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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業大學
設計學研究生教育

十五年堅守
湖南工業大學地處我國湖湘文化中心地段——長株潭城市群的株洲市
，其所設置的包裝設計藝術學院是以設計學為學科優勢和以包裝教育為辦
學特色的教學中心、設計中心和研究中心，是我國目前唯一一所以包裝命
名的設計學院。學院現有博士和碩士生導師49人，其中教授19人。擁有6
個國家級、省部級研究中心和研究基地，設計學是湖南省 「十一五」 重點
學科、 「十二五」 特色優勢預備學科和 「十三五」 「雙一流」 建設學科；
具備本科、碩士、博士三級學位授予資格。自2004年首批招收研究生以來
，不僅累計為國家培養碩士、博士畢業生近千人，而且在設計學研究生教
育方面大膽探索，不斷改革，取得了豐碩成果，形成了鮮明的特色，具有
示範引領作用！
圖文

胡俊紅

改革探索歷程

碩果纍纍

湖南工業大學開展設計學研究生教育15年以來，始
終圍繞國家、社會、市場對設計人才的需求，針對設計
人才培養和成長的專業素質要求，以培養學術型、職業
型人才為旨歸，堅持改革探索，形成了自身發展的階段
性特點。
1、教育理念的探索階段（2003-2009）
2003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湖南工業大學
包裝設計藝術學院獲得設計藝術學碩士學位授予權。次
年，開始招生。招生伊始，學院便在廣泛學習國內外兄
弟院校研究生培養方案與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學院的特
色優勢，明確定位設計學人才培養目標，通過深入分析
設計學高層次人才知識能力形成和培養的結構、過程和
方法要求，充分認識到設計創意能力培養是設計學人才
培養的重中之重，是一個系統工程，它取決於學生的素
養、視野、態度和建立於其上的思維方式，涉及多學科
的交叉與應用。在集思廣益的基礎上，經過系統的理論
研究，確立了 「理論與實踐、藝術與科學、歷史與現實
、本土與國際」四個結合人才培養的系統理念。這一理
念的提出不僅改變了長期以來設計學科忽視理論，主張
從做中學的錯誤認識，而且把握了設計人才培養中必須
突顯創意思維能力培養這個根本點，指明了實現這一根
本點的視野、路徑和方法。
2、培養體系與方式完善階段（2009-2015）
「四個結合」的人才培養理念確立以後，在學科帶
頭人、全國優秀教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朱和平
教授的帶領下，通過對教學效果、人才培養質量的不斷
檢驗，對人才培養方案不斷修訂，最終形成了學術型與
職業型兩套既相對獨立，又交叉融合的培養體系，這兩
套人才培養體系無論是對學生還是指導老師既有剛性要
求，又有彈性選擇自由。具體而言，優化課程設置，整
合課程資源，編撰便教利學的教材；打造 「模塊化、交
叉化、靈活化」的三化課程教學體系。及時將社會和行
業新理念、新資訊、新方法、新技術等分散或集成到教
材，並通過引入移動學習、在線教育的方式，建設全國
VR+包裝行業教學資源庫、國家級精品資源共享課程
、名師講堂、包裝設計在線、包裝數字博覽館和設計史
料數據庫等數字資源，方便教師組織教學、學生自主學
習。在教學方法上，始終堅持教學相長，創新觀念，圍
繞 「課堂創意」 「自主創新」 「創業就業」的培養路徑
，在工作坊、工作室教學和實踐教學環節中，實施了 「
師生雙選、主題雙定、創意雙啟、表達雙擇、作品雙評
」的五段雙向式教學法，充分發揮和調動了學生的學習
積極性和自主性。在培養質量上，基於教與學兩個角度
，以能力為核心，創建了由知識評價的 「掌握度」、能
力評價的 「提升度」、素質評價的 「全面度」、過程評
價的 「保障度」、成果評價的 「契合度」、質量評價的
「滿意度」組成的六維教學評價體系。這一系列舉措的
嚴格執行，確保了2010年學院以優秀成績通過碩士研究
生培養過程質量評估。
3、質量提升與服務特殊需求階段（2015-至今）
2014年，學院以獲批 「綠色包裝與安全」博士人才
培養項目為契機，對前段人才培養進行全面反思，對新
時代人才培養開展深入探討，持續採取了一系列舉措。
一是開展了校內校外、國內國際間的研討，先後舉辦了
「設計學研究生教育高峰論壇」 「設計與文化傳承」 「
人類命運共同體與設計的未來」等國際國內學術會議，
對設計的本質、當代設計學研究生教育的瓶頸、設計在
未來社會價值的最大限度發揮等問題進行了研討，澄清
思想認識，明確了發展方向和目標；二是在加大人才引
進的同時，派出十多名教師赴國外訪學交流，瞭解國際
國內設計新理念、新動態和新方法，鞏固和發展了國際
交流與合作，實現與國際設計的全面對接；三是建立 「
不為我所有但為我所用」的海內外師資庫，開設系列設
計工作坊，解決科學技術井噴式出現下自身師資在知識
結構、能力水平等方面的不足，促進師資隊伍建設；四
是與國內一百多家知名企業建立了產學研用基地聯盟，
瞭解行業企業和產業對設計的特殊需求，從而拓寬了辦
學視野，找到了發展的新方向。通過上述舉措，使設計
學研究生教育質量穩步提升的同時，催生出服務特殊需
求的發現新思路。

