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成果报告 

加强艺术与设计实验中心建设  创新艺术与设计实验教学模式 

在清华大学建设一流大学战略思想指导下及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60 年来一贯坚持实验实践教学取得的经验、成果基础上，作为清华大学校级实验教

学中心，一级实验室的清华大学艺术与设计实验教学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经过 9

年建设，已成为国内艺术与设计领域涵盖专业面最广，理念与模式先进，综合性、

交叉性、创新性最强的实验教学平台。2008 年被评为北京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09年被评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2012年底通过教育部验收。 

中心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和建设，形成了“加强艺术与设计实验中心建设、创新

艺术与设计实验教学模式”的成果。重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念先进 条件一流 机制完善 

中心逐步形成了“整合现有资源，落实开放共享，倡导综合创新”的建设理念；

确立了“统筹运行 交叉互补 灵活开放 旨在创新----建设面向未来的艺术与设计实

验教学平台”的运行管理机制；立足为培养“德厚艺精、博学求新”优秀艺术人才

和为全校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提升服务的实验教学目标；以及倡导“动中学、动中思、

动中悟”的实验教学特色。并逐步完善了理论阐述、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 

中心现有信息艺术设计、摄影、人机工学、服装工艺、皮草工艺、印染工艺、

织绣工艺、传统染织工艺、陶瓷艺术与设计、综合模型、涂装工艺、交通工具、视

觉传达设计、材料与构造、照明与色彩、木工艺、首饰工艺、金属艺术、纤维艺术、

玻璃工艺、漆工艺、纸纤维工艺、泥塑工艺、木雕工艺、版画工艺、金属焊接、中

国画、油画、壁画 29个实验室，总使用面积 13160㎡，设备资产总额 3450余万元，

各种设备 2120 余台件（套），满足了本领域所属专业实验教学需求。中心环境、设

备一流，管理制度完善，机制、运行有效，专职技术与管理队伍精干，本科生人均

实验室面积等综合资源条件在国内高校同领域领先。 

中心为确保实验室高效运行，将各具特点、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不同专业 29

个实验室从概念、管理和使用上打通、整合为一个公共平台，向美术学院师生、学

校不同学科专业学生和社会需求开放。 

中心根据实验教学与运行管理需要，制定了《实验教学中心运行管理方案》等

系列规章制度，包括《实验教学中心管理规章制度》、《各实验室管理规章制度》、



 

