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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design was a highly integrated interdiscipline, which combined th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artistic 

emotion. Meanwhile, it was under the limitation and influence of many factors, such as environment, social morphology, cultural 

concepts, economy. Also, it was a creative design activity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function, form, technology and art. Industrial 

design was an interdiscipline which combined the artistic innovation and engineering discipline. This paper aimed 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 education, the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discussed both the necessity of 

multidisciplinary cross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cross integration method of industrial design education 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 

applied talents who could adapt to the era development for complex industrial design. Thus, it could better promote and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echnology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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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工业设计是一项高度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它融合了科学的理智与艺术的情感,同时受环境、社会形态、文化观念

以及经济等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它是功能与形式,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创造性的设计活动。工业设计是一门艺术创新

与工程学科相结合的交叉学科。本文针对高校工业设计教育目前的现状，在分析其学科特征的基础上，分别探讨了多

学科交叉的必要性以及工业设计教育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合作方式，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复合型工业设计应用型人才，

从而更好地适应且推进中国经济、科技等综合国力的发展。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工业设计，多学科交叉，设计教育 

 

111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青 蛙 设 计 公 司 的 创 始 人 艾 斯 林 格 (Hartmut 

Esslinger)曾指出:20世纪50年代是生产的年代,60年代

是研发的年代,70年代是市场营销的年代,80年代是金融

的年代,而90年代则是综合的年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

异,带来的不仅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同时更多的是相互融

合。许多有关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和社会的重要问题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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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的,其中诸如人口、资源、环境、生活科学等问题的

研究和解决方法都需要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合作,需要多

种学科的理论、想法、观念、技术和方法的支持。事实上,

多学科、边缘学科和跨专业的研究已经成为世界科技突飞

猛进的关键,培养具备多方面研究才能的人才成为现代工

业设计教育面临的重要任务。 

目前,中国的工业设计教育规模堪称世界第一,但工

业设计教育的体系还不完备。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高度综

合性的交叉学科,涉及到众多学科领域。在当今信息时代,

工业设计的这种综合性显得更加明显,越来越注重设计过

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重视设计程序和方法论,注重全面

提高设计师的综合素质。走向综合是工业设计的发展趋势,

也是工业设计教育必须遵循的发展方向。 

2222．．．．中国工业设计教学的概述及现状中国工业设计教学的概述及现状中国工业设计教学的概述及现状中国工业设计教学的概述及现状    

2.12.12.12.1．．．．中国工业设计教学的概述中国工业设计教学的概述中国工业设计教学的概述中国工业设计教学的概述    

工业设计教学即工业设计学科的教师将知识、技能传

授给学生以及学生进行学习的过程。纵观世界,工业设计

教学起源于“Bauhaus”,即包豪斯设计学院。在英国的“艺

术与工艺运动”和以法国为中心的“新艺术运动”的推动

下,1919年,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设计教育而建立的

学校——“公立包豪斯学校”在德国魏玛建立,后改称“包

豪斯设计学院”。中国的工业设计教育起步晚,于20世纪

70年代末开始萌芽。80年代初开始陆续有一些大学成立工

业设计系,对工业设计教学进行最初的探索。“1986年,

工业设计被正式列入国家教育部所指定的专业教学目录,

成为一个正式的专业”。1987年,工业设计协会成立。“伴

随着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的成立,我国的工业设计教育发展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90年代后,中国的工业设计教育

