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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教学计划

开设学校：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专业名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开设校区：松江校区

1、教学目标：

本专业以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培养德、智、体、美和谐发展，具备健全人格

和健康心理，具有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系统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基础理论、基本

技术，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职业素质，能够胜任计算机系统运维、测试、应用开发、项目

管理等工作的高等工程应用型人才。

2、学分要求：【60学分】

3、招生人数：【45 人】

4、上课时间：周一、周三、周五晚，周五下午

5、收费标准：本校 100元/学分； 外校 120元/学分

6、教学计划：

序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 
各 学 期 周 学 时 

备注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 离散数学 3 45 3             

2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3 45   3           

3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4 60 4             

4 算法与数据结构★ 4 60   4           

5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3 45     3         

6 数据库原理★ 4 60     4         

7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3 45   3           

8 JAVA程序设计 2 30   2          

9 操作系统★ 4 60     4        

10 编译原理★ 3 45       3       

11 人工智能基础★ 2 30        2      

12 Web信息管理系统 3 45       3       

13 嵌入式系统导论 3 45         3     

14 计算机网络★ 4 60       4      

15 软件工程★ 3 45        3     

16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2 2周 2周             

17 计算机软件综合实验 2 2周        2周     

18 毕业设计 8 8周           8周   

合  计 60 720+12周 
7+2

周 
12 11 10 8+2周 8周   

注：带“★”的课程为修读辅修专业证书必修课程 

 

 

课程名称：离散数学／Discrete Mathematics 



学时学分： 45/3  

课程简介：本课程主要介绍集合的概念和基本运算，常用的二元关系的基本概念和性质，数

理逻辑，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图的基本概念和一些常用的特殊图。 

先修课程：线性代数 

参考教材：左孝凌、李为鉴、刘永才编著，《离散数学》，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82

年 

 

课程名称：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Interface Technology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工科学生学习和掌握计算机硬件基本知识及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入门课

程，以 8088/8086作为主要背景机进行教学。主要介绍计算机基础知识、微处理器结构、存

储器、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输入与输出和 I/O 接口技术等。 

先修课程：计算机导论、电力电子技术 

参考教材：冯博琴，吴宁编.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第 3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课程名称：高级语言程序设计/Advanced Program Language 

学时学分：60/4 

课程简介：本课程主要介绍 C语言的发展史及现状、C 语言的特点及上机过程。其后介绍 C

语言语法结构及使用方法，内容主要包括数据类型、变量常量表达式及特殊表达式，介绍输

入输出语句及输入输出格式，if语句及 switch语句和循环语句、数组及多维数组的存储结构、

函数及参数传递、函数的递归调用。介绍指针及结构体与共同体和位运算，文件的类型和文

件的读写方法。本课程有适量的例题和习题。 

先修课程：计算机导论 

参考教材：谭浩强  《C语言程序设计》（第四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课程名称：算法与数据结构/ Algorithms and Data Structure 

学时学分：60/4 

课程简介：本课程主要介绍数据结构的概念和术语、线性表的定义和顺序存储及链式存储及

应用、顺序存储的栈和队列及应用，字符串的处理方法、数组的存储结构及应用，树和二叉

树定义和存储结构，图的遍历方法，本课程还介绍各种数据的查找方法和各种内部排序的方法。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参考教材：严蔚敏，吴伟民，《数据结构（C语言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课程名称：计算机组成与结构/Computer Organization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本课程主要介绍计算机的基本组成原理和机器结构，包括构成计算机系统的中央

处理器（CPU），存储器系统和 I／O系统等。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计算机中的各个功能部

件的原理以及它们在整机中的作用，并学会微程序及硬布线控制计算机的设计技术。 

先修课程：计算机导论、数字逻辑 

参考教材：张瑜编著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8月 

 

课程名称：数据库原理/Principles of Database Systems 

学时学分： 60/4  



课程简介：数据库管理技术是计算机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本课程主要介绍：数据模型、

数据模式、关系代数、关系数据库原理、SQL 语言、最新 DBMS 展望。使学生掌握数据库

设计的理论与方法。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离散数字 

参考教材：丁宝康主编.数据库实用教程(第三版)[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课程名称：面向对象程序设计/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本课程详细讲解 C++语言，包括基本数据及运算、流程控制、函数、批量数据

的组织、复杂数据及运算、类和对象、类的继承与派生、多态性与虚函数、输入输出流、异

常处理。能够运用 C++语言进行程序设计，利用集成开发工具进行编辑、编译、运行调试。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参考教材：刘卫国、周欣然.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教程—C++语言[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5  

 

课程名称：JAVA程序设计基础 / JAVA Programming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和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特色课程。主要介绍 Java 语言的基

本语法、Java类与对象、接口异常和包、用户界面设计、输入和输出流以及多线程程序设计。

学习当前计算机发展的最新技术，如：面向对象设计和多线程设计技术，掌握用 Java 语言

进行应用程序和小应用程序的开发方法，熟悉 Java语法，会编写 Java程序，并会用开发工

具进行 Java程序的开发和调试。 

先修课程：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参考教材：施一萍等，《Java程序设计》，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5 

 

课程名称：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 

学时学分：60/4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一门计算机的专业课，通过对操作系统基本概念的介绍，理解“四大”

管理：处理机管理、存储管理、设备管理、文件管理。通过“四大”管理充分而高效地发挥计

算机系统内各种软硬件资源的作用，并提供给用户良好的使用界面。同时介绍有关多机操作

系统、网络操作系统的功能。 

先修课程：计算机组成与结构、数据结构、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参考教材：汤小丹，梁红兵，哲凤屏等编著，《计算机操作系统(第三版)》，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出版社，2012 

 

课程名称：编译原理/Compiler Principles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高级语言翻译成机器语言／汇编语言的程序，阐述词法分析、语法分析、中间代

码、代码优化、目标代码等编译阶段。本课程为专用程序/专用语言的设计打下基础。 

先修课程：离散数学、数据库原理 

参考教材：Kenneth C. Louden，《编译原理与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课程名称：人工智能基础/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本课程主要讲解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包括知识表示、推理技术、搜索策

略、机器学习、计算智能与人工智能应用等，使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方法及研究

应用领域，了解人工智能中常用的知识表示技术、搜索策略和机器推理原理等技术。 

先修课程：离散数学、概率论和数理统计 

参考教材：王万良. 人工智能导论（第 4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课程名称：Web信息管理系统/ Web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本课程介绍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分析和开发中的相关技术；在 Web 服务器、

HTML、脚本语言和 SQL Sever的基础上，系统地介绍了各种远程数据访问技术、开发方法

和应用实例，包括传统 CGI、实用的 ASP 和最新的 PHP 及MySQL等。  

先修课程：计算机导论、数据库原理 

参考教材：阮家栋  《Web数据库技术 》第 3版   科学出版社   2010 

 

课程名称：嵌入式系统导论/ Introduction to Embedded System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本课程主要介绍了嵌入式系统的基本原理、概念和应用设计开发。结合嵌入式系

统的最新发展,采用自顶向下的分析方法,介绍嵌入式处理器、嵌入式存储器、嵌入式设备接

口技术、嵌入式操作系统等嵌入式系统设计的核心内容,强调工程实践的重要性。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参考教材：王益涵，孙宪坤，史志才编著．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用——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的 STM32F103 系列微控制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课程名称：计算机网络/Computer Network 

学时学分：60/4 

课程简介：该课在完整的介绍了 OSI 的 7 个层次原理和相应协议的基础上，就其基本原理

与前沿技术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定性定量分析的比例适中，通过该课的学习，使其学生了解

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也同时知道了相关的网络的一些最新技术，为今后的网络应用和对

网络原理的进一步研究打好扎实的基础。 

先修课程：计算机导论、计算机组成与结构等 

参考教材：谢希仁，《计算机网络》（第五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 

 

课程名称：软件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计算机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主要讲授软件工程的基本原理、概念和软

件系统开发的方法。培养学生掌握软件工程的基本原理、概念，能树立正确的软件工程的思

想来指导软件系统的开发。学习典型的软件开发技术和方法，如：生命周期法和面向对象的

方法，通过学习，能进行实际的软件系统开发工作。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算法与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参考教材：施一萍等，《软件工程及软件开发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课程名称：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学时学分：2周/2 

课程简介：在学习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基础上，为今后专业应用领域内实际应用打基础。本课程设



计用C程序设计语言进行大型应用程序的编写与调试，进一步掌握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的技能。 

先修课程：计算引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课程名称：计算机软件综合实验 

学时学分：2周/2 

课程简介：通过本次综合实验，学生能够对软件开发的整体生命周期从理论到实践，有进一

步的认识和提升，帮助学生把前面所学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软件工程和数据库原理等课程

知识融会贯通，也为后续的毕业设计打下基础。 

先修课程：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 

 

 

 

 

 

 

 

 

 

 

 

 

 

 

 

 

 

 

 

 

 

 

 

 

 

 

 

 

 

 

 

 

 

 

 



摄 影 

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教学计划 

开设学校：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专业名称：摄影      开设校区：松江校区 

1、教学目标： 

旨在适应国内外现代摄影艺术发展的需要，培养出具有广泛的科学文化艺术理论知识，具有

摄影、广告、影视、图片编辑能力并具有国际意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现代影像技术”

创新型人才，能在摄影、影视制作、广告宣传、音像出版、媒体传播、图片制作等部门从事

影像艺术创作、教学、研究工作。 

2、学分要求：60 学分 

3、招生人数：60 人 

4、上课时间：周一、周三晚，周五下午 

5、收费标准：本校 100元/学分； 外校 120元/学分 

6、教学计划：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备注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 摄影基础(一) ★ 3 45 5       

2 摄影艺术概论★ 2 30 5       

3 摄影史★ 3 45 5       

4 摄影作品赏析 3 45 5       

5 摄影基础(二) ★ 3 45  5      

6 数码摄影基础★ 3 45  5      

7 平面设计软件 2 30  5      

8 广告摄影★ 3 45  5      

9 肖像摄影（一）★ 3 45   5     

10 
广告摄影创意设计实

验 
3 45   

5 
    

11 电视摄制★ 3 45   5     

12 肖像摄影(二) 3 45    5    

13 影视后期制作 3 45    5    

14 摄影画面研究★ 3 45    5    

15 古典摄影工艺★ 3 45    5    

16 摄影表现★ 3 45     5   

17 摄影新媒体传播 3 45     5   

18 图文设计 3 45     5   

19 毕业设计(毕业论文) 8 9周      16  

合  计 60 
765+

9周 
10 11 9 12 9 9周  



注：带“★”的课程为修读辅修专业证书必修课程 

 

课程名称：摄影基础一 / Elemental Photography一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本课程通过摄影成像原理、摄影镜头、照相机景深的原理与应用，黑白感光材料、

彩色感光材料、曝光控制、滤光器及应用、闪光摄影、曝光的基本规律及方法，景物亮度平

衡与摄影曝光，影响曝光的诸多因素、曝光实验等章节的学习，掌握摄影的曝光理论，曝光

计、照相机、镜头、测光曝光系统的工作原理及操作方法，掌握感光材料的特性，对曝光的

影响，曝光技巧，曝光应注意的问题等。 

先修课程：摄影艺术概论、摄影史 

适用专业：摄影、多媒体专业本科 

教   材：  

 1. Bruce Barnbaum（美），摄影的艺术，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2. 埃蒙 麦克卡比（英），杰作如何产生，上海：中国摄影出版社，2009. 

3.  乔治 巴尔（美），摄影之道，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2. 

 

Course Name: Elemental Photography I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Lecture Hours:   Computer Hours: 0 

Experiment Hours: 0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Regular Grades（ including result of mid-term exam）

40 %+Result of Final Exam 60 %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through the photographic imaging principle, th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amera lenses, camera depth of field,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ic materials, color photographic 

materials, exposure control, filter and its application, the basic rule of flash photography, exposure 

and method, scene luminance balance and photography exposure, exposure exposure effects of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experimental section of learning and mastering the photography theory 

of exposure, exposure meter, cameras, lens, exposure metering system working principle and 

operation method,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ght-sensitive materials, influence on exposure, 

exposure technique, exposure problem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PHOTOGRAPHY, MULTIMEDIA BACHELOR’S DEGREE:  

PHOTOGRAPHY, MULTIMEDIA BACHELOR'S DEGREE 

Leading Teachers:  SHI Xiaojun、XIE Tian 

Teaching Material:  

 1. Bruce Barnbaum（美），摄影的艺术，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Main Reference Books:  

2. 埃蒙 麦克卡比（英），杰作如何产生，上海：中国摄影出版社，2009. 

3.  乔治 巴尔（美），摄影之道，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2. 

  



课程名称：摄影艺术概论 

学时学分： 2/30 

课程简介：本课程为摄影专业学科基础课。主要介绍摄影艺术的内涵、特征和分类，当代摄

影艺术的发展以及摄影艺术的鉴赏。课程内容是从发展的角度，论述摄影艺术的昨天、今天

与明天，展望摄影创作的现状与未来，强调摄影的本质属性。通过对不同风格流派、不同门

类摄影艺术创作语言和表现手段等基本特点的分析，掌握摄影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提高摄

影作品的鉴赏能力，提高专业创作思维和综合艺术修养，激发艺术创造力，为以后的专业学

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先修课程：无 

适合专业：摄影、多媒体专业本科 

教    材：汤天明.摄影艺术概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王传东，《摄影艺术与赏析》，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夏放，《摄影艺术概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 

林路，《摄影思想史》，浙江摄影出版社，2008 

顾铮，《西方摄影文论选》，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1 

 

Course Name: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of photography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30   Credits:  2  Lecture Hours:   Computer Hours: 0 

Experiment Hours: 0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Regular Grades（ including result of mid-term exam）

40 %+Result of Final Exam 60 %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a basic course of photography.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lassification of photographic art,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hotographic art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photographic ar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this course discusses the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of photographic art, looks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of photographic creation, and emphasize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photography.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tyles and schools, 

different types of photography artistic creation language and means of expression, the basic rules 

of photography artistic creation are mastered.Improve the appreciation ability of photographic 

works, improve professional creative thinking and comprehensive artistic accomplishment, 

stimulate artistic creativity, and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future professional study.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PHOTOGRAPHY, MULTIMEDIA BACHELOR’S DEGREE:   

Leading Teachers: LIU Congrong 

Teaching Material: LIU Congrong 

汤天明.摄影艺术概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Main Reference Books:  

王传东，《摄影艺术与赏析》，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夏放，《摄影艺术概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 

林路，《摄影思想史》，浙江摄影出版社，2008 

顾铮，《西方摄影文论选》，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1 



课程名称：摄影史 

学时学分： 2/30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摄影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主要内容为摄影术的起源，摄影科技的发

展历程，从摄影术诞生到二战前后，二战后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不同时期的摄影形态及

其演绎，东西方摄影的主要成就和发展规律，以及摄影与其他艺术的共性和自身的特性，著

名的摄影流派及经典大师作品分析等。 

先修课程：无 

适合专业：摄影、多媒体专业本科 

教    材： 顾铮.《世界摄影史》.浙江摄影出版社.2006年出版 

李文芳.《摄影史记》.新华出版社。1990年； 

阮义忠.《当代摄影大师-20 位人性见证者》.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 

阮义忠.《当代摄影新锐—17 位影像新生代》.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 

 

Course Nam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30   Credits:  2  Lecture Hours:   Computer Hours: 0 

Experiment Hours: 0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Regular Grades（ including result of mid-term exam）

40 %+Result of Final Exam 60 %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the course name of photography: 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Credit hours: 

2/30Course introduction: this cours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photography majors.Main content 

is the origin of the photography,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photography, from 

the birth of photography to before and after world war ii, after world war ii to the late ninety s, 

different periods of photography and its interpretation, main achievements and development 

regularity of photography in the east and west, and photography and other art an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generality of the famous photography schools and masters of classical analysis, 

etc.Basic required course.Main content is the origin of the photography,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photography, from the birth of photography to before and after world 

war ii, after world war ii to the late ninety s, different periods of photography and its interpretation, 

main achievements and development regularity of photography in the east and west, and 

photography and other art an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generality of the famous photography 

schools and masters of classical analysis, etc.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PHOTOGRAPHY, MULTIMEDIA BACHELOR’S DEGREE:  

Leading Teachers: DU Hongling 

Teaching Material: 

 顾铮.《世界摄影史》.浙江摄影出版社.2006年出版 

Main Reference Books:  

李文芳.《摄影史记》.新华出版社。1990年； 

阮义忠.《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 

阮义忠.《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 

 



课程名称：数码摄影基础 / Digital Photography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该课程是摄影专业的必修课。它将高科技的数字技术、计算机图像处理手段与传

统的摄影方式紧密结合起来，开拓学生视野，引导学生紧跟高新科技发展，用高新科技手段

来表现传统摄影艺术，无限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里。课程分理论和实践、上机操作三部

分。第一部分主要包括数码影像概念、数码相机、扫描仪、打印机和其他输出方式以及计算

机图像处理软件几大部分。实践包括数码相机拍摄操作，上机操作为 Photoshop 等图像处理

和网页制作软件。通过学习，学生能用数码相继拍摄照片，输入电脑进行处理，并打印输出

用传统摄影方式无法得到的数字图片。 

先修课程：摄影基础、平面设计软件 

适用专业：摄影、多媒体专业本科 

教   材：数码相机选购、使用和数字图像处理指南.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数码相机应用技巧.辽宁美术出版社 

          

Course Name: Digital Photography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Lecture Hours:   Computer Hours: 0 

Experiment Hours: 0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Regular Grades（ including result of mid-term exam）

40 %+Result of Final Exam 60 %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a required course for photography majors.It combines high-tech digital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image processing methods with traditional photography to broaden students' 

horizons, guide students to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and new technologies, express 

traditional photography art with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mean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imagination and creation.The course is divided into theory, practice and computer operation.The 

first part mainly includes the concept of digital image, digital camera, scanner, printer and other 

output methods and computer image processing software.Practice includes digital camera shooting 

operation, computer operation for Photoshop and other image processing and web page production 

software.Through learning, students can take digital photos one after another, input them into a 

computer for processing, and print out digital pictures that cannot be obtained by traditional 

photography.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PHOTOGRAPHY, MULTIMEDIA BACHELOR’S DEGREE:  

Leading Teachers:  

Teaching Material: 数码相机应用技巧.辽宁美术出版社 

Main Reference Books: 数码相机选购、使用和数字图像处理指南.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课程名称：广告摄影 / A.D. Photography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学习广告摄影的基本理论，从掌握大型相机的定义出发，了解大型相机的构造和

性能，分析 4*5 底片在广告摄影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大型相机专用镜头的特点和它的描写力。

通过实际操作掌握大型相机的 4种功能，体会正确有效的布光对被摄体所产生的作用，结合

拍摄实践培养学生具有个性的想象力和创作力。 

先修课程：摄影基础 

适用专业：摄影、多媒体专业本科 

教   材：广告摄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日）薄久夫著 杨伟华、金鹤、郑晓群译.商品广告摄影.中国摄影出版社 

          

Course Name: A.D. Photography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Lecture Hours:   Computer Hours: 0 

Experiment Hours: 0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Regular Grades（ including result of mid-term exam）

40 %+Result of Final Exam 60 % 

Course Description:  

Learning the basic theory of advertising photography, starting from mastering the definition of 

large camera, understanding the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large camera, analyz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4*5 film in advertising photography,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al lens 

for large camera and its description.Through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to master the four functions of 

the large camera, experience the effect of correct and effective lighting on the subject, and 

combine the shooting practice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dividual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PHOTOGRAPHY, MULTIMEDIA BACHELOR’S DEGREE:  

Leading Teachers:  

Teaching Material: 广告摄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Main Reference Books: （日）薄久夫著 杨伟华、金鹤、郑晓群译.商品广告摄影.中国摄影

出版社 

  



 

课程名称：肖像摄影一 / Portrait Photography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本课程的主要内容为人像摄影的构图、人像摄影的光线处理、户外人像用光、人

像摄影的光线处理、室内特定场景的人像用光、照相室人像的用光、人像摄影的调子、掩盖

外貌缺陷、人像摄影的测光、曝光与洗印及人像照相室的装置和配置等。让学生根据不同种

类的人像的构图、布光等要求及其具体的实例学习一些技巧和方法，使学生能掌握在各种情

况下的人像摄影要领。 

先修课程：摄影基础、广告摄影 

适用专业：摄影、多媒体专业本科 

教   材： 钱东升.肖像摄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Course Name: Portrait Photography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Lecture Hours:   Computer Hours: 0 

Experiment Hours: 0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Regular Grades（ including result of mid-term exam）

40 %+Result of Final Exam 60 % 

Course Description: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course is for portrait photography, portrait photography composition of 

light treatment, portrait, indoor lighting, and portrait photography light on a particular scene, like 

light, photographic portraits of light, the mood of the portrait photography, cover appearance 

defects, portrait photography exposure metering, and develop and portrait photography room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Let students learn some skills and method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kinds of portrait composition, lighting and other requirements and specific examples, so that 

students can master the essentials of portrait photography in various situations.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PHOTOGRAPHY, MULTIMEDIA BACHELOR’S DEGREE:  

Leading Teachers: DONG Yuanyuan 

Teaching Material: 钱东升.肖像摄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Main Reference Books:  

 

  



课程名称：电视摄制 / Production of TV programme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一门关于如何遵循艺术规律，运用影视手段，借助电子装备来摄制电视