《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实验室安全卫生规章制度》、《实验室学生守则》、

《仪器设备管理制度》、《仪器工具借用办法》、《仪器设备操作规程》等，确保

了实验室安全、顺畅、高效运行。 

二、整合资源 统筹开放 服务为本 

中心实验室的资源整合与合理利用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体制机制改革的

重点任务，目的在于更加科学合理的使用资源，使实验教学中心真正成为学科交叉

的交流互动平台，让清华大学不同专业更多的学生从中受益。 

根据中心环境与硬件条件及各专业特点，力求最大化满足广大师生教学、科研、

创作所需，积极推动不同实验室的“开放”与“交叉”，将通用性强、需求量大的

实验室面向美术学院乃至全校开放；专业性较强的实验室对其他专业分时段、分区

域、分需求开放，不断扩大开放度和灵活性。同时，适量、适度向社会需求开放，

在促进各实验室间的协同合作和学院实验教学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发挥实验

中心的社会作用，促进实验教学与社会发展的有效链接。 

三、目标明确 体系健全 模式创新 

实验、实践教学是艺术与设计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和特点，中心坚持艺术与科

学、技术与美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寓教于研、教研互促的方针，逐步完善了实

验教学体系。将 29 个实验室整合为技能技法实验、材料工艺实验、创作创新实验三

个类型，学生可根据需求在某一实验室完成实践，也可申请使用其他实验室资源。

同时，中心面向全校开设了研究性、探究性课程。艺术设计类实验室选修课深受学

校各院系学生的欢迎，选课系统一开放大部分实验课程就被抢选一空。 

中心从环境建设、设备投入、运行管理到课程建设，始终围绕完善实验课程体

系、创新实验教学模式进行。一方面通过校企合作、引入案例与项目，切实体现先

进的教学理念；另一方面开展国际交流，聘请国际知名专家、设计师开设 workshop，

将前沿课题引入课堂。如：丹麦哥本哈根皮草实验室就是一个集教学、科研、学术

交流于一体的国际化平台，每年邀请国内外皮草设计师和专家开设皮草工艺课程。

再如工业设计系与奔驰、尼桑、现代汽车合作的设计课程，环境艺术、信息艺术设

计等系与多所国际院校共同开设专业课程等，扩大了学生的国际视野。 

与此同时，中心一直坚持名师、大师一线执教；专业必修与跨专业选修结合；

互动讨论与个别辅导相配合，讲授与示范并行的教学方式，并坚守小班授课、因材

施教的模式，倡导专业间交叉和鼓励个性与创新为宗旨，在教学观念上强调实验和

创新；在教学内容上强调案例和项目；在教学方法上强调过程和环节，对学生创作

思维与方法进行针对性训练，提倡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和尝试解决问题，鼓励个性探



 

究，在实践中让学生掌握艺术创作与设计的方法和技能，培养学生创造性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四、立足教学 课程丰富 开放度高 

目前实验中心每学年承担实验课程平均数据为：总计 215 门次，授课学生 3500

人次左右，人时数 16～18 万，包括美术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SRT、国际交流

workshop 及全校艺术类选修课程等。其中为全校开设了 12 门实验室探究课程（单

元），6门艺术设计实验室选修课程。 

以 2008～2011 三学年为例，面向美术学院新开设本科实验课程 73 门、研究生

实验课程 28 门，面向学校新开设实验室探究课 4 门（单元），总计 105 门新开设实

验课程。在满足美术学院实验教学需求的基础上扩大开放度，为全校学生开设更多

有特色、高质量的艺术设计实验室选修课、探究课。仅 2011～2014 三学年向全校开

设实验室选修课、探究课总计 69 门次，总学时 1180，授课学生 1564 人次。与建设

期的 2008～2011 三学年相比，总体呈现大幅度增长趋势，课程数增长 33 门次，授

课学生数增长 738 人次，今后还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度。 

五、教学提升 教研互促 成果显著 

2008～2014年美术学院获得与实验教学相关的教学成果奖总计 63项，其中：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项；教育部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北京市高

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3项；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 9项。国家级精品课程 7项，北京市高

等教育精品课程 2 项，清华大学精品课程 9 项。获奖的省部级、市级、校级实验教

材总计 28 项。另外，通过实验教学所长生的诸多成果，被社会大量采用，其中一些

成果在国内外专业评比中多次获奖。 

与此同时，中心承担实验课程的任课教师与实验教学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公开

发表了多篇与实验教学相关的学术论文，出版多册实验教材与专著，承担了多项国

家有关部门委托的创作与设计项目，其中利用实验中心产生的设计作品和成果多项

被发表或采用，并在国内外专业竞赛和评比中屡次获奖，取得了良好的经济与社会

效应。（部分数据详见附件——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D） 

六、加强宣传 扩大辐射 引领示范 

中心的创新教学模式和各具特色的实验室吸引了众多国内外专业院校同行和企

业、机构前来学习和观摩。仅以 2015、2016 年不完全统计为例，共接待国内外院校、



 