开始进入成长期。 

中国的工业设计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理论体系不断完

善,相关学术论文逐渐增多,但还不足以支撑教育培养体

制。高质量、综合素质全面的工业设计师少,很多学习工

业设计专业的学生都缺乏真正去“设计”的概念。工业设

计绝不仅仅是对产品的外观进行设计,更深层次的是对人

的行为方式的改善,促进人类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由于分

科而学,艺术类的工业设计学生对造型的艺术了解较深,

而工科类的工业设计学生更专注于物体内部结构的学习。

因此工业设计的教学需要引进“多学科交叉性”这一概念。 

2.22.22.22.2．．．．现现现现状状状状    

截止2005年，中国经教育部备案或批准设置工业设计

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总数已达230个（不包艺术设计专业

中设置的工业设计方向），名列设置最多的工科类专业的

前8名，大大超过了绝大多数的传统专业。工业设计专业

的设置也日益呈现多样化趋势，美术院校、工科院校、综

合大学、农林院校、师范院校都有设置，在院校内部，既

有单独设立的工业设计系，也有设立在建筑学院、艺术学

院、设计学院、机械学院之下的工业设计系或专业。近年

来不少院校获得了设计艺术学的硕士及博士学位授予权，

设计教育的完整体系初步建立。专业求多求全，专业划分

过窄，专业界限太清、缺乏交叉综合等问题是中国的设计

教育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老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家

长式的教学方法，缺乏启发式，缺乏对话研讨，忽视培养

学生的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学能力。忽略了

学生的创新和自主能力，也就无法引导学生自愿自主的进

行创造性的设计，严重制约了工业设计的发展，使设计教

育的发展缓慢，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效果微弱，对中国设计

教育产生着制约的影响。教育目标不明确也是影响中国设

计教育发展的另一个因素。目前，中国国内设计专业的培

养目标可以说大多流于形式，更无课程体系来保证，因为

不少人认为这只是应付上级检查的文字工作，对培养目标

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美国、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培养目

标作为办学宗旨、理念，十分明确，而且与课程体系相一

致，这是确保教育质量的前提。此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

容有待建立，结构体系不完善，教学科学管理方式不强，

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模式的缺陷，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

中国设计教育的发展。 

世界各国正在不断调整教育发展战略，改革教育思想、

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计划、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

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设计教育自然也不能例外。在社会

的飞速发展，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学科间相互渗透、

相互依存已成为知识产出的一条基本定律。教育的发展方

向也要遵循这一规律。工业设计本身就属于边缘性、交叉

性的学科，所以更需要通过“融合”的教育模式，才能将

艺术与其它学科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促进文、理、艺术等

学科的交叉、渗透机制，进一步强化工业设计的学科边缘

性发展。工业设计教育的特点应该是多元化及交叉性的，

多学科整合发展的出现将成为现代设计教育新的培育方

式。学科交叉、学科融合、借鉴其他优势学科的有效教学

方法和手段，培养复合型人才，并以合作等方式进行学术

讨论和课题研究，是工业设计教育在中国最主要的发展趋

势之一。 

3333．．．．多学科交叉多学科交叉多学科交叉多学科交叉对于工业设计教育的必要性对于工业设计教育的必要性对于工业设计教育的必要性对于工业设计教育的必要性    

3333.1.1.1.1．．．．交叉学科的研究取向影响交叉学科的研究取向影响交叉学科的研究取向影响交叉学科的研究取向影响    

学科交叉研究是指科研主体在科学分化的基础上，打

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跨越不同研究领域而进行一种科

学创造活动，是解决复杂科学技术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达到

不同学科相互渗透的一个重要手段。交叉学科研究近十年

来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而其研究取向同样影响到教育研究领域。一般认为交叉学

科研究是使教育研究取得重要成效的条件之一。    

3333....2222．．．．综合学科其特征的要求综合学科其特征的要求综合学科其特征的要求综合学科其特征的要求    

工业设计作为综合学科，其综合特征要求对人才培养

的目标，是与多学科交叉融合、多层面复合所具备的坚实

基本功。如果仅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往往很难解决其综

合性特征所要达到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难题。因此必须

具备广博的跨学科知识和技法，坚实的基本功，才可能在

相关学科之间交叉融合渗透的过程中建立起完整的工业

设计知识架构。工业设计所要解决的问题，绝不是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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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知识就可以的，进行工业设计涉及到从生活上的小

