 

8．具备掌握印前工艺和输出系统流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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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包装工艺、包装印刷、CAD、CorelDRAW、Photoshop、包装结构设计、平面装潢设计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化妆品包装、食品包装等实训。 

在全面服务型广告公司、专业性广告公司、生产企业的广告部，以及相关设计工作室进

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内审员（包装行业）  印前制作员  制图员（高级）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工艺美术  美术设计与制作  美术绘画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艺术设计学  工艺美术  视觉传达设计  产品设计 

 

 

专业代码  650115 

专业名称  陶瓷设计与工艺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陶瓷设计与

工艺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具备陶瓷造型及装饰设计和制作能力，从事传统陶瓷、现代陶艺

的设计与制作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陶瓷行业与企业，从事陶瓷造型设计、陶瓷装饰设计、陶瓷雕塑设计、陶瓷陈

设设计、陶瓷艺术品营销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陶瓷造型打样和模具翻制的能力； 

3．掌握陶瓷造型及装饰设计的基本规律与方法，具备陶瓷造型及装饰设计的能力； 

4．掌握陶瓷成型工艺注浆、印坯和拉坯等制作技法； 

5．熟悉陶瓷装饰的形式与材料特点，掌握陶瓷装饰陶刻、彩绘等技法。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http://www.baidu.com/link?url=J2CZdPlZH2VJLKKroL2GXh1RBOtbRc0bBRDGyFBqSEkm2mdMGoBgZTfO3S9r374l1x94JMPUP-8yXa5E8GWd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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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造型设计、陶瓷模具制作、陶瓷雕塑、陶瓷装饰设计、现代陶艺、陶瓷成型工艺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陶瓷造型设计、陶瓷模具制作等实训。 

在陶瓷市场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陶瓷产品设计师  陶瓷成型工  陶瓷模型制造工  陶瓷装饰工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计算机平面设计  工艺美术  美术绘画  美术设计与制作  民间传统工艺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艺术设计学  工艺美术 

 

 

专业代码  650116 

专业名称  刺绣设计与工艺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刺绣基础理

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具备较强的刺绣设计、制作能力，从事刺绣类产品设计、产品制作、产

品研发、生产技术管理、专业教育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刺绣行业企业，在刺绣设计、刺绣工艺、刺绣品牌策划、刺绣设计与制作、刺

绣营销与管理岗位群，从事刺绣设计、制作、营销、管理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获取信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掌握应用 Photoshop 等平面设计软件进行绣稿的设计和图片处理能力； 

4．掌握刺绣的相关工艺技法，具备刺绣的制作能力； 

5．掌握刺绣生产、技术管理知识，具备组织生产、管理能力； 

6．掌握相关的销售技巧，具备进行刺绣产品营销的能力； 

7．掌握国画、油画等基本技法，具备绣稿的创作能力； 

8．了解刺绣史、中外工艺美术史等刺绣基础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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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绣稿设计（工笔花鸟）、绣稿设计（工笔人物）、绣稿设计（油画）、刺绣基本技法、刺绣

制品（翎毛类动物）、刺绣制品（走兽）、刺绣制品（油画风景）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绣稿设计、绣品制作等实训。 

在与刺绣有关的研究所、协会、销售企业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手绣制作工（湘绣）  实用工艺设计员（四级、三级）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工艺美术  美术绘画  美术设计与制作  民族织绣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工艺美术 

 

 

专业代码  650117 

专业名称  玉器设计与工艺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玉器设计与

工艺基本知识，具备玉雕工艺设计能力，从事玉雕工艺品设计与制作、玉雕工艺品修复、工

艺礼品开发以及工艺品营销和管理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玉雕行业，在设计与制作、销售岗位群，从事玉雕工艺品设计与制作、玉雕工

艺品修复、工艺礼品开发、工艺品营销和管理，以及玉雕与工艺礼品的自主创业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掌握玉雕以及其他工艺品营销知识，具备适应玉雕行业发展和企业生产、销售的能力； 

3．掌握相关的美术设计技能，有一定的职业迁移能力，具备适应当代工艺美术行业和自

主创业需要的能力； 

4．了解、掌握艺术的造型规律，了解玉雕的市场需求，具备设计、制作符合当代审美需

要的玉雕样式的能力； 

5．了解、掌握玉雕的设计方法，具备独立进行玉雕创作设计的能力； 

6．了解、掌握玉雕的工艺过程，具备独立进行玉雕出坯、粗磨、细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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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玉佩造型设计、玉雕手把件造型设计、玉雕摆件造型设计、工艺品设计开发、综合材质

工艺造型、工艺品营销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玉佩设计与制作、手把件玉雕设计与制作、花鸟件玉雕设计与制作、瑞兽件