机构和学校总计 9000 余人次。其中 2016、2017 年清华大学校庆开放日两天，分别

共接待校内外各界参观 3000及 3600余人次。 

成果主要完成人杨静曾在“东方地平线”——全国设计教育学术研讨会做了

《打造资源平台 创新“实验”模式》主旨演讲；在高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

席会艺术学科实验教学研讨会做了《创新“理念” 打造“平台”》主旨发言；成果

主要完成人何洁在全国首届“艺术设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论坛”做了《清华大学

艺术设计实验中心的建设与运行》专题演讲，中心建设理念、实践案例及创新成果

得到与会同行高度认可，并作为会议散发材料。另外，成果主要完成人曾在《实验

技术与管理》核心期刊发表了以“统筹运行、交叉互动、灵活开放、旨在创新——

建设面向未来的艺术与设计实验教学平台”的论文，同时，中心人员还曾多次受邀

到兄弟院校介绍经验，促进了成果传播，起到了引领作用。 

七、成果特色 

1、一流综合大学优势和实验资源条件： 

中心依托清华大学综合学科优势，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合作，汲取国内外

先进经验，逐步形成了实验教学模式，拓展了实验教学的理念和范围，提升了研究

的深度和广度，促进了艺术与科学的融合，体现了自身特点。 

中心还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及重点学科建设经费，拥有了先进的实验设备和宽敞

的环境空间，并经不断完善，硬件在国内各院校同领域中处于领先位置。 

2、雄厚的师资力量和有效的运行机制： 

中心集中了美术学院一线师资授课，定期邀请国际知名外教讲学和社会专业技

术人员示范指导，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以及创新能力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心通过统筹协调、统一管理、交叉互补、资源共享的运行机制，不断完善各

项规章制度及符合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要求的系列化管理办法，使综合多样的

实验平台安全、顺畅、高效运行。 

3、健全的教学体系和创新的教学模式： 

中心将 29 个实验室整合为技能技法实验、材料工艺实验、创作创新实验三个类

型，同时，为各实验室之间的相互交叉合作提供清晰的选择和链接办法。 

中心坚持实验教学中名师、大师一线执教；专业必修与跨专业选修结合；互动

讨论与个别辅导配合；讲授与示范并行的教学方式，并坚持小班上课、因材施教，

在教学观念上强调实验和创新；在教学内容上强调案例和项目；在教学方法上强调

过程和环节。提倡多角度切入和尝试解决问题，鼓励个性探究，在实践中让学生掌

握艺术设计的方法技能，提升学生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4、强大的品牌效应和显著的教学成果： 



 

中心凭借学校和美术学院的广泛社会影响，吸引了众多国际艺术院校前来交流，

也吸引了许多企业前来合作和资助，为人才培养、创新实践提供了更多资源与条件。 

在各项政策、经费和实验条件的支撑下，促进了教学、研究等成果生成，提升

了中心的实验教学水平和质量，增强了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5、突出的创新特色和明显的示范作用： 

中心打破单一教学模式，注入创新机制，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综合能力；

将新理念、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以及国内外本领域先进理念、最新成果引入

课程，始终保持与社会及行业发展同步；将科研项目、设计课题、社会服务引入教

学，寓教于研，教研互促；将创新实验教学内容与社会、行业发展连接，与国内外

知名院校、企业建立创新研究平台，合作实验课题。形成了科学、完整的教学体系

和特色突出的教学模式。 

八、成效评价 

2011 年清华大学一级实验室评估结果： 

 中心一流的设备，优良的教学环境，在国内首屈一指，国际上享有盛誉；实

验教学条件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人才培养理念清楚，结合艺术、设计专业特点，个性化培养的目标和手段都

非常突出，艺术教育与技能训练紧密结合，适应了社会的需求。 

 实验教学成果突出，实验教学环节涵盖范围宽，覆盖了艺术与设计教学的各

个专业方向，教师深入技能指导，国际交流频繁，在各类比赛中取得优异成

绩。 

 科研与实践教育紧密结合，结合各类科研项目，为学生创造多种类型、多种

层次的实践环节，突出了个性培养和独立发展。 

 实验教学队伍经验丰富，实验中心管理规范，多种层次的实验教学队伍在第

一线发挥很大作用。 

所有专家给出各项指标评定的成绩均在 90分以上。 

评估组认为：该中心复评优秀，建议保留“清华大学一级实验室”称号。 

2012 年底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验收时教育部专家反馈意见： 

总体评价： 

通过实地验收，可以看出清华大学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

理念清晰、指导思想明确、定位合理，中心资源能够做到充分共享、充分展示，管



 

