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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衔人条件

（一）基本条件

领衔人杨春芳，南京理工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本科学历，苏州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硕士学位。

现为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艺术设计系主任，副教授，中级工艺美术师。具备一定的教育科研

能力，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师德高尚，理念先进，业务精湛，教学成果丰富并形成了独特的教

学风格和教育艺术，学生欢迎，同行认可。





（二）知名度

为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能手”，江苏省艺术类专业技能大赛优秀教练，徐州市艺

术设计类专业学科带头人，第四届徐州市职业教育教科研中心组成员，徐州市职业教育“出彩

职教人”，徐州博物馆文创特约设计师，徐州品秀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在省级以上

刊物发表论文 12篇，主持和参与研究省市级课题 7 个，主编教材 2本。多次被评为学校优秀

教师，指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获得多次省市级一二三等奖。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主持及参与研究省市级课题 7个。2013年 12月主持的徐州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职业学

校研究专项课题，《职业学校艺术设计专业“工学结合”模式的研究》，已结题；2018年 12 月，

徐州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徐州文化创意研究——马庄香包和徐州汉文化元素的融合创

意研究》，已结题。2017年 11 月，获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五年制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案例一等奖。2017 年 11月，撰写的论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解放学习力》获 2017年《江

苏教育.职业教育》“三创”论文二等奖。



各种获奖资料：













主编 2本教材：

发表 7篇论文







主导和参与设计了很多项目,被公司采用。为江苏华人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设计的标志被采

用；为徐州品秀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标志被采用；为品秀园林公司的设计的若干项目被采用；

为徐州博物馆设计的作品《陶绕襟衣丝巾》，在徐州市第一届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中获三等

奖，获“十大最受欢迎产品”奖，本人被徐州市博物馆聘为文创特约设计师；同时还参与设计

了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的标识设计以及很多大型公共空间的室内软装设计。目前正在联合徐

州博物馆和马庄香包设计工作室进行文化创意和非物质文化研究，下一步计划拓展徐州文化创

意研究工作室。











本人在专业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任教研室主任期间带领的装潢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团

队 2012年 12 月被评为江苏省“优秀教学团队”，负责的装潢艺术设计专业 2013年 8 月被评为

江苏省特色专业。作为一名职业教育工作者，发扬工匠精神，注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在我

校首先推行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 2016年 12 月成为江苏省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本人为该项目的项目负责人。2017年 5 月，在徐州市教育局举办的“职教活动周”中，本人

所负责的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被授予徐州市品牌特色专业，本人被授予徐州市“出彩职教

人”称号。该工作室也是为做好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而成立的。







（二）工作室成员的构成和能力素养

目前工作室有成员 9人，其中外聘教师 3 人，分别来自行业、企业和外校的成员，比例占

33%；本科学历 100%，其中硕士研究生 4 人，博士 1人，中级及以上职称 5 人，占 56%，其

中高级职称 4人，占 44%；35 周岁以下 4人，占 44%。既有来自一线的专业教师，又有富有

实战经验的企业人员，知识、学历、职称、年龄结构合理。

目前我校的工作室成员全部是学校专业骨干教师，有省级艺术类专业学科带头人 1 人，市

级艺术类专业学科带头人 1人，高级访问学者 1 人，2 人为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的专家

委员，1位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能手。不但教科研能力强，而且实战经验丰富， 工作

室成员热爱职业教育事业，师德高尚，乐于奉献，勤于学习，锐意改革，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

精神、自我发展愿望和改革创新意识，具备信息化教学设计和教育管理能力，具备较高的教科

研能力和丰富的一线实践经验，近三年工作室成员在国家、省、市各项大赛获奖 60多项，主

持或参与省市级课题 12项，在各级各类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获奖）38 篇，在人才培养上一

直贯彻产教融合的原则，工作室成员参与了很多实战设计项目的设计，也把企业项目引入课堂，

带领学生设计项目，近三年师生共完成项目设计案例 120多个。

外聘教师 1位是来自一线的专业教师，2 位是来自设计公司的一线设计师。闵凡思是中学

美术高级教师、江苏省首届乡土人才“三带”能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

美术学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会员、徐州汉之陶品牌创始人、徐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



徐州市第七期拔尖人才；外聘教师王菊是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曾任大型设计公司的项目经理

和首席设计师，完成了很多设计项目；外聘教师张旭北京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

完成了很多设计项目。

李栋，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工艺美术系教师，毕业于中国纺织大学装潢设计专业，

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高级室内建筑师，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会员，徐州室内装饰协会常务

理事，从事多年的设计教学与研究活动。研究方向：室内装饰设计。近几年来，设计了多项装

饰工程、出版和发表了专著论文多篇（本）。2006年被聘为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学校信息

技术类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2007年作品《重庆富桥装饰工程》在“徐州——郑州

地区室内设计与景观设计大赛”徐州赛区的竞赛活动中，荣获一等奖。2008年被徐州建筑职

业技术学院兼职教师。2008年被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聘为学院装潢艺术设计专业带头人。

2012年被聘为徐州市家居装饰行业商会，名誉会长。2013年被聘为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室

内艺术设计专业带头人。2013年被聘为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青年教师导师。2015年

被徐州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聘为专家委员会专家。为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 20专业委员

会专家委员。近年来在东南大学出版社发表《宾馆室内设计与施工管理实例》、《家具与陈设》、

《建筑装饰工程费用技术计算与工程清单编制》等多篇论文。















席彬，1994年毕业于江苏理工学院，2010年获南京师范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工艺美术师，