作品的专修课程，教学任务以加强实用性为主，开拓知识面为辅，让学生掌握电视的拍摄与

制作技能，巩固专业提高业务能力。本课程注重实用性，要求学生通过学习，熟练掌握运用

业务级电视摄制设备，加强学生艺术思维，引发学生的艺术创造力，由于电视技术的发展日

新月异，为不使学生以陈旧的知识面临即将到来的工作挑战，本学科注重自身的更新，需随

时吸收最新的发展信息，并且及时对课程内容进行必要的增补修订，同时本课程还有具体的

操作实践内容，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与组织合作精神，真正具备电影人的基本素质。 

先修课程：摄影基础、影视艺术概论 

适用专业：摄影、多媒体专业本科 

教   材：陈思善.电视节目制作基础.复旦大学出版社 

         刘建福.电视制作技术.北京大学出版社 

Course Name: Production of TV programme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Lecture Hours:   Computer Hours: 0 

Experiment Hours: 0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Regular Grades（ including result of mid-term exam）

40 %+Result of Final Exam 60 %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a specialized course on how to follow the law of art, use film and television means, 

and make use of electronic equipment to make TV works. The teaching task is to strengthen 

practicality and expand the scope of knowledge, so that students can master the skills of TV 

shooting and production, consolidate their major and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y.Practicality, 

this course requires students through learning and mastering business level television equipment 

use, to strengthen the students' artistic thinking and trigger the students' artistic creativity,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V technology changes with each passing day, to make students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 old face the upcoming challenge work, pay attention to its own update, this 

discipline need to absorb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test information at any time, and the necessary 

supplement to revise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in tim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urse content and the 

concrete operation practice, to train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group cooperation spirit, really 

have the basic quality of filmmakers.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PHOTOGRAPHY, MULTIMEDIA BACHELOR’S DEGREE:  

Leading Teachers: TENG Fang , DU Hongling 

Teaching Material: 陈思善.电视节目制作基础.复旦大学出版社 

Main Reference Books: 刘建福.电视制作技术.北京大学出版社 

 

 

  



课程名称：影视后期制作 / Video Post Production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电视摄制》课程的深入和延续，它是一门关于如何遵循艺术规律，运

用影视手段，借助非线性编辑设备来对电视作品进行后期编辑和特效制作。该课程的教学任

务以加强实用性为主，开拓知识面为辅，让学生掌握非线性编辑设备和软件的运用，巩固专

业提高业务能力。本课程注重实用性，要求学生通过学习，熟练掌握运用非线性编辑设备，

加强学生艺术思维，引发学生的艺术创造力。 

先修课程：电视摄制、影视艺术概论 

适用专业：摄影、多媒体专业本科 

教   材：Adobe 公司.Adobe Premiere Pro CS5 经典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 

         孟春难.中文版 Premiere Pro CS6 基础培训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 

 

Course Name: Video Post Production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Lecture Hours:   Computer Hours: 0 

Experiment Hours: 0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Regular Grades（ including result of mid-term exam）

40 %+Result of Final Exam 60 %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an in-depth continuation of the course television production, which is about how to 

follow the law of art, use film and television means, and make post-editing and special effects 

production of TV works with the help of non-linear editing equipment.The teaching task of this 

course is to strengthen practicality, to expand the scope of knowledge as a supplement, to enabl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use of non-linear editing equipment and software, to consolidate 

professional and improve professional ability.This course focuses on practicality and requires 

students to master the use of non-linear editing equipment through learning, so as to strengthen 

students' artistic thinking and stimulate their artistic creativity.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PHOTOGRAPHY, MULTIMEDIA BACHELOR’S DEGREE:  

Leading Teachers: TENG Fang , DU Hongling 

Teaching Material: Adobe公司.Adobe Premiere Pro CS5 经典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 

Main Reference Books: 孟春难.中文版 Premiere Pro CS6 基础培训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 

  



课程名称：平面设计软件 / 2D Design Software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以电脑软件为工具进行美术设计工作，与传统平面设计相比较，更适合

现代社会的需求。平面软件是一套奇妙无比的视觉艺术创作工具，除了传统的笔、橡皮、尺

子、剪刀、调色板等等以外，还有许多电脑独有设计工具，另外它还包括了几乎所有高难度

的暗房技巧和照片处理功能。Adobe 公司的 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 是平面软件中的主流产

品，它提供了强大的图像编辑处理和图形绘画功能，广泛用于数码绘画、广告设计、建筑设

计、彩色印刷和网页设计等许多领域。 

先修课程：计算机应用基础、素描、色彩 

适用专业：摄影、多媒体专业本科 

教   材：景怀宇.中文版 Photoshop CS5 实用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 

         王玲.Photoshop CS5平面设计实战从入门到精通.人民邮电出版社 

Course Name: 2D Design Software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Lecture Hours:   Computer Hours: 0 

Experiment Hours: 0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Regular Grades（ including result of mid-term exam）

40 %+Result of Final Exam 60 %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takes computer software as the tool to conduct art design, which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modern society than traditional graphic design.Graphic software is a fantastic set of 

visual art creation tools,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pen, rubber, ruler, scissors, palette and so on, 

there are many unique computer design tools, in addition to it also includes almost all the difficult 

darkroom skills and photo processing functions.Adobe Photoshop and Illustrator are the mainstay 

of graphic software. They provide powerful image editing and processing and graphic drawing 

functions, and are widely used in digital painting, advertising design, architectural design, color 

printing, web design and many other fields.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PHOTOGRAPHY, MULTIMEDIA BACHELOR’S DEGREE:  

Leading Teachers: LIU Congrong 

Teaching Material: 景怀宇.中文版 Photoshop CS5 实用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 

Main Reference Books: 王玲.Photoshop CS5 平面设计实战从入门到精通.人民邮电出版社 

 

 

  



课程名称：摄影作品赏析 /Photography Appreciation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该课程通过对国内外摄影理论及创作之中的相关热点、难点进行分析，为当前摄

影作品创造力枯竭等问题，给出更多可选择思路与表达方案。在课程教学中，展示中外摄影

大师的名作，分析各种流派题材的构思、各种造型手段的运用、创作个性风格以及时代特点

等，提高学生摄影图片艺术鉴赏能力。 

先修课程：摄影基础 

适用专业：摄影、多媒体专业本科 

教   材：唐东平著.摄影作品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 

         王真.光影中的灵魂——图片摄影作品赏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Course Name: Photography Appreciation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30   Credits:  2  Lecture Hours:   Computer Hours: 0 

Experiment Hours: 0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Regular Grades（ including result of mid-term exam）

40 %+Result of Final Exam 60 %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analyzes relevant hot spots and difficultie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photography 

theories and creation, and provides more alternative ideas and expression schemes for problems 

such as the exhaustion of creativity in current photographic works.In the course teaching, the 

famous work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photography masters are displayed, the conception of 

various genres and themes,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modeling methods, the creation of individual 

styl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re analyzed,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appreciate the art of photographic pictures.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PHOTOGRAPHY, MULTIMEDIA BACHELOR’S DEGREE:  

Leading Teachers:  PAN Xiaoliang  

Teaching Material: 唐东平著.摄影作品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 

Main Reference Books: 王真.光影中的灵魂——图片摄影作品赏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课程名称：图文设计/ Graphic Design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该课程主要介绍图文设计与排版软件 InDesign的相关基础知识、常用实战技巧，

以及与 Photoshop软件的结合应用。在教学中会结合实例，介绍新闻内容的图文设计，以及

讲解宣传海报、企业宣传画等例子的全部制作过程。 

先修课程：平面设计软件、多媒体设计基础 

适用专业：摄影、多媒体专业本科 

教   材：《工作过程导向新理念丛书》编委会.图文设计与排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李鹏程 王炜.电脑图文设计.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Course Name: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Lecture Hours:   Computer Hours: 0 

Experiment Hours: 0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Regular Grades（ including result of mid-term exam）

40 %+Result of Final Exam 60 %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mainly introduces the basic knowledge of graphic design and typesetting software 

InDesign, common practical skill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Photoshop.In the 

teaching, I will introduce the graphic and text design of news content, and explain the whole 

production process of propaganda posters, enterprise posters and other examples.Advanced 

courses: graphic design software, fundamentals of multimedia design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PHOTOGRAPHY, MULTIMEDIA BACHELOR’S DEGREE:  

Leading Teachers: XIE Tian, LIU Xiaoyan 

Teaching Material: 《工作过程导向新理念丛书》编委会.图文设计与排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Main Reference Books: 李鹏程 王炜.电脑图文设计.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课程名称：摄影表现/ Photography Manifestation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该课程分析专题摄影的特性，总结专题摄影常见的类型，归纳专题摄影题材发现

的基本规律。在课程中还讲述专题摄影视觉表现的方法，强调专题摄影师必须具备的编辑意

识以及编辑的基本思路，以帮助摄影师按照一定的规律对专题实现整体上的掌控。在教学中

还就专题摄影的采访与文字写作进行详细的解说。 

先修课程：摄影基础、广告摄影、人像 

适用专业：摄影、多媒体专业本科 

教   材：シャーロット？コットン、大橋悦子、大木美智子，现代摄影论，东京：晶文社，

2016. 

飯沢耕太郎，写真的思考，东京：河出書房新社，2009. 

ベルント？シュティーグラー,竹峰義和,柳橋大輔，写真の映像，东京：月曜社 2015. 

约翰•萨考斯基、唐凌洁，摄影师之眼，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Course Name: Photography Manifestation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Lecture Hours:   Computer Hours: 0 

Experiment Hours: 0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Regular Grades（ including result of mid-term exam）

40 %+Result of Final Exam 60 %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matic photography, summarizes the common types 

of thematic photography, and summarizes the basic rules of thematic photography subject 

discovery.In the course, the methods of visual presentation of thematic photography are also 

introduced, and the editing awareness and basic thinking that thematic photographers must have 

are emphasized, so as to help photographers to achieve overall control of thematic photography 

according to certain rules.In the course of teaching, it also explains the interview and writing of 

the special photography in detail.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PHOTOGRAPHY, MULTIMEDIA BACHELOR’S DEGREE:  

Leading Teachers: XIE Tian 

Teaching Material:  

ャーロット？コットン、大橋悦子、大木美智子，现代摄影论，东京：晶文社，2016. 

Main Reference Books:  

飯沢耕太郎，写真的思考，东京：河出書房新社，2009. 

ベルントシュティーグラー,竹峰義和,柳橋大輔，写真の映像，东京：月曜社 2015. 

约翰•萨考斯基、唐凌洁，摄影师之眼，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课程名称：广告摄影创意设计实验/ Advertising Photography Creative Design Experiments 

学时学分：3/45 

课程简介：数码技术的发展，使广告摄影创意的表现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本课程结合优

秀广告摄影创意设计案例，分析广告摄影创意设计的基本原理和艺术表现手法，指导学生运

用数字摄影以及图像创意处理功能进行实际操作实验练习。鼓励学生学会观察、探究、创作，

在操作中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和感悟力，为今后的广告摄影学习和创作打下基础。 

先修课程：摄影基础、广告摄影 

适用专业：摄影、多媒体专业本科 

教   材：金鹤、滕芳、刘从蓉，《广告摄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英]罗杰·希克斯、[美]弗朗西丝·舒尔茨，《国际广告摄影教程》，2010 

熊谷晃，《熊谷晃商业静物摄影》，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 

林路，《摄影大师秘籍》，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0 

张西蒙、张丹纳，《广告摄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 

Course Name: Advertising Photography Creative Design Experiments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Lecture Hours:   Computer Hours: 0 

Experiment Hours: 0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Regular Grades（ including result of mid-term exam）

40 %+Result of Final Exam 60 % 

Course Descripti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dvertising photography creative expression space has 

been greatly expanded.This course combines excellent creative design cases of advertising 

photography, analyzes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methods of creative design of 

advertising photography, and instructs students to use digital photography and image creative 

processing functions for practical operation experiments.Encourage students to learn how to 

observe, explore and create,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artistic imagination and perception in the 

operation, so as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study and creation of advertising photography.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PHOTOGRAPHY, MULTIMEDIA BACHELOR’S DEGREE:  

Leading Teachers: LIU Congrong 

Teaching Material: 金鹤、滕芳、刘从蓉，《广告摄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Main Reference Books:  

[英]罗杰·希克斯、[美]弗朗西丝·舒尔茨，《国际广告摄影教程》，2010 

熊谷晃，《熊谷晃商业静物摄影》，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 

林路，《摄影大师秘籍》，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0 

张西蒙、张丹纳，《广告摄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 

 

  



课程名称：摄影画面研究/ Photographic Picture Study 

学时学分：3/45 

课程简介：培养学生在理论上理解摄影画面的基本知识；画面的基本构成、不同景别镜头拍

摄以及拍摄角度的把握、及用光、色彩、影调及反差等画面基本要素的原理，使学生充分理

解如何形成画面的冲击力对于其对于完成作品的重要作用，从而理解创作时基本构思及后期

洗印及后期制作对作品的影响。除掌握基本理论外，更重要的是学会一种摄影特有的思维方

式，并具备了细致的工作作风，可以在将来的学习中进一步加深精通对摄影学习的兴趣与专

业态度。 

先修课程：摄影基础、摄影史、摄影艺术概论 

适用专业：摄影、多媒体专业本科 

教   材：王传东 《摄影构成设计》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年 

冯欣艳 《摄影技法与表现》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1 

佳影在线 《摄影构图》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 

李锐文 《摄影构成》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年 

Course Name: Photographic Picture Study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Lecture Hours:   Computer Hours: 0 

Experiment Hours: 0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Regular Grades（ including result of mid-term exam）

40 %+Result of Final Exam 60 % 

Course Description:  

Train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knowledge of photographic pictures in theory;Picture basic 

composition, different JingBie lens and the grasp of the shooting Angle, light, color, tone and 

picture the principle of basic elements such as contrast, causes the student to fully understand how 

to form the impact of the image for its important role to complete work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ception and later develop and post-production work.In addition to mastering the basic theory,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o learn a unique way of thinking of photography, and have a meticulous 

work style, which can further deepen my interest in and professional attitude towards photography 

learning in the future study.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PHOTOGRAPHY, MULTIMEDIA BACHELOR’S DEGREE:  

Leading Teachers: SHEN Jie , XIE Tian 

Teaching Material: 王传东 《摄影构成设计》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年 

Main Reference Books:  

冯欣艳 《摄影技法与表现》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1 

佳影在线 《摄影构图》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 

李锐文 《摄影构成》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年 

  



课程名称: 古典摄影工艺/ Photographic Technology Experiments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 沿着古典工艺向数字化技术发展的脉络，全面介绍古典摄影工艺的历史，操作步

骤，以及各种不同工艺之间的联系。介绍了不同时代的摄影艺术家所采用的各种技法。介绍

各种不同的摄影图片制作工艺，不仅包括工艺的历史，所用的化学原料，各种相关的信息，

更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操作指导。 

先修课程：摄影基础一、二 

适用专业：摄影、多媒体专业本科 

教材: [美]克里斯多佛.詹姆士．美国摄影图片制作工艺专业教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钟建明，山姆·王, 桑迪·肯, 孔耐.经典手工影像.浙江：摄影出版社，2014 

大画幅摄影的奥秘.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迈克尔·弗里曼.摄影师的洞察力:迈克尔·弗里曼解读经典摄影名作. 人民邮电出版社，第

1版，2014 

 

Course Name: Photographic Technology Experiments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Lecture Hours:   Computer Hours: 0 

Experiment Hours: 0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Regular Grades（ including result of mid-term exam）

40 %+Result of Final Exam 60 % 

Course Description: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technology to digital technology,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photography technology, operation step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processes.This paper introduces various techniques adopted by 

photography artists in different times.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aking process of various 

photographic pictures, including not only the history of the process, the chemical materials used, 

all kinds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but also provides very practical operation guidance.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PHOTOGRAPHY, MULTIMEDIA BACHELOR’S DEGREE:  

Leading Teachers: SHI Xiaojun 

Teaching Material: [美]克里斯多佛.詹姆士．美国摄影图片制作工艺专业教程．上海：人民

美术出版社，2006． 

Main Reference Books:  

钟建明，山姆·王, 桑迪·肯, 孔耐.经典手工影像.浙江：摄影出版社，2014 

大画幅摄影的奥秘.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迈克尔·弗里曼.摄影师的洞察力:迈克尔·弗里曼解读经典摄影名作. 人民邮电出版社，第

1版，2014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5%B1%B1%E5%A7%86%C2%B7%E7%8E%8B&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3?ie=UTF8&field-author=%E6%A1%91%E8%BF%AA%C2%B7%E8%82%AF&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4?ie=UTF8&field-author=%E5%AD%94%E8%80%90&s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5%B1%B1%E5%A7%86%C2%B7%E7%8E%8B&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3?ie=UTF8&field-author=%E6%A1%91%E8%BF%AA%C2%B7%E8%82%AF&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4?ie=UTF8&field-author=%E5%AD%94%E8%80%90&s


课程名称：摄影新媒体传播/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of Photography 

学时学分：3/45 

课程简介：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产业的迅速扩张，传播媒体在形式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传统传播媒体在新媒体的发展下其劣势悠然而见，摄影如何在当下利用新媒体进行传播，

又有何新媒体适合摄影的传播。通过课程和案例分析进行解读。 

先修课程：摄影艺术概论 

适用专业：摄影、多媒体专业本科 

教材：陈刚，影视与新媒体摄影--从理论到实践，中国国际广播。2017 

刘雪梅，王泸生。新媒体传播。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 

 

Course Name: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of Photography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Lecture Hours:   Computer Hours: 0 

Experiment Hours: 0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Regular Grades（ including result of mid-term exam）

40 %+Result of Final Exam 60 % 

Course Descrip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rapid expansion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form of communication media.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h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communication media can be easily seen. How to make use 

of new media 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photography? What new media is suitable 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photography?Interpretation through course and case studies.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PHOTOGRAPHY, MULTIMEDIA BACHELOR’S DEGREE:  

Leading Teachers: PAN Xiaoliang 

Teaching Material: 陈刚，影视与新媒体摄影--从理论到实践，中国国际广播。2017 

Main Reference Books: 刘雪梅，王泸生。新媒体传播。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 

 

  



环 境 设 计 

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教学计划 

开设学校：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专业名称：环境设计      开设校区：松江校区 

1、教学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掌握专业基础理论、相关学科领域理

论知识与专业技能，并具有创新能力的和设计实践能力，能在在环境设计机构从事景观设计

和室内设计，并具备项目策划与经营管理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环境设计人才。 

2、学分要求：60 学分 

3、招生人数：60 人 

4、上课时间：周一、周三晚，周五下午 

5、收费标准：本校 100元/学分； 外校 120元/学分 

6、教学计划：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备注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 素描 3 45 3       

2 色彩 3 45 2       

3 构成 4 60 3       

4 空间形态构成 2 30 2       

5 设计速写 3 45 2       

6 制图 2 30 3       

7 环境设计史 3 45  3      

8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 2 30  3      

9 计算机辅助设计-SKP 3 45  3      

10 平面设计软件 3 45  3      

11 景观小品设计 3 45   3     

12 植物设计 2 30   3     

13 环境照明设计 2 30   2     

14 室内设计 3 45   3     

15 软装设计 2 30    3    

16 景观设计初步 3 45    3    

17 城市公共艺术 3 45    3    

18 设计调研与方法 3 45     2   

19 城市绿地景观设计 3 45     2   

20 毕业设计(毕业论文) 8 9周      9周  

合  计 60 765+ 15 12 11 9 4 9周  



9周 

 

课程名称：素描 / Sketch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     

素描是造型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由于素描在训练造型能力和表现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几

乎所有的造型艺术门类都把素描列为重要的基础课之一。素描课程教学主要从传统的素描学

习入手，通过对造型的基础知识与规律的认识与理解，培养学生的平面造型与表达能力、熟

悉基本形式法则和锻炼创造性思维。现代造型艺术入门，都须经过严格的素描基本功训练，

它包括对透视学、投影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也包括对造型的观念、造

型的美学原则、造型的诸形式要素和各种艺术表现方法的实践和认识。因此，设计专业的素

描作为设计造型的基础课，着重解决学生的设计意识，图形意识，创造性表现意识和思维理

念的形成。 

先修课程: 无 

适用专业: 视觉传达设计、艺术设计、服装设计、环境设计、艺术与科技等 

教材:  

《西方古典主义大师素描集》人民美术出版 2001年 10 版 

Course Name: Sketch 

Total Credit Hours: 45/3 

Course Description:  

Sketching is a basic specialized course for industrial design majors. It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recognize, understand and correctly express space.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learn to 

从 cordinate  their eyes, brain, and hands in hand-painting exercises, and thus acquire good 

ability for space pattern thinking and visual image painting as well as the most basic visual 

aesthetic accomplishment. This course will lay foundation for the follow-up courses like 

expressing techniques, cartography, and so on.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Desig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rt design, costume design, space 

environment design, photography, etc 

Leading Teacher: Qian Baogang 

Teaching Material:  

《西方古典主义大师素描集》人民美术出版 2001年 10 版 

Main Reference Books:  

《大师速写素描新选系》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5年 1月版。 

《设计素描》董春欣编著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5年 6月版。 

《现代素描》 刘建平编著 上海人民美术版 1998年 10月版 

 

课程名称：色彩 / Coloring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  

《色彩》——本课程为艺术类、广告学等各专业的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必修课。能够将美

学与艺术科学的基本概念运用到设计问题的适当表述之中，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并加以改进。

色彩的审美能力和表现能力是各类美术设计人员必具的重要基本素质。本课程通过对色彩的

研究，培养学生对色彩的观察、欣赏、判断、表现等各方面的能力和修养。通过学习使学生



掌握色彩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美学基础。    

先修课程: 无 

适用专业: 艺术类本科（含广告学） 

教材:  

熊云皓, 俞巍．《全新设计色彩：32课时色彩训练》，［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Course Name: Coloring 

Total Credit Hours: 45/3 

Course Description:  

"Color" - This course is a basic course for professional subjects such as art and advertising, and a 

required course for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The basic concepts of aesthetics and art science can 

be applied to the appropriate representation of design issues, seeking reasonable solutions and 

improving them. The aesthetic ability and performance ability of color are important basic 

qualities that all kinds of art designers must have. Through the study of color, this course develops 

students' ability and cultivation in color observation, appreciation, judgment and performance. 