理上能够做到校、院、系无缝链接、协调发展、高效运行，中心建设已达到国家一

流、甚至部分实验室已达到国际一流，有震撼力。 

中心特色： 

坚持民族文化与当代设计，坚持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产、学、研、用一条龙建设卓有成效；学科交叉复合，探究型课程（实验）模式很

成功。 

清华大学艺术与设计实验教学中心形成的“加强艺术与设计实验中心建设、创

新艺术与设计实验教学模式”成果，是艺术设计优秀人才培养的深化改革与实践的

总结和有益尝试。实践证明本成果符合面对未来的艺术与设计人才培养趋势和社会

发展的需求。这也为今后进一步完善和推进中心的各项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

们将再接再厉、凝心聚力、锐意进取，不断深化改革，争取新的成绩，做出新的贡

献。 

 

（具体情况请详见附件——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此项目建设情况、理念

模式、创新成果、成效评价等见 A；证明材料图片见 C；部分成果数据、案例说明见

B、D） 

 

 

 

 

 

 

 



 

 

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A. 支撑材料(PPT) 

B. 成果推广应用效果说明 

C. 证明材料 

D. 与本成果（实验教学）相关 ——  

     部分论文、教材、作品、研究报告及获奖情况 

 

 

 

 

 

 

 



 

A. 支撑材料（PPT） 

一、 中心建设 

1. 中心概况 

2. 运行模式 

3. 队伍结构 

4. 规章制度 

5. 中心定位 

二、 理念模式 

1. 实验教学理念、体系、模式 

2. 实验教学创新 

三、 创新成果 

1. 实验室探究课 

2. 校企合作 

3. 国际课堂 

4. 产、学、研一体化 

四、 示范引领 

1． 成果宣讲 

2． 接待来访 

3． 展示交流 

五、 成效评价 

1. 成果简介 

2. 验收通过 

3. 专家评价 

4. 中心获奖 



 

 

 

 



 

 

 

 



 

 

 

 



 

 

 

 



 

 

 

 



 

 

 

 



 

 

 

 



 

 

 

 



 

 

 

 



 

 

 

 



 

 

 

 



 

 

 

 



 

 

 

 



 

 

 

 



 

 

 

 



 

 

 

 



 

 

 

 



 

 

 

 



 

 

 

 



 

 

 

 



 

B. 成果推广应用效果说明 

1) 实验教学总体建设情况 

实验教学中心主要面向美术学院染织服装、陶瓷、视觉传达、环境艺术、信息

艺术、工业设计、工艺美术、绘画、雕塑 9 个系 21 个专业方向的本科生、研究生开

设必修和选修课程，并面向全校开设艺术素质选修课程。服务美术学院 1100 余名本

科生、800余名研究生的同时，还承担着学院科研项目和师生创作实践活动，此外也

接受社会课题研究项目及为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SRT)等服务。 

目前实验中心每学年为美院和学校承担的实验教学平均数据为：课程 215 门次，

授课学生 3500 人次左右，人时数 16～18 万。其中为全校开设了 12 门实验室探究课

程（单元），6门艺术设计实验室选修课程。 

2) 2008～2014 六学年实验教学情况与新开实验课程 

2008～2014六学年间实验中心面向美术学院和学校承担的实验课程总计 1251门

次，总学时 72719，授课学生 19785人次，总人时 105.754 万，其中包括美术学院本

科生、研究生课程，国际国内 workshop 交流课程，SRT课程，以及为全校开设的 11

门实验室探究课程（单元）（含暑期学校探究课）和 6门校选艺术类实验课程。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的重任之一是与学院教务办协同加强新课建设，

扩大授课人数，使学院、学校更多学生共享实验资源、受益实验课程。2008～2011

三学年面向美术学院新开设本科实验课程 73 门、研究生实验课程 28 门，面向全校

新开设实验室探究课 4门（单元），总计 105门新开设实验课程。 

2011～2014 三学年通过整合利用实验室资源，扩大开放度，面向美术学院新开

设本科实验课程 12 门，研究生实验课程 4 门；面向全校新开设实验室探究课 3 门

（单元），全校本科实验室选修课 6门；立项 SRT 13项；邀请国内外知名艺术家、

设计师、教授开设的创新 workshop 15 余项，此外还开设创新实验项目。 

3) 面向学校扩大开放实验室选修课程 

在满足美术学院实验教学需求的基础上，将中心建成为全校高质量人才的艺术

素质教育基地是我们建设与创新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重点目标。2011～2014