高级装饰美工，现任艺术设计系教师，副教授。完成省、市级课题 7 项；主持申报徐州市职业

学校教学成果奖 1项获二等奖、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成果奖 1 项获三等奖、，参与申报

徐州市职业学校教学成果奖 1项获一等奖。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近 30 篇，其中核心期刊

7篇，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作品集 1 本，公开出版省级十二五规划教材 2 本。多次荣获江苏省

教育厅颁发的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学校优秀教师”“学校优秀班主任”

称号。













张亚，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党员。现任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艺

术系视觉专业教研室主任。担任视觉专业班主任 8 年，先后多次获得“优秀班主任”称号。先

后担任《版式设计》、《标志与 VI》、《字体设计》、《构成》、《美术史》等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

同时还担任视觉专业技能大赛《素描》、《色彩》的辅导教师，校企合作试点班级装高 151（市

优秀班集体）班主任等工作。曾作为核心成员参与了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立项课题研究讨

论并顺利结题。撰写的《以就业为导向的美术职业教育模式的实施》论文在全国供销合作职业

技术教育学会上荣获三等奖。2013 年 3 月参加市两课评比中获得研究课第一名。在《包装世

界》等省级期刊发表论文多篇，2018年参加徐州市课堂教学大赛获得一等奖，推荐参加省赛。







丁静静，中国矿业大学设计艺术学硕士，党员。现为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学校艺术系展示

专业带头人，设计作品《月韵茶餐厅》参加“长江杯室内设计大赛”获得金奖，设计作品《鑫

霸铝业》获得《徐州土木建筑学会 勘察设计协会 建筑创作专委会 2010 年学术年会》三等奖，

《“适宜技术”与中国中小城市建筑发展》、《以低碳概念为导向的零售空间设计前景探索》发

表于国家核心期刊《生态经济》，多篇论文发表于省级核心期刊。指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获

得市级二等奖、三等奖。























王建梅，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艺术系教师，徐州市设计艺术家协会理事，2006年
毕业于郑州轻工业学院艺术设计系环境艺术设计专业。2017年取得硕士学位证书。擅长于手

绘，室内方案设计与制作，对小型景观园林设计有自己独特见解。近年来，参与城置花园、新

城嘉园等多项目设计制作。发表论文 2篇。参与徐州市教学大赛、技能大赛多次获奖等。











外聘教师闵凡思，江苏省首届乡土人才“三带”能手；徐州市拔尖人才；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沛县泥模---(闵氏泥模)徐州市代表性传承人；非遗文创作品--泥塑女性系列《女人缘来都是爱——魅之韵》

获得 2017中国 “汉博杯”工艺美术创意设计大赛铜奖；非遗作品《十二生肖陶模》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学

会乡土奖铜奖；《老玩童》获得徐州市传统工艺项目剪纸、香包、泥（面塑）大赛铜奖；获得全国优质课二

等奖、省录像课一等奖、大市基本功一等奖、大市优质课一等奖、大市公开课；教学成果获得徐州市教学

成果特等奖、江苏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在省市级发表专业教育教学论文十余篇；其陶艺特色教学被电视台、

报纸多次采访报道，学校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交流、学习活动近百次，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先后主持了市级、省级科学规划立项课题， 2015年被徐州市文广新局评选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泥塑（沛县泥模—闵氏泥模）市级代表性传承人；2017年被徐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为徐州

市第七期拔尖人才。

























外聘教师王菊是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曾任大型设计公司的项目经理和首席设计师，完成

了很多设计项目；外聘教师张旭北京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完成了很多设计项目。





三、工作室的运行管理

工作室运行管理：2015年 5 月本人作为领衔人联合徐州景明设计公司规划成立现代学徒

制艺术设计工作室，组建了工作室团队，工作室成员除了完成教学科研任务之外，更多的参与

实践项目，提高教师的动手能力，同时才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国办发〔2017〕95 号提

出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相吻合，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吻

合，与职业学校发展规划相吻合，学校大力支持工作室的建设和发展。

（一）规划目标

1.目标任务

（1）在教学方面，通过工作室成员的努力和青蓝工程结对培养，力争有 2-3名成员成为

徐州市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和专业负责人，三位年轻教师评上讲师。

（2）在各项比赛方面，通过工作室的培养，培养 3-4名选手，在省两课评比或信息化教

学大赛获奖；教师参加或指导学生技能大赛或创新大赛或文明风采大赛获省二等奖及以上的成

绩。

（3）在科研方面，通过工作室成员的学习，在省或市级专业期刊发表专业论文 15 篇以上，

出版 2-3本专业教材，每一位成员以课题主持人或核心成员的身份，完成一项市级以上科研课

题的研究。

（4）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通过工调研考察，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视觉传播设计与

制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视觉传播设计专业课程标准，2-3年内，力争申报视觉传播设计



与制作专业江苏省现代化专业群，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扎实做好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江苏

省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1-2年内争取国家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目前正在申报）。

（5）在社会服务方面，通过工作室开展的社会实践服务，更好的深化产教融合，设计项

目获得更高的设计奖项。联合徐州博物馆以及马庄香包设计工作室成立徐州文化创意研究工作

室。

（二）制度建设

杨春芳艺术设计工作室的制度建设

为确保名师工作室的顺利开展，特制定以下管理制度。

一、有计划地开展工作

工作室围绕年度工作任务，制定好年度工作计划，细化到学期，成员依据工作室的大计划

确定好各自的工作计划，并按计划开展相关活动，定期举行工作例会、开展教研活动，定期进

行工作总结，年度进行考核。

二、积极参与学习培训

坚持有选择性地有重点地学习教育教学理论，积极运用于教学实践，定期提交学习心得，

积极参加教学教研业务培训与教研活动，提交参培与活动的相关资料，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水