Through learning, students will master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color science, and lay a 

good aesthetic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rt design, advertising design 

Leading Teacher: 平龙、应海明、顾劲松、钱保刚、杭天、李光安、王心旭、崔爱武、林立

强、葛仲秋、马杰 

Teaching Material:  

熊云皓, 俞巍．《全新设计色彩：32课时色彩训练》，［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Main Reference Books:  

1.   冷先平．《设计色彩学》，［Ｍ］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2.   [美] 卡伦·特里德曼．《艺术与设计色彩专业教程》，［Ｍ］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8 

3.   乔磊, 蔡颖君. 《设计色彩（全国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Ｍ］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 

 

课程名称：构成 / Design Composition 

学时学分： 60/4 

课程简介:  

设计构成是现代艺术设计造型、创意的基础，它主要阐述了设计形式的规律与法则，将感性

的设计因素与理性的设计思维结合起来，是设计艺术类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门基础学科。    

先修课程: 无 

适用专业: 艺术类本科（包括环境设计、艺术与科技、广告、多媒体、服装与服饰设计等） 

教材:  

文健等．设计三大构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Description: 

Course Name: Design Composition 

Total Credit Hours: 60/4  

Course Description:  

Design form is the basis of the modern art design modelling, creative, it mainly expounds the 

design rules and principles, in the form of emotional design factors combined with the design of 

rational thinking, is a design art students must master a basic subject.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Bachelor of arts (including art design, exhibition, advertising, multimedia, 

clothing and costume design, etc.) 

Leading Teacher: Industrial design 

Teaching Material:  

文健等．设计三大构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Main Reference Books:  

1. 于国瑞．平面构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2. 李静．色彩构成．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3. 吴萍．二维设计基础——平面构成．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 

4. 周慧．色彩构成基础与应用．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5. 刘汉民等．立体构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6. 师晟．立体形态创意构成．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1． 

 

课程名称：空间形态构成 / Spatial configuration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主要讲授空间形态的类型特征及构造的一般原理与

方法，内容包括空间形态构成的一般概念、空间形态的特征及创作要素、空间形态的要素组

合、空间感的创造、空间形态的表达、非线性空间形态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建立

空间形态与空间关系的意识，面对现实中的空白场所，可以构造出丰富的空间层次，运用不

同的色彩、材质及形体创造出连续统一而又有变化的空间形态，具备动手制作空间实体模型

的能力，具备运用参数化设计软件，构造非线性空间形态的能力，创造具有艺术性的空间形

态的能力。 

先修课程：素描、色彩   

适用专业：环境设计、艺术与科技等 

教材:  

王丽云．构成进行时：空间形态构成．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Description: 

Course Name: Spatial configuration  

Total Credit Hours: 30/2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specialty. It mainly teaches the 

types,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ral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spatial form construction. It includes 

the general concept of spatial form composi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ive elements of 

spatial form, the combination of elements of spatial form, the creation of spatial sense, the 

expression of spatial form, and the non-linear spatial form.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can establish the consciousness of spatial form and spatial relationship. Faced with the 

blank space in reality, they can construct abundant spatial layers, create continuous, unified and 

changeable spatial form with different colors, materials and shapes, have the ability to make 

spatial entity model by hand, and use parametric design software to construct non-linear space. 

The ability to create artistic spatial forms. 

Pre-Course: Sketch、Coloring 

Applicable Major: environmental design,art and science 



Teaching Material:  

王丽云．构成进行时：空间形态构成．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课程名称：设计速写 / Design Sketch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  

设计速写教学是美术设计等各专业的重要基础课，是艺术与设计的基础教育之一，是各类美

术设计人员必具的重要素质。本科程通过对设计速写的研究，培养学生对建筑色彩、空间的

观察、欣赏、判断、表现等各方面的能力和修养。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设计速写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为以后设计打下良好基础。 本课程从理论知识学习开始，着重能力培养，从易到

难，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培养学生从设计的角度思考解决问题的意识。培养学生表现物体

三维造型能力，观察能力，表现能力，审美能力，理解与分析能力。 

先修课程: 设计素描、素描、构成基础、素描速写 

适用专业: 工业设计、视觉传达设计、艺术与科技、环境设计、广告设计 

教材:  

《手绘快速表现技法》． 顾湘东(作者)  湖南美术出版社 

《马克笔表现技法》 杨健(作者)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Course Name: Design Sketch 

Total Credit Hours: 45/3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one of the basic specialized courses for industrial design majors. It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in color aesthetics and the ability to use color. By studying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master  patterns, acquire the primary ability to use  and thus prepare for follow-up courses 

such as pattern, product design, and so on. 

Pre-Course: design sketches, drawings, constitute a foundation 

Applicable Major: industrial desig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rt design, advertising design 

Teaching Material:  

《Skills of Hand-drawn Fast Representation》 

《Mark-pen Repressentation》 

Main Reference Books:  

《Architectural Pen Painting》 

《Foundation of Modeling Department of China Academy of Fine Arts》 

《Design Expressions-Underhand Expressions of Landscape Painting》 

 

课程名称：制图 / Design Composition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研究用投影法绘制工程图样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建筑及室内设计的专业基础课。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主要是为学生学习绘制和阅读建筑及室内设计工程图样打下基础，其

次，通过本课程第二部分建筑透视的学习，可使学生掌握透视的基本原理，进而为进一步了

解建筑和室内的空间关系和绘制表现图打下基础。在建筑及室内工程中，任何建筑物及其构

件等的形状 、大小和做法，都必须按照国家标准的统一规定画出它们的图样，作为建造和

施工的依据。因此，工程图样被喻为“工程界的语言”。它是用来表达设计构思，进行技术交

流的重要工具。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具有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掌握正投影的基本



理论和作图方法；培养绘制和阅读工程图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空间想象能力和空间分析

能力。   

先修课程: 平面几何、立体几何 

适用专业: 工业设计专业、产品设计专业 

教材:  

杨惠英，冯涓，王玉坤 《机械制图》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6 

Course Name: Drawing 

Total Credit Hours: 30/2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mainly studies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drawing engineering drawings by projection 

method, and is the basic course of industrial design and product design.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can master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perspective, and then lay the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products, learn to 

read and draw engineering drawings of industrial products.In industrial design and product design, 

the shape, size and processing characteristics of any product together with its components must be 

giv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form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standards, as a basis for processing 

and manufacturing. Therefore, the engineering drawings are referred to as "the language of the 

engineering commun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expressing design ideas and conducting 

technical exchanges.The study will focu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rigorous and meticulous work 

style, mastering the basic theory and mapping methods of projection method, cultivating the basic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reading and drawing engineering drawings, and training to promote 

product design from design to actual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Pre-Course: Plane Geometry, Solid Geometry 

Applicable Major: Industrial design, product design 

Main Reference Books:  

杨惠英，冯涓，王玉坤 《机械制图》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6 

 

课程名称：环境设计史 /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科学的态度，从整体上介绍环境艺术设计史的发展规律，寻找其发展脉络。使学生

通过环境设计史的学习，提高在中外环境艺术设计的历史及理论方面的素养，提高审美能力，

把握设计的演变和发展规律，为设计实践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引导学生参与分析优秀作品，

思考作品背后的思想、理念、技术、经济等社会要素，从本质上理解促进环境艺术设计发展

的因素和设计学科的发展规律。 

先修课程: 无 

适用专业: 环境设计、艺术与科技 

教材:  

薛娟《中外环境艺术设计史》，中国电力出版社，2013.8 

Course Name: Drawing 

Total Credit Hours: 30/2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mainly studies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drawing engineering drawings by projection 

method, and is the basic course of industrial design and product design.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can master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perspective, and then lay the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products, learn to 

read and draw engineering drawings of industrial products.In industrial design and product design, 

the shape, size and processing characteristics of any product together with its components must be 

giv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form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standards, as a basis for processing 

and manufacturing. Therefore, the engineering drawings are referred to as "the language of the 

engineering commun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expressing design ideas and conducting 

technical exchanges.The study will focu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rigorous and meticulous work 

style, mastering the basic theory and mapping methods of projection method, cultivating the basic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reading and drawing engineering drawings, and training to promote 

product design from design to actual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environmental design,art and science  

Main Reference Books:  

薛娟《中外环境艺术设计史》，中国电力出版社，2013.8 

 

课程名称：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 / Computer Aided Design CAD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主要讲授环境设计制图规范及运用 AutoCAD绘制

设计图纸的技巧与方法，内容包括 AutoCAD基础、建筑制图规范及点的智能输入、设置标

准绘图环境和基本操作、平面图绘制和基本编辑、天花板及地面绘制和基本编辑（二）、绘

制剖面图、立面图和徒手画、绘制总平面图和特殊绘图方法、尺寸标注、文字注释及打印输

出、定制个性化工作环境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具备制图规范意识、识别与绘制三

视图的能力、运用制图规范符号绘制设计图的能力、运用 AutoCAD 绘制设计图的能力、运

用 AutoCAD 绘制施工图的能力。 

先修课程: 素描、色彩 

适用专业: 环境设计、艺术与科技等 

教材:  

耿晓杰. 环境设计 CAD.水利水电出版社.2014 

Course Name: Computer Aided Design CAD 

Total Credit Hours: 30/2 

Course Description:  

It is the core course for students majored in environment design, mainly describe the standards of 

environment design and the skills and methods of applying AutoCAD to draw design papers 

which mainly teaching students Basic Auto CAD, architecture design standard and joint smart 

input, setting standard design environment and basic operation, plan design and basic editing, 

ceiling and floor design and basic editing <Ⅱ>, profile map designing, elevation designing, free 

hand sketching, site-plan designing and special designing methods, measurement notation, 

characters explanation and print output, custom made a personalized working environment. After 

learning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equipped with the conscious of design standard, 

reorganization, and the ability of three views designing, the ability of applying standard designing 

symbol to design, ability to use AutoCAD to design, the ability to use AutoCAD to design 

production drawing. 



Pre-Course: sketch, color 

Applicable Major: Environment Design, Art and Science 

Teaching Material:  

Geng Xiaojie. Environment Desgin CAD. China WaterPower Press, 2014. 

 

课程名称：计算机辅助设计 SKP / Computer Aided DesignSKP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 

计算机辅助设计 SketchUp 本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主要讲授环境设计制图

规范及运用 SketchUp 绘制设计图纸的技巧与方法，内容包括 SketchUp基础、 CAD 等比例

导入 SketchUp之中、SketchUp设置标准绘图环境和基本操作、SketchUp 条件下平面图和立

面图剖面图绘制和基本编辑、天花板及地面绘制和基本编辑（二）以及各种材质填充、特殊

绘图方法、尺寸标注、文字注释及打印输出、定制个性化工作环境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可具备制图规范意识、识别与绘制三维图的能力、运用 SketchUp 绘制设计图的能力、

运用 SketchUp绘制效果图的能力。 

先修课程: 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 

适用专业: 环境设计、艺术与科技等 

教材:  

李红术，《中文版 SketchUp 草图绘制技术精粹》，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Course Name: Computer Aided DesignSKP 

Total Credit Hours: 45/3 

Course Description:  

Computer aided design SketchUp i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of 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major. It 

mainly teaches environmental design drawing specifications and techniques and methods for 

drawing design drawings using SketchUp. Content package SketchUp basis, CAD and other 

import proportion of SketchUp, SketchUp setup standard drawing environment and basic 

operation, SketchUp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floor plan and elevation profile drawing and basic 

editing, ceiling and ground map and basic editing Two and a variety of special drawing method, 

material filling, dimensioning, text annotations, and printing, customize your work environment. 

Through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develop awareness of drawing specifications, 

recognize and draw 3d drawings, draw design drawings using SketchUp, and draw renderings 

using SketchUp. 

Pre-Course: Computer Aided DesignCAD 

Applicable Major: Environment Design, Art and Science 

Teaching Material:  

李红术，《中文版 SketchUp 草图绘制技术精粹》，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课程名称：平面设计软件/ Graphic Design Software AI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艺术设计的基础课程，主要使学生学习掌握 AI软件的在平面、产品、环境等设计

中的灵活应用。掌握利用 AI制作平面插画、工程制图、等。作为平面设计的重要工具软件，

学生需通过学习，掌握图形设计与电脑制作过程，学习 AI与其他软件配合使用，如图片编



辑软件、字体设计软件等。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独立完成诸如标识设计、海报设

计、简单产品效果图绘制、插画绘制等技巧。 

先修课程: 构成基础 

适用专业: 艺术设计专业（含广告学） 

教材:  

李东博，《Illustrator CS6 完全自学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Course Name: Graphic Design Software AI 

Total Credit Hours: 45/3  

Course Description:  

“An Introduction: Illustrator” i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for art majors. The course is an 

introduction of Illustrator. Student will learn image editing and drawing which is the key of the 

course. The teaching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foster the Graphic design CAD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s of art majors, especially their good habits to use computer software. Through the 

learning of this basic course, undergraduates of art majors will cope with the demands of related 

disciplines and majors for computer operating skill, better serving the social requirements for 

design professionals.  

Pre-Course: Computer Application Basis 

Applicable Major: Undergraduates of Art Majors（including Conference and Space Design, 

Advertising, Fashion & Accessory Design, Multimedia Design, Photograph etc.） 

Main Reference Books:  

1．李金蓉，中文版 Illustrator CS6高手成长之路（附 DVD-ROM光盘 1张），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3.11 

2．李金明、李金蓉，中文版 Illustrator CS6 完全自学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2 

3．李金蓉，平面设计与制作：突破平面 Illustrator CS6 设计与制作深度剖析（附 DVD-ROM

光盘 1张），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5 

4．[美] 斯得渥，The Adobe Illustrator CS6/CC WOW! Book，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6 

5．张丕军，杨顺花，张婉，中文版 Illustrator CS6 平面设计全实例，中国海洋出版社，2013.9 

 

课程名称：景观小品设计/  Landscape Sketch Design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环境设计、会展空间设计相关专业学习的基础设计课程，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对景观小品的分类、景观小品的设计、景观小品的设计有初步的了解；通过对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了解景观小品的类型和特点，景观小品与园林规划设计的关系，景观小品与周围

环境的协调性，景观小品的造型艺术等基本知识。 

先修课程：景观设计 

适用专业：环境设计、艺术与科技 

教材： 

黄曦:《景观小品设计》,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第 1版 (2013年 4月) 

Course Name: Landscape Sketch Design 

Total Credit Hours: 45/3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the environment design, design of exhibition space design course, the basis of 

relevant professional learning through learning of this course, make the student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landscape sketch, landscape sketch design, landscape sketch design have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By learning this course makes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types and 

features of the landscape sketch, landscape sketch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landscape sketch with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coordination, landscape 

sketch of the plastic arts such as basic knowledge. 

Pre-Course: The landscape design 

Applicable Major: environment design、art and science 

Teaching Material:  

Huang Xi: landscape sketch design, China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ess, 1 (April 

2013) 

Main Reference Books:  

Huang Xi: landscape sketch design, China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ess, version 1 

(April 2013); 

Xu Zhuoheng: the landscape design, environmental sketch),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Version 1 (January 2010); 

Tube theory by: landscape sketch design, hube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Version 1 (December 

2009). 

 

课程名称：植物设计/ Planting Design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培养学生运用植物营造符合生态、艺术、文化休闲

等复合功能的室外空间的设计能力。本课程通过学习景观生态学、植物系统学、植物景观素

材及植物的环境适应性特点等内容，掌握景观植物设计的原理，使学生能够熟练地运用植物

素材进行不同地理区域与生境的植物景观空间、季相、种植及不同设计深度的设计。 

先修课程：景观设计 

适用专业：环境设计、艺术与科技等 

教材： 

［德］雷吉娜·埃伦·韦尔勒，汉斯—约尔格·韦尔勒. 著齐勇新 译. 植物设计， 北京：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Course Name: Planting Design  

Total Credit Hours:30/2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a professional compulsory course for environmental design major, which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use plants to create outdoor space with multiple functions such as 

ecology, art, culture and leisure. By learning this course, plant systematics, plant landscape 

ecology landscape environment adapt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material and plant, etc, to master the 

principle of landscape plant design, so that the students can skillfully use of plant material for 

different geographical regions and habitat of the plant landscape space, the seasonal design, 

planting depth and different design. 

Pre-Course: The landscape design 

Applicable Major: environment design、art and science 

Teaching Material:  

［德］雷吉娜•埃伦•韦尔勒，汉斯—约尔格•韦尔勒. 著齐勇新 译. 植物设计， 北京：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课程名称：环境照明设计/ Environmental Lighting Design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环境专业的重要专业课之一，主要介绍照明的历史、现状以及常用展示灯具，设计

手法，常用测算软件等。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从本质上了解贯穿在展示设计整个过

程中照明设计部分的全部内容，系统掌握照明的设计、施工、维护全过程中所出现的实际问

题和解决的途径与方法，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专业基础。 

先修课程：无 

适用专业：环境设计，艺术与科技等 

教材： 

杜异.照明系统设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Course Name: Environmental Lighting Design    

Total Credit Hours:30/2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fessional courses for environmental majors. It mainly 

introduces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lighting as well as common display lamps, design 

techniques and common measurement softwar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can 

essentially understand the whole content of lighting design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display design, master th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lighting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and lay a solid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courses.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environment design、art and science 

Teaching Material:  

杜异.照明系统设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课程名称：室内设计/Interior Design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 

室内设计从属于环境艺术设计的范畴，是为人类建立生活环境的综合艺术和科学，它是建筑

设计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是我国高等学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主干核心课。 

它是对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学生进行室内设计专业理论体系与设计实践等多元化培养教育。它

是遵循严格的科学程序，在广义上从设计概念构思到工程实施完成全过程中接触到的所有内

容安排；在狭义上仅限于设计者将头脑中的想法落实为工程图纸过程的内容安排。通过该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深入理解建筑的空间特性，掌握室内设计的知识与技能，熟悉各种建筑室

内空间环境的设计、表现、技巧，具备较高的创造性、综合性才能和解决设计中实际问题的

统摄能力。 

先修课程：三大构成、计算机辅助设计、建筑制图、空间设计等 

适用专业：环境设计、艺术与科技等 

教材： 

陈易：《室内设计原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Course Name: Interior Design      

Total Credit Hours:45/3 

http://book.jd.com/writer/杜异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杜异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_1.html


Course Description:  

Interior design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is a comprehensive art and 

sci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uman living environment, it is an inseparable part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is the main core course of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major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to carry on the interior design specialized theory system and the design practice and so on 

diversification training education to the environment art design specialized student. It follows 

strict scientific procedures, in a broad sense from the design concept conception to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comple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to contact all the content arrangement; In the 

narrow sense, it is limited to the content arrangement of the engineering drawing process by the 

designer.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can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buildings, master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interior design, be familiar with 

the design, performance and skills of various indoor space environments of buildings, and have 

high creativity,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n design. 

Pre-Course: Three major components, computer-aided design, architectural drawing, space design 

Applicable Major: environment design、art and science 

Teaching Material:  

陈易：《室内设计原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课程名称：软装设计/ Soft Design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 

室内装饰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即硬装与软装。软装设计是室内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指在某个特定空间内将家具陈设、家居配饰等元素通过完美设计手法将所要表达的空间意

境呈现出来。软装设计应用于家具室内设计中，不仅可以给居住者视觉上的美好享受，也可

以让人感觉到温馨、舒适，具有自身独特的魅力。家居室内空间，必定是色彩、风格、灯光

等元素相协调的整体。因此，在软装设计中，一方面需要非常了解足够数量软装饰品的颜色、

质感、规格、材质等特点，在选择的时候才有可能找到适合设计主题的元素，保证设计主题

所指引的最终效果能够实现；另一方面必须掌握熟练的搭配技巧，运用自己对色彩、质感和

风格的整体把握和审美能力，将家具、灯饰、挂画、布艺、饰品、花艺、绿植等软装元素进

行统一规划，通过软装配饰设计的不断调整完成整体艺术效果，塑造出别样的生活气息，构

造出心灵空间。 

先修课程：无 

适用专业：所有专业 

教材：吴卫光 主编、乔国玲 著，室内软装设计，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 

Course Name:  Soft Design  

Total Credit Hours: 30 /2 

Course Description:  

Interior decoration is actually composed of two parts, namely hard and soft. Soft outfit design is a 

very important link in interior design, it is to show furniture display, household deserves to act the 

role of wait for an element to want to express dimensional artistic conception to appear through 

perfect design gimmick inside a particular space. Soft outfit design is applied in furniture interior 

design, can give habitant the beautiful enjoyment on the vision not only, also can let a person feel 

warmth, comfortable, have oneself distinctive glamour. Live in indoor space, it is the integral that 



element photograph such as colour, style, lamplight coordinates surely. Therefore, in the soft 

decoration design, on the one hand, we need to know enough about the color, texture, specification, 

material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soft decoration, it is possible to find elements suitable for the 

design theme when choosing, to ensure that the final effect guided by the design theme can be 

achieved; On the other hand must master fluent tie-in skills, use of color, texture and style of his 

own overall understanding and aesthetic ability, the furniture, lamp act the role ofing, hang a 

picture, cloth art, jewelry, floral, green plant, such as soft outfit element to make unified plans, 

finished with a soft assembly act the role of design constantly adjust the overall artistic effect, 

create another life breath, constructs the spiritual space.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Undergraduates of Art and Design Majors（including Art Design, Conference 

and Space Design, Advertising, Multimedia Design, Fashion and Accessory Design, etc.） 

Leading Teachers: Liu Xiaoyan 

Teaching Material:吴卫光 主编、乔国玲 著，室内软装设计，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7. 