三学年面向全校开设实验室选修课、探究课总计 69 门次，总学时 1180，授课学生

1564 人次，总人时数 21632。与建设期的 2008～2011 三学年相比，总体呈现大幅度

增长趋势，课程数增长 33门次，授课学生数增长 738人次，人时数增长 12602。 

4) 设立“国际课堂”，邀请国内外专家、大师授课 

以“国际课堂”和工作坊的形式，吸引国内外专家，以及国内行业大师任教和

示范，增加学生对专业前沿动态和未来发展趋势的亲身感受。工业设计系与奔驰、

尼桑、现代汽车合作的设计课程；环境艺术设计系与多所国际院校共同开设专业课

程等；信息艺术设计系与美国帕森斯艺术学院联合开设 workshop 等，进而提升了实

验教学的国际化水平，解决与社会实际需求的有效链接。 

5) 对科研项目、竞赛项目开放，促进成果生成 



 

在保证实验课程正常教学的同时，鼓励教师和学生将科研课题和社会竞赛项目

实践，为个性需求提供条件。通过中心实验室产生的成果，诸多被社会应用。同时，

教师指导学生的设计作品在全国各类专业竞赛中屡获奖项，2008～2010 年获奖 260 

余项；2010～2012年获奖 220 余项；2012～2014年获奖 250余项；2015～2016年仅

国际及省部级获奖近百项。 

6) 开展校企合作，积极服务社会 

开展国内外校企合作，进一步扩大学生的专业视野和行业意识，提升国际化水

平。丹麦哥本哈根皮草与皮草实验室合作建立集教学、科研、学术交流于一体的国

际化校企合作模式；交通工具实验室与日立公司合作，针对“中国超高龄化社会的

移动解决方案”展开课题研究，利用 workshop 的方式等，在实验室里实践学生自己

的创新性想法。从而有利于学生了解当今业态情况，为未来创新创业积累经验。 

7) 加强交流互动，凸显示范作用 

实验中心建设与实验课程吸引了大批国内院校和国际院校同行，以及社会企

业、文化研究机构前来考察学习。每逢学校重要外事活动、国家领导人来访均会

安排参观中心并交流。中心运行管理及实验室建设的先进经验、实验队伍建设、

设备配置方案、运行管理思路与规章制度、实验课程设置等被兄弟院校学习参考

采用。中心领导多次受邀到兄弟院校交流研讨、介绍经验。 

2008 年至 2011 年，前来中心实验室参观的国内外院校、机构约 200 家（次）、

4000人左右。2012年至 2014年 9月，前来中心实验室参观交流、考察调研的国内

外院校、机构达 220 余家（次），总计 7000 余人次，其中国际院校、机构约 116

余家（次），6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2015、2016年接待国内外院校、机构访问

参观实验室，兄弟院校前来中心考察交流，总计 9000 余人次。2017 年校庆开放日

两天就接待参观 3600余人次。 

8) 实验教学成果 

2008～2009 年建设期获得教学成果：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北京市教

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清华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

国家级精品课程 2 项；北京市精品课程 2 项；清华大学精品课程 2 项；北京市

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3 项；清华大学优秀教材评选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6 项；二

等奖 5 项。“综合造型设计基础”课程组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 

2010～2012 年建成期获得教学成果：教育部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清华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2 项；国家级精品课程 1 项；清华

大学精品课程 6 项；教育部精品教材 1 项；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2 项；清

华大学优秀教材评选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4 项；清华大学“985”三期名优教材 

1 项。 

 



 

C. 证明材料（部分获奖证书、发表论文、出版教材、学生获奖） 

 