平和教学能力。

三、发挥好名师岗位示范作用

认真研究教材、教法、考纲、考法，努力搞好岗位工作；积极参与听、评课、教学研究课、

示范课等活动，高质量地完成相关任务；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教育教学比赛，在比赛中锻炼、提

高；热心辅导，带动青年教师一起成长；努力成为学科教学领域内更高级别的带头人。

四、积极开展课题研究

乐于反思实践，敢于质疑，勇于创新，善于总结，不断发现研究课题，积极申报各级课题，

积极参与各级课题研究，注重行动研究与案例积累，努力向专家型教师发展。

五、乐于交流

建立名师工作室网页、QQ 群，主持人、成员和学员之间及时通过网页、电子邮箱、短信、

QQ 群等途径互通信息，交流教学教研开展情况，分享教育教学工作经验，发起教艺切磋，知

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发挥个人能力和团队精神，充分实现资源共享，互助提高。

六、积极发挥名师引领辐射作用

积极承担各项教育教学、科研及交流工作，对工作室确定的教育教学及交流任务不推诿，

想方设法，积极创造条件，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七、搞好信息报送和档案管理

工作室各成员积极将自己的工作情况报告给主持人，并尽量编写成图文并茂的简报交工作

室交流；每个人将自己的计划、总结、听课、评课记录、实验课、公开课、研讨课、教案、教



学设计、课例、讲座、报告、论文、专著等工作材料，以学期为单位进行收集、归档、存档，

为个人的成长和工作室的发展提供依据，为考核提供依据。

八、实行年度考核

各成员必须按时参加工作室的各项会议和活动，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活动需提前请假。年

度按照名师工作室考核评分标准和本室规约进行严格考核和奖惩。对确实不能胜任名师工作室

工作的成员予以调整，对在各级各类教研比赛活动中获等级奖，或在各级各类刊物发表论文以

及论文评比中获奖的论文和案例按照质量、级别给予奖励；对各级各类获奖的教育教学研究课

题成果给予奖励；对高质量完成的教育教学交流活动给予奖励。

（三）平台建设

名师工作室自建立以来，先后建立了 QQ 群、微信群和名师工作室网站。名师工作室网站

栏目清晰、内容丰富，及时宣传报道名师工作室的建设动态和阶段成果，充分发挥名师工作室

的辐射、引领和示范作用。

网络学习平台统计表

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使用专业 使用效果

平面构成 张亚 工艺美术 较好

图案 张亚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较好

MAYA 软件三维动画 刘超 动漫制作技术 较好

计算机辅助设 CAD 王建梅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较好





四、工作室效能发挥

（一）专业与课程建设

本工作室所在的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为省级特色、徐州市特色专业、江苏联合职业学

院优秀教学团队。专业本工作室自建立起，就紧紧围绕设计行业的发展趋势调整专业方向，与

徐州景明设计公司合作进行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创新了现代学徒制育人模

式，率先推行 “5C”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5R”实践课程教学体系，形成了“共组订单

班级、共商培养方案、共定课程体系、共培师资队伍、共建学习环境、共施教学过程、共评学

生质量、共担教学成本、共享发展成果”的育人机制。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首批为江苏省

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专业课程。

校企合作开发课程统计表及图片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校企合作开发的现代学徒制课程