設計學研究生教育中既堅持高標準、嚴要求，又倡
導個性發展；既重視學科建設，又注重導師隊伍建設與
學生培養，努力為導師與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學術氛圍和
發展空間，充分挖掘他們的研究潛能和設計才華。十五
年來，設計學研究生教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包裝設計藝術樓全景圖

1、導師成果：據不完全統計，十五年間導師隊伍
出版專著34部、研究生教材12種；發表科學研究論文
832篇、研究生教研教改論文32篇，其中CSSCI167篇；
承擔省級以上科研項目171項、研究生教研教改項目12
項、橫向課題345項，其中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0項，國
家自科基金項目2項，國家藝術基金項目4項，教育部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11項，獲授權專利168項。湧現出
了如《現代包裝設計理論及應用》《中國古代包裝藝術
史》《設計的因緣》《中國古代設計史料學》等一大批
標誌性成果，在國內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反響。
2、研究生科研成果：研究生發表學術論文1600餘
篇，其中SCI5篇、CSSCI論文46篇；承擔省級研究生研
究課題34項；參加省級以上設計競賽獲等級獎1200餘項
，獲國際紅點獎、IF設計獎項、世界學生之星獎數十項
；獲國家授權專利137項；服務企業，完成實題設計近
400項，為企事業單位創造經濟效益2億餘元。有18人獲
得國家級獎學金，有8人獲得省級優秀畢業論文，有21
人獲得省級優秀畢業生稱號。
3、人才培養質量高：研究生走上工作崗位後，多
成為高校、研究單位和企事業單位的棟樑。其中200餘
人在高校從事教學科研工作，目前有5人評為教授，13
人評為副教授；80餘人成為企事業單位的設計總監、總
設計師，在全國設計界享有良好聲譽；有130多人自主
創業，成立了具有一定規模和經濟效益的設計公司。

經驗與啟示
1、創新理念，目標導向，持續改革
21世紀的知識經濟發展戰略和人才培養戰略，為設
計學研究生教育體系的構建與發展提供了機遇。如何把
握機遇，迎接挑戰，只有不斷更新觀念，創新理念，以
高標準要求，通過持續不斷的改革才能實現目標。十五
年來，湖南工業大學設計
學研究生教育始終以適應
社會對高層次人才培養的
需求為目標，堅持以理論
創新和設計創新為目的，
通過 「四個結合」的教育
理念，圍繞國家對研究生
教育要求、服務社會對人
才能力需求，堅持深化改
革，從最初的 「培養研究
與管理能力學術型人才」
培養目標調整為 「培養理
論研究與設計實踐相結合
的複合型人才」。理論和
實踐相互依托，在培養模
式上採用科學碩士和藝術
碩士兩類人才培養模式，
根據學生需求分類培養；
既重視理論的研究與創新
，培養適應高校與科研院
所需要的學術型人才，又
重視行業對高素質設計類
複合型人才的需要，培養
從事實際工作的應用型、
複合型高層次人才，形成
了科學碩士與藝術碩士雙
軌交叉與並進式的多樣化
高層次人才培養體系。
2、兩類方案，三化課
程，四能塑造