细节萌发出的创意再到创意的具体化，进而对人与物、社

会、经济、技术的调查研究，找到合适的方向深入设计。

它不仅要融会贯通横向联系的视觉传达设计、室内设计、

环境设计等学科的知识，还要运用到纵向关联的人文、理

工等其他学科的认识。工业设计是以人为主体，为了使人

们进行更方便、简洁的操作，需要运用到心理学、人机工

学等的知识，这就涉及到了其他学科知识的学科与应用。

如日本设计师原研哉为中年妇女设计的以香皂为原型的

手机，他充分考虑了用户的使用心理并与设计相结合，消

除了中年妇女使用高科技产品的畏惧心理。“我国有些院

校在校内开设了特定形式的研究中心或团队组合，通过科

研课题或实际项目促进学科院系间的交叉合作，取得良好

的效果和成就。”将“交叉性学科”这一概念引入到工业

设计的教学中，可以促进工业设计教育的发展，培养出高

质量、综合素质全面的工业设计专业人才，设计出更贴合

人们实际的产品。 

因此在了解目前工业设计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其

学科特点及交叉学科的研究对于教育领域的重要影响，多

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应用在工业设计教育上是必不可少的。 

表表表表1111    中国某高校一学年专业课程课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工业设计专业课程课时表工业设计专业课程课时表工业设计专业课程课时表工业设计专业课程课时表    

必修课名称必修课名称必修课名称必修课名称    学时学时学时学时    

1 造型学 64学时 

2 设计综合表达 48学时 

3 工程图学 48学时 

4 色彩学 48学时 

5 模型制作H 48学时 

6 视觉传达设计 48学时 

7 公共设施设计 48学时 

8 工业设计概论 48学时 

9 CAID基础 32学时 

10 设计形态基础 32学时 

11 人机工程学 32学时 

12 设计方法与程序 32学时 

13 产品调查与观测 32学时 

14 并行工程基础 32学时 

15 产品系统设计 32学时 

16 结构素描 32学时 

17 设计形态学 32学时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工业设计专业课程课时表工业设计专业课程课时表工业设计专业课程课时表工业设计专业课程课时表    

必修课名称必修课名称必修课名称必修课名称    学时学时学时学时    

18 技能结构与材料 32学时 

19 交通工具设计 32学时 

20 设计心理学 32学时 

21 产品规划策略 32学时 

22 设计比教学 32学时 

23 信息互动设计 32学时 

24 价值工程分析 24学时 

4444．．．．工业设计教育中多学科交叉合作方式工业设计教育中多学科交叉合作方式工业设计教育中多学科交叉合作方式工业设计教育中多学科交叉合作方式    

4444.1.1.1.1．．．．固定形式的多学科融合固定形式的多学科融合固定形式的多学科融合固定形式的多学科融合————————学分制的学分制的学分制的学分制的workshopworkshopworkshopworkshop    

将多专业多学科的交叉合作以Workshop的形式实现，

给予适当的学分，使其成为一门选修课程被安排到整个课

程体系中。 

学分制的优势：1.时间弹性大。学生可根据兴趣、爱

好进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优化知识结构和养成自我

培养意识。2.淡化班级制度，按需要组成集体。这样可以

培养学生的配合协作意识。在美国，不同年龄、不同年级

的学生同修一门课的情况很普遍。这样，可以把学生共同

融入到一个大范围内，能增强学生的协作能力。3.有利于

“因材施教”，学生可按市场需求进行择课，有利于实践

与理论的结合，符合综合素质的培养。 

设计教育中，可以将多学科的交流合作与学分制配合，

以组建学分制Workshop的形式实现。其特点为：（1）以

设计专业师生为主体，同时吸纳其他设计相关学科的师生

加入Workshop，共同研究学习进行合作。（2）Workshop

形式由于具备适当的学分被安排到学校的选修课中，因此

其他专业学生也可自主根据兴趣爱好选择加入学习，一定

程度上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积极性，促进学习效率的提高，

同时不同专业学生通过Workshop形式平台共同研究学习，

可以最大限度丰富其专业背景。（3）不同专业背景教师

通过其平台，更加丰富了自身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素养，

从而可以更好地投入教学科研工作。（4）教师可以将学

习课时、完成项目数量、个人突出贡献等作为考核标准，

判定是否授予学生学分，学分的授予标志其成员合格地完

成课程任务。同时学分判定标准的设定，学生可灵活地加

入或离开Workshop，有利于创新设计和多角度思维的拓展。 

 