顺

序
课程

学

时
课程内容 备 注

1
室内设计效果图

表现（3DMAX）
96

全面系统的学习 3ds Max 和 Vary的应用，熟练掌握 3ds

Max 的建模技术，掌握制作家具和室内装饰模型的技

巧，学习家具、装饰模型的材质贴图技术。可以独立

完成超精细模型的精细建模工作，符合专业室内表现

公司的模型标准要求。熟练掌握灯光重点参数的使用

方法和设置技巧，包括室内布光运用方法。认识全局

光照的概念与规律，掌握真实光影的刻画要素。能够

使用灯光阵列布光技术，模拟出室内空间中的真实光

影效果。掌握 3ds Max 中几种常用的材质类型，并结合

3ds Max 的多种不同材质进行材质表现的学习，全面掌

握室内各种物体的质感表达技法，如玻璃、不锈钢、

木地板、窗帘、布艺等常见材质的表达。

2

室内设计施工

图制图

（AutoCAD）
60

本课程学习 AutoCAD工程制图软件，由经验丰富的高

级讲师与业内一线设计师组合授课，以培养建筑与室

内施工图设计行业专业人才为目标。教学采用高强度

训练模式，学员将学习大量行业最新项目的制作方法

并体验公司实战流程。本专业严格按照设计公司的标

准流程进行分工协作，通过大量的案例实践，让学员

熟练掌握建筑设计与室内公装的深化设计，包括对施

工工艺、材料应用、工程预算等内容的了解。能独立

或合作完成 CAD施工图深化工作，达到业界的就业标

准要求。



3
室内设计装饰

材料和施工
80

学习建筑与室内设计中常见的工程材料及施工工艺知

识。内容包括：基础结构、装饰结构、材料特性、材

料价格等知识。使学生可以更出色地完成图纸深化的

工作。配合景明设计独有的室内设计工艺，采用体验

式教学，通过大量的亲手实践课程，使学员更深入了

解常用施工材料的施工工艺，能独立完成施工图深化，

进一步积累施工经验。提供样板间设计机会，让学员

在施工人员配合下完成自身设计方案的施工，成为一

套现实作品，使学员亲身体验设计方案变为现实的过

程。

4
室内空间设计

原理
80

本课程学习欧式、地中海、中式、现代等装饰艺术的

文化背景、设计原则、工艺材料和软装等重要知识。

通过大量的实践项目案例，学习各种主流设计风格在

现代室内装饰设计中的应用，以及变通升华的设计手

法，并学习通过解读客户心理，通过客户的艺术追求，

以及对客观功能性需求，合理地设计出符合条件允许

的、具有专业艺术风格的设计方案。

5 室内软装设计 84

软装配饰设计是室内设计师非常重要的能力，同时也

是室内设计工作的重要环节。软装配饰的内容包括家

具、装饰画、陶瓷、花艺绿植、窗帘布艺、灯饰及其

它装饰摆件。课程根据各类设计方案的空间、风格和

材质等特点，设计整套软装配饰方案，以及软装产品

的相关采购渠道和预算。该课程将结合住宅类软装设

计、酒店会所类软装设计和餐饮类软装设计阶段课程

的实践项目学习。

6
室内设计效果

图表现（手绘效

果图）

96

手绘表现技法是室内设计师必备的设计技能。本课程

通过先进的教学体系和特有的强化训练教学模式，使

学员可以快速学习和提升手绘技能，最终具备设计表

现与设计沟通能力。课程内容有除了透视、色彩和构

成知识，还有彩铅、马克笔和钢笔的表现技法等。

7 室内家具设计 84
通过设计家具的案例，学习对产品特性进行分析，结

合人体工程学及结构原理进行设计，为整体家具设计

打下基础。

8 居室空间设计 192

本课程学习普通住宅装饰结构要点，理解基本设计原

理，合理划分空间，掌握不同地域的常用装饰风格，

并灵活运用变化多样的设计要素，采用多套实践模拟

项目进行方案设计训练，激发引导学员的设计灵感，

模拟真实的工作情境，锻炼学员谈单和沟通能力，使

学员熟练做出符合业主要求的全套设计方案及预算，

由此累积一定的设计经验。

http://www.so.com/s?q=装饰结构&ie=utf-8&src=se_lighten


9
公共空间设计

192

本课程学习办公空间的设计规则，卖场、商店、店面

空间和橱窗的设计知识，掌握从小型工作室到大型办

公场所的设计、规划方法，了解常用的公装材料及施

工工艺，通过项目实践掌握办公空间的设计思路，并

完成项目设计和深化。

10 工程管理 90

程质量好坏的主要因素是人、环境、机具、材料及方

法。管理者应很抓这五个主要影响工程质量的因素，

将“事后把关”重点转移到“事前预防”。做的好坏是

衡量管理者的重要标准。

11
装饰预算及合同

90

1、学习工程报价预算，工程报价是施工前必须要确定

的内容，所以对于工程预算必须有一个概念理解，工

程报价内容包括：基础材料价格、半包预算、全包预

算、主材价格，课程结束后学员能够对报价工程预算

有所了解。

2、《委托设计合同》；

3、如何签合同；

12 实战训练 6周
通过实际案例，让学生理解课程体系，理解设计模板

的应用，以便于更好的掌握系统工具，为下一步顺利

的走向设计工作做好准备。

13 岗位实习 18周

重点实践内容：

1、辅助设计师进行图纸设计及绘制

2、材料工艺实践

3、工地项目管理实践

总结

通过以上课程，学生能够学到更多专业知识，实践理

论相结合，学习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更好的掌握专业

知识，为今后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在制订 2015 级视觉传

播设计与制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校企共同制订，学校与企业按“双元育人”

原则共同完成，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基本技能由学校教师完成讲授，学生的职业岗

位实际操作知识和技能则由企业师傅在传、帮、带过程中完成，共同承担学生在

职业思想和职业技能发展道路上的引领者的任务。“景明设计班”学制为五年，

采取“工学结合，半工半读” 模式组织实施教学工作。根据五年制学生的特点，

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校企共同设计了阶段性、渐进性和企业紧密合作

的课程体系。主要分为职业素质养成课程模块、专业技术技能基础课程模块、岗

位技术技能模块和学徒个人职业发展需求课程模块。



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汇报、专家论证



（二）教学改革

工作室成员制定了 8门突出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课程标准，采用项目教学法，推行“工学

结合”，坚持“做中学、做中教”，理实一体化教学效果好，课堂教学质量高。均主持或参与市

级以上教学研究和实战项目，杨春芳、王立科、张亚、王建梅、闵凡思 5 位主持或参与改革课

题，研究成果运用并有效改进教学实践；杨春芳、王立科、丁静静、王建梅指导学生参加技能

大赛，获得了省级一、二、三等奖项和市级一等奖；杨春芳和李栋老师带领工作室成员做项目，

近三年来完成平面设计、室内设计项目 100 多项；张旭、王菊两位老师带领学生做项目，让企

业项目进课堂，真正做到了产教融合，提高了教学质量，培养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闵凡思