 



 

 

 

 

 

 

 

 



 

  



 

 



 



 

 

 



 

 



 

 

 

 

 



 

 

 



 

 

 



 

 

 

 

 

 

 

 

 

 

 

 

 

 

 

 

 

 

 

 

 

 

 

 

 

 

 

 



 

D．与本成果（实验教学）相关 —— 部分论文、教材、作品、研究报告及获奖情况 

序

号 
成果名称 作者姓名 类别 出版、发表、使用单位、奖项名称 

发表 

时间 
获奖等级 颁奖单位 

1 2009 吉祥物福娃衍生品设计 陈楠 作品 2008 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 2009 
奥运设计 

特别奖 

中国创新设计 

红星奖组委会 

2 
营造“新诗意的栖居”之美—“新中式” 

家纺的设计解读与设计应用 
贾京生 论文 

中国国际家用纺织品创意设计 

论文大赛 
2010.10 银奖 

中国家用纺织品 

行业协会 

3 清、远、静——服装设计 李薇 作品 
从洛桑到北京—— 

第六届国际纤维艺术展 
2010.10 金奖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4 
Array Compass Chip Process System   

个人系统分析仪 
赵超 作品 国际红点设计奖 2010.9 一等奖 国际红点奖组委会 

5 竹——提梁壶 王辉等 作品 
十一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 

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 
2010.1 金奖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6 红房子 蔡军 作品 中国设计红星奖 2010.11 优秀奖 
中国创新设计 

红星奖组委会 

7 “睿”“恒”陶瓷设计 李正安 作品 2010 年度中国创新设计大赛 2010.12 红棉奖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8 农村旋压式洗衣机 柳冠中 作品 广东省长杯 2010.12 三等奖 广东省 

9 茶具“福在眼前” 王耀玲 作品 第九届全国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比 2010.11 铜奖 中国陶瓷协会 

10 高通量微阵列芯片扫描仪设计 赵超 作品 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 2010.11 一等奖 
中国创新设计 

红星奖组委会 

11 
 建构新的人本主义视角：中国的老龄化 

及其对汽车设计的影响 
赵超 论文 《装饰》杂志 2011.9   

12 
 实验创新设计课程的改革与实践： 

走向素质化培养的新方向 
赵超 论文 《清华设计管理国际会议》论文集 2011   

13 
多样性与社会性的回归: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工业设计系本科毕业设计概述与反思 
赵超 论文 《装饰》杂志 2011.8   



 

14 住宅室内设计 苏丹 教材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15 研究型定位状态下的教学模式 郑曙旸 论文 《装饰》杂志 2011.11   

16 室内空间设计（第三版） 李朝阳 教材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17 立体构成--形态与空间 管沄嘉 教材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1   

18 
Towards a Narrative- oriented 

Approach in Media Architecture Design 
师丹青 论文 

Ubicomp 国际普适计算大会论文 

ACM New York, NY, USA ©2011 
2011   

19 实物用户界面在交互展呈中的应用 
鲁晓波 

刘月林 
论文 《科技导报》杂志 2011.4   

20 

Experience design on m-Commerce in 

China ---Digital marketing Oriented 

social innovation design 

吴琼 关琰 论文 HC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1   

21 Context in Interaction Design 吴琼 关琰 论文 Ubicomp2011 conference 2011   

22 
Cube: Improving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smiley robot 

李轲 田力 

付志勇 
论文 ICID 2011 2011.11   

23 

Tech-Care Designing Remote-controlled 

Interfaces for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in Chinese Family 

李鑫 张夏 

付志勇 
论文 

Proceedings of Design Pleasurable 

Products and Interfaces (DPPI 

2011) 

2011.5   

24 展示教育教学思考 史习平 论文 
《2010 机遇与挑战-全国展示设计教学

研讨会》论文集 
2011.6   

25 展示设计与资源整合及利用研究 史习平 论文 
2011 中国（北京）国际展示技术博览会

暨第三届科技场馆展品 

与技术设施国际展览会 

2011.5   

26 基于三维模型与 Gabor 人脸特征跟踪办法 
站江涛 

刘强等 
论文 《浙江大学学报》 2011.1   

27 对新时期服装设计教育的思考 焦宝娥 论文 
《韩․中国际服装人才培养方案 

研讨会》论文集 
2011.11   



 

