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齐鲁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021 年招生指南 

 

 

 齐鲁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简介  

齐鲁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创建于 1982 年，时称轻工美术设计系，是山东

省创办最早的高等艺术设计院系。1992 年更名为工业设计系；1998 年更名为艺

术设计系；2018 年更名为艺术设计学院。在长达近 40 年的办学历程中，在学校

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学院的建设者历经艰辛，励精图治，办学水平和教育

教学质量不断提高，谱写了艺术教育的辉煌篇章，为全省乃至全国培养了近万名

高层次艺术设计人才。  

学院现有教职工 103 人，专任教师 87 名。其中教授 14 人，副教授 33 人，

硕士研究生导师 30 余人，博士学位教师 17 名。教师中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贴人

员、全国优秀教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美术和设计专业

教指委委员等一批杰出人才。教师中 16 人有海外留学背景。     

学院设有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数字媒体

艺术、广告学、基础教学等 7个教学系（部）；1个艺术设计教学实验中心近 30

个工作室。2003 年，设计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获批。2006 年，获批工业设计

工程（工业设计）专业硕士授权点。2009 年，被批准为艺术硕士培养单位。2013

年，增设美术艺术硕士授权领域。   

设计学为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省级重点学科，2016 年，“齐鲁文化产品创

意研究中心”获批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现有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

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国家级特色专业——艺术设计；山东省级一流专业

建设点——环境设计；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立项建设培育专业——产品设计专业



齐鲁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021 年招生指南 

群；山东省特色名校工程重点建设专业——产品设计；省级精品课程——产品设

计；国家一流课程——《产品设计表现技法》；山东省教学团队——工业设计教

学团队；山东省一流课程——《装饰图案》、《漆艺》，省级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服装智能设计工艺制造》。 

目前学院下设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数字

媒体艺术、广告学 6 个本科专业，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本科生 2600 余人，其中

研究生 231 人。 

2016 年，在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2016 中国大学专业评价报告》中，视觉

传达设计专业被评为五星级中国一流专业；产品设计专业和环境设计专业被评为

四星级中国高水平专业。在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推出的 2016 中国大学及学科

专业评价报告中，视觉传达设计在全国 569 所高校中位列第 6位。 

学院教师现主持山东省教学改革项目、教育厅研究生创新教育相关课题 10

项；获山东省教学成果一、二、三等奖共 5项；获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山东省

高校教师微课教学比赛一等奖、二等奖共 4项。近三年获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

学比赛一等奖 2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2项。 

教师获得国家级（含全国协会）科研成果奖励 60 余项，省部级（含省级协

会）科研奖励 100 余项；在专业刊物发表论文（作品）300 多篇（幅），其中 CSSCI、

EI 期刊论文 90 余篇；获国家专利 400 余项；出版著作、教材 100 余部；主持各

级纵向课题近 200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 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教育部等省部级以上 30 余项；获山东省泰山文艺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

奖共 5项；近五年科研经费 1000 多万元。 

学院近几年与英国南安普敦大学、英国索伦特大学、英国诺森比亚大学、英

国伯明翰城市大学、美国东北大学、韩国建国大学、韩国水原大学、澳大利亚堪

培拉大学、泰国艺术大学、泰国东方大学、台湾大同大学、台湾大叶大学等高校

和研究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先后选派 10 余名教师到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威斯

康辛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等高校访学，选派 30 余名学生到韩国、台湾

等国家和地区的高校交换培养。 

学生积极参加艺术设计大赛相关专题设计活动，近几年斩获德国“红点”设

计奖、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金奖、“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

决赛铜奖、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金奖、山东省“创青春”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山东省高校美术与设计师生基本功大赛金奖、2018 年 SWPA 索尼世界摄影大赛大

奖、第六届法国 INNODESIGN PRIZE 国际创新与设计大奖、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入

选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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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产品设计专业 

专业概述： 

产品设计专业始建于 1989 年，2013 年被山东省教育厅评为“山东省特色名

校工程重点建设专业”，2016 年被评为“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立项建设培育专

业”，2019 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产品设计专业 2003 年取

得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在设计学、艺术硕士领域招收硕士研究生。本专业

拥有产品设计省级教学团队，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1 门，现有专职教师 12

人，其中教授 2人、副教授 5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3人，具有海外留学背景

的教师 2人。 

专业特色： 

产品设计专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和“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立项建

设培育专业”，在建设“齐鲁文化产品创新研究中心”（该中心被省教育厅评为

“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基础上，结合山东地区产业发展特点和理

工院校的资源优势，确立了家居生活用品设计、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微型交通工

具设计等专业方向。本专业注重产学研合作，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专业应

用能力。 

就业方向： 

本专业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毕业生主要进入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济南、青岛、烟台等经济发达城市，从事家用电器、交通工具、文