老师开设《陶艺制作》选修课以及《陶艺制作》第二课堂，拓宽学生知识，培养的艺术审美和

动手能力。

《展销环境与室内设计工程》课程标准

一、 概述

（一)课程性质

展销环境与室内设计是装潢艺术设计专业的一门主干专业课程。适用于五年制高职装潢艺术设计专业。

通过学习主要培养学生的创意设计能力、图纸绘制能力及对装饰材料的使用能力，以满足社会岗位的需求，

达到高级室内设计师的基本要求。

（二)课程基本理念

以社会岗位能力要求为理念，以设计行业需求引领课程项目工作任务，以课程项目工作任务选择课程

技能模块，以课程技能模块确定课程知识内容。将展销环境与室内设计的基本知识、设计流程、设计方法

以及展销环境与室内设计方法循序渐进的融于各项目之间及项目之下各模块之中，并通过工作任务的分析

与完成，全面而合理的覆盖展销环境与室内设计领域所涉及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也就是说，先获取技

能，再体验知识。通过技能的学习过程，来获取必需的知识。

（三)课程设计思路

按照“以能力为本位，以职业实践为主线，以项目课程为主体的模块化专业课程体系”的总体设计要

求，以工作任务模块为中心构建的工程项目课程体系。彻底打破学科课程的设计思路，紧紧围绕项目任务

完成的需要来选择和组织课程内容，突出工作任务与知识的联系，让学生在职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掌握知

识，增强课程内容与职业岗位能力要求的相关性，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

依据工作任务完成的需要、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职业能力形成的规律，按照“学历证书与职业

资格证书嵌入式”的设计要求确定课程的知识、技能等内容。

依据各学习项目的内容总量以及在该门课程中的地位分配各学习项目的课时数。



二、课程目标：

（一) 总目标

通过学习主要培养学生的创意设计能力、图纸绘制能力及对装饰材料的使用能力，以满足社会岗位的

需求，达到高级室内设计师的基本要求。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团队合作精神，良好的品德及高

尚的情操，使学生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人。

（二) 具体目标

1.素质

通过项目教学，使学生具备从事本职业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中高级技术人才所必需的室内设计技能，同

时培养学生的敬业爱岗思想、团队协作精神，良好的品德及高尚的情操。

2.知识

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的设计思维能力，掌握室内设计的流程，达到设计师的要求。

3.能力

通过教学学生能够掌握室内设计的流程和设计方法，独立地完成设计制作工作，具有创意设计能力、

图纸绘制能力及对装饰材料的使用能力，以满足社会岗位的需求，达到高级室内设计师的基本要求。在就

业时能够胜任该行业的工作。

三、内容标准（课程内容与要求）

项目一

目标名称 商业室内空间设计

学时 20

教学要求

1、通过市场调研和沟通能对展销环境进行设计定位。

2、对某一上商业室内空间进行整体设计并绘制出设计方案。

相关知识

（实践、理论）

1、商业室内空间的平面图设计。商业室内空间的天花图设计

2、商业室内空间设计的基本原理。商业室内装饰材料设计与应用

操作训练 任务 1：（手绘训练）商业室内空间的平面图设计（300M2）

任务 2：（手绘训练）商业室内空间的天花图设计



考核评价 考核评价以设计方案考核与理论知识点相结合，重点以方案设计能力考核为主，

包括: 设计方案的合理性、科学性、规范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拓展知识 不同功能空间的商业室内设计的方法和基本原理。

项目二

目标名称 居住建筑室内设计（平面、天花图、立面图设计）

学时 30

教学要求

1、能够按照室内设计的程序，进行居住建筑室内设计，适应将来这一行业的就业

需求。

2、掌握居住建筑室内设计的方法，培养学生的设计意识，培养一个合格的室内设

计师。

3、培养学生的空间设计能力，树立环保、节能意识，提倡绿色环境。

相关知识

（实践、理论）

1、居住建筑室内设计平面、天花图、立面图设计、绘制。

2、居住建筑室内空间设计的基本原理。居住建筑装饰材料设计与应用，

操作训练 任务 1：（计算应用训练）居住建筑室内设计平面图设计。（180M2）

任务 2：（计算应用训练）居住建筑室内设计天花图设计。

任务 3：（计算应用训练）居住建筑室内设计立面图设计。

考核评价 考核评价以设计方案考核与理论知识点相结合，重点以方案设计能力考核为主，

包括: 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拓展知识 对不同功能空间的居住建筑室内设计的方法、基本原理和材料进行了解与应用。

项目三

目标名称 宾馆大堂空间设计

学时 40

教学要求

1、掌握宾馆大堂空间设计的基本方法

2、完成合理、科学的设计方案



3、合理使用装饰材料

4、训练学生的设计思维，提高设计意识

相关知识

（实践、理论） 1、宾馆大堂室内设计平面、天花图、立面图设计、绘制。

2、宾馆建筑室内空间设计的基本原理。宾馆建筑装饰材料设计与应用等。

操作训练 任务 1：（计算应用训练）宾馆大堂室内设计平面图设计。（500M2）

任务 2：（计算应用训练）宾馆大堂室内设计天花图设计。

任务 3：（计算应用训练）宾馆大堂室内设计立面图设计。

考核评价 考核评价以设计方案考核与理论知识点相结合，重点以方案设计能力考核为主，包

括: 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拓展知识 对不同功能空间的宾馆建筑室内设计的方法、基本原理和材料进行了解与应用。