图图图图1 1 1 1 学分制的WORKSHOP。 

4444....2222．．．．固定目标的多专业多学科融合固定目标的多专业多学科融合固定目标的多专业多学科融合固定目标的多专业多学科融合————————以研究项目为中以研究项目为中以研究项目为中以研究项目为中

心的合作心的合作心的合作心的合作    

和学分制的Workshop不同，以项目为中心的合作是以

完成项目为目的的，所以项目组的成员在合作团队成立之

初就已经确定了，并且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人员变动甚微，

团队的稳定性得以保证。以项目为中心的合作，需要建立

一个以工业设计教学研究为核心、跨学科、目标明确、成

员个性鲜明、开放性的多学科合作团队，由多学科或多领

域的成员组成，使许多院系或中心都参与进来，促使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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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或领域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核心在于合作，它以完

成任务为目标，打破学科间的壁垒，有利于资源的共享、

信息的传递、人员的协调。合作团队改变了死板的组织结

构模式，减少了不必要的工作流程和学科间屏蔽的影响，

有利于更有效率的完成产品研发的任务。 

这种合作团队，根据不同的目标和条件，产生不同规

模的团队，不同的团队规模在应用上会有不同的效果。不

同规模的团队可以应用多样性的形式，如小型团队为互助

小组，中型团队可以为固定的合作中心，大型团队可以建

立一个学科广泛、设备齐全的合作机构。以研究的目的、

研究的经费、研究的时间为依据，来确定成立何种规模和

形式的合作团队。 

 

图图图图2 2 2 2 以研究项目为中心的合作。 

当研究的课题比较正式，可以考虑成立合作团队。这

样的团队需要有固定的活动地点，可以在设计艺术学院内

占用一间工作室，拥有几台计算机设备，并连接上网，这

样固定的空间便于日常的交流，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

教师之间可以随时沟通。同时团队内小组成员包括设计类

学生和一部分相关学科的学生。有固定的指导教师参与其

中，带领成员完成各个项目。合作团队的优势在于小组成

员相互之间比较熟悉，易于沟通；成员熟知度较高，易于

指导；因为项目规模中等，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即可以完成

项目，牵扯的精力不大，不会影响学生在本专业的学习。

同时还能开拓视野，增长社会实践能力。 

4444....3333．．．．设计专业内部的融合设计专业内部的融合设计专业内部的融合设计专业内部的融合————————导师制或工作室制导师制或工作室制导师制或工作室制导师制或工作室制    

该形式源于西方美术教学的体制，在中国艺术专业由

来已久。这种教学体制可以更好地贯彻全员育人、全过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现代教育理念，更好地适应素质教育

的要求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变。该制度要求在教师和学生

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

施教，指导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学习的方式主要是

以课题为中心，同时辅以相关的讲座。 

在中国的设计教育中实施导师制和工作室制，目前主

要是以研究生教学为主，相同导师的研究生在同一个工作

室进行学习、研究、项目设计，便于交流和资源共享。通

过丰富灵活的训练课题，启发和引导学生创造性的理解艺

术与设计的关系，注重学生整体素质培养和思维方式的训

练，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全程设计于思考的能力。导

师制和工作室制在研究生教学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

在本科生教学中应该也逐渐引入导师制这种教学模式，组

织骨干教师，在高年级本科生中定点定人进行因材施教的

制度，强调学科综合的特性。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弥补课堂教学环节中大学生基本能力和素质培养方面的