Main Reference Books:  

1.吴卫光主编、钱缨著，室内设计程序，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 

2.李江军，软装设计元素搭配手册，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 

3.理想•宅,软装设计师手册,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7. 

  

课程名称：景观设计初步/ Preliminary Landscape Design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初步掌握景观设计的原理

与设计方法，可进行场地的景观规划与设计。培养学生的自然生态意识，场地分析能力和场

地空间规划设计能力 

先修课程：无 

适用专业：环境设计、艺术与科技等 

教材： 

［美］约翰•O•西蒙兹著，俞孔坚、王忠芳、孙鹏译. 景观设计学——场地规划与设计手册.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第三版. 

Course Name: Preliminary Landscape Design 

Total Credit Hours: 45/3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specialized in environmental design.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can 

preliminarily master the principles and design methods of landscape design, and can carry out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he site. Cultivate students' awareness of natural ecology, site 

analysis ability and site space planning and design ability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environment design、art and science 

Teaching Material: 

［美］约翰•O•西蒙兹著，俞孔坚、王忠芳、孙鹏译. 景观设计学——场地规划与设计手册.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第三版. 

课程名称：城市公共艺术/ Urban Public Art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学习的辅修课程，以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为主，涵盖公共艺术展示的本

体形态、艺术形式、创作形式、创作观念、方法、技巧及审美意识等综合内容。通过对该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解读对人类城市文化生态圈内、包括物质空间与虚拟空间内的、由艺术家

在一定的公民意识引导下，以公共文化资源为媒介，在公共环境中完成的，能够由公众继续

参与的艺术作品，培养学生对城市公共艺术有整体的了解和鉴赏能力，提高学生审美素养。

先修课程：景观设计 

适用专业：环境设计、艺术与科技等 

教材：翁剑青.公共艺术的观念与取向：当代公共艺术文化及价值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2. 

Course Name: Urban Public Art   

Total Credit Hours: 45/3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a minor course for the major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focusing on urban public 

space design, covering the ontological form, artistic form, creative form, creative concept, method, 

skill and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of public art exhibition. Through learning of this course, make 

students reading of human cultural ecology city circle, including physical space and virtual space, 

guided by artists in a certain civil consciousness, to public cultural resources as the medium, in the 

public environment,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k of art by the public, to cultivate students to 

urban public art have a whole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ability, improve students' aesthetic 

quality. 

Pre-Course: The landscape design 

Applicable Major: environment design、art and science 

Teaching Material: 

翁剑青.公共艺术的观念与取向：当代公共艺术文化及价值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课程名称：设计调研与方法/ Design Research and Methods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 

现代工业产品的设计与开发作为企业创新的系统工程和 发展战略，其核心内容就是产品的

开发与创新，目前正受到企 业和社会的高度关注。本教材的开发在于使学生掌握正确的设 

计观念、设计创新的思维方法和包括计划、调研、构思发想、 分析、表达以及评价在内的

整个设计程序与方法。本课程详尽论述了工业设计方法与程序所涵盖的知识体系， 重点讲

述了工业产品设计的程序、设计调查与方法、设计思维 方法、设计说明与表达，以及国内

外著名企业及设计公司的产 品设计实际案例等内容，为学生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学习体系。 

先修课程：无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含广告学） 

教材： 

田野，王妮娜.工业设计程序与方法.大连.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Course Name: Design Research and Methods 

Total Credit Hours: 45/3 

Course Description: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7%94%B0%E9%87%8E&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7%8E%8B%E5%A6%AE%E5%A8%9C&search-alias=books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ial products, as the system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its core content is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extbook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master correct design 

concepts, innovative design thinking methods and the whole design process and methods 

including planning, research, conception, analysis, expression and evaluation. This course detailed 

discusses the industrial design method and program covered by the knowledge system, focuses on 

the industrial product design program, 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method, method of design thinking, 

design specification and expression, and famous enterpris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design of 

the company's products design actual cases such as the content, provide students with an effective 

learning system.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Art design major (including advertising) 

Teaching Material: 

田野，王妮娜.工业设计程序与方法.大连.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课程名称：城市绿地景观设计/ Urban Green Space Landscape Design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环境设计、会展空间设计相关专业学习的专业课程，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对城市绿地景观设计的对象、类型与内容有初步的了解；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景

观设计的类型和特点，掌握城市绿地景观设计要素和设计方法；了解把握城市绿地景观系统

与城市的相互关系。使学生面对城市绿地景观课题时具有科学化的问题分析与整合解决能力。 

先修课程：无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系本科 

教材： 

徐文辉 著，城市园林绿地系统规划（第三版），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07 

Course Name:  Urban Green Space  Landscape Design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3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a professional course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environmental 

design and exhibition space design.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can have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object, type and content of urban green space landscape design;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design, master the elements and design methods of urban green space landscape design; 

understand and grasp urban green space desig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cape system and 

city. To enable students to face the subject of urban green landscape with scientific problem 

analysis and integration of solving ability.  

Pre-Course: None 

Leading Teachers: Li Liang 

Teaching Material:徐文辉 著，城市园林绿地系统规划（第三版），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2018.07 

Main Reference Books:  

1.杨赉丽主编，城市园林绿地规划(第 4版第四版)，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6.05 

2.李铮生，城市园林绿地规划与设计第二版(第 2版)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08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7%94%B0%E9%87%8E&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7%8E%8B%E5%A6%AE%E5%A8%9C&search-alias=books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教学计划 

开设学校：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专业名称：视觉传达设计      开设校区：松江校区 

1、教学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底蕴，扎实的设计技术基础，高尚的艺术修养与艺术

境界，全面的设计研制能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独立精神与创新思想的复合型、交

叉型艺术与设计应用型专门人才，在传统包装设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建培养过程以造型

艺术为基础，以人文精神为内核，以市场经济为契机，就业为导向，能力为重点，掌握视

觉传达设计的平面、广告、包装、新媒体艺术设计等视觉传达设计领域的专业知识技能，

具备市场研究和创新设计的基本素质，能在企事业单位及专业机构从事设计、研究、管理

工作，能够开设个人设计工作室，及为进一步研究深造打下基础的视觉设计人才。 

2、学分要求：60 学分 

3、招生人数：60 人 

4、上课时间：周一、周三晚，周五下午 

5、收费标准：本校 100元/学分； 外校 120元/学分 

6、教学计划：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备注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 平面设计软件（一）★ 3 45 5       

2 艺术设计概论★ 2 30 5       

3 素描★ 3 45 5       

4 色彩 3 45 5       

5 数字艺术设计（一）★ 3 45  5      

6 设计心理学★ 3 45  5      

7 非线性编辑软件应用★ 3 45  5      

8 字体设计 2 30  5      

9 平面设计软件（二）★ 3 45   5     

10 数字艺术设计（二）★ 3 45   5     

11 市场调研与设计方法 3 45   5     

12 创意思维与设计实现★ 3 45    5    

13 版式设计★ 3 45    5    

14 标志设计 3 45    5    

15 多媒体设计 3 45    5    

16 包装设计★ 3 45     5   

17 交互设计 3 45     5   

18 空间导视设计 3 45     5   

19 毕业设计(毕业论文) 8 9周      16  

合  计 60 765+9周 10 11 9 12 9 9周  

注：带“★”的课程为修读辅修专业证书必修课程 

1. 课程名称: 平面设计软件（一） 

课程代码: 071891 

适用层次（本/专科）: 本科 



总学时: 45  学分:3 讲课课时: 20  实验课时:   上机课时: 25   

考核方式（考试/考查）: 考查 

成绩评定比例:  考勤(10%)+平时作业(40%)+期末考核(50%) 

课程简介: 平面设计软件是艺术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本课程讲解平面设计软件 PS 的基

本使用方法。主要学习内容是图像编辑与绘制。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综合使用上述

计算机软件进行基本的平面设计工作的能力，包括软件操作的良好习惯等。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满足相关学科和专业对艺术类学生电脑软件水平的要求，使其适应当今社会对设计专业人

才的需要。 

先修课程:  

适用专业: 艺术类本科(包括会展、广告、服装与服饰设计、多媒体、摄影等) 

教材: ACAA专家委员会, DDC传媒, 汪可,等. ADOBE PHOTOSHOP CS6 标准培训教材[M].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 

主要参考书: 龚道敏, 牟红云. PhotoshopCS6 基础与案例教程[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Description: 

Course Name: Graphic Design Software （1） 

Course Code: 071891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TheoryHour: 20 ExperimentHour:   ExerciseHour:25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Attendance(10%)+After-class Assignment(40%)+Final 

Assessment(50%) 

Course Description: “An Introduction” i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for art majors. The course is an 

introduction of PS. Student will learn image editing and drawing which is the key of the course. 

The teaching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foster the Graphic design CAD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s of art majors, especially their good habits to use computer software. Through the 

learning of this basic course, undergraduates of art majors will cope with the demands of related 

disciplines and majors for computer operating skill, better serving the social requirements for 

design professionals.  

Pre-Course: Computer Application Basis 

Applicable Major: Undergraduates of Art Majors（including Conference and Space Design, 

Advertising, Fashion & Accessory Design, Multimedia Design, Photograph etc.） 

Teaching Material: ACAA专家委员会, DDC传媒, 汪可,等. ADOBE PHOTOSHOP CS6标准

培训教材[M].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 

Main Reference Books: 龚道敏, 牟红云. PhotoshopCS6 基础与案例教程[M]. 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13.  

 

2.课程名称: 艺术设计概论 

课程代码:  

适用层次（本/专科）: 本科 

总学时: 30  学分: 2 讲课课时: 30  实验课时: 0  上机课时: 0   

考核方式（考试/考查）: 考查 

成绩评定比例:  考勤(10%)+平时作业(20%)+期末考核(70%)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艺术类专业的主干课之一，主要讲授艺术设计基础理论内容。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把握艺术设计的总体框架、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了解本学科形

成与发展的历史等基本内容，并能对其中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同时，锻炼学生提高跨学

科学习的能力，初步运用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解释实践中的现象与问题，为今后的工作

打下基础。 

先修课程: 无 

适用专业: 视觉传达 

教材: 孙戈. 艺术设计概论[M].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2. 

主要参考书: 苗延荣. 中国民族艺术设计概论[M].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 

  

Description: 

Course Name: Art Design Conspectus 

Course Code: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30  credits: 2  TheoryHour: 30  ExperimentHour: 0  ExerciseHour: 

0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Attendance(10%)+After-class Assignment(20%)+Final 

Assessment(70%)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a main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s of Art Design major. The 

course teaches basic theory of Art Design. Through the learning of the course, students may get 

hold of the general framework and conceptions, and comprehend the history of Art Design, and 

think of something important. Meanwhile, it may exercise students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Preliminary by using basic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students may analyse and explain the phenomena and problems. 

Applicable Major:  

Teaching Material:  

孙戈. 艺术设计概论[M].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2. 

Main Reference Books:苗延荣. 中国民族艺术设计概论[M].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 

 

3.课程名称: 素描 

课程代码: 070901 

适用层次（本/专科）: 本科 

总学时： 45     学分： 3     讲课课时: 45     实验课时: 0      上机课时: 0   考核方式（考试/

考查）: 考试 

成绩评定比例:  考勤(10%)+平时作业(30%)+期末考核(60%) 

课程简介: 素描是造型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由于素描在训练造型能力和表现能力方面的重

要作用，几乎所有的造型艺术门类都把素描列为重要的基础课之一。素描课程教学主要从传

统的素描学习入手，通过对造型的基础知识与规律的认识与理解，培养学生的平面造型与表

达能力、熟悉基本形式法则和锻炼创造性思维。现代造型艺术入门，都须经过严格的素描基

本功训练，它包括对透视学、投影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也包括对造型

的观念、造型的美学原则、造型的诸形式要素和各种艺术表现方法的实践和认识。因此，设

计专业的素描作为设计造型的基础课，着重解决学生的设计意识，图形意识，创造性表现意

识和思维理念的形成。 

先修课程: 无 



适用专业: 视觉传达设计、艺术设计、服装设计、空间环境设计等 

教材: 《西方古典主义大师素描集》人民美术出版 2001年 10 版 

主要参考书: 《大师速写素描新选系》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5年 1月版。《设计素描》董春

欣编著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5 年 6 月版。《现代素描》 刘建平编著 上海人民美术版 1998

年 10月版。《素描》 杨义辉刘骥林曹大庆 靳超 编著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年 6月版 

 

Description: 

Course Name: Sketch 

Course Code: 070901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TheoryHour: 45  ExperimentHour: 0  ExerciseHour: 

0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Examination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Attendance(10%)+After-class Assignment(30%)+Final 

Assessment(60%) 

Course Description: Sketching is a basic specialized course for industrial design majors. It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recognize, understand and correctly express space.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learn to 从 cordinate  their eyes, brain, and hands in hand-painting exercises, and 

thus acquire good ability for space pattern thinking and visual image painting as well as the most 

basic visual aesthetic accomplishment. This course will lay foundation for the follow-up courses 

like expressing techniques, cartography, and so on.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Desig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rt design, costume design, space 

environment design, photography, etc 

Teaching Material:  

《西方古典主义大师素描集》人民美术出版 2001年 10 版 

Main Reference Books:  

《大师速写素描新选系》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5年 1月版。《设计素描》董春欣编著上海书

画出版社 2005年 6月版。《现代素描》 刘建平编著 上海人民美术版 1998年 10月版。 

 

4.课程名称: 色彩 

课程代码: 071222 

适用层次（本/专科）: 本科 

总学时： 45     学分： 3     讲课课时: 45     实验课时: 0      上机课时: 0     

考核方式（考试/考查）: 考查 

成绩评定比例:  考勤(10%)+平时作业(30%)+期末考核(60%) 

课程简介: 《色彩》——本课程为艺术类、广告学等各专业的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必修课。

能够将美学与艺术科学的基本概念运用到设计问题的适当表述之中，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并

加以改进。色彩的审美能力和表现能力是各类美术设计人员必具的重要基本素质。本课程通

过对色彩的研究，培养学生对色彩的观察、欣赏、判断、表现等各方面的能力和修养。通过

学习使学生掌握色彩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美学基础。本课程为

艺术类、广告学等各专业的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必修课。能够将美学与艺术科学的基本概

念运用到设计问题的适当表述之中，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并加以改进。色彩的审美能力和表

现能力是各类美术设计人员必具的重要基本素质。本课程通过对色彩的研究，培养学生对色



彩的观察、欣赏、判断、表现等各方面的能力和修养。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色彩学的基本原

理和方法，为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美学基础。 

先修课程: 无 

适用专业: 艺术类本科（含广告学） 

教材: 熊云皓, 俞巍．《全新设计色彩：32 课时色彩训练》，［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 

主要参考书: 冷先平．《设计色彩学》，［Ｍ］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美] 卡伦·特

里德曼．《艺术与设计色彩专业教程》，［Ｍ］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8乔磊, 蔡颖君. 《设

计色彩（全国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Ｍ］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2 

 

Description: 

Course Name: Coloring 

Course Code: 071222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TheoryHour: 20  ExperimentHour: 0 ExerciseHour: 

25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Attendance(10%)+After-class Assignment(30%)+Final 

Assessment(60%) 

Course Description: "Color" - This course is a basic course for professional subjects such as art 

and advertising, and a required course for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The basic concepts of 

aesthetics and art science can be applied to the appropriate representation of design issues, seeking 

reasonable solutions and improving them. The aesthetic ability and performance ability of color 

are important basic qualities that all kinds of art designers must have. Through the study of color, 

this course develops students' ability and cultivation in color observation, appreciation, judgment 

and performance. Through learning, students will master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color 

science, and lay a good aesthetic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Pre-Course: none 

Applicable Major: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rt design, advertising design 

Teaching Material: 熊云皓, 俞巍．《全新设计色彩：32 课时色彩训练》，［Ｍ］北京：化学

工业出版社，2013 

Main Reference Books: 1.冷先平．《设计色彩学》，［Ｍ］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2.   

[美] 卡伦·特里德曼．《艺术与设计色彩专业教程》，［Ｍ］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8 3.   乔

磊, 蔡颖君. 《设计色彩（全国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Ｍ］北京：中

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 

 

5.课程名称: 数字艺术设计（一） 

课程代码:  

适用层次（本/专科）: 本科 

总学时: 45  学分: 3 讲课课时: 20  实验课时: 0  上机课时: 25   

考核方式（考试/考查）: 考试 

成绩评定比例:  考勤(10%)+平时作业(20%)+课堂表现(10%)+期末考核(60%)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我校艺术类本科学生开设的一门必修课。培养学生的影像创作能力和



制作能力。学生从微电影创作的过程。培养学生实际创作中提高连续影像的认识和理解能力。

锻炼学生具备微电影创作的综合素质，从微电影剧本到影像的创作能力。对影视语言有从画

面和试听角度理解的意识。从创作剧本到制作和后期的完成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能力。能够

从影像运动和影像语法，视听语言角度来从一部电影的内部分析影片。结合实际操作，提高

拍摄到后期的技术运用能力 

先修课程: 非线性编辑基础 

适用专业: 艺术设计（含广告学） 

教材: （美）卡茨．电影镜头设计（第 1版）．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10． 

主要参考书: 1.     （乌拉圭）丹尼艾尔·阿里洪（Daniel Arijon）．电影语言的语法（第 1

版）．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2.      Bennett.J.G.新媒体设计基础（第 1版）．上

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第 1 版 (2012 年 1 月 1 日)． 3.     特米勒罗.分镜头脚本设计

（第 1 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4.     杰里米·温尼尔德，何塞·克鲁兹. 电影

镜头入门(第 1版). 世界图书出版社，2011 年 5月 1日 

 

Description: 

Course Name: Digital Image Creation（1） 

Course Code: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TheoryHour: 20  ExperimentHour: 0  ExerciseHour: 

25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Examination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Attendance(10%)+After-class Assignment(20%)+Class 

performance(10%)+Final Assessment(60%)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intended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my school art class 

offered a required course. Students of the image creation capabilities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Students from micro-film creation process. The actual creation of the students to raise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continuous image. Training students to have comprehensive quality 

micro-film creation, from the screenplay to the creative ability of micro images. Film and 

television language conscious angle from the screen and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to 

complet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from writing the script to production and post. 

Capable of movement from images and video grammar, audio-visual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vie inside a movi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operations, improve technical 

proficiency captured late. 

Pre-Course: Non-linear editing base, basic photography 

Applicable Major: Art and Design (including advertising) 

Teaching Material: (US) Katz. Movie lens design (1st edition). Chengdu: Chengdu Times Press, 

2010. 

Main Reference Books: 1. (Uruguay) Danny Al Ali Hong (Daniel Arijon). Film language 

grammar (first edition). Beijing: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2. Bennett.JG new 

media design basis (1st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st 

edition (January 1, 2012). 3. Terminator Lero. Storyboarding (1st edition). Beijing: China Youth 

Publishing House, 2006. 4. Jeremy temperature Nield, Jose Cruz. Film camera entry (1st edition). 

World Book Publishing House, May 1, 2011. 

 



6.课程名称： 设计心理学  

课程代码： 071B42  

总学时： 45     学分： 3     讲课课时: 45     实验课时: 0      上机课时: 0      

考核方式： 考查       

成绩评定比例： 考勤(10%)+平时作业(30%)+期末考核(60%)  

课程简介： 本课主要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心理角度来探讨设计的目标定位和设计实现问题，

并讨论设计师的设计创造行为心理过程,是设计学科的重要基础理论课程,是构成工业设计专

业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本专业的学生在设计实践中正确运用

设计心理学知识,处理好设计方法技巧与市场消费心理目标实现的相互关系，准确地实现项

目的定位和设计。  

先修课程： 设计程序与方法  

适用专业： 工业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产品包装设计  

教材： 戴力农. 设计心理学．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4  

主要参考书： 1. 柳沙．设计心理学（第 1版）．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2. [美]

唐纳德诺曼. 设计心理学. 北京：中信出版社出版，2010． 3. 李彬彬. 设计心理学．北京：中

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Course Name: Design Psychology  

Course Code: 071B42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theoryHour: 45  experimentHour: 0  exerciseHour: 0  

Way of Assessment: 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Attendance(10%)+After-class Assignment(30%)+Final 

Assessment(60%)  

Course Description: 

The main lesson from the psychological point of view of consumer behavior to explore the design 

of consumer targeting and design implementation issues, and discuss the behavior of the designer t

o create a mental process.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curriculum design disciplines. Is the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dustrial design expertise system. Through this course students can make th

e professional design practice in the cor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e of psychological knowle

dge to handle design techniques and market design approach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consumer 

psychology, accurate positioning and design of the project realization.  

Pre-Course: Design program and methods  

Applicable Major: Industrial Design、Environmental art design、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Leading Teachers: Wang ziqiang  

Teaching materials: 戴力农. 设计心理学．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4  

Main Reference Books: 1. 柳沙．设计心理学（第 1版）．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2. 