玉雕设计与制作、人物件玉雕设计与制作、器皿件玉雕设计与制作等实训。 

在玉雕工作室、工艺美术研究所、工艺美术博物馆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工艺美术资格证  工艺美术品设计制作师（四级）  工艺美术师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工艺美术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工艺美术 

 

 

专业代码  650118 

专业名称  首饰设计与工艺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珠宝首饰设

计、制作、营销及宝玉石鉴定专业知识，具备金属首饰制作、蜡雕首饰制作、首饰营销实践

及宝玉石鉴定能力，从事首饰设计、首饰制作、首饰营销和宝玉石鉴定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首饰行业，在设计和制作、销售岗位群，从事首饰设计、首饰制作、宝玉石鉴

定以及首饰营销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掌握珠宝首饰设计技能，具备珠宝首饰的设计能力；  

3．掌握金属手工制作技能和蜡模雕刻技能，具备进行金属手工和蜡模雕刻制作的能力； 

4．掌握基本的宝玉石鉴定技能，具备鉴别各种常见宝石的能力； 

5．掌握珠宝首饰营销知识，具备适应珠宝首饰行业发展和企业生产、销售的能力； 

6．掌握相关的美术设计技能，有一定的职业迁移能力。 



 

749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首饰设计、首饰金属制作、首饰蜡模制作、首饰浇铸抛镀、首饰营销、宝玉石鉴定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无宝石戒指、无宝石挂件、无宝石耳饰、齿镶戒指、包镶挂件、槽镶耳饰、

具象植物专题首饰、具象动物专题首饰、抽象几何专题首饰、具象颈饰专题首饰、具象套件

专题首饰、抽象套件专题首饰的设计与制作和宝玉石鉴定等实训。 

在黄金企业、首饰研究所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首饰设计师（四级、三级）  贵金属手工制作员（五级、四级）  首饰营销员（四级） 

宝玉石鉴定师（中级、高级）  工艺美术设计师（中级）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工艺美术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工艺美术 

 

 

专业代码  650119 

专业名称  工艺美术品设计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熟悉金属、漆艺、

玻璃、陶瓷等中华民族风尚的工艺美术品的表现形式和造型规律，熟练掌握相关专业必要的

工艺技能，了解材料性能及加工工艺等知识，具备较强的创意、表现、艺术审美能力，从事

现代工艺美术品设计与制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工艺美术品行业，在设计与制作、销售岗位群，从事工艺品设计与制作、文博

修复、工艺礼品开发、工艺品营销和管理、工艺品开发项目跟单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思维； 

3．具备工艺美术品设计和制作的基本能力； 

4．掌握工艺美术基本理论和知识； 

5．掌握工艺美术设计方法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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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熟悉工艺美术方向的相关方针、政策和法规； 

7．了解相关工艺美术产品的应用前景、需求和发展动态。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造型设计、工艺品开发、漆艺、玻璃工艺、陶瓷工艺、雕刻工艺、金属工艺、计算机辅

助设计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漆艺、玻璃、玉雕、金属、工艺绘画、装饰雕塑、陶瓷等工艺技法的实训。 

在工艺美术研究所、工艺美术博物馆等单位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工艺美术专业任职资格证（初级、中级、高级）  工艺美术品设计制作师（四级）   

工艺美术师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工艺美术  美术绘画  美术设计与制作  民族美术  民族工艺品制作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工艺美术  艺术与科技  艺术设计学  产品设计 

 

 

专业代码  650120 

专业名称  动漫设计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常见类型动

画、漫画的创意设计与制作原理、生产流程和方法，基本具备动画与漫画前期创意策划，以

及熟练的二维、三维动画角色、场景、道具、分镜、原画和漫画设计与表达制作能力，具备

较熟练的二维、三维动画与漫画后期生产制作能力，从事动漫前、中、后期设计制作和管理

服务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动漫行业，在动漫创意、设计、制作岗位群，从事动画漫画角色、场景、道具、

分镜与原画创意设计，以及二维中间画与三维动画的建模、动画、材质灯光、特效合成等生

产制作和管理服务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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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备动漫设计所需要的创意创新、协作执行能力； 

3．具备动漫设计与制作的管理与服务能力； 

4．具备动画项目创意策划、编导和制片能力； 

5．具备动画角色与场景设计、分镜设计、原画和中间画的创意设计与表达能力； 

6．具备二维、三维动画计算机设计、生产制作实施能力； 

7．掌握数字艺术、动画基础知识，了解编导与制片基本知识，掌握动画创意设计制作的

主要方法。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动画运动规律、动画角色与场景设计、动画分镜设计、原画与漫画设计、二维动画制作、