28 
解析中国高等服装设计教学实践中的 

“从形式到形式” 
肖文陵 论文 《装饰》杂志 2011.7   

29 材料营木板材小组创作体会 聂影 论文 
《室内装饰材料设计与应用实验 

教学》杂志 
2012.2   

30 当代植物染与生态社会 张红娟 论文 
《2012 年全国纺织品设计大赛暨 

国际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2012   

31 新材料给着装带来的创新 杨静 论文 《装饰》杂志 2012.1   

32 城市图形导向系统标准化及应用研究 何洁 作品 科技兴俭奖 2012.2 一等奖 
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局 

33 服装新材料、新体现 杨静 论文 

第十二届《纺织艺术设计论文集》 

——全国纺织品设计大赛暨 

国际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2012.4 优秀论文奖 活动组委会 

34 当代智能服装设计研究 臧迎春 论文 
《第三届艺术与科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 
2012.12   

35 
全国院校高职高专纺织服装类“十二五” 

规划教材《服装设计基础—基础篇》 

肖文陵  

张祖  

谢冬梅 

教材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2.8   

36 
全国院校高职高专纺织服装类“十二五” 

规划教材《服装设计基础—成衣篇》 

肖文陵 

张祖  

谢冬梅 

教材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2.12   

37 
全国院校高职高专纺织服装类“十二五” 

规划教材《服装设计基础—创意篇》 

肖文陵 

张祖 

谢冬梅 

教材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2.10   

38 天然染料的色素萃取与染色技术 
杨建军 

崔岩 
论文 

《国际植物染》论文集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3   

39 天然染料的媒染剂与媒染方法 
杨建军 

崔岩 
论文 

《第三届艺术与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11   



 

40 自然色彩的发现与学习 李莉婷 论文 

第十二届《纺织艺术设计论文集》 

——全国纺织品设计大赛暨 

国际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2012.4 优秀论文奖 活动组委会 

41 交互设计 赵超  教材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2.1   

42 展示陈列艺术设计 
吴诗中 

张烈等 
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9   

43 
设计艺术中色彩、材料与表面装饰(CMF)的 

研究与应用 左恒峰 论文 
《罗马 2012 设计理论与实践 

国际会议》论文集 
2012.6   

44 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传统花丝工艺研究 唐绪祥 
研究

报告 
 2012.12   

45 新疆维吾尔花丝首饰工艺研究 唐绪祥 
研究

报告 
 2012.8   

46 首饰工艺文化研究 潘妙 
研究

报告 
 2013   

47 花丝首饰工艺研究 潘妙 
研究

报告 
 2013   

48 参与、互动、创新 - workshop 的启示 何洁 彭璐 论文 《颂雅风——设计教育》杂志 2013.11   

49 解析服装设计中的面料再造 吴波 论文 

Dear Without Borders-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Publisher 

Bae,Soo Jeong(Chonnam Nationbal 

University) 

2013   

50 
传统·时尚·环保·创新—— 

天然染色课程教学特色 
杨建军 论文 《装饰》杂志 2013.3   

51 
实践性研究型本科设计教学体系的建构及 

实施要点 
刘振生 论文 《学院美术》杂志 2013.6   

52 
第三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立项 

综合造型设计基础 

柳冠中 

邱松 

蒋红斌等 

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53 
创新型工业设计人才培养的课程 

框架构建和学程设计要点 
刘振生 论文 《装饰》杂志 2014.10   

54 展示设计专业课程设置思考 史习平 论文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10   

55 
从金箔到砑光——中国传统织金及 

南京金线制作技艺研究之一 
贾玺增 论文 

第十四届《纺织艺术设计论文集》 

——全国纺织品设计大赛暨 

国际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2014.4   

56 刺绣艺术在现代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 张红娟 论文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4   