黎英

（1）兩類方案
分別制定了學術型科學碩士和實踐型藝術碩士兩類
人才培養方案，每一類別的方案既突出研究方向的特點
，又盱衡設計人才培養的共性內涵，形成通識鏈、專業
鏈和特色鏈的培養方案。培養方案的制定從學生的研究
能力、設計素養、創新思維、職業能力、個性化發展定
位，協調學術發展、社會發展、個人成長之間的關係。
每個學生培養方案的確定由導師主導，學生選擇，學院
把關，剛性規定和彈性要求相結合，確保既能適應社會
和科學發展對設計人才的需求，又能充分尊重學生個性
化自由發展。
（2）三化課程
設計學研究生課程設置注重模塊化、交叉化、靈活
化。包含公共課、專業課、選修課、實踐課程、學術活
動五個模塊。公共課着重提高研究生的總體素質；專業
課體現各自方向理論和實踐的專業性和前沿性，便於學
生獲得本專業研究方向扎實的理論基礎和思辨能力；選
修課注重靈活性，科學碩士和藝術碩士兩類研究生可跨
類別選修課程，不同培養方向的研究生也可跨方向選擇
課程，旨在培養設計學研究生知識體系的交叉性與融合
性；實踐課程貫穿於整個研究生學習期間，形式靈活多
樣，可以是產學研結合，或是導師的橫向項目以及與其
他非盈利機構的研究性合作等，強化學生應用與創新實
踐能力培養；學術活動模塊注重學生開闊視野，關注學
術動態，吸收不同渠道的理論知識，加強知識的拓展能
力。
（3）四能塑造
設計學研究生課程的設置圍繞研究能力、思辨能力
、創新能力、實踐能力四個方面對學生進行塑造培養，
建立了一套 「技─藝─道─用」科學合理的課程結構，
使學生在2.5個學期內打好理論研究和設計實踐的基礎
。課程設置注重學術研究型學生的理論研究能力和專業
型學生的設計理論應用實踐能力提升；注重學生理論創
新和設計創新能力的培養；重視培養學生在研究中發現
問題、判斷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辨能力。不斷優化課程
設置，讓研究生建立自主創新學習的柔性菜單式課程
學習，形成研究與應用並重的課程體系，符
合高層次人才按大類培養的規律，突出了
寬口徑、重素質的人才培養要求。
3、打造平台，凝練團隊，共建基
地
（1）打造兩類平台
設計學學科研究平台建設對提高
科研水平、促進學科交叉和加強高層
次創新人才的培養起着至關重要的作
用。包裝設計藝術學院依託設計學重點
學科優勢和包裝設計專業特色，先後成功
打造了 「教─學─研─創」的理論研究型和設
計實踐型兩類創新平台。其中包括 「中國包裝總公司包
裝設計專業中心」和 「湖南省產品包裝創新工業設計中
心」等兩個省部級研究中心； 「湖南省現代包裝設計理
論與應用基地」和 「湖南省包裝設計藝術與技術研究基
地」兩個湖南省社會
科學研究基地；以及
「株洲市創意設計中
心」和 「中國包裝設
計研究中心」兩個地
市級研究中心等研究
平台。建設了國家級
實驗教學示範中心 「
包裝藝術設計示範實
驗教學中心」和省級
創新訓練中心 「品牌
策劃創新中心」兩個
實踐平台。眾多各類
平台的建立和建設，
確保了研究生學術研
究和設計實踐最大限
度地獲得更多的資訊
、更好的條件和更多
的機會。
（2） 凝 練 立 體 化
團隊
建設有實力的科
研與實踐協同創新團
隊。按照團隊的人員
組成與功能，將團隊
分為師生團隊、方向
團隊和項目團隊三種
類型。師生團隊是由
導師及其研究生組成
的科研團體；方向團