[美]唐纳德.诺曼. 设计心理学. 北京：中信出版社出版，2010． 3. 李彬彬. 设计心理学．北

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7.课程名称: 非线性编辑软件应用 

课程代码: 071190 

适用层次（本/专科）: 本科 

总学时： 45     学分： 3     讲课课时: 20     实验课时: 0      上机课时: 25    

考核方式（考试/考查）: 考查 



成绩评定比例:  考勤(10%)+平时作业(30%)+期末考核(60%)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兼顾技术与艺术的课程，目的是使学生了解

和掌握视音频编辑的理论知识，掌握节目后期制作这一重要环节中的非线性编辑方式的技术

原理、艺术原则及实际操作的方法与技巧，并能够利用 Premiere软件制作各种电视节目。 

先修课程: 电视摄制、平面软件应用 

适用专业: 摄影、广告等 

教材: 滕芳，龚玉清,Premiere视频编辑教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主要参考书: 1.Adobe公司，Adobe Premiere Pro CS5经典教程，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2.

尹敬齐，Premiere Pro CS5影视制作项目教程，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3.王成志等，

Premiere Pro CS5视频编辑剪辑实战从入门到精通，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4.任旭，

黄文卿，中文 Premiere Pro CS5影视动画非线性编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2． 

 

Course Name: Nonlinear Editing Software Application 

Course Code: 071190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TheoryHour: 20  ExperimentHour:0   ExerciseHour: 

25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Attendance(10%)+After-class Assignment(30%)+Final 

Assessment(60%)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a professional required course of professional photography or 

advertising professional. It is a curriculum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both of 

the technology and the art.The purpose of the course is to make students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video and audio editing. Nonlinear editing mode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artistic principle and actual operation. Using Premiere software students should have the 

capable of producing a variety of television the program. 

Pre-Course: Television Production、Plane software application 

Applicable Major: Photography、Advertising 

Teaching Material:  

Fang Teng,Yu Qing Gong．Premiere Video Editing Tutorial．shanghai：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2013. 

Main Reference Books:  

1. Adobe Company.The Classic Tutorial of Adobe Premiere Pro CS5.Beijing:The People’s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Press,2013.2. Jing Qi Yin. Premiere Pro CS5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Project Tutorial. Beijing:Machinery Industry Press,2013.3. Cheng Zhi Wang etc.. 

Premiere Pro CS5 Video Edit Clips Combat from Entry to the Master.Beijing:The People’s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Press,2011.4. Xu Ren,Wen Qing Huang.Chinese Premiere Pro CS5 

Nonlinear Edition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Animation.Beijing:Ocean Press,2012. 

 

8.课程名称： 字体设计  

课程代码： 071A36  

总学时： 30      学分： 2      讲课课时: 30     实验课时: 0      上机课时: 0    

考核方式： 考查       

成绩评定比例： 考勤(5%)+平时作业(25%)+期末考核(70%)  



课程简介： 文字设计也是屏幕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根据文字在页面中的不同用途，运

用系统软件提供的基本字体字型，用图像处理和其他艺术字加工手段，对文字进行艺术处理

和编排，以达到协调页面效果，更有效地传播信息的目的。在计算机普及的现代设计领域，

文字的设计的工作很大一部分由计算机代替人脑完成了（很多平面设计软件中都有制作艺术

汉字的引导，以及提供了数十上百种的现成字体）。但设计作品所面对的观众始终是人脑而

不是电脑，因而，在一些需要涉及人的思维的方面电脑是始终不可替代人脑来完成的，例如

创意、审美之类。  

先修课程： 设计素描、素描、色彩  

适用专业： 视觉传达设计、广告设计  

教材： 《字体设计》. 孙东阳 (作者), 周婧 (作者), 龚雯莉 (作者),.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社  

主要参考书： 《字体设计的规则与艺术》 程 (Karen Cheng) (作者), 张安宇 (译者)  人民

电邮出版社 2014 年 《自由"字"在:字体设计与创意》黄国松著人民电邮出版社 2015年 《西

文字体:字体的背景知识和使用方法》小林章 (作者), 刘庆 (译者) 中信出版社 1991年  

 

Course Name: Font design  

Course Code: 071A36  

Total Credit hours: 30  credits: 2  theoryHour: 30  experimentHour: 0  exerciseHour: 0  

Way of Assessment: 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Attendance(5%)+After-class Assignment(25%)+Final 

Assessment(70%)  

Course Description: Character design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screen design.It i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uses of the text in the page,Using the basic font font provided by the system 

software,Using image processing and other arts and crafts,The art of writing and editing of the 

text,To achieve a coordinated page effect,The purpose of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more 

effectively.In the field of modern design for computer popularization,A large part of the design of 

text is done by computer instead of human brain.(many graphic design softwares are guided by the 

production of artistic Chinese characters.And dozens of hundreds of existing fonts.But the 

audience that the design works is always the human brain, not the computer.Thus,Computers can 

never be replaced by human brain in terms of people's thinking.For example, creativity, aesthetics, 

and so on.  

Pre-Course: Pattern,Form the basis  

Applicable Major: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Advertising design  

Teaching materials: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sign of the font" Yu Bingnan   ”Font design”. Sun 

Dongyang (author), Zhou Jing (author), Gong Wenli (author). China Youth Press, publishing 

house.  

Main Reference Books: "Rule and art of font design" (Karen Cheng) (author), Zhang Anyu, 

people's e-mail publishing house, 2014. "Free word" in: font design and creativity. Huang 

Guosong, people's e-mail publishing house, 2015. Western Script: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usage of typefaces. Xiaolin Zhang (author), Liu Qing, CITIC publishing house, 1991.  

 

9.课程名称: 平面设计软件（二） 

课程代码: 071891 

适用层次（本/专科）: 本科 



总学时: 45  学分:3 讲课课时: 20  实验课时:   上机课时: 25   

考核方式（考试/考查）: 考查 

成绩评定比例:  考勤(10%)+平时作业(40%)+期末考核(50%) 

课程简介: 平面设计软件是艺术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本课程讲解平面设计软件 Illustrator

的基本使用方法。主要学习内容是图像编辑与绘制。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综合使用

上述计算机软件进行基本的平面设计工作的能力，包括软件操作的良好习惯等。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满足相关学科和专业对艺术类学生电脑软件水平的要求，使其适应当今社会对设计专

业人才的需要。 

先修课程:  

适用专业: 艺术类本科(包括会展、广告、服装与服饰设计、多媒体、摄影等) 

教材: adobe公司, Adobe Illustrator CS6中文版经典教程（彩色版 附 DVD-ROM光盘 1张）.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7 

主要参考书: 1．李金蓉，中文版 Illustrator CS6 高手成长之路（附 DVD-ROM光盘 1张），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1 2．李金明、李金蓉，中文版 Illustrator CS6完全自学教程，人民

邮电出版社，2017.2 3．李金蓉，平面设计与制作：突破平面 Illustrator CS6 设计与制作深度

剖析（附 DVD-ROM 光盘 1张），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5 4．[美] 斯得渥，The Adobe Illustrator 

CS6/CC WOW! Book，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6 5．张丕军，杨顺花，张婉，中文版 Illustrator 

CS6平面设计全实例，中国海洋出版社，2013.9 

 

Description: 

Course Name: Graphic Design Software （2） 

Course Code: 071891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TheoryHour: 20 ExperimentHour:   ExerciseHour:25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Attendance(10%)+After-class Assignment(40%)+Final 

Assessment(50%) 

Course Description: “An Introduction: Illustrator” i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for art majors. The 

course is an introduction of Illustrator. Student will learn image editing and drawing which is the 

key of the course. The teaching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foster the Graphic design CAD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s of art majors, especially their good habits to use computer software. Through 

the learning of this basic course, undergraduates of art majors will cope with the demands of 

related disciplines and majors for computer operating skill, better serving the social requirements 

for design professionals.  

Pre-Course: Computer Application Basis 

Applicable Major: Undergraduates of Art Majors（including Conference and Space Design, 

Advertising, Fashion & Accessory Design, Multimedia Design, Photograph etc.） 

Teaching Material: adobe公司, Adobe Illustrator CS6中文版经典教程（彩色版 附 DVD-ROM

光盘 1张）.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7 

Main Reference Books: 1．李金蓉，中文版 Illustrator CS6 高手成长之路（附 DVD-ROM光

盘 1张），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1 2．李金明、李金蓉，中文版 Illustrator CS6 完全自学教

程，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2 3．李金蓉，平面设计与制作：突破平面 Illustrator CS6 设计与

制作深度剖析（附 DVD-ROM光盘 1张），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5 4．[美] 斯得渥，The Adobe 

Illustrator CS6/CC WOW! Book，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6 5．张丕军，杨顺花，张婉，中文



版 Illustrator CS6 平面设计全实例，中国海洋出版社，2013.9 

 

10.课程名称: 数字艺术设计（二） 

课程代码: 071C25 

适用层次（本/专科）: 本科 

总学时: 45  学分: 3 讲课课时: 20  实验课时: 0  上机课时: 25   

考核方式（考试/考查）: 考查 

成绩评定比例:  平时作业(40%)+期末考核(60%)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我校艺术类本科二年级学生第二学期开设的一门必修课。影视广告制

作包含了影视技术与影视广告创作两部分，使用《数字影像制作基础》教材以及配套的课件、

光盘和网络等辅助教材。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掌握以及运用影像技术，使得学生系

统了解基本的成像原理与技术标准，熟悉摄像机的结构、功能、以及主要附件、掌握基本的

功能与操作方法，使学生在掌握基础理论的基础上能够进行适应商业需求的专业创作。 

先修课程:艺术设计概论 

适用专业: 数字媒体艺术等 

教材:《数字影像制作基础》刘进等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2 

主要参考书: 【1】．《DV 影像创作宝典:从技术到艺术 》 张燕翔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影

像的采集与编辑创作》 熊立钧等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3】．《影视创作方法通论》 李晓

峰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4】．《影像艺术创作解析 》董介人 著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5】．《影

像叙事》刘婷等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Description: 

Course Name: Digital Image Technology Base 

Course Code: 071C25 

Applicable Level (Undergraduates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Total Credit Hours: 45  credits: 3  TheoryHour: 20  ExperimentHour: 0  ExerciseHour: 

25  

Way of Assessment (Examination/Test): 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After-class Assignment(40%)+Final Assessment(60%)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is the required course for sophomore of arts which is opened in the 

second term. Production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dvertisements has two parts: film and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advertisement creating, using the textbook Basic Digital 

Photographing Technology and matched courseware, optical disk and internet and some other 

teaching materials. This course aimed to cultivate students’ master and application of image 

technology, mak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imaging theory and technology standards. 

Students will be familiar with the constitution, function and some main attachments of video 

camera, have a great mastery of basic function and operation methods so that students will adjust 

to the profession creating for the business demand under the base of mastering this basic theory. 

Pre-Course: Basic Ad. Photographing, Introduction of Photographing Arts 

Applicable Major: Undergraduates Majored Art (Art design, Digital Media Art, Advertising, 

Multi-media Design) 

Teaching Material: Liu Jin et al. "Digital video production base" China film press, 2012 

Main Reference Books: [1]. "DV image creation collection: from technology to art" Zhang 

Yanxia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2]. "The image collection and editing of creation" by Xiong 



Lijun Southwester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3]. "The digital imaging technology" Chen Lin 

Higher Education Press[4]. "Professional digital video tutorial" Liu Kuanxin people's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Press[5]. "Video art creation analysis" Dong Jieren Fuj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1.课程名称： 市场调研与设计方法  

课程代码： 071887  

总学时： 48      学分： 3      讲课课时: 48      实验课时: 0      上机课时: 0       

考核方式： 考查       

成绩评定比例： 平时作业(40%)+期末考核(60%)  

课程简介： 通过课程掌握市场调研过程中的数据采集、调研分析、由市场调研到设计洞察

的能力，旨在培养学生对市场调研与设计方法的掌握和运用，通过实践性调研和设计练习，

掌握市场调研的基本概念和流程，培养学生良好的调研和设计能力，具有追求创新的态度和

意识。  

先修课程： 无  

适用专业： 环境艺术设计  

教材： 戴力农．《设计调研》（第 2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主要参考书： [英] 尼尔·伦纳德（Neil Leonard）,[英] 加文·安布．《设计调研》．北京：中国

青年出版社，2013． 韩挺．《用户研究与体验设计》．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董

雅．《艺术设计专业学生作业点评：写生与专业调研》．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Course Name: Market Research and Design Method Creative Design Thinking  

Course Code: 071887  

Total Credit hours: 48  credits: 3  theoryHour: 48  experimentHour: 0  exerciseHour: 0   

Way of Assessment: 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After-class Assignment(40%)+Final Assessment(60%)  

Course Description: Master the ability of data collection, research analysis, and market research 

to design insight in the course of market research through courses. Through practical research and 

design exercises, master the basic concepts and processes of market research, cultivate students' 

good research and design capabilities, and have an attitude and awareness of pursuing innovation.  

Pre-Course: No  

Applicable Major: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Leading Teachers: Dai Yang  

Teaching materials: 戴力农．《设计调研》（第 2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Main Reference Books: 1. [英] 尼尔·伦纳德（Neil Leonard）,[英] 加文·安布．《设计调研》．北

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2. 韩挺．《用户研究与体验设计》．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2016． 3. 董雅．《艺术设计专业学生作业点评：写生与专业调研》．南京：江苏科学技

术出版社，2014．  

 

12.课程名称： 创意思维与设计实现  

课程代码： 071851  

总学时： 48      学分： 3      讲课课时: 48      实验课时: 0      上机课时: 0       

考核方式： 考查       

成绩评定比例： 考勤(10%)+课堂表现(30%)+期末考核(60%)  



课程简介： 创意思维与设计实现》课程属于艺术设计专业本科学生的一门重要课程，也是

产品、包装、环艺等设计专业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设计创作思维和设计创作的学科知识，通过

课程的展开，可以帮助学生开拓思维想想力，培养先进的设计概念，掌握多元化的设计表达

方法，了解和掌握设计创作中的联想和逆向思维方法，仿生和整合的设计手段，从而培养学

生思维想象和设计创作能力。本课程首先从创意认识、艺术设计、视觉形式等方面讲解了创

意设计的基础知识，接着分别从创意思维基本素质、思维与创意联想，创意整合、视觉表达

等方面对创意设计展开讲解，然后从主题创意的定位进行细致描述，最后以实际创意案例解

析创意设计的过程。  

先修课程： 设计概论  

适用专业：  

教材： 教材：1、崔勇／杜静芬.创意思维与艺术设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一版      

主要参考书： 胡雨霞.创意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 ［荷］田崴.思维设计——

造型艺术与思维创意。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一版   伍斌.设计思维与创意.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Course Name: Creative Thinking and Design Implementation  

Course Code: 071851  

Total Credit hours: 48  credits: 3  theoryHour: 48  experimentHour: 0  exerciseHour: 0   

Way of Assessment: 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Attendance(10%)+Class performance(30%)+Final 

Assessment(60%)  

Course Description:  

Pre-Course: Introduction to Design  

Applicable Major:  

Leading Teachers:  

Teaching materials:  

Main Reference Books:  

 

13.课程名称： 版式设计  

课程代码： 071A31  

总学时： 48      学分： 3      讲课课时: 24      实验课时: 0      上机课时: 24       

考核方式： 考查       

成绩评定比例： 考勤(30%)+期末考核(70%)  

课程简介： 版式设计是一门涉及面较广的综合性专业基础课，是设计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

之一，是视觉传达设计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教学目标是使学生学会把平面、多媒体设计乃至

空间设计版面上所需要的设计元素进行必要的编排组合，成为直观动人，简明易读，主次分

明，概念清楚的美的构成，使其在传达信息的同时，也传达设计者的艺术追求与文化理念，

从而给读者提供一个优美的阅读“空间”。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在有限的版面空间里，

将版面构成要素：文字字体、图片图形、线条线框和颜色色块等诸因素，根据特定内容的需

要进行排列组合，并运用造型要素及形式原理，把构思与计划以及视觉形式表达出来。培养

学生对视觉整体版面的控制能力以及对读者视觉流程的引导能力和信息的准确传达能力，并

在掌握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先修课程： 设计基础，造型基础，photoshop, Illustrator, indesign  

适用专业： 视觉传达  



教材： 版式设计与创意（作者：王斐，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年 07月）  

主要参考书： 跨平台的视觉设计：版式设计原理（作者:（日）佐佐木刚士，风日舍，田村

浩，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年 07月 ） 版式设计——日本平面设计师参考手册(版

式设计必读) （作者：(日) Designing 编辑部，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时间:2011 年 08 月 ） 

版式设计基础教程（作者：(日)南云治嘉，译者:武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时间：2010

年 8月）  

 

Course Name: Layout Design  

Course Code: 071A31  

Total Credit hours: 48  credits: 3  theoryHour: 24  experimentHour: 0  exerciseHour: 24   

Way of Assessment: 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Attendance(30%)+Final Assessment(70%)  

Course Description:  

Pre-Course: Design Basics, Formative Design Fundamentals, Photoshop, Illustrator, Indesign  

Applicable Major:  

Leading Teachers:  

Teaching materials:  

Main Reference Books:  

 

14.课程名称： 标志设计  

课程代码： 071866  

总学时： 48      学分： 3      讲课课时: 32      实验课时: 0      上机课时: 16       

考核方式： 考查       

成绩评定比例： 考勤(10%)+平时作业(30%)+期末考核(60%)  

课程简介：           标识设计是将环境与标识这两个领域进行结合的一个完整的概念，它不

是纯粹的对环境空间功能和形式，或对单纯的平面标识形态的独立的研究，而是在注重环境

功能的基础上，对特定环境中的标识系统科学的、系统的、整体的、多元的研究。是指在特

定的环境中能明确表示内容、性质、方向、原则及形象等功能的，主要以文字、图形、记号、

符号、形态等构成的视觉图像系统的设计；它是构成整个环境重要的组成部分，把环境功能

和形象工程融为一体，重在解决环境景观管理和梳理上的秩序，为公众所需的物质和精神提

供贴切的服务。  

先修课程： 字体设计、图形设计  

适用专业： 视觉传达设计  

教材：   《标志设计》周海清，安吉乡 等编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4年  

主要参考书： 1、VI设计.柯勤抒.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标志与 VI设计》宋志春，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3、《品牌圣经》（英）帕维特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1年  

 

Course Name: Logo Design  

Course Code: 071866  

Total Credit hours: 48  credits: 3  theoryHour: 32  experimentHour: 0  exerciseHour: 16   

Way of Assessment: 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Attendance(10%)+After-class Assignment(30%)+Final 

Assessment(60%)  

Course Description: Logo design is a combination of environment and identify the two field of a 



complete concept, it is not a pure space function and form, to the environment or for independent 

research, in the form of simple graphic identity but pay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fun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marking system in a specific environment science, systematic, holistic, diverse 

research. Refers to the specific environment that can be made it clear that the content, nature, 

direction, principle and image, and other functions, mainly in text, graphics, symbols, symbols, 

forms, such as the design of visual image system; It is a important part of the whole environment, 

the environment function and image project, focused on solving environmental landscape 

management and combing on the order, for the public to the material and spirit to provide 

appropriate services.  

Pre-Course: font design,graphic design  

 

15.课程名称： 多媒体设计  

课程代码： 070571  

总学时： 48      学分： 3      讲课课时: 20      实验课时:       上机课时: 28       

考核方式： 考查       

成绩评定比例： 考勤(20%)+平时作业(20%)+期末考核(60%)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我校艺术类本科学生第开设的一门必修课。培养学生对多媒体影像

的独立创作能力。培养学生观察和思考，能把视频的技术和对媒体影像结合、解决问题的意

识。掌握多媒体基础理论与方法，具备数字媒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艺

术修养。 培养学生从纷繁复杂的影响中提取所需的意识形态，抽象能力，利用多媒体的多

元化素质，来进一步提高创造的能力  

先修课程： 非线性编辑基础、摄影基础  

适用专业：  

教材： Bennett.J.G.新媒体设计基础（第 1版）．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第 1版 (2012

年 1月 1日)  

主要参考书：  1.     特米勒罗.分镜头脚本设计（第 1 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 2.     杰里米·温尼尔德，何塞·克鲁兹. 电影镜头入门(第 1版). 世界图书出版社，2011

年 5 月 1 日． 3.      (韩国)金钟琪 (韩国)王斗斗. 多媒体设计基础（第一版）．北京：上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Course Name: Multimedia Design  

Course Code: 070571  

Total Credit hours: 48  credits: 3  theoryHour: 20  experimentHour:   exerciseHour: 28   

Way of Assessment: 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Attendance(20%)+After-class Assignment(20%)+Final 

Assessment(60%)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the arts students of our 

school.Cultivate students' independent creative ability to multimedia images.Training students to 

observe and think, can combine the technology of video with the media image and solve the 

problem.To master the basic theory and methods of multimedia, have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digital media, and cultivate students with certain artistic cultivation.Training students 

to extract the necessary ideology, abstract ability, and use multimedia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creation.  

Pre-Course: Nonlinear editing software；Photography  



Applicable Major: 数字媒体艺术  

Teaching materials: Bennett.J.G, new media design foundation (1st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art publishing house;First edition & # 40;January 1, 2012 & 41;  

Main Reference Books: 1., le,, Beijing: Chinese youth press, 2006.2. Jeremy wennierde, Jose 

Cruz.40.1st edition & # 41;World book publishing house, 2011 may & # 40;Korea & # 41;Jin 

Zhongqi & # 40;Korea & # 41;Wang Doudou. Multimedia design foundation (first edition). 

Beijing: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ress, 2010..  