57 
建设综合创新型艺术设计实验教学平台 

——谈清华大学艺术与设计实验教学中心

的 

建设思路与实践 

杨静 论文 《颂雅风——设计教育》杂志 2014.9   

58 
色彩•设计•健康——一堂“绿色”的 

色彩设计课程 
李莉婷 论文 

第十四届《纺织艺术设计论文集》 

——全国纺织品设计大赛暨 

国际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2014.4   

59 计算机艺术设计课程与教材创新研究 何洁 杨静 
研究

报告 
教育部大学计算机课程改革项目 

2013-

2014 
  

60 
面向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展示与传播的 

虚拟体验设计 吴琼 论文 
第三届交互设计国际会议论文集 

973 项目 
2014.9   

61 交叉研究视野中的信息与交互设计 吴琼 论文 《装饰》杂志 2014.2   

62 
国家需求为导向，人才培养为核心，基础 

与实践两头抓——展示设计专业建设 马赛 
研究

报告 
2015 年清华大学教学成果 2015.1 二等奖 清华大学 

63 2016 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馆设计 
苏丹 张月 

杜异等 
作品 

2015 年米兰世博会“世博展馆 

遗产大奖” 
2015.10 遗产大奖 

意大利出版集团

Class Editori 

64 米兰世博会中国馆设计 张月 作品 
米兰世博会“世博展馆遗产大奖” 

循环利用杰出奖 
2015.10 一等奖 

意大利出版集团

Classeditor 

65 2015 米兰世博会中国馆设计 
苏丹 张月 

杜异等 
作品 

米兰世博会“世博展馆遗产大奖” 

循环利用杰出奖 
2015.10 一等奖 

意大利出版集团

Classeditor 

66 丝巾作品《幽兰雅韵》 张宝华 作品 
2015“田菱杯”第 17 届金网奖 

精品评比 “纺织品印花类” 
2015.10 金奖 

中国网印及制像 

协会 



 

67 服装设计基础（第 2 版） 王悦 张鹏 教材 “十二五”部委级优秀教材奖 2015.12 优秀奖 
中国纺织服装 

教育协会 

68 
文化产业背景下手工艺产业 

转型与发展调研报告 

何洁 

熊澄宇 

尚刚等 

研究

报告 

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2015.12 二等奖 教育部 

69 
加强艺术与设计试验中心建设 

创新艺术与设计实验教学模式 

何洁 杨静 

鲁晓波等 

教学

成果 
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 2015.2 一等奖 清华大学 

70 
3D 打印技术在当代金工首饰艺术领域的 

设计应用研究 王晓昕 论文 《装饰》杂志 2016.8   

71 
装饰材料创作营—基于材料认知与应用的 

实验教学模式探索 杨冬江 论文 
2015 中国人居环境设计教育年会 

暨学年奖文集 
2016.11   

72 染织服装艺术设计 
田青 

龚雪鸥 
教材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4   

73 当代纸纤维艺术及其表现 
赵健 

杨昶贺 
论文 《美术观察》杂志 2016.5   

74 
TwistBlock: 一种用于三维模型设计与驱

动的非刚性界面系统 王濛 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16.8   

75 计算机与染织艺术设计（修订版） 贾京生 教材 
清华大学优秀教材评选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一等奖 清华大学 

76 
平面广告设计从概念到表现的程序和方法

（第二版） 何洁 教材 
清华大学优秀教材评选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16 一等奖 清华大学 

77 毛皮女装设计 王悦 教材 
清华大学优秀教材评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二等奖 清华大学 

78 标志与视觉识别系统设计基础 陈楠 教材 
清华大学优秀教材评选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6 二等奖 清华大学 

79 
时装画技法 手绘表现技能全程训练 

（第二版）                                 王悦 教材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6 二等奖 清华大学 

80 概念服装设计 鲁闽 教材 
清华大学优秀教材评选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6 二等奖 清华大学 

注：以上各项内容特指通过实验教学及使用中心实验室完成的部分成果（2009 至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