不足，更好地完成大学本科教学任务。 

导师制和工作室制的优点： 

第一，突破传统属性结构教育模式，知识贯通以网状

结构展开。传统的教学模式基本上是教师向学生进行灌输

式的“树形教育结构”。而在导师制和工作室制的模式下，

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讲师、教授、学科带头人在同

一个环境下一起研究同一课题，知识的传递性突破了传统

模式下的教学单向运动，知识互补，资源共享，创建了教

与学、学与学互动的“交叉往复”的教学新环境。实现了

双向互动式、参与式、启发式于一身的教育模式。 

第二，导师制和工作室制有利于促进学生知识向能力

的转化。通过在工作室进行课题和项目的研究，经常可以

将所学的知识加以应用，在实践中提高了自身的实际操作

能力。导师制和工作室制，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的

实践性，同时又有导师和共同学习的成员的指导和帮助，

因此，在学生的知识能力转化过程中可以起到重要的辅助

和催化作用。 

第三，教师的积极性得到调动与发挥。导师制和工作

室制对教师来说即使压力也是动力，由于要更多的面对学

生，而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起着示范作用，这大大提高

了教师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有利于促进教师素质的提高。 

第四，个性化教育的落实及创新精神的培养。打破了

传统的“单一性”教学。由于学生个体的差异，能力和优

势各有不同，在导师制和工作室制的模式下，由于导师面

对的是不同层次的学生，因此，导师可以因材施教，针对

每个学生的特点安排任务，合理安排各个年级学生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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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并培养其自信心，真正发挥每个学生

的优势。且学生之间在不断的交流中，通过对比，更能准

确找到自身的定位，为今后的职业生涯打下基础。 

4444....4444．．．．更广泛地融合方式更广泛地融合方式更广泛地融合方式更广泛地融合方式————————开放性合作模式开放性合作模式开放性合作模式开放性合作模式    

多种学科交流合作的设计教育，成员的背景完全可以

不限于本院校内的师生，合作方式也不限于工作室、

Workshop和项目团队的形式。可以应用更加开放的形式。

如校际、国际的交流合作，网络沟通、校企合作、与政府

的合作等。 

（1）校际合作：以高校为主体要求两个以上的大学，

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活动上进行合作，通过共同的

投入和努力达到一定的办学目的。每所院校的优势学科各

不相同，将学科间的合作扩大到大学与大学合作的范围，

可以充分有效地整合学术资源，进行优势互补。（2）校

企合作：参与实际项目的过程，可以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

是项目本身成为学生了解社会的窗口，可以将科学技术很

快地转化利用，产生经济的效益，成为中心的研究经费，

为更好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换言之，通过校企

合作，是企业得到人才，学生得到技能，学校得到发展；

从而实现学校与企业“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

共同发展”的双赢结果。（3）网络合作：现代通讯技术

的发展，网上所提供的巨大信息资源，拓宽了知识视野和

思维方式。通过网络的沟通交流，可是多学科之间合作更

便捷，同时可冲破时间空间地域的限制，系统地整合更加

广泛的学习资源。 

5555．．．．学科融合教学的范例研究学科融合教学的范例研究学科融合教学的范例研究学科融合教学的范例研究————————以华南理工大以华南理工大以华南理工大以华南理工大

学设计学院学设计学院学设计学院学设计学院““““CCCC----LabLabLabLab跨学科拔尖创新设计人才跨学科拔尖创新设计人才跨学科拔尖创新设计人才跨学科拔尖创新设计人才

培养试验区培养试验区培养试验区培养试验区””””WorkshopWorkshopWorkshopWorkshop为例为例为例为例    

5555....1111．．．．CCCC----LabLabLabLab跨学科跨学科跨学科跨学科拔尖创新设计人才培养试验区简介拔尖创新设计人才培养试验区简介拔尖创新设计人才培养试验区简介拔尖创新设计人才培养试验区简介    

华南理工大学设计学院C-Lab，全名是Creative 

laboratory,它于2014年9月诞生，由一名教授和9名不同

学科背景的设计学研究生组成，在视觉传达、工业设计、

交互设计和多媒体设计均有所涉猎，专注设计研究、科技

前沿、艺术美学等领域。 

成立的一年来，顺利举办多次海外名师课程，与台湾

云林科技大学、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联合举办多次海峡两

岸交流工作营，邀请到数位国际知名大学的教授到设计学

院讲学授课。同时，实验室的同学由多项科研成果发表。 

目前在华南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内有固定的工作室，并

且为每位成员配备了个人PC机。当有项目进行的时候，创

新团队的成员会在工作室中交流观点，同时工作室内分割

出了教师的办公区域，学生也可与教师进行无障碍的交流。

创新团队的固定指导教师为华南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的门

德来教授。门教授充分支持团队的建设，并同时对团队内

的多个项目进行指导。同时实际项目与概念课题穿插进行，

不但增加了学生的设计经验和实践能力，还充分从吸取了

国际上各类技术、功能等前沿信息，大大的开拓了学生的

眼界。 

 