三维建模与动画、三维材质与渲染、动画短片创意制作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动画创意设计思维、过程与方法，计算机应用设计制作软件与项目课程的实

训。 

在动漫企业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Adobe 系列动漫设计制作应用软件证  3ds Max 制作员证  动画绘制员（初级、中级） 

Maya 动漫设计制作应用软件证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动漫游戏  计算机平面设计  美术设计与制作  美术绘画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数字媒体艺术  艺术设计学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与科技 

 

 

专业代码  650121 

专业名称  游戏设计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常见类型数

字游戏艺术设计与制作基本原理、生产流程与方法，具备基本的数字游戏内容创意策划，以

及数字游戏内容二维、三维、静动态和交互创意设计与表达制作能力，具备较熟练的数字游

戏内容生产制作能力，从事数字游戏内容开发生产与管理服务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数字游戏开发生产行业，在数字游戏内容创意、设计、制作岗位群，从事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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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创意策划、角色场景设计、交互与关卡创意设计，以及数字游戏原型制作和数字游戏的

设计生产制作、管理服务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基本的语言沟通、创意创新、协作执行能力； 

3．具备数字游戏角色场景、动画特效与关卡、用户体验交互等创意设计能力； 

4．具备数字游戏原型制作及相关的生产制作能力； 

5．具备数字游戏开发管理与服务能力； 

6．具备基本的数字游戏项目开发创意策划、调研与用户体验测试能力； 

7．掌握数字艺术、数字游戏基础知识，了解数字游戏技术与运营基本知识，掌握数字游

戏创意设计制作的主要方法。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游戏设计原理、用户体验设计程序与方法、二维游戏美术设计、三维游戏美术设计、游

戏概念设计、游戏交互动画与特效、游戏交互技术基础、游戏交互原型制作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游戏创意设计思维、过程与方法、计算机应用设计制作软件与项目课程等实

训。 

在数字游戏开发企业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Adobe 平面设计师  Adobe Flash 交互设计师  游戏美术设计师（中级）   

3ds Max 制作员证  Unity 应用能力认证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动漫游戏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数字媒体艺术  视觉传达设计 

 

 

专业代码  650122 

专业名称  人物形象设计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具有较高的文化

艺术素养和审美意识，掌握发型设计、化妆设计、服装搭配设计等专业技能，具备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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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设计，以及舞台影视化妆造型设计能力，从事形象设计或营销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文化传媒、大型时尚、电商企业，在化妆造型、形象设计、彩妆培训、市场推

广等岗位群，从事彩妆培训、服饰搭配、人物造型、形象顾问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良好的化妆、发型知识； 

3．具备通过绘制服饰、造型效果图来表达自己的创意方案并进行说明的能力； 

4．具备创新思维和形象设计项目的管理能力； 

5．具备较好的造型设计与表现能力； 

6．具备较准确地进行色彩诊断并能运用到服饰搭配中的能力； 

7．具备运用平面设计软件进行人像修图和基础排版的能力； 

8．具备数码摄影的后期制作技能和画册制作能力； 

9．具备人物塑型与形象设计能力。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时尚与品牌鉴赏、形象造型基础、形象色彩设计、化妆设计与人物摄影、服装搭配与模

特展示、形象设计与电脑表现、人物形象专题项目设计、舞台影视化妆造型设计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化妆设计与人物摄影、服装搭配与模特展示、形象设计与电脑表现等实训。 

在各类文化传媒、彩妆企业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艺术化妆师（高级）  形象设计师（三级）  色彩搭配设计师（三级、二级） 

摄影师（中级）  图形图像应用处理制作员（Photoshop）证书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美发与形象设计  美容美体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专业代码  650123 

专业名称  美容美体艺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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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美容护肤、

化妆品、美体塑形、营养与保健养生、中医基础、芳香疗法、化妆设计基本知识，具备美容

美体艺术设计、美容美体项目组合与运用、美容美体化妆品运用等设计与运用能力，从事美

容美体、营养保健、芳疗、人物形象设计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美容化妆品、营养保健行业，在美容美体、营养保健、芳香疗法、化妆设计等

岗位群，从事美容美体、营养保健、芳香治疗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美容美体化妆品品牌及营养保健品牌的网络营销能力； 

3．具备美容基础和美容化妆品辨识能力； 

4．具备美容美体艺术设计能力； 

5．具备营养保健、芳香疗法、化妆设计的应用能力； 

6．具备美容美体艺术服务能力； 

7．掌握基本的皮肤与护理，美体塑形、营养保健能力； 

8．掌握亚健康预防与调理能力。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美容皮肤科学、面部皮肤护理、芳香保健疗法、中医美容学、营养学、美体塑形、美容