项目四

目标名称 宾馆客房空间设计

学时 24

教学要求

1、掌握宾馆客房空间设计的基本方法

2、完成合理、科学的设计方案

3、合理使用装饰材料

4、训练学生的设计思维，提高设计意识

相关知识

（实践、理论）

1、标准客房室内设计平面、天花图、立面图设计、绘制。

2、室内空间设计的基本原理。宾馆建筑装饰材料设计与应用等。

操作训练 任务 1：（计算应用训练）宾馆客房室内设计平面图设计。

任务 2：（计算应用训练）宾馆客房室内设计天花图设计。

任务 3：（计算应用训练）宾馆客房室内设计立面图设计。

考核评价 考核评价以设计方案考核与理论知识点相结合，重点以方案设计能力考核为主，包

括: 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拓展知识 对不同功能空间的室内设计的方法、基本原理和材料进行了解与应用。



项目五

目标名称 餐厅空间设计

学时 30

教学要求

1、掌握厅空间设计的基本方法

2、完成合理、科学的设计方案

3、合理使用装饰材料

4、训练学生的设计思维，提高设计意识

相关知识

（实践、理论）

1、餐厅空间室内设计平面、天花图、立面图设计、绘制。

2、室内空间设计的基本原理。宾馆建筑装饰材料设计与应用等。

操作训练

任务 1：（计算应用训练）餐厅室内设计平面图设计。（600M2）

任务 2：（计算应用训练）餐厅室内设计天花图设计。

任务 3：（计算应用训练）餐厅室内设计立面图设计。

考核评价 考核评价以设计方案考核与理论知识点相结合，重点以方案设计能力考核为主，

包括: 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拓展知识 对不同功能空间的室内设计的方法、基本原理和材料进行了解与应用。

四、实施建议

（一) 教学建议

1、教学应采取项目教学法，以工作任务为出发点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中要注重创设教育情景，

采取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要充分利用挂图.投影.多媒体等教学手段。

2、教师应按照项目的学习目标编制项目任务书。项目任务书应明确教师讲授（或演示）的内容；明确

学习者预习的要求；提出该项目整体安排以及各模块训练的时间、内容等。对教学形式如分组进行和小组

讨论也应做出明确规定。

3、教师应以学生这为主体设计教学结构，营造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激发学习者参与教学活动，提

高学习者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习者学习信心与成就感。

4、教师应指导学习者完整地完成项目，并将有关知识、技能与职业道德和情感态度有机结合。

（二) 考核方式和评价方法建议

教学评价应采取阶段评价和目标评价相结合，理论考核与实践考核相结合，学生作品的评价与

知识点考核相结合。

（三) 教材编写建议

教材编写要体现项目课程的特色与设计思想，教材内容应体现先进性，实用性，典型产品的选取要科



学，体现地区产业特点，具有可操作性。其呈现方式要图文并茂，文字表述要规范.正确.科学。教师依据

企业的要求和项目教学的任务安排和组织教学活动。

（四) 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

要充分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开发相关学习辅导用书.教师指导用书.网络资源及实训基地的建设等，

模拟公司的运作方式，由教师当领头人；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与社会建立直接交流的平台。

（五)实验实训设备配置建议

按照装潢艺术设计专业岗位技能培养的要求，分别建设以广告装潢设计实训室、室内设计实训室、装

饰材料与结构实训室、计算设计实训室等为重点的多功能综合模拟实训室。

五、其它说明

（一)本课程标准适用于高职装潢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可根据学生和企业的具体需求灵活调整课时安排

和内容。

（二)《展销环境与室内设计工程》课程为综合课程，本课程参考学时为 144 课时，各院校可以根据专

业具体情况调整。另外，项目就是展销环境与室内设计大型综合实训，建议有条件的院校都应该安排此项

目的教学，也可任选两个任务模块中之一，在 1-2 周的大型综合实训课内完成。若能结合本行业、企业项

目进行安排，则更好。

（本课程标准撰写人：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李栋）



工学结合教学上课方案













（三）资源建设

近三年内工作室开发了《室内软装设计》、《风水设计》、《营销策划》、《陶艺制作》等 5

门课程，形成适应艺术设计兴职业岗位的校本课程；吸收课题研究、技术研发、技能大赛等创

新成果，李栋老师主编了由东南大学出版的《室内装饰与材料应用》、《家具设计与应用》等室

内设计方向的 6本技能教材，闵凡思老师编写了《汉陶动物》、《汉狗》等 3 本教材。工作室成

员自主创新平面设计和室内设计方向的教学资源、教科研成果，杨春芳、张亚 2 位老师建设了

包含课件、微课以及图例的平面教学资源库；李栋、王立科、王建梅等老师建设了包含课件、

微课、材料以及项目的室内设计教学资源库；闵凡思老师建设了包含设计实物、教学案例的陶

艺教学资源库，人均达 1个/年。

（四）团队发展

开展“青蓝工程”，杨春芳、李栋、王立科、闵凡思、张亚等工作室成员均结对指导 1-2

名青年教师，签订培养协议书，在课堂教学、教科研、专业技能等方面给予指导，主要指导了

王建梅、夏慧慧、丁静静、马倩倩、周雯、张旭等老师，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王建梅：2017年取得了硕士学位，在徐州市课堂教学大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发表论文 2