化创意产品、家具、医疗器械、灯具等产品的研发与改良设计，工作条件好、待

遇高；学业深造上，本专业有较高比例的毕业生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近几年先后

有多名毕业生到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英国考文垂大学、日本多摩美术大学等国外

知名大学深造。 

修业年限：四年（弹性修业年限 3-8 年）。 

-------------  产品设计专业学生优秀设计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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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专业概述：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1983 年开始招生，是山东省成立最早的艺术设计专业之

一。目前已经培养 33 届毕业生，2003 年取得硕士学位授权，在设计学一级学科

下招收视觉传达设计方向硕士研究生。该专业 2020 年被评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2019 年被评为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在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武汉

大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联合中国科教评价网推出的 2016-2017 年中国大学

本科专业排名中位居全国第六名，2016 年在山东省本科高校专业排名中评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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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专业。该专业下设视觉传达设计和装饰艺术设计两个方向，拥有专职教师 22

人，其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9 人，研究生导师 7 人，山东省省级教学名师 1 人。 

一 、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方 向  

方向特色： 

历经 37 年的专业建设，视觉传达设计方向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教学体系。课

程设置紧随社会发展需求，注重与新媒体及高科技结合，在学生的创新设计和实

践能力培养方面，尤其是以赛促教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目前该方向拥有印刷、

数字交互、以及 3D 打印等实验室，为高素质、综合型设计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坚

实基础。 

就业方向： 

视觉传达设计方向毕业生设计理论知识扎实，设计表现及动手能力、创新及

策划能力强，毕业后能在企事业单位、专业设计部门、科研单位等从事广告设计、

出版物设计、包装设计、企事业机构形象设计、多媒体设计、展示设计、商业环

境设计及教学等相关工作。 

修业年限：四年（弹性修业年限 3-8 年）。 

 

-------------  视觉传达设计方向学生优秀设计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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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装 饰 艺 术 设 计 方 向  

方向特色： 

装饰艺术设计方向专业教学力求在国际设计文化视野下，立足弘扬和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强调实践动手能力、艺术设计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的培养，

学生在深入研究传统材料、继承发扬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吸收世界各国艺术精华，

兼容东西方文化，提高创新设计研究的能力。本方向专业教学设备完善，拥有满

足实践教学的雕塑、陶艺、漆艺、纤维、首饰等多个专业实验室。 

就业方向： 

装饰艺术设计方向教学以社会需求为己任，以创新求发展，以培养适应社会

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人才为导向。学生毕业后能在企事业单位、艺术院校、专业设

计部门及科研单位从事装饰艺术设计、陈设设计、文创产品设计、陶艺设计、纤

维设计、首饰设计、漆艺设计、插画设计、出版物设计及教学研究、设计管理等

方面的相关工作。 

修业年限：四年（弹性修业年限 3-8 年）。 

 

 

-------------  装饰艺术设计方向学生优秀设计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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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环境设计专业 

专业概述： 

环境设计专业始建于 1993 年，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专业。2016 年度在

中国科学评价中心中国大学本科专业排名中获评四星专业，2020 年被省教育厅

评为“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04 年取得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在

设计学、艺术硕士领域招收硕士研究生。环境设计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17 人，其

中硕士生导师 7人，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 8人，博士 2人，具有海外留学与访学

背景的教师 5人。 

专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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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计专业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秉持“教学与科研齐头并进，理论研

究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的专业发展定位。通过多年建设，目前配备智能“云”

空间设计、空间与光效控制、CNC 模型制作、Festool 木工成型、奥格坦姆展览

（展示）系统、材料与工艺展示等实践试验平台。同时，结合当今科技发展与社

会需求，将 VR 虚拟仿真、AR 增强现实技术应用于专业教学及实践中，为社会

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环境设计高精尖的专业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业方向： 

环境设计专业毕业生不仅具有宽广的文化视野和综合素养，具备全面分析、

合理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同时具备能够独立承担设计项目与选题研

究以及较好的工作协作与沟通能力，是高素质的创新型应用设计专门人才。工作

主要进入室内、景观、 园林、展示设计实践与研究机构、装饰设计施工企业、

建筑设计事务所、展示设计机构、房地产开发公司等机构，从事专业技术含量高、

待遇好、发展空间大的专业性工作。本专业考取硕士研究生的比例高。 

修业年限：四年（弹性修业年限 3-8 年）。 

-------------  环境设计专业学生优秀设计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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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 

专业概述：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始建于 1993 年，2004 年招收设计学服装设计方向研究

生。2019 年获批省级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1 项。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专职

教师 13 人，其中教授 3 人、副教授 5 人、讲师 2 人、助教 1 人、高级实验师 2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3人，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教师 4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6人。服装教学团队被评为校级“优秀教学团队”。本专业注重教学与科研并重，