 

16.课程名称： 包装设计  

课程代码： 071219  

总学时： 48      学分： 3      讲课课时: 48      实验课时:       上机课时:        

考核方式： 考查       

成绩评定比例： 考勤(10%)+平时作业(10%)+阶段考核(20%)+期末考核(60%)  

课程简介： 包装设计作为一门学科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在此门专业基础课程中要

求结合教学内容,引导学生研究包装设计的三大功能，即保护功能、便利功能、销售功能等

方面的问题,学习重点是掌握和运用包装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基本要素:文字、色彩、图形、

形态等,教学内容要注重对学生创新设计能力的培养。  

先修课程： 素描、色彩、构成、立体设计软件等  

适用专业： 艺术设计(含视觉传达设计)  

教材： 魏洁. 包装设计基础著.[M].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魏洁. 包装设计基础

著.[M].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主要参考书： 金旭东, 欧阳慧等. 中国高等院校”十二五”精品课程规划教材系列——包装设

计 .[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 夏志良, 叶振合. 包装设计（全国高等院校艺术设计

专业规划教材）.[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2 刘春雷. 包装造型创意设计.[M]. 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12 张小艺．绝对包装：创意设计教程.[M].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2006  

 

Course Name: Package Design  

Course Code: 071219  

Total Credit hours: 48  credits: 3  theoryHour: 48  experimentHour:   exerciseHour:    

Way of Assessment: 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Attendance(10%)+After-class Assignment(10%)+Stage 

Assessment(20%)+Final Assessment(60%)  

Course Description: Packaging design as a clear research object and scope of the study, it 

discipline requires teaching to guide students study three major functions of packaging design, 

namely the protection function, convenience features, the sales function of the problem learning. 

The course focus on master and apply basic elements: packaging desig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text, colors, graphics, morphology, design capabilities teaching content to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ve.  

Pre-Course: Sketch, Color, Composition,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etc  

Applicable Major: Undergraduates of Arts and Design (Including Visual CommunicationDesign)  

Teaching materials: Weijie. Basic packaging design [M].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2006  

Main Reference Books: 金旭东, 欧阳慧等. 中国高等院校”十二五”精品课程规划教材系列

——包装设计.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 2.夏志良, 叶振合. 包装设计（全国高等院



校艺术设计专业规划教材）.[M].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2 3.刘春雷. 包装造型创意设

计.[M]. 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12 4.张小艺．绝对包装：创意设计教程.[M]. 南昌: 江西

美术出版社, 2006  

 

 

17.课程名称： 交互设计  

课程代码： 071C40  

总学时： 48      学分： 3      讲课课时: 24      实验课时: 0      上机课时: 24       

考核方式： 考查       

成绩评定比例： 考勤(5%)+平时作业(25%)+课堂表现(10%)+期末考核(60%)  

课程简介： 数字媒体专业的专业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具备掌握应用计算机

基本理论和运用能力，掌握数字媒体设计相关技术，完成分析、处理信息数据的能力，具备

一定专业外语阅读及写作能力。1. 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讲授交互

设计学科理论的同时，系统的介绍交互设计的原理、原则、流程工具和方法，将对学生对交

互设计实践经验起到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2. 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欣赏国内外优秀作品，

提高学生的审美和创造能力。  

先修课程： UI设计、信息设计  

适用专业： 数字媒体专业  

教材： Massimo Banzi [美], 于欣龙, 郭浩译. 爱上 arduino[M].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  

主要参考书：  [1] [美] Alan Cooper，[美] Robert Reimann，[美] Dacid Cronin 著 .About 

Face3——交互设计精髓 [M].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 [2] Moggridge, Bill. Designing 

Interactions. MIT Press (MA). 2006 [3] [美] Susan Weinschenk 著；徐佳，马迪，余盈亿 译. 设

计师要懂心理学.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   

 

Course Name: Interactive Design  

Course Code: 071C40  

Total Credit hours: 48  credits: 3  theoryHour: 24  experimentHour: 0  exerciseHour: 24   

Way of Assessment: 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Attendance(5%)+After-class Assignment(25%)+Class 

performance(10%)+Final Assessment(60%)  

Course Description:  

Pre-Course: UI设计、信息设计  

Applicable Major:  

Leading Teachers:  

Teaching materials:  

Main Reference Books:  

 

18.课程名称： 空间导视设计  

课程代码： 071865  

总学时： 48      学分： 3      讲课课时: 32      实验课时: 0      上机课时: 16       

考核方式： 考查       

成绩评定比例： 考勤(5%)+平时作业(25%)+期末考核(70%)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研究平面设计在空间中的应用范畴、同时针对设计目标、设计程序

法则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网平面设计在空间内使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以后踏入工作岗位，



从事设计空间设计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先修课程： 平面设计软件、标志设计、字体设计  

适用专业： 视觉传达设计、广告设计  

教材： 王绍强 《平面与空间》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2 戴云亭 《高校应用设计专业重

点课程教材空间与材质 材料空间展示》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主要参考书： 1  王凯  信息可视化设计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2  杜丙旭 从平

面到空间  室内跨界设计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3  陈立民 全国高等院校环境艺

术专业规划教材 城市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计 与空间的交流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4  安德烈亚斯 于贝勒 导向系统设计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Course Name: Advertising Design Space  

Course Code: 071865  

Total Credit hours: 48  credits: 3  theoryHour: 32  experimentHour: 0  exerciseHour: 16   

Way of Assessment: 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Attendance(5%)+After-class Assignment(25%)+Final 

Assessment(70%)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the major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nd 

Advertisement Design,mainly for training the student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graphic 

design and the design ability. The main contents include the design objectives, design program 

rules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network graphic design in spac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future work and space design.  

Pre-Course: Graphic Design Software,logo Design,Font Design  

Applicable Major:  

Teaching materials: 王绍强 《平面与空间》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2 戴云亭 《高校应用

设计专业重点课程教材空间与材质 材料空间展示》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Main Reference Books: 1  王凯  信息可视化设计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2  杜

丙旭 从平面到空间  室内跨界设计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3  陈立民 全国高等

院校环境艺术专业规划教材 城市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计 与空间的交流 重庆 西南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08 4  安德烈亚斯 于贝勒 导向系统设计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19.课程名称： 毕业设计（论文）  

课程代码： 070905  

总学时： 480      学分： 16      讲课课时: 0      实验课时: 0      上机课时: 0       

考核方式： 考查       

成绩评定比例： 平时作业(30%)+阶段考核(30%)+期末考核(40%)  

课程简介：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去分析和解决科研和设计实践中的

实际问题的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具备： 1、学生能够熟练运用本学科的基本

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分析和解决设计实际问题，进行专业设计创意构思。 2、学生能够独立

查阅中文及外文的专业文献资料，从事一定的外文资料翻译工作。 3、学生能熟练运用有关

计算机专业设计软件进行专业设计工作。 4、学生熟练掌握专业材料性能，了解制作工作流

程，按专业要求完成专业设计作品。 5、学生能按专业要求完成毕业论文一篇，并完成毕业

论文答辩和布展工作。  

先修课程： 完成全部课程  



适用专业： 艺术设计类各专业  

主讲教师：  

教材： 导师根据学生研究方向拟定。  

主要参考书： 导师根据学生研究方向拟定。  

 

Course Name: Graduation Design (Papers)  

Course Code: 070905  

Total Credit hours: 480  credits: 16  theoryHour: 0  experimentHour: 0  exerciseHour: 0   

Way of Assessment: Test   

Proportion of Result Evaluation: After-class Assignment(30%)+Stage Assessment(30%)+Final 

Assessment(40%)  

Course Description: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sign practice by applying basic theorie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can have: 1. Students can skillfully use the basic 

professional theories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of this subject to analyze and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design and design creative ideas. 2. Students can independently consult the 

professional document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and perform translation work for 

foreign languages. 3. Students can skillfully use the computer professional design software for 

professional design work. 4. Students are familiar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professional materials, 

understand the production workflow, and complete professional design works according to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s. 5. Students can complete the graduation thesis and complete the thesis 

defense and exhibition work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s.  

Pre-Course: All courses  

Applicable Major: Major in art design platform  

Leading Teachers:  

Teaching materials:  

Main Reference Books: 导师根据学生研究方向拟定。  

 

 

 

 

 

 

 

 

 

 

 

 

 

 

 

 



工 商 管 理 

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教学计划 

开设学校：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专业名称：工商管理    开设校区：松江校区 

1、培养目标    

通过工商管理本科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最新的工商管理理论和方法，为

培养既有专门的专业技术，又懂管理知识的综合性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2、学分要求：60 学分 

3、招生人数：30 人 

4、上课时间：松江校区：周一、周三晚，周五下午 

5、收费标准：本校 100元/学分； 外校 120元/学分 

6、教学计划：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备注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 管理学★ 2 30 2      模块一：经济、管

理、法律基础课程

模块 

2 统计学★ 3 45 3      

3 经济法★ 2 30 2      

4 微观经济学★ 3 45 3      

5 宏观经济学★ 3 45  3     

6 人力资源管理★ 2 30    2   模块二：管理职能

核心课程模块 7 会计学★ 2 30  2     

8 战略管理★ 2 30   2    

9 财务管理★ 3 45   3    

10 管理信息系统★ 2 30     2  

11 生产运营管理★ 3 45    3   

12 市场营销学★ 2 30    2   

13 创业学★ 2 30    2   

14 公司治理★ 2 30  2     

15 组织行为学★ 3 45     3  

16 质量管理 3 45    3   模块三：产运销经

营拓展课程模块 17 技术经济学 2 30  2     

18 物流学概论 2 30   2    

19 网络营销 2 30   2    

20 公共关系学 3 45     3  

21 东方管理概论（一） 2 30  2     模块四：特色课程

模块 22 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 2 30   2    



23 毕业论文 8 8周      8 模块五：毕业论文 

合  计 60 
780+8

周 
10 11 11 12 8 8 

 

注：带“★”的课程为修读辅修专业证书必修课程 

 

课程名称：管理学 / Management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作为管理类学科基础课程，管理学原理课程内容注重管理学基础知识，基本原理

体系的学习和掌握。课程基本内容关注两方面知识的教学：管理发展的历史演变；组织管理

的基本原理。伴随近年来国内外企业管理发展实际，逐步增加和充实有关 20世纪 90年代之

后管理方面的教学内容。为实现上述目标，课程教学中以周三多教授主持编写的《管理学》

为基本教材，同时向学生提供大量扩充性、相关性学习资源。包括管理学名著、相关学科名

著、学术论文，管理理论前沿，中外企业案例，中外商务、企业网站资源。这些教学和辅助

手段，拓宽了学生知识面，牢固了基础知识的掌握，加深了学生对管理原理的认识和领悟。 

先修课程：无 

适用专业：管理类相关专业 

教   材：周三多等编著.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五版)》[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主要参考书： 

1. 杨文士编著. 《管理原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 斯蒂芬·P·罗宾斯, 玛丽·库尔特著. 《管理学（第十一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2. 

3. 芮明杰编著. 《管理学--现代的观点（第三版）》[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3. 

 

课程名称：统计学/Statictics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 《统计学》是我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同时也是教育部规定的

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课程主要研究数据进行收集、分析、解释、演示和组织，

其不仅包含数据的概括分析，还包括实验设计和利用样本数据去推断总体数量特征，甚至对

研究对象未来进行预测。主要内容包括：数据收集与整理、统计表和统计图、数据描述性分

析、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方差分析、相关于回归分析、多元统计分析、时间序列分析、指

数、数据挖掘等。此外，课程还包含了大量的 SPSS和 EXCEL案例。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具备基本的统计思想，培养对统计的兴趣，全面掌握本课程的统计方法并应用这些方

法去分析和解决经济管理中实际问题，熟练掌握和运用财务数据的处理方法,具有初步的科

学研究能力和较强的继续学习的能力。同时熟练掌握 Excel 和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的操

作，为今后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概率与数论统计 

适用专业：经管类各专业 

教材：管于华．统计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主要参考书： 

1. 贾俊平等，《统计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 袁卫等，《统计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 孙允午等，《统计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4. Hogg R V, Tanis E A，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Prentice Hall，2001 

 

课程名称：经济法/ Economical Law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经济法》是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课程，讲授本

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现代企业运行的基础法律知识，深入了解我国颁布的各项法律、法

规，使学生既能掌握一定的经济法知识，又能在工作中运用有关法律解决一定的实际问题。

课程主要涉及公司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济纠

纷解决等知识。  

先修课程：法律基础 

适用专业：管理类所有专业 

教   材：梁鑫.经济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主要参考书： 

1、吕景胜.经济法实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杨紫煊.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寇娅雯.经济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4、张学森.经济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课程名称：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微观经济学是教育部规定的财经类专业核心基础课程之一，它是研究构成整个经

济制度的各个经济决策单位的经济行为，研究这些单个单元如何做出决策以及影响这些决策

的因素。其主要内容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和成本理论、市场结构与厂

商均衡、寡头市场与博弈、生产要素定价理论、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在了解、认识和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培养和提

高学生运用所学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来分析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政治经济学、高等数学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教材：尹伯成.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第七版)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主要参考书： 

1.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微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 [美]N·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 (第七版) (微观经济学分册) [M].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1  

3. 尹伯成.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学习与教学手册[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 

 



课程名称：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经济学，它通过对国民经济总量相互关系的研究，揭示宏

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宏观经济变化规律以及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宏观

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两大部分，这是由其学科性质和研究

对象决定的。理论部分主要包括国民收入核算理论，收入支出分析理论、IS-LM 模型理论，

总供求分析理论、通货膨胀与就业理论等。宏观经济政策部分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主要

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政策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在分析政府的经

济政策时，重点放在企业如何预期和适应政府政策变化以及政府政策变化对企业经营环境的

影响等方面。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类专业 

教材：尹伯成．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第八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主要参考书： 

1.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 袁志刚、樊潇彦．宏观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 曼昆．宏观经济学（第七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 Olivier Blanchard. Macroeconomics, 5
th

 edi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3. 

 

课程名称：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se Management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企业管理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主要介绍围绕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如

何吸引、保留、激励和开发员工，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员工潜能的过程。课程内

容包括人力资源规划、工作分析、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员工关

系管理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掌握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所应具备的人员供求预测、

职位与任职资格设计、员工甄选与录用、培训与开发、绩效与薪酬管理、协调劳工关系等技

能，并提升其解决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际面临的新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管理学 

适用专业：管理类相关专业 

教材：董克用,《人力资源管理概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主要参考书： 

1.雷蒙德.A.诺伊等,《人力资源管理：获得竞争优势》（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加里·德斯勒,《人力资源管理》（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胡君辰等,《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第三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课程名称：会计学/Accounting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会计学是研究如何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综合核算与监督的一门学科。它阐明会计

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操作技能。根据企业会计核算与监督的特点，对企业的资本、

货币性资产、非货币性资产、流动负债、长期负债、成本与费用、收入、税金和利润的帐务

处理，以及会计报表的结构、编制与分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先修课程：经济学、微积分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类本科各专业 

教材：刘希麟、姚芊《基础会计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 

主要参考书： 

1. 李占国.基础会计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2. 葛家树.会计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 李海波.会计学原理，上海：立信出版社出版，2012  

 

课程名称：战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本课程为工商管理专业的专业课课程，企业战略管理课程主要是分析和了解战略

管理过程，企业使命、企业目标、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战略之间的关系，分析企业内外部

环境分析与研究的基本方法，分析企业总体战略、竞争战略的制定和选择方法，分析企业战

略的实施与控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从企业总体发展的角度，面对复杂多变的

环境制定使企业长期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提高学生在处理企业战略管理问题时的综合分析问

题和决策能力，注重学生理论学习和实践思维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掌握战略规划和战略管理

基本问题的处理能力。 

先修课程：管理学 

适用专业：管理类相关专业 

教材：王玉，企业战路管理教程（第三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主要参考书： 

1.杨文士编著《管理原理》[M]．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斯蒂芬·P·罗宾斯  玛丽·库尔特著 《管理学（第十一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6月 

3.芮明杰编著《管理学—现代的观点（第三版）》[M]．上海 格致出版社，2013年 11月 

 

课程名称：财务管理/Financial Manegement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财务管理学是应用性的经济管理学科，它阐明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本课程以企业资金运动为中心内容，以资金的筹集、投放、耗费、收入和分配为框架，阐述

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管理原则、管理制度等理论问题以及预测、计划、控制、分析等业务

方法。 

先修课程：《会计学》 

适用专业：管理专业 

教材：陈玉菁．财务管理（第 3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主要参考书： 

1．刘力．公司财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李心愉．公司金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 

4、Brealey, myers&Allens．Principles of Corporate Finance(10'e)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5、Scott  Besley 等．Essentials of managerial finance (14'e)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Stephen A．Ross．Fundamentals of Corporate Finance(10e)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课程名称：管理信息系统/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管理信息系统》作为校经管类基础平台课，面向全校经管类所有专业学生开设，

讲授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关键应用、信息系统的建设和管理等四个主要方面的内容。

本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对管理信息系统领域的全面认识，特别是从管理角度的认识，包括

应用信息系统解决各种组织的管理问题和管理各类信息系统的建设以及运营。总之，本课程

回答信息系统与管理和组织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用信息技术解决管理的问题。 

先修课程: 计算机信息技术，管理学 

适用专业: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 

参考教材：（美国）肯尼斯·劳东（Kenneth C.Laudon） （美国）简·劳东（Jane P.Laudon） 

译者：劳帼龄.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管理信息系统(第 13版·全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 1

版 (2016年 1月 1日) 

主要参考书： 

[1] 汪泓. 信息系统理论与实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2] 吴忠，夏志杰.管理信息系统理论与应用[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 薛华成.管理信息系统（第 6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4] 黄梯云.管理信息系统（第 4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5] 李一军.管理信息系统案例集[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6] 黄梯云.管理信息系统习题集[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课程名称：生产运营管理/ Production Operation Managemen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生产运营管理》是工商管理和工业工程等专业的主干专业课程，是一门实践性、

应用性很强的课程，重点学习现代企业基本的生产运作战略、生产管理方法和运作技术。通

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充分掌握生产与运作管理的基础知识和相关理论、方法，并从社会

组织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分析、设计、优化生产运作管理体系，使学生熟悉制造业生产体

系的运行及维护过程。此外，本课程结合案例讨论使学生熟练掌握课程规定的内容，帮助学

生树立系统管理观念和思想，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本课程的主要授课内容包括：生产

与运作管理的基本概念、生产与运作战略、新产品开发管理、生产系统选址与布局设置、工

作设计与劳动组织、流水线的设计与应用、生产计划、项目管理、MRP/MRPII/ERP、供应

链与采购管理、JIT 生产与现场管理等内容。 

先修课程: 政治经济学、高等数学、数理统计和概率论、管理学 

适用专业: 经管类相关专业 

参考教材：陈心德，吴忠编著．生产运营管理（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8月 

主要参考书： 

1. 刘丽文.生产与运作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2. 季建华.运营管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  

3. 陈心德.现代生产管理学[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  

4. 蒋善贵.生产与运营管理[M].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5. 韩之俊.生产与运营管理咨询[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6.龚国华,王国才.生产与运营管理—制造业与服务业（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 2003 

 

课程名称：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市场营销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主要介绍现代市场环境下，以消费者需求

为中心的企业市场营销活动过程及其规律性。主要内容包括分析营销环境、识别市场需求，

市场购买行为分析、营销调研与预测技术、营销战略分析与定位以及品牌、渠道、促销、广

告、公关等营销策略设计。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并掌握市场营销管理的过程、

规律和方法，培养运用营销理论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市场定位以及营销策略设计并解决现实

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 管理学 

适用专业: 经管类相关专业 

参考教材：王方华、顾锋. 市场营销学.第三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主要参考书： 

1、菲利普·科特勒.市场营销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保罗·海格. 市场调研计划、方法与评估. 中国标准出版社.2011 

3、保尔·保斯特曼. 21世纪的营销. 中国标准出版社.2012 

 

课程名称：创业学/ Entrepreneurship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创业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主要包括创业的机会识别、商业模式和创业计

划制定、创业团队、创业融资、创业初期的管理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提高对创业

和创业管理的认识，增强创业和创业管理的能力，为今后进行创业和创业管理提供指导。同

时，即使自己不创业，也可运用自己所学的创业管理理论与实务，为其他创业者提供帮助、

支持他人创业，为其他创业者进行管理。 

先修课程:无 

适用专业:管理类相关专业 

参考教材：张玉利等编著，《创业管理》（第四版）[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主要参考书： 

1. 朱恒源和余佳著，《创业八讲》[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2. 杨文士编著，《管理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 芮明杰编著，《管理学—现代的观点（第三版）》[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 

4. 陈晓红等编著，《论中小企业融资与管理》[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课程名称：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公司治理》课程基于当前新经济背景，系统讲述公司治理的相关基础理论、框

架体系及运作机制，同时介绍和剖析历史和当下诸多典型的公司治理案例。主要内容包括公

司治理的基础理论、发展历程、内外部治理的主要内容、形式和运行机制，新兴治理的主要

特征和内涵，以及转轨经济背景下公司治理模式的趋势和评价体系。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能够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公司治理的发展历程、主要内涵和运行机制，熟悉公司治理的

基本原则和典型模式，能够利用相关知识对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现状、利弊进行分析并初步



形成相应对策，为学生未来进入相关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实务奠定基础。 

先修课程: 无 

适用专业: 管理类相关专业 

参考教材：李维安. 公司治理学（第三版）[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主要参考书： 

1 刘彦文，张晓红. 公司治理[M].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2 吴炯. 公司治理[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 

3 罗伯特·A.G.蒙克斯，尼尔·米诺. 公司治理（第五版）[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4 戴维·拉克尔，布莱恩·泰安. 公司治理：组织视角（第 2 版）[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课程名称：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程之一，主要介绍组织中成员的行

为规律，分析个体、群体、组织及外部环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行为。内容包括组织行为学的

发展阶段与研究方法；管理心理学；个体行为分析与管理；群体行为分析与关系；激励理论

及应用；领导行为分析与管理；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变革和组织发展与管理等内容。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并掌握个体、群体和组织三个层次上组织中的行为及

其相互作用的基本理论，增强对组织活动中各种行为的分析与预测能力。  

先修课程: 管理学 

适用专业: 管理类相关专业 

参考教材：邱羚、秦迎林. 组织行为学（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主要参考书： 

1. 罗宾斯. 组织行为学》第十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 陈国海. 组织行为学（第 4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3. （美）格林伯格，（美）巴伦. 组织行为学（第 9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1  

加）麦克沙恩，（美）格里诺. 组织行为学(第 5版）[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课程名称：质量管理/ Quality Management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面向工商管理专业和工业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该通过对本课

程的学习，学生将熟悉掌握质量管理的理念、方法和工具，能够系统应用所学内容针对实际

情况来识别、分析、改善、控制质量问题，具备从事质量管理工作的能力。本课程注重方法

和工具的介绍，包括统计过程控制（SPC）、质量功能展开（QFD）、抽样检验、正交试验

等，通过课堂讲授与案例结合的方式，使学生掌握分析、解决质量管理实际问题能力，了解

质量管理的相关的知识内容，同时使学生得到一定实践的训练。 

先修课程: 管理学 

适用专业: 管理类相关专业 

参考教材：尤建新.质量管理学（第二版）[M].科学出版社，2008. 