隊是由從事相同或相近方向研究的導師和研究生所組成
的科研團體；項目團隊是針對科研項目，由多個來自相
關研究方向、科研平台的導師及研究生組成。團隊組建
可跨單位、跨科研平台，團隊成員之間注重分工與協作
。這種立體化的團隊建設，以師生團隊為基礎、以方向
團隊為核心、以項目團隊為紐帶，構建起基於團隊的高
效、靈活、立體化科研組織形式，為提升研究生創新能
力提供了基礎保障。
（3）共建產學研基地
以人才培養為導向，堅持服務社會，服務區域經濟
發展，帶動研究生教育，先後與廣東中山張家邊包裝集
團、深圳美盈森集團、深圳甲骨文設計公司等40多家單
位進行了深度產學研合作。設立了東莞包裝學院校外實
踐教學基地（國家級），與中國包裝名鎮——東莞橋頭
鎮等地方政府和全國規模以上近100家包裝企業進行了
「政產學研用」二元育人合作模式。研究生在校企聯合
培養的過程中，能積極地將理論與實際的工作相結合，
在不斷的學習與實踐過程中，加強了研究生能力培養與
潛能的發揮，並為未來實際的工作儲備更多的能量。近
5年來，包裝設計藝術學院科研團隊累計為企事業單位
完成各種應用設計110多項，給企業和設計公司帶來的
經濟效益達八千多萬元。
4、一體教學，雙向考核，三向驅動
（1）科研實踐一體化
導師大多採取工作室方式培養研究生。導師在工作
室中起着引導者作用，不僅在研究生的課程學習中予以
把關，發現問題，提出建議，更是引導研究生選擇適合
的科研發向，挖掘研究生學習潛質，將研究生科研與實
踐能力培養一體化，綜合提升發展。學術研究為設計實
踐提供理論指導，設計實踐為學術研究提供驗證。在學
術研究和設計實踐中採用了形式靈活的教學方法，通過
課堂教學、開設工作坊、專題討論、項目實踐、學術
演講、設計競賽等多種形式開展學習和問題
探討，共同提高。
（2）師生考核雙向化
建立了導師和研究生雙向考核機制。
對於碩士生導師的考核，主要包括導
師的德才表現、學術水平、科研支
撐條件、指導研究生的質量等，通
過對導師的學術貢獻和研究生培養業
績做出及時、公正、合理的評價。
對研究生學習三個階段的考核是研究
生培養考核的重點，其中包括開題報告、
中期考核和學位論文評審與答辯等三個階段。
導師在論文選題、開題、過程檢查、論文審核、預答辯
等關鍵點上嚴格把關。
通過這種師生雙向考核，層層把關，有效地保障了
研究生培養的研究資源、過程管理和培養質量，進而推
動了設計學學科發展。
（3）創新驅動全面化
秉承 「服務行業、重視創新、強化實踐、鞏固特色
」的科研導向，設計學研究生教育以理論創新和設計創
新為目標，研究生學習期間，通過論壇、項目、競賽三
種方式，推動理論和設計創新。一是論壇驅動，每年舉
辦一期研究生 「百草論壇」，徵集研究生學術論文，促
進研究生學術交流，提高研究生理論創新能力；二是項
目驅動，研究生除了參與導師的縱向與橫向研究項目之
外，學院還鼓勵支持研究生申報各類研究性學習與創新
實踐項目，以研究生團隊合作方式，推動研究生理論與
實踐能力的創新發展；三是競賽驅動，以硬性要求和激
勵機制，鼓勵研究生參加各類設計競賽，通過競賽的方
式提升設計實力，在競賽中創新設計方法。

結語
經過不斷改革，勇於實踐，大膽創新，湖南工業大
學包裝設計藝術學院設計學研究生教育探索出了一條地
方高校學科建設和研究生培養緊密結合、相互依託的特
色之路。十五年堅守，以理論創新和設計創新為目的，
秉承 「理論與實踐、藝術與科學、歷史與現實、本土與
國際」四個結合的人才培養理念，從 「培養目標、教學
設計、培養模式和培養過程」四方面驅動，確保知行合
一、經世致用，以育人為本、因材施教、教學相長，以
教學促科研，以科研提升教學，不斷提升學科建設水平
；以社會服務與人才發展為引領，帶動教學、科研、實
踐創新發展；以搭建科研平台與基地，塑造研究團隊為
手段，雙向考核為保障，提升培養質量，為社會培養高
層次的複合型創新人才；以服務行業、產業與企業特殊
需求，躋身設計前沿，引領設計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