图图图图3 3 3 3 C-Lab跨学科拔尖创新设计人才培养试验区的标志设计。 

5555....2222．．．．多学科融合理念在多学科融合理念在多学科融合理念在多学科融合理念在团队中的运用团队中的运用团队中的运用团队中的运用    

C-lab创新团队从成立之出，就本着融合多种学科特

点和优势，进行工业产品设计的初衷，广泛吸纳多种学科

背景的学生加入团队。虽然在团队刚刚成立的时候，成员

只有6人，分别是视觉传达设计、工业设计、数字多媒体

设计、包装设计。 

5555....3333．．．．实例的应用研究实例的应用研究实例的应用研究实例的应用研究    

2014年9月6日至13日，“海峡两岸岭南文化特色调查

研究及设计实践”工作营在设计学院跨学科拔尖创新设计

人才培养试验区（C-Lab）成功举办。22位来自台湾云林

科技大学设计学院的导师、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与设计学院

师生进行了为期八天的交流活动。在工作营中共同对岭南

建筑及园林进行深入调查、研讨和挖掘，从传统文化之美

的角度，扑捉和发现文化创意元素。 

（一）授课：工作营以胡文渊老师和石拓的授课开始，

胡老师从文化创意设计思维切入，结合许多文化设计案例，

有趣生动地给同学们展示了别样的设计思路，突出了设计

思维的重要性。石拓老师则以其岭南建筑史的学识背景为

基础，为同学们解读广东岭南特色建筑，并以“清晖园”

和“陈家祠”为案例，从整体历史背景到建筑特色介绍了

两个建筑的特点，并着重分析其木雕、砖雕、铁铸、旗杆、

满洲窗、假山等元素。 

（二）采风：有了授课的背景，同学们对两个建筑有

了初步的认识。根据此前在网络上收集了一些资料和设计

的初步设想，分别对清晖园和陈家祠进行了针对性地考察

和调研。调查过程中，分别邀请了导游讲解员为同学们进

行详细的讲解，对建筑本身的历史和每一个园和厅的特色

做了具体的分析。同学在考察的过程一边拍摄记录，一边

进行小组讨论。在采风的过程中对此前形成的初步的设想

进行调整和优化。在期间一个相对闲暇的下午，工作营安

排了全体师生去黄埔军校参观和了解。 

（三）设计：在日程安排中，设计讨论作为重要的一

个环节，占用一天的时间。根据小组讨论出的数个方案，

每个小组的同学和各组指导老师进行探讨和分析。结合岭

南建筑的特色和历史背景元素，对各个小组的方案的优缺

点进行评估。每个小组的设计方案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造

优化、甚至重新发想创造，最终每个小组确定一个方案。

在剩余的两天中，同学们处于不停地改良-测试-改良-测

试的反复改错过程，在连续数个通宵之后，各自完成了针

对陈家祠或者清晖园建筑的平面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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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布：每个小组以汇报和实物展示的形式向老

师同学们讲解各自的设计，各位指导老师也对每个作品提

出自己的看法和仔细的分析评价。有针对陈家祠做广告设

计、邀请函设计、门票设计、包装设计、导览图设计、企

业形象设计，也有做交互形体验设计、折纸望远镜等，也

有针对清晖园做文化笔记书设计。每个小组设计别出心裁，

得到了老师们的肯定，同时，也获得了老师修改建议和客

观的评价。 

 

 

图图图图4 4 4 4 C-Lab跨学科拔尖创新设计人才培养试验区工作营作品。 

6666．．．．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不断进步，对于目前中国工业

设计教育而言，重视多种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方式，

这无疑是培养优秀设计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并且也是当

今设计发展寻求突破的一个新契机。加强学科交叉合作，

努力培养良好的工业设计复合应用型人才，从而更好地适

应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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