主要参考书： 

1. 马林，何桢. 六西格玛管理（第二版）[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约瑟夫·M·朱兰,约瑟夫·A·德费欧. 朱兰质量手册[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 菲利浦·克劳士比.质量免费[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 

 

课程名称：技术经济学/ Engineering Economic Analysis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技术经济学是一门应用理论经济学基本原理，研究技术领域经济问题和经济规律，

研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是研究技术领域内资源的最佳配置，寻找

技术与经济的最佳结合以求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主要内容包括：投资、成本、收入与利润；

资金的时间价值；项目经济评价指标与方法；不确定性分析与风险分析；项目的资金筹集；

项目可行性研究；项目财务评价；项目经济费用效益分析；项目费用效果分析；设备更新的

技术经济分析；价值工程；技术进步、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项目后评价等。通过对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从本质上认识和分析现实经济中所出现的实际问题和解决的途径与方法，为

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运筹学、经济学和会计学 

适用专业: 管理类相关专业 

参考教材：胡斌、杨坤、周敏: 工程经济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6. 

主要参考书： 

1. 吴添祖：技术经济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2.刘秋华: 技术经济学[M].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 

3. 刘晓君: 技术经济学[M].第三版.编著.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3. 

4. 马洪, 孙尚清: 技术经济学[M].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5. 国家计委: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M]. 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 

6. G.J.Thresen W.J.Fabrycby: Engineering Economy Prentice-Hall,Inc, 1999. 

 

课程名称：物流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the Logistics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物流学概论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系统性和拓展性很强的课程。本课程着重对

现代物流基本理论进行系统阐述和说明，对物流的现状及发展进行剖析和展望。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学生可以深刻认识物流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熟悉物流系统的构成，掌握物流组织

的基本方法，并在此基础上了解国内外物流业发展状况。 

先修课程: 无 

适用专业: 管理类相关专业 

参考教材：宋华，《现代物流管理》（第二版），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主要参考书： 

1、 黎继子，杨卫丰，《物流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2、 唐纳德 J.鲍尔索克斯（Donald J.Bowersox）等著，《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机械工

业出版社，2010 

3、 巴罗 (Ronald H.Ballou)著，王晓东，胡瑞娟等译，《企业物流管理：供应链的规划

组织和控制》，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课程名称：网络营销/ Network Marketing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管理学院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主干课。课程以现代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

发展对现代企业营销活动的影响为主线，以各个网络工具和方法在企业营销活动中的应用作

为基本内容，系统地介绍了网络营销对现代企业管理的营销，BTOB 平台营销的流程和技巧，



CTOC 平台营销流程和技巧，营销型网站的建设、推广和效果评定，搜索引擎营销和搜索引

擎优化，许可 Email营销的规划与开展，Web2.0营销体验与开展，网络广告的设计和发布

等内容。 

课程内容新颖务实，操作性强，并结合企业网络营销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使学生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能够掌握企业网络营销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达到具备从事网络营销工作的基本

要求，基本具备现代营销人员的素质 

先修课程: 无 

适用专业: 管理类相关专业 

参考教材：《网络营销实务》 凌守兴王利锋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主要参考书： 

1.冯英健, 网络营销基础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2.王汝林，网络营销实战技巧，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 

3.陈建凯，网络营销实验教程，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课程名称：公共关系学/ Public Relations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课程重点是公共关系学的基本理论及实际运用。具体内容包括社会关系和公共关

系、公共关系的构成要素、公共关系的职能和作用、公共关系的类型、公共关系的规范和准

则、调查与策划、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实像传播、大众传播的整合运用、网络传播、危机

传播管理等。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掌握公共关系学的基本理论，掌握公共关系在企

业、政府等社会组织中的应用。 

先修课程: 管理学 

适用专业: 管理类相关专业 

参考教材：居延安．公共关系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主要参考书： 

1、[美] 弗雷泽•P• 西泰尔著.《公共关系实务（第 2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英]格伦•M•布鲁姆著.《公共关系（第 10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美] 杰瑞•汉得里克斯, [美]达热尔•海斯著.《公共关系案例》,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4、[美]道•纽森,朱迪•范斯里克•杜克,迪恩•库克勃格.《公共关系本质》,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课程名称：东方管理概论(一)/ Oriental Management (1)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课程主要讲解东方管理学的三学、三为、四治、五行和三和理论体系，并就东方

管理的十五个哲学要素以及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管理的原理和方法进行解读，将中国与世界的

管理历史、管理原理和管理现状相结合，梳理中国管理模式的特征和东方管理的智慧。课程

意在使学生掌握“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东方管理的基本思想，理解“中国模式”系列

管理方法，掌握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管理哲学思想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东方管理思想、方法

和实践。 

先修课程: 管理学 

适用专业: 管理类相关专业 

参考教材： 

1.苏宗伟.东方管理学教程[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2.孟勇，金玉兰.东方管理企业经典案例解析[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主要参考书： 

1.苏东水.东方管理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斯图尔特·克雷纳著，邱琼, 钟秀斌译.管理百年史[M].海南出版社，2003. 

3.苏东水.中国管理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4.《研究与发展管理》编辑部.研究与发展管理 第 20卷[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5.苏东水.华商管理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6.苏勇.东方管理评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7.孟勇，张强，姚明晖.日本企业管理经典案例解析[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课程名称：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 Oper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State-owned Assets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财政(经)学院财政、资产评估专业设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它也属于

工商管理、会计、公共管理等专业的专业课程，较系统、全面、具体地阐述了我国国有资产

管理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业务技能。改革开放以来，从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发展本

身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有资产管理必不可少，它也是公共财政不可或缺的

内容。因此在管理专业开设《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课程很有必要。 

先修课程: 管理学 

适用专业: 管理类相关专业 

参考教材： 

黄炜. 国有资产管理[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9. 

主要参考书： 

1.李松森、孙晓峰. 国有资产管理（第二版）[M].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2.黄炜. 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案例及专题分析[M].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7. 

3.刘玉平. 国有资产管理（第二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金 融 学 

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教学计划 

开设学校：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专业名称：金融学      开设校区：松江校区 

1、教学目标： 

培养既掌握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知识，了解当代金融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和趋势；又掌握

金融产品的特点，具备实际操作技能和开发能力的金融专业高等应用型人才。 

2、学分要求：60 学分 

3、招生人数：30 人 

4、上课时间：周一、三晚上，周五下午 

5、收费标准：本校 100元/学分； 外校 120元/学分 

6、教学计划：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备注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 管理学★ 2 30 2       

2 政治经济学★ 2 30 2       

3 微观经济学★ 3 45 3       

4 统计学★ 3 45 3       

5 宏观经济学★ 3 45  3      

6 会计学★ 2 30  2      

7 计量经济学★ 3 45   3     

8 财务管理★ 3 45   3     

9 金融市场学 2 30    2    

10 金融学★ 3 45  3      

11 公司金融★ 3 45   3     

12 保险学 2 30   2     

13 国际金融★ 3 45     3   

14 管理信息系统 3 45  3      

15 金融风险管理★ 3 45    3    

16 财政学 2 30    2    

17 证券投资学★ 3 45     3   

18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3 45    3    

19 养老理财规划 2 30     2   

20 国际经济学 2 30     2   

21 毕业论文 8 8周      
8

周 
 



合  计 60 
750+

8周 10 11 11 10 10 

8

周 
 

注：带“★”的课程为修读辅修专业证书必修课程 

 

课程名称：管理学 / Management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作为管理类学科基础课程，管理学原理课程内容注重管理学基础知识，基本原理

体系的学习和掌握。课程基本内容关注两方面知识的教学：管理发展的历史演变；组织管理

的基本原理。伴随近年来国内外企业管理发展实际，逐步增加和充实有关 20世纪 90年代之

后管理方面的教学内容。为实现上述目标，课程教学中以周三多教授主持编写的《管理学》

为基本教材，同时向学生提供大量扩充性、相关性学习资源。包括管理学名著、相关学科名

著、学术论文，管理理论前沿，中外企业案例，中外商务、企业网站资源。这些教学和辅助

手段，拓宽了学生知识面，牢固了基础知识的掌握，加深了学生对管理原理的认识和领悟。 

先修课程：无 

适用专业：管理类相关专业 

教   材：周三多等编著.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五版)》[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主要参考书： 

1. 杨文士编著. 《管理原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 斯蒂芬·P·罗宾斯, 玛丽·库尔特著. 《管理学（第十一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2. 

3. 芮明杰编著. 《管理学--现代的观点（第三版）》[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3. 

 

课程名称：政治经济学            

学时学分： 

课程简介： 

先修课程：  

适用专业：  

教    材： 

主要参考书： 

 

课程名称：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微观经济学是教育部规定的财经类专业核心基础课程之一，它是研究构成整个经

济制度的各个经济决策单位的经济行为，研究这些单个单元如何做出决策以及影响这些决策

的因素。其主要内容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和成本理论、市场结构与厂

商均衡、寡头市场与博弈、生产要素定价理论、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在了解、认识和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培养和提

高学生运用所学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来分析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政治经济学、高等数学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教材：尹伯成.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第七版)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主要参考书： 

5.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微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6. [美]N·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 (第七版) (微观经济学分册) [M].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1  

7. 尹伯成.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8.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学习与教学手册[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 

 

课程名称：统计学/Statictics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 《统计学》是我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同时也是教育部规定的

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课程主要研究数据进行收集、分析、解释、演示和组织，

其不仅包含数据的概括分析，还包括实验设计和利用样本数据去推断总体数量特征，甚至对

研究对象未来进行预测。主要内容包括：数据收集与整理、统计表和统计图、数据描述性分

析、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方差分析、相关于回归分析、多元统计分析、时间序列分析、指

数、数据挖掘等。此外，课程还包含了大量的 SPSS和 EXCEL案例。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具备基本的统计思想，培养对统计的兴趣，全面掌握本课程的统计方法并应用这些方

法去分析和解决经济管理中实际问题，熟练掌握和运用财务数据的处理方法,具有初步的科

学研究能力和较强的继续学习的能力。同时熟练掌握 Excel 和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的操

作，为今后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概率与数论统计 

适用专业：经管类各专业 

教材：管于华．统计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主要参考书： 

1. 贾俊平等，《统计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 袁卫等，《统计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 孙允午等，《统计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4. Hogg R V, Tanis E A，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Prentice Hall，2001 

 

课程名称：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经济学，它通过对国民经济总量相互关系的研究，揭示宏

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宏观经济变化规律以及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宏观

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两大部分，这是由其学科性质和研究

对象决定的。理论部分主要包括国民收入核算理论，收入支出分析理论、IS-LM 模型理论，

总供求分析理论、通货膨胀与就业理论等。宏观经济政策部分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主要

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政策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在分析政府的经

济政策时，重点放在企业如何预期和适应政府政策变化以及政府政策变化对企业经营环境的

影响等方面。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类专业 

教材：尹伯成．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第八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主要参考书： 

5.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6. 袁志刚、樊潇彦．宏观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7. 曼昆．宏观经济学（第七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 Olivier Blanchard. Macroeconomics, 5
th

 edi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3. 

 

课程名称：会计学/Accounting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会计学是研究如何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综合核算与监督的一门学科。它阐明会计

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操作技能。根据企业会计核算与监督的特点，对企业的资本、

货币性资产、非货币性资产、流动负债、长期负债、成本与费用、收入、税金和利润的帐务

处理，以及会计报表的结构、编制与分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先修课程：经济学、微积分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类本科各专业 

教材：刘希麟、姚芊《基础会计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 

主要参考书： 

4. 李占国.基础会计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5. 葛家树.会计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6. 李海波.会计学原理，上海：立信出版社出版，2012  

 

课程名称：计量经济学 / Econometrics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金融学专业核心专业课程之一，主要介绍如何运用相应理论与软件对不

同经济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学建模分析。该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经济建模意识与实证分析能力，

对学生写作学术论文与实践分析有所帮助，通过课程教学与实验培养使学生掌握一定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统计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适用专业：金融学及相关专业 

教    材：庞皓，《计量经济学》（第三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主要参考书： 

1. 李子奈和潘文卿，《计量经济学》（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 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现代观点》（第六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3.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基础》（第五版），北京：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课程名称：财务管理/Financial Manegement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财务管理学是应用性的经济管理学科，它阐明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本课程以企业资金运动为中心内容，以资金的筹集、投放、耗费、收入和分配为框架，阐述



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管理原则、管理制度等理论问题以及预测、计划、控制、分析等业务

方法。 

先修课程：《会计学》 

适用专业：管理专业 

教材：陈玉菁．财务管理（第 3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主要参考书： 

1．刘力．公司财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李心愉．公司金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 

4、Brealey, myers&Allens．Principles of Corporate Finance(10'e)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5、Scott  Besley 等．Essentials of managerial finance (14'e)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Stephen A．Ross．Fundamentals of Corporate Finance(10e)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课程名称：金融市场学 / Financial Markets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金融市场是整个金融体系的枢纽，其有效运行对于经

济的稳定增长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金融市场学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运行机制

以及市场各主体行为规律的科学，是金融经济类专业的主干专业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使学生们掌握金融市场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金融市场的各种运行机制、主要金融变

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主体的行为特征；能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金融市

场的相关问题。 

先修课程：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金融学   

适用专业：金融、财务管理、工商管理等 

教材： 张亦春、郑振龙. 金融市场学[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主要参考书： 

[2] 史建平. 金融市场学[M].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3] Jeff Madura.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M]. South-Western, 2012. 

[4] 谢百三. 金融市场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 彼得 S.罗斯 (Peter S. Rose)、米尔顿 H.马奎斯 (Milton H. Marquis). 金融市场学[M]. 机

械工业出版社，2009. 

 

课程名称：金融学/Finance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金融学》是一门介绍货币，信用的原理与理论，以及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运作

实践与理论的学科。本学科的实践 性与理论性并重，讲授本学科的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现

代金融的运作逻辑，了解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轴心地位，了解经济增长与金融联动的关

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 

适用专业：金融学专业 

开课院系：管理学院金融系 

教    材：货币金融学（第十一版）．米什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9 

主要参考书：  

1. 骆志芳，许世琴编著.《金融学》.科学出版社，2013年 8 月. 

2. 黄达编著.金融学(第二版)精编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 曹龙琪主编.金融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课程名称：公司金融/ Corporate Finance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是金融专业的必备知识，是金融学专业的专业主干

课程，是近年来随着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而诞生的一门新兴课程。主要

阐述公司金融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货币时间价值和风险报酬、企业筹资的目的和原则，筹资

渠道和筹资方式，资金需要量的预测方法、权益资本的主要筹集方式——普通股筹资、优先

股筹资和吸收直接投资以及股票的发行和上市、长期负债资本的主要筹集方式——长期借款、

长期债券、融资租赁以及其他长期筹资方式、资本成本的概念、作用、影响因素、计算方法

和资本结构的含义，企业杠杆效应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的影响，资

本结构决策的方法和资本结构理论等内容、如何识别和估算与投资项目相关的现金流量，为

投资决策提供必要的基础、掌握怎样应用实际现金流量原则和相关/不相关原则进行现金流

量分析；怎样识别投资项目的相关和不相关的现金流量；以及怎样估计项目的相关现金流量。 

先修课程：金融学、金融市场学、证券投资学 

适用专业：经管类相关专业 

教材：杨丽荣：《公司金融学》，科学出版社，2013年 

主要参考书目 

1. 王重润：《公司金融学》，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 

2. 朱叶：《公司金融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3. 斯蒂芬·A·罗斯：《公司理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4. 乔纳森·伯克：《公司理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课程名称：保险学/ Insurance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 

作为金融专业的重要专业课之一，《保险学》主要介绍风险原理、保险的基本概念、保

险运行的基本原则、保险合同、保险费率和责任准备金以及保险的经营与管理、保险监管等

保险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本课程还介绍保险市场的发展状况以及当期保险理论研究的新成

果。 

    本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保险的基本知识和保险的基本种类；掌握保险经营的基本环节和

保险市场的运作程序、运作方式和运行机制；理解保险的基本理论、基本环节和基本技能；

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对保险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并能够独立运用所学知识对保险领域

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达到专业培养目标。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金融学 

适用专业： 金融专业、财务管理专业  

教材：张代军：《保险学》第二版，浙江大学出版社 



主要参考书目 

1. 孙祁祥：《保险学（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2017 年 

2. 汪祖杰：《现代保险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 

3. 小哈罗德等著：《国际风险与保险》，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年 

4. 哈林顿等著：《风险管理与保险》，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课程名称：国际金融/international finance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 

《国际金融》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阐述国际金融学科的最一般规律、国际金

融学的基本理论，介绍国际金融的基本业务和基础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明

确国际金融学科的研究对象、牢固掌握国际金融的最基本概念、初步了解国际金融的基本业

务，为学好其他国际经济方面的业务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 1部分为国际收支，包括开放经济下的国民收入账户与国际收支账户、国际收支平衡

表、国际收支的失衡调节理论和调节政策。；第 2部分为外汇和汇率，包括外汇和汇率的分

类、汇率的决定和变动、外汇市场和外汇风险规避，以及外汇交易，同时还包括汇率制度的

选择、外汇理论和国际储备；第 3部分为国际金融市场，包括欧洲货币市场和国际金融创新

以及国际资金的流动和货币危机。第 4部分为开放经济下的国际协调，包括政策的国际协调、

国际协调的制度安排：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协调的区域实践：欧洲货币一体化。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 

适用专业：金融专业、国际贸易专业 

教    材：艾蔚．国际金融（第 1 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主要参考书：  

[1]陈雨露.国际金融.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5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3]姜波克，陆前进.国际金融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斐平.国际金融学.3版.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易纲，张磊.国际金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课程名称：管理信息系统/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管理信息系统》作为校经管类基础平台课，面向全校经管类所有专业学生开设，

讲授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关键应用、信息系统的建设和管理等四个主要方面的内容。

本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对管理信息系统领域的全面认识，特别是从管理角度的认识，包括

应用信息系统解决各种组织的管理问题和管理各类信息系统的建设以及运营。总之，本课程

回答信息系统与管理和组织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用信息技术解决管理的问题。 

先修课程: 计算机信息技术，管理学 

适用专业: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 

参考教材：（美国）肯尼斯·劳东（Kenneth C.Laudon） （美国）简·劳东（Jane P.Laudon） 

译者：劳帼龄.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管理信息系统(第 13版·全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 1

版 (2016年 1月 1日) 



主要参考书： 

[1] 汪泓. 信息系统理论与实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2] 吴忠，夏志杰.管理信息系统理论与应用[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 薛华成.管理信息系统（第 6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4] 黄梯云.管理信息系统（第 4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5] 李一军.管理信息系统案例集[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6] 黄梯云.管理信息系统习题集[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课程名称：金融风险管理/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学时学分：45 /3    

课程简介：  

《金融风险管理》是金融学的一个分支，主要包括对金融风险的识别、度量和控制。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明确金融风险管理的研究对象、牢固掌握金融风险管理的最基

本概念、初步了解金融风险的识别、度量与控制，为学好其他金融方面的业务课程打下坚实

的基础。 

第一部分基本原理，包括金融风险形成的基本理论；第二部分商业银行，在总体介绍商

业银行风险管理基本原理基础上，对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加以详细分析；第三部分主要

是金融市场，包括股市、债市、基金市场、保险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及信托与租赁风险

管理方法。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 

适用专业：金融专业 

教    材：（加）约翰·赫尔（John C. Hull）．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北京：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8．  

主要参考书：  

[1]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教材编写组. 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理论与实务.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8. 

[2]刘亚. 金融风险管理学.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 

[3]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新常态经济下金融风险管理若干问题研究.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 

 

课程名称：财政学/public finance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经济类学生学科基础必修课程之一。财政学主要研究公共部门经济行为

规律的一门学科，主要介绍政府经济行为的基本理论、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政府间财政关

系。与其他纯经济学理论比较而言，财政学更生活化、普遍化，强调经济学原理的应用和经

济政策的分析。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政府的职责、公共选择理论、公

共产品、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出、公共支出的成本收益分析、公共支出增长分析、税收要

素、税收效应、税收归宿、税收效率与最优税收、现行税收制度、公共债务、多级财政等。

课程体现出基本财政理论与现实财政实践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一个完整的财政学体系。 

先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适用专业：金融学、国际贸易 

教    材：刘怡．财政学（第 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主要参考书： 



1. [美]哈维·罗森、特德·盖亚．财政学（第 10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 刘宇飞．当代西方财政学（第 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比]吉恩·希瑞克斯、[英]加雷恩·D.迈尔斯．中级公共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 Gruber, Jonathan. 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Policy, fourth edition, Worth Publishers, 2013. 