成效显著。近三年，本专业在山东省高校同类专业排名中名列前茅，形成学士、

硕士二级人才培养体系，为高素质应用研究型服装设计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专业特色：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以时尚艺术为先导，以设计创新为核心，以数字化和材

料科技为支撑，以实践为保障，高度重视人才培养的应用性和适应性，围绕艺术

设计——时尚文化——智能科技进行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教学条件： 

本专业目前拥有服装智能制造实验室、制板工作室、制衣工作室、展示陈列

工作室、CNC 模型工作室、形象设计工作室、表演排练厅，以及虚拟仿真实验平

台。教学中注重知识培养与能力培养并重、实验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同等重要的

现代教学理念，培养学生从灵感到表现、从设计到制作、从生产到销售、从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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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到市场推广等各方面的基本能力。同时，立足行业特色，搭建实践平台与相

关行业开展灵活多样的产学研合作实践，拓宽学生对服装产业与市场规律认识的

视野，提高学生的双创技能与水平。 

就业方向： 

本专业在加强基础理论教学的同时，强化专业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实践

动手能力、专业技能和科学研究能力，能够独立进行服饰设计、服装工艺规划与

管理，在学业上继续深造的潜力大，本专业考取硕士研究生的比例高。近年来毕

业生就业率均保持在 98%以上，主要在服装行业管理机构、科研院所、影视及传

媒机构、服装设计生产和销售企业等，从事服饰产品设计与研发、服装理论研究

与教学、市场营销与经营管理、大型行业展示活动与宣传评论等方面的工作，毕

业生具有较强的择业竞争能力及较宽的就业适应能力。 

修业年限：四年（弹性修业年限 3-8 年）。 

-------------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学生优秀设计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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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专业概述： 

该专业是数字技术与艺术设计有机结合的多学科融合交叉专业，通过“人文

+艺术+科技”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课程教育与学习，旨在使学生掌握信息与通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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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具备数字媒体制作、传输与处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

在信息交互设计、数字图像处理、数字影视制作以及电脑动画、虚拟现实等新一

代数字传播媒体机构、企业中能从事设计和管理等具有国际化视野和人文艺术素

养的创新型人才。 

专业特色：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充分吸收国内外先进的办学经验，在齐鲁工业大学以工科

为主并多学科交叉背景下，面向信息社会，走产、学、研结合的培养道路。本专

业以“互联网+数字内容”为特色，聚焦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影像制作，将数字

内容创作和计算机技术有机结合，课程教学与实施与产业链对应岗位直接接轨，

构建“基础训练+专题实践+学科竞赛+综合实践”四位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在

秉承“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指导方针下，本专业学生在大广赛、索尼世界摄

影大赛、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等国内外专业大赛中先后获得 550 个大奖，

通过相关赛事，以创新创业教育为出发点，形成开放融合的学习创作环境，搭建

良好的人才培养体系，为数字传媒行业提供不竭的创新和创业人才资源。 

就业方向： 

本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能够在广播电视、文化产业机构、动画公司、游戏开发

公司、数字博物馆、广告传媒、互动娱乐公司、互联网行业等企事业单位和部门，

运用高科技手段在多种领域从事数字媒体艺术相关的设计创作和开发工作，其工

作环境良好、待遇较高、发展空间较大。 

修业年限：四年（弹性修业年限 3-8 年）。 

 

-------------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学生优秀设计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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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广告学专业 

专业概述： 

广告学专业始建于 2003 年，是我省高等院校招生较早的专业，现已向社会

输送 14 届毕业生，现有在校本科生 400 余人，校内专任教师 6 人，其中高级职

称 2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4人，博士在读 1人，并有多名业界外聘教师。本

专业坚持专业教学与科研并重，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 CSSCI

来源期刊 9 篇，核心期刊 17 篇；出版著作和教材 1 部；获批省部级以上项目 2

项；获厅级及以上奖励 3项；拥有校级精品课程 2项，创新课程 2门，校优秀青

年教学能手 1人。 

专业特色： 

本专业坚持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以“重基础、双技能、高素质”为宗旨，

培育兼顾多学科知识，并具有图文双技能的广告业与传媒业应用型人才。在课程

设置上“基础与技能并重”，在教学模式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行”，在学

生能力培养上“图文双技能并举”。在“以赛代练”的实践教学方法指导下，本

专业学生在金犊奖、One Show、大广赛等全国著名广告大赛中，先后有 650 多人

次获得 95 个奖项，其中等级奖 18 项，为毕业生进入国际 4A 广告公司、传媒业、

公关公司、企业企划部提供了有力支撑，就业率名列前茅。 

就业方向： 

毕业生主要在北京、上海等商业发达城市工作，多从事广告策划与创意、广

告文案、客户执行、媒体运营、公关、企划、记者等工作。 

修业年限： 

四年（弹性修业年限 3-8 年）。 

 

-------------  广告学专业学生参加大赛获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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