篇，辅导学生参加省市级技能大赛，获得省市级奖励 10余次，参与参与徐州城置花园、新城

嘉园、泉山森林海别墅装修设计等多个项目设计制作。

夏慧慧：2017年取得了硕士学位，2015年在江苏省两课评比中获得了研究课，省市级刊

物发表论文 5篇，通过了讲师职称的评审，成为了我系专业骨干教师。

丁静静：丁静静老师的设计作品《月韵茶餐厅》参加“长江杯室内设计大赛”获得金奖，

《“适宜技术”与中国中小城市建筑发展》、《以低碳概念为导向的零售空间设计前景探索》发

表于国家核心期刊《生态经济》，多篇论文发表于省级核心期刊，去年还通过了建筑工程方向

的工程师职称评审，为我校展示艺术设计专业带头人。

其他还有马倩倩、周雯、周琳等青年教师 2017年取得了硕士学位；2016年马倩倩、周雯

老师通过了中级职称的评审；2018年张亚老师在徐州市课堂教学大赛中获得了一等奖，成为

我校工艺美术专业的专业负责人；杨春芳、李栋、王立科注重对青年教师技能的培养，指导张

旭完成了很多设计项目，指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获得省市级奖项。

外聘教师张旭、王菊富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在学校室内设计专业方向的课程建设、专业建

设、教科研、教学实践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校企联合开发课程 5个，带领学生设计的众多

项目被采用，培养的学生目前有 15个成为设计的中坚力量；闵凡思老师擅长陶艺制作，在我

校开设陶艺制作选修课和第二课堂活动，通过传、帮、带，使陶艺技艺技能得到传承，全校师

生积极参与，受到广泛好评。同时闵凡思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对汉代文化有深

入的研究，也为我们工作室下一步联合徐州博物馆和马庄香包工作室进行文化创意研究储备人

才。

（五）社会服务



本工作室成员近三年面向社会、企业和其他院校进行了 8次教育教学指导活动；完成了企

事业单位以及个人的平面设计、室内设计以及景观设计等 15项设计项目；校企联合积极开展

对外培训，年培训人数达 300多人次；每年承担徐州市艺术类教师组和高职组技能大赛，负责

制订《徐州市职业学校技能大赛艺术类（教师组、高职组）竞赛指南》，布置比赛的环境和场

地。

工作室成员设计案例















工作室对外培训资料

杨春芳艺术设计工作室对外培训

在整合学校与企业资源、实施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学校理论知识、课程研发与企业专业技能、

实战经验的双方优势，构建与时代同步、对应社会需求的实训平台。工作室不仅对学生起到实战训练作用，

还面向社会提供培训服务。

教室一角

培训平台拥有自己独特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借鉴了国内上百家装饰公司设计案例的宝贵经验，并结

合知名业界设计公司的人才需求标准进行科学编排，使之更方便学员学习和更符合市场需求；在教学方式

上培训平台采用 3+1 教学模式，且注重学习与实践结合，使学员真正全面、系统地掌握所学内容。

图为 201685 期学员在上 CAD 课



图为 2017150 期室内效果图设计班学员上课情景

图为王菊老师在为学员讲解室内效果图表现



图为学员之间学习交流场景

图为 2016103 期软装设计班学员在上家居配饰课



图为 2017121 期学员在认真做课堂笔记

附：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实训平台学生 2017 年 3-11 月部分统计表

工作室培训学生统计表

录入时间 日期 姓名 性别 课程

2017.3 3.1 阮陶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5 张洋铭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5 李欣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5 王宇 男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3 3.5 高寒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5 谢云汉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5 赵洋洋 女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3 3.5 王茵茵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8 肖仲毅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9 叶桥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9 祝春燕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12 王静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12 曾汤台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15 耿缓缓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15 叶金丹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15 张乐乐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18 郭帅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19 石莉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19 李娟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19 张敏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19 朱慧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19 刘畅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19 邹钰雯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19 金晓阳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20 英卡尔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20 沈雪娜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22 张一伟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22 彭东升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23 王杰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23 陈曼莎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3 3.23 苏婉婷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工作室培训学生统计表

录入时间 日期 姓名 性别 课程

2017.4 4.5 陈建宇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5 何真真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5 贺伟 男 商宅风水

2017.4 4.5 苗彤 女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4 4.5 吴家彬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9 周梅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9 潘帅君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9 陈雨晴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11 王婉慧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11 邱响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11 王旭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12 赵康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13 张鹏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15 王斌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15 马立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15 许会会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15 张云兵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15 冯舒婷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16 沈蜜蜜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17 殷月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20 王天国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20 于净然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20 末清扬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21 李孟陆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21 熊恩义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22 周颖川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25 王欣琪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25 吴慧茹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25 张宁清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25 高斌玲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26 姬晨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26 王冉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28 葛亚兰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4 4.28 张彩芳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工作室培训学生统计表

录入时间 日期 姓名 性别 课程

2017.5 5.7 杜尚庆 男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5 5.7 马意晨 女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5 5.7 袁洋洋 女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5 5.9 孙悦 女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5 5.9 孙啸 男 21 天软装课程

2017.5 5.10 王祥 男 21 天软装课程

2017.5 5.10 沈琳 女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5 5.10 邓小娜 女 室内设计综合

2017.5 5.10 孙瑞静 女 室内设计综合

2017.5 5.10 谭锐 女 室内设计综合

2017.5 5.10 左雅婷 女 室内设计综合

2017.5 5.10 余汀涛 男 室内设计综合



2017.5 5.13 常静 女 室内设计综合

2017.5 5.14 姜俊杰 男 室内设计综合

2017.5 5.14 周亚婷 女 室内设计综合

2017.5 5.14 王国利 女 室内设计综合

2017.5 5.16 唐可政 男 室内设计综合

2017.5 5.17 吴相伟 男 室内设计综合

2017.5 5.18 陈家旭 女 室内设计综合

2017.5 5.19 车同 男 室内设计综合

2017.5 5.20 孟先海 男 室内设计综合

2017.5 5.20 欧连华 男 室内设计综合

2017.5 5.21 董亚轩 女 室内设计综合

2017.5 5.21 孙超 男 室内设计综合

工作室培训学生统计表

录入时间 日期 姓名 性别 课程

2017.6 6.15 刘永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 6.18 安宁宁 男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6 6.2 李纯荣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 6.2 饶伟光 男 7七软装课程