 

课程名称：证券投资学 / Securities Investment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  

《证券投资学》是金融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本

课程具体介绍证券投资学的一般理论，证券投资理论的基本方法和技巧以及证券组合投资和

资本资产定价的有关理论和实际运用技巧，并结合我国证券市场上证券投资者的操作理念和

行为以及证券投资分析的基本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涉及面广、信息容量大、综合性强。 

课程内容包括证券价值及价格波动的内在原因和一般规律、证券投资的基本分析以及 K

线图分析、形态分析、均线分析、技术指标分析等各种分析原理和方法、证券投资组合和资

本资产定价的有关理论模型及其在实际投资中的应用，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统计学、金融学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相关专业 

教    材：吴晓求.编著《证券投资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四版.2014 

主要参考书： 

1. （美）博迪（Bodie，Z.）等著，汪昌云等译：《投资学》，2003 

2. （美）本杰明格雷厄姆著，巴曙松译，《证券分析》第六版 

3. （美）本杰明格雷厄姆，《聪明的投资者》 

 

课程名称: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本课程要求学生能够熟练使用商业银行领域专业英语，熟悉商业银行的运行规律，

并提升学生在银行业的实际工作能力。本课程介绍商业银行的产生和发展。讲解商业银行的

组织结构及其经营原则。并讲解商业银行资产、负责业务及表外业务经营的知识与技能。 

先修课程: 金融学 

适用专业: 金融学等经济管理类专业 

教    材：Commercial Bank Management（第 8版）．Peter. Rose：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主要参考书：  

1.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  戴国强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 

2.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张丽华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年． 

3.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教程》张景新 李星华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年． 

4. Timothy W. Koch,S. Scott MacDonald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 7 2011 年 

5. Timothy W. Koch,S. Scott MacDonald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 7 2011年 

 

课程名称:  养老理财规划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金融学和财务管理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主要介绍如何运用个人理财知识

和技术，为个人养老/个人/家庭理财决策提供依据。课程内容包括个人财务规划基础、个人

/家庭的会计和财务管理、个人财务规划资格、货币时间价值与利息理论、投资规划、个人/



家庭居住与抵押融资规划、教育投资规划、个人风险管理与保险规划、个人税务筹划、退休

规划等。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人财务规划的内容，理解货币时间价值与利息理

论；掌握一定投资规划、居住与抵押融资规划、个人风险管理与保险规划分析方法，并能通

过案例的学习具备一定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 金融学，会计学，证券投资学 

适用专业: 金融学等经济管理类专业 

教    材：桂咏平：《个人理财》，格致出版社 ，2014 

主要参考书：  

1.[加]万克·霍，[加]罗宾逊 著，陈晓燕，徐克恩 译，《养老理财规划》，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 

2.谢怀祝等编著，个人理财，中信出版社，2004 

3.陈工孟，郑子云， 养老理财规划.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4.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办公室编，2014银行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教材--个人理财. 北

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 

5.宋蔚蔚，个人理财规划，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6.林洪伟 等著，《养老理财规划》，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 

 

课程名称：国际经济学/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必修课，是高等学校经济学类

核心课程之一，它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主要内

容包括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收支理论、汇率理论、要素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理论、

开放的宏观经济均衡等。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掌握基本的国际经济关系，能够运用

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国际经济关系基本现象和问题。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适用专业：经管类相关专业 

教    材：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黄卫平等译，《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八版）

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主要参考书： 

1、萨尔瓦多，杨冰等，《国际经济学》（第 10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2、佟家栋，《国际经济学》（第 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3、华民，《国际经济学》（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国际经济与贸易 

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教学计划 

开设学校：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专业名称：国际经济与贸易  开设校区：松江校区 

1、教学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道德修养，系统掌握经济

学理论基础，掌握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熟悉国际通行的经贸

规则以及我国对外贸易的政策法规，认识与把握国内外经济、贸易运行的机制和发展规律，

能够胜任涉外经济贸易部门、各类外向型企业及政府机构从事对外经贸业务、管理和研究的

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国际经贸人才。 

2、学分要求：60 学分 

3、招生人数：30 人 

4、上课时间：周一、周三晚，周五下午 

5、收费标准：本校 100元/学分 

6、教学计划：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备注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 管理学★ 2 30 2       

2 经济法★ 2 30 2       

3 微观经济学★ 3 45 3       

4 统计学 3 45 3       

5 政治经济学★ 2 30 2       

6 宏观经济学★ 3 45  3      

7 会计学★ 2 30  2      

8 国际贸易★ 2 30  2      

9 国际贸易实务★ 3 45   3     

10 财务管理 3 45   3     

11 国际经济学★ 3 45   3     

12 金融学★ 3 45  3      

13 国际结算★ 2 30    2    

14 国际金融 2 30    2    

15 商务函电★ 2 30    2    

16 计量经济学★ 3 45   3     

17 财政学★ 2 30  2      

18 海关实务 2 30     2   

19 国际技术贸易 2 30    2    

20 保险学★ 2 30     2   



21 中国对外贸易★ 2 30     2   

22 世界经济 2 30     2   

23 毕业论文 8 8周      8周  

合  计 60 780+8周 12 12 12 8 8 8周  

注：带“★”的课程为修读辅修专业证书必修课程 

课程名称：管理学 / Management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作为管理类学科基础课程，管理学原理课程内容注重管理学基础知识，基本原理

体系的学习和掌握。课程基本内容关注两方面知识的教学：管理发展的历史演变；组织管理

的基本原理。伴随近年来国内外企业管理发展实际，逐步增加和充实有关 20世纪 90年代之

后管理方面的教学内容。为实现上述目标，课程教学中以周三多教授主持编写的《管理学》

为基本教材，同时向学生提供大量扩充性、相关性学习资源。包括管理学名著、相关学科名

著、学术论文，管理理论前沿，中外企业案例，中外商务、企业网站资源。这些教学和辅助

手段，拓宽了学生知识面，牢固了基础知识的掌握，加深了学生对管理原理的认识和领悟。 

先修课程：无 

适用专业：管理类相关专业 

教   材：周三多等编著.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五版)》[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主要参考书： 

1. 杨文士编著. 《管理原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 斯蒂芬·P·罗宾斯, 玛丽·库尔特著. 《管理学（第十一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2. 

3. 芮明杰编著. 《管理学--现代的观点（第三版）》[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3. 

 

课程名称：经济法/ Economical Law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经济法》是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课程，讲授本

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现代企业运行的基础法律知识，深入了解我国颁布的各项法律、法

规，使学生既能掌握一定的经济法知识，又能在工作中运用有关法律解决一定的实际问题。

课程主要涉及公司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济纠

纷解决等知识。  

先修课程：法律基础 

适用专业：管理类所有专业 

教   材：梁鑫.经济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主要参考书： 

1、吕景胜.经济法实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杨紫煊.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寇娅雯.经济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4、张学森.经济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课程名称：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微观经济学是教育部规定的财经类专业核心基础课程之一，它是

研究构成整个经济制度的各个经济决策单位的经济行为，研究这些单个单元如何

做出决策以及影响这些决策的因素。其主要内容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

理论、生产和成本理论、市场结构与厂商均衡、寡头市场与博弈、生产要素定价

理论、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了解、认识和掌

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经

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来分析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政治经济学、高等数学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教材：尹伯成.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第七版)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主要参考书： 

9.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微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0. [美]N·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 (第七版) (微观经济学分册) [M].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1  

11. 尹伯成.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12.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学习与教学手册[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 

 

课程名称：统计学/Statictics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 《统计学》是我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同时也是教育

部规定的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课程主要研究数据进行收集、分析、

解释、演示和组织，其不仅包含数据的概括分析，还包括实验设计和利用样本数

据去推断总体数量特征，甚至对研究对象未来进行预测。主要内容包括：数据收

集与整理、统计表和统计图、数据描述性分析、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方差分析、

相关于回归分析、多元统计分析、时间序列分析、指数、数据挖掘等。此外，课

程还包含了大量的 SPSS 和 EXCEL 案例。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基

本的统计思想，培养对统计的兴趣，全面掌握本课程的统计方法并应用这些方法

去分析和解决经济管理中实际问题，熟练掌握和运用财务数据的处理方法,具有

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和较强的继续学习的能力。同时熟练掌握 Excel 和 SPSS 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的操作，为今后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概率与数论统计 

适用专业：经管类各专业 

教材：管于华．统计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主要参考书： 

1. 贾俊平等，《统计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 袁卫等，《统计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 孙允午等，《统计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4. Hogg R V, Tanis E A，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Prentice Hall，2001 

 

课程名称：政治经济学 /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 

先修课程：  

适用专业：  

教    材： 

主要参考书： 

 

课程名称：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经济学，它通过对国民经济总量相互关系

的研究，揭示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宏观经济变化规律以及政府的经济政

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

策两大部分，这是由其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决定的。理论部分主要包括国民收入

核算理论，收入支出分析理论、IS-LM 模型理论，总供求分析理论、通货膨胀与

就业理论等。宏观经济政策部分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政策

的目标、政策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在分析政府的经济政策

时，重点放在企业如何预期和适应政府政策变化以及政府政策变化对企业经营环

境的影响等方面。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类专业 

教材：尹伯成．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第八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主要参考书： 

9.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1．  

10. 袁志刚、樊潇彦．宏观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1. 曼昆．宏观经济学（第七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2. Olivier Blanchard. Macroeconomics, 5
th

 edi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3. 

 

课程名称：会计学/Accounting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会计学是研究如何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综合核算与监督的一门学科。它阐明会计

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操作技能。根据企业会计核算与监督的特点，对企业的资本、

货币性资产、非货币性资产、流动负债、长期负债、成本与费用、收入、税金和利润的帐务

处理，以及会计报表的结构、编制与分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先修课程：经济学、微积分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类本科各专业 



教材：刘希麟、姚芊《基础会计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 年版 

主要参考书： 

7. 李占国.基础会计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8. 葛家树.会计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9. 李海波.会计学原理，上海：立信出版社出版，2012  

 

课程名称：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国际贸易专业的主干课之一，主要介绍国际贸易发展基础理论、国际贸

易模式、国际贸易政策以及国际贸易基本研究方法。内容包括全球贸易概况、国际贸易模式、

国际贸易新论、国际贸易政策等。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认识理解世界贸易现象、国

际贸易模式、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争端及其解决机制等，帮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理解国

际贸易的基本问题，了解世界贸易发展新趋势以及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新特点，提高分析并解

决国际贸易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适用专业：管理类相关专业 

教    材：International Trade（中译本），Robert C. Feenstra、Alan M. Taylor，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1 

主要参考书： 

1、朱廷珺主编，国际贸易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托马斯@普格尔，赵曙东著 国际贸易第 13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课程名称：国际贸易实务/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该课程是一门研究国于国之间有形商品即货物买卖的有关理论和实际业务的课程。

以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为中心，以我国对外贸易方针为指导，根据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实际需要

及最新的发展情况，阐明应遵循的国际贸易惯例和法规以及国际贸易实务操作的原则和方法。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进行国际货物买卖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会

在进出口业务活动中，既能正确贯彻我国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和经营意图，确保最佳经济效

益，又能按国际规范办事，具备外贸工作所需的知识。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 

适用专业：管理类相关专业 

教    材： 吴百福，《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第六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主要参考书： 

1、张晓辉、陈勇,《国际贸易实务教程》，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2、王捷，《进出口贸易实务》，格致出版社, 2011 

 

课程名称：财务管理/Financial Manegement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财务管理学是应用性的经济管理学科，它阐明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本课程以企业资金运动为中心内容，以资金的筹集、投放、耗费、收入和分配为框架，阐述

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管理原则、管理制度等理论问题以及预测、计划、控制、分析等业务

方法。 

先修课程：《会计学》 

http://search.bookuu.com/cd%5Bkeywords%5D_%25E5%25BC%25A0%25E6%2599%2593%25E8%25BE%2589%2B%25E9%2599%2588%25E5%258B%2587.html
http://www.gg1994.com/ProductList.do?Author=王捷
javascript:void(0)
http://www.gg1994.com/ProductList.do?publish=格致(原汉大)


适用专业：管理专业 

教材：陈玉菁．财务管理（第 3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主要参考书： 

1．刘力．公司财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李心愉．公司金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 

4、Brealey, myers&Allens．Principles of Corporate Finance(10'e)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5、Scott  Besley 等．Essentials of managerial finance (14'e)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Stephen A．Ross．Fundamentals of Corporate Finance(10e)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课程名称：国际经济学/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必修课，是高等学校经济学类

核心课程之一，它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主要内

容包括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收支理论、汇率理论、要素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理论、

开放的宏观经济均衡等。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掌握基本的国际经济关系，能够运用

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国际经济关系基本现象和问题。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适用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主讲教师：曾凡 

教    材：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黄卫平等译，《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八版）

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主要参考书： 

1、萨尔瓦多，杨冰等，《国际经济学》（第 10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2、佟家栋，《国际经济学》（第 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3、华民，《国际经济学》（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课程名称：金融学/Finance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金融学》是一门介绍货币，信用的原理与理论，以及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运作

实践与理论的学科。本学科的实践 性与理论性并重，讲授本学科的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现

代金融的运作逻辑，了解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轴心地位，了解经济增长与金融联动的关

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 

适用专业：金融学专业 

开课院系：管理学院金融系 

教    材：货币金融学（第十一版）．米什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9 

主要参考书：  

6. 骆志芳，许世琴编著.《金融学》.科学出版社，2013年 8 月. 

7. 黄达编著.金融学(第二版)精编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8. 曹龙琪主编.金融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课程名称：国际结算/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之一。内容主要包括：国际结算的发

展和前沿性问题；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汇票、本票和支票三大票据；汇付、托收、信用证三种

最常用的结算方式；国际结算中的各种单据；银行保函、备用证、福费廷、国际保理等新型

的国际结算业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国际结算活动，为今

后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理论与实务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进出口实务 

适用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主讲教师：陈雅萍、刘明 

教    材：张东祥，《国际结算》（第四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主要参考书： 

1、程祖伟，《国际贸易结算与融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苏宗祥，《国际结算》（第五版），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课程名称：国际金融/international finance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 

《国际金融》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阐述国际金融学科的最一般规律、国际金

融学的基本理论，介绍国际金融的基本业务和基础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明

确国际金融学科的研究对象、牢固掌握国际金融的最基本概念、初步了解国际金融的基本业

务，为学好其他国际经济方面的业务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 1部分为国际收支，包括开放经济下的国民收入账户与国际收支账户、国际收支平衡

表、国际收支的失衡调节理论和调节政策。；第 2部分为外汇和汇率，包括外汇和汇率的分

类、汇率的决定和变动、外汇市场和外汇风险规避，以及外汇交易，同时还包括汇率制度的

选择、外汇理论和国际储备；第 3部分为国际金融市场，包括欧洲货币市场和国际金融创新

以及国际资金的流动和货币危机。第 4部分为开放经济下的国际协调，包括政策的国际协调、

国际协调的制度安排：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协调的区域实践：欧洲货币一体化。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 

适用专业：金融专业、国际贸易专业 

教    材：艾蔚．国际金融（第 1 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主要参考书：  

[1]陈雨露.国际金融.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5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3]姜波克，陆前进.国际金融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斐平.国际金融学.3版.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易纲，张磊.国际金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课程名称：商务函电/ Business Correspondence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国际贸易专业的主干课程，主要培养学生使用英文信函进行商务磋商的

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对大纲范围内的外贸函电的内容有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了



解，掌握外贸函电的基本词汇、基本句型和基本格式，熟悉国际贸易中的成交过程及各个环

节和特点，掌握阅读和书写商业书信和来往函电的技能。此外，为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本

课程还补充介绍了便条、会议记录及 PPT 的写作方法。 

先修课程：进出口实务、大学英语 

适用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主讲教师：李芊蕾、刘明、张磊等 

教    材：王兴孙，《新编进出口英语函电（修订版）》，第 2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主要参考书： 

1、邬孝煜，《进出口英语函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2、蔡文芳，《外贸英语函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课程名称：计量经济学 / Econometrics 

学时学分：45/3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金融学专业核心专业课程之一，主要介绍如何运用相应理论与软件对不

同经济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学建模分析。该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经济建模意识与实证分析能力，

对学生写作学术论文与实践分析有所帮助，通过课程教学与实验培养使学生掌握一定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统计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适用专业：金融学及相关专业 

教    材：庞皓，《计量经济学》（第三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主要参考书： 

1. 李子奈和潘文卿，《计量经济学》（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 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现代观点》（第六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3.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基础》（第五版），北京：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课程名称：财政学/public finance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经济类学生学科基础必修课程之一。财政学主要研究公共部门经济行为

规律的一门学科，主要介绍政府经济行为的基本理论、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政府间财政关

系。与其他纯经济学理论比较而言，财政学更生活化、普遍化，强调经济学原理的应用和经

济政策的分析。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政府的职责、公共选择理论、公

共产品、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出、公共支出的成本收益分析、公共支出增长分析、税收要

素、税收效应、税收归宿、税收效率与最优税收、现行税收制度、公共债务、多级财政等。

课程体现出基本财政理论与现实财政实践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一个完整的财政学体系。 

先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适用专业：金融学、国际贸易 

教    材：刘怡．财政学（第 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主要参考书： 

1. [美]哈维·罗森、特德·盖亚．财政学（第 10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 刘宇飞．当代西方财政学（第 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比]吉恩·希瑞克斯、[英]加雷恩·D.迈尔斯．中级公共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 Gruber, Jonathan. 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Policy, fourth edition, Worth Publishers, 2013.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F5%D0%CB%CB%EF&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A%F9%D0%A2%EC%CF&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2%CC%CE%C4%B7%BC&order=sort_xtime_desc


 

课程名称：海关实务/ Customs Practice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海关实务》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专业选修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以系

统全面地了解各类货物、物品通关程序和要求，熟悉各通关环节的报关操作，有助于相关专

业的学生为今后较快地独立执行报关任务打下扎实基础。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海关概论、

海关对报关企业和报关员的管理制度、对外贸易管制制度、一般进出口货物、保税货物以及

其他进出口货物的通关制度、进出口商品归类、海关税收征管制度等。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进出口实务 

适用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主讲教师：韩杨、张磊  

教    材：郑俊田、徐晨，《中国海关通关实务》，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 

主要参考书： 

1、汪海清，《报关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 

2、张炳达、顾涛，《海关报关实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课程名称：国际技术贸易 /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Trade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重要专业课程之一，该课程以有偿国际技术

转让为研究对象，是一门理论、政策、法律、实务相结合的课程。开设本课程的目的为了帮

助学生熟悉掌握技术进出口的理论和实际业务知识。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国际技术贸易

的动因和机制；技术的评价和选择；技术贸易的经济、技术分析理论和模型；国际技术贸易

的交易程序和内容；国际技术贸易的合同类型及主要合同条款；国际技术贸易的有关国际公

约和法规等。 

先修课程：管理学 

适用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主讲教师：杜建耀、黄新祥 

教材：杜奇华. 国际技术贸易.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 

主要参考书： 

1、孙瑶. 国际技术贸易实务.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2、王玉清，赵承璧. 国际技术贸易.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课程名称：保险学/ Insurance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 

作为金融专业的重要专业课之一，《保险学》主要介绍风险原理、保险的基本概念、保

险运行的基本原则、保险合同、保险费率和责任准备金以及保险的经营与管理、保险监管等

保险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本课程还介绍保险市场的发展状况以及当期保险理论研究的新成

果。 

    本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保险的基本知识和保险的基本种类；掌握保险经营的基本环节和

保险市场的运作程序、运作方式和运行机制；理解保险的基本理论、基本环节和基本技能；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F5%D3%F1%C7%E5&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5%D4%B3%D0%E8%B5&order=sort_xtime_desc


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对保险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并能够独立运用所学知识对保险领域

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达到专业培养目标。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金融学 

适用专业： 金融专业、财务管理专业  

教材：张代军：《保险学》第二版，浙江大学出版社 

主要参考书目 

2. 孙祁祥：《保险学（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2017 年 

2. 汪祖杰：《现代保险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 

3. 小哈罗德等著：《国际风险与保险》，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年 

4. 哈林顿等著：《风险管理与保险》，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课程名称：中国对外贸易概论/Introduction to Foreign Trade of China  

学时学分：30/2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涉外经济专业的主要专业课程，内容包括中国对外贸易的理论、战略、

政策、制度和贸易方式等。涉及关税、许可证、出口鼓励、外汇、商检以及技术贸易和服务

贸易。本课程紧密联系我国对外贸易实践，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前沿性，为国际经济与贸易

相关专业学生的后续课程奠定基础。 

先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适用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主讲教师：刘明、 黄新祥、李芊蕾 等 

教    材：黄晓玲，《中国对外贸易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主要参考书： 

1、 曲如晓，《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第二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2、 竺仙如，《国际贸易地理》第五版，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  

 

课程名称：世界经济概论／World Economy 

课程代码：030406 

学时：30/2    

课程简介：本课程为国际贸易专业学生专业必修课程。它以作为世界经济有机组织部分的国

民经济为研究主体，同时还要研究世界经济中的国际经济关系，以及世界经济有机整体及其

所特有的规律和世界经济有机整体内部必然存在其特有矛盾与特殊规律。 

先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适用专业：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 

开课院系：管理学院贸易经济系 

教材：张幼文. 世界经济学. 立信会计出版社.2015 

主要参考书： 

3、 １．庄起善. 世界经济新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年 

4、 ２．曹宏苓. 当代世界经济概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6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