保健技术、美容业经营管理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美容美体实训。 

在美容美体企业和养生保健馆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公共营养师  美容师（三级）  艺术化妆师（三级）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美容美体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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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650124 

专业名称  摄影与摄像艺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摄影与摄像

基本理论和知识，具备各类商业摄影拍摄、电子商务广告图片、电视广告影像创作和制作能

力，从事摄影摄像、影视广告制作、广告策划与制作、商业摄影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广告、影视制作和媒体，从事摄影摄像、影视广告制作、广告策划与制作、形

象宣传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商业人像摄影能力； 

3．具备电商行业产品广告摄影能力； 

4．具备建筑摄影、室内装潢环境摄影的能力； 

5．掌握数码摄影的后期制作技能； 

6．掌握电视广告的摄影创作和制作方法。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色彩与审美艺术、摄影基础、商业摄影与广告实训、产品摄影实训、建筑环境摄影实训、

影视摄像实训、数码照片修润技术处理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商业摄影、产品摄影、影视摄像等实训。 

在婚纱影楼、广告公司、影视剧制作公司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摄影师（中级）  图形图像应用处理制作员（Photoshop）证书（中级）   

Adobe 中国认证设计师（ACCD）  商业美术设计师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美术设计与制作  数字影像技术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视觉传达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摄影 

  

https://www.baidu.com/link?url=HAxFI78RUkOJF6PkEkC525ZPc9NQR393U3oDDaO177ffVNHOA24MaFFlmIXv4mhwjOzWmbILVfh_JsfzhOEjPv2GVMGiUbz9JZ7DCqGdGnPyREv4E0029_ofQJx3J6h8Fhg7LFrM7cZTgw23I43ovjCzVB5A25wn-XRaGyt8dK_&wd=%E5%9B%BE%E5%BD%A2%E5%9B%BE%E5%83%8F%E5%A4%84%E7%90%86%E8%AF%81%E4%B9%A6&rsp=0&f=1&oq=%E5%9B%BE%E5%BD%A2%E5%9B%BE%E5%83%8F%E8%AE%BE%E8%AE%A1%E5%B8%88%E8%AF%81%E4%B9%A6&ie=utf-8&rs_sr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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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650125 

专业名称  美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了解国内外美术

发展的动态，掌握美术专业基本理论和知识，具备绘画、书法和雕塑的表现能力，从事绘画、

书法、艺术设计、雕塑的教育、设计、生产和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文化艺术、城市规划、建筑工程领域，在教育、设计、出版以及管理岗位群，

从事绘画、美工、雕塑、书法和艺术设计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运用泥塑及硬质材料进行浮雕、圆雕以及动态人物和抽象造型写生创作设计的基

本能力； 

3．掌握美术设计和制作的基本技能和美术教育的基本理论与知识； 

4．掌握绘画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以及从事创作的专业技能和方法； 

5．了解国内外美术发展的动态，了解文化艺术事业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6．了解我国书法文化知识并熟练掌握基本书法技巧。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素描、色彩、图案设计与构成、书法创作基础、泥塑人物写生与创作、硬质材料基础与

创作实践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素描、色彩、书法创作基础、泥塑人物写生与创作、硬质材料基础与创作等

实训。 

在美术教育机构、出版社、文化管理与宣传部门、城市规划部门、建筑工程公司进行实

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图形图像应用处理制作员（Photoshop）证书（中级） 摄影师（中级）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美术绘画  工艺美术  美术设计与制作  民族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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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绘画  雕塑  工艺美术  公共艺术 

 

6502  表演艺术类 

专业代码  650201 

专业名称  表演艺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表演艺术基

础理论，具备表演艺术基本技能和综合演艺能力，从事表演、综艺节目主持、群众文化活动

组织与策划以及艺术培训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演艺公司、文艺团体及艺术培训机构，从事表演、综艺节目主持、艺术培训、

文化活动的组织与策划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表演艺术辅导培训的基本能力； 

3．具备戏剧表演、歌舞表演、戏曲表演、曲艺滑稽表演、播音主持的基本能力，掌握两

种以上表演艺术形式； 

4．掌握表演的基础理论知识，具备对戏剧、影视等作品的艺术欣赏、艺术批评能力； 

5．掌握正确的表演方法，具备舞台人物形象创造和综合演艺体现能力； 

6．了解现有的文艺形式，具备自编、自导、自演的艺术创造能力。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表演基础训练、表导演创作与实践、综艺表导演创作与实践、艺术语言技巧、形体、声

乐表演、综艺主持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表演、导演、创作、综艺主持等实训。 

在演艺公司、文艺团体、艺术培训机构、文化馆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培训机构教师  电影电视演员  演出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