2017.6 6.21 侯灿灿 男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6 6.22 王传毅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 6.26 李香 男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6 6.26 邱响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5 徐笑笑 女 7七软装课程

2017.6.6 6.5 张艳玲 女 7天软装课程

2017.6.6 6.7 魏家旭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7 吴承骏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7 郭帅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7 金晓阳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12 曹璐璐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12 王晨斌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15 李家祥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16 陆康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16 李敏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17 李天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19 马满意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19 彭东升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19 齐梦晨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19 孙超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21 孙慧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21 司坦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22 沈宇岚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23 史赟阳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24 吴邦伟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25 王法远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25 王静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25 王露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25 王诗雨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6.6 6.26 吴玉欢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工作室培训学生统计表

录入时间 日期 姓名 性别 课程

2017.7 7.4 牛作龙 男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7 7.4 梁化聪 男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7 7.7 朱禹存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7 朱建军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7 巩思成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7 张纯 女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7 7.8 王砚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8 刘璐蝶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8 钟巧玲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1 徐磊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1 李广路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1 刘博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1 张广博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1 刘璐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15 石青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16 崔青青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2 刘倩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21 罗胜男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21 尹心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21 赵凯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21 郭宋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24 蒋春燕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24 冯海燕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24 王存轩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24 顾硕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26 朱德永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26 干权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26 汪芳芳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7 7.26 武亮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工作室培训学生统计表

录入时间 日期 姓名 性别 课程

2017.8.6 8.1 巩思成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6 8.1 张纯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6 8.2 罗胜男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6 8.2 许恩惠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7 8.2 李大专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7 8.5 崔祥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7 8.5 尚修旭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7 8.5 聂宇帆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7 8.5 王丹丹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7 8.5 张威威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7 8.8 徐海燕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7 8.5 胡俊森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7 8.5 吴俊娴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7 8.5 刘阳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7 8.5 陈传宝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7 8.5 刘萍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7 8.5 王洁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7 8.5 徐前进 女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8.7 8.5 刘源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7 8.6 曾文琼 女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8.9 8.5 张静 女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8.9 8.5 杨雨涵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9 8.5 张维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11 8.11 王爽爽 女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8.12 7.20. 姜振乾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19 8.18 霍强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24 8.21 乔晓雷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24 8.21 陈灿 女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8.24 8.23 陈桂杰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28 8.28 胡然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8.29 8.29 张海燕 女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8.29 8.29 张娜 女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8.31 8.31 葛红振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工作室培训学生统计表

录入时间 日期 姓名 性别 课程

2017.9 9.3 英卡尔 女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9 9.3 张博文 女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9 9.5 朱慧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9 9.5 周远超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9 9.9 周雨谦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9 9.11 张一伟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9 9.16 朱秀红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9 9.18 范欣欣 女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9 9.19 段雨萌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9 9.19 施微微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9 9.19 耿宇轩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9 9.19 中晋升花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9 9.20 何长校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9 9.20 石小清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9 9.20 张福明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9 9.20 陈然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9 9.21 陈健泓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9 9.21 成勇瑞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9 9.21 蔡志豪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9 9.23 杜红梅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9 9.23 朱子月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9 9.25 姬晨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9 9.25 陈鹏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8.9 9.25 杨黎明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9.9 9.25 郭鑫鸽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20.9 9.25 蒋晶露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21.9 9.27 盛云云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22.9 9.27 吴晓溪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23.9 9.28 朱欢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24.9 9.28 杜婷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工作室培训学生统计表

录入时间 日期 姓名 性别 课程

2017.10 10.13 秦艳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13 王银菊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17 孙守其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17 周陆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17 张丰驿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17 袁守康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19 李威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19 冯海涛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19 马奇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1 朱升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1 董成瑶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1 郭丽丽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3 赵桐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3 王佳文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3 尚可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3 王楠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4 王嘉庆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4 王可乐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4 王爱芹 女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4 沙永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6 王格格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6 秦敬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6 朱育红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6 朱雅雯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6 郭景亮 男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6 吕奎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7 张婷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7 顾珊珊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7 杜文娟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0 10.27 王婉慧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工作室培训学生统计表

录入时间 日期 姓名 性别 课程

2017.11 11.2 崔念超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2 张海鹏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2 鹿佳彤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2 杜文君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5 张洋洋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5 张均政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5 许治勇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5 刘潇娴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5 腾雪梅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7 王梦娇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7 杨玉鑫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7 徐琪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7 江梦欣 女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7 胡瀚文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7 邹啸天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7 王思贤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7 吴庭睿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13 王浩宇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13 姚孟奇 男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13 王明智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13 王允斌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13 杨爽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13 邵岩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20 王婧彭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13 董奇 男 平面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13 许耀轩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13 刘治江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2017.11 11.13 孙宇宸 男 室内设计综合班

工作室承办技能大赛情况





五、保障机制

为了充分发挥名师工作室的效能，学校将名师工作室列入学校发展规划，在人员的配备，

场地的安排，设备图书的采购以及信息化办公等方面提供有力的保障。每年订阅 15种专业期

刊，每年购置 100多本专业书籍。学校将进一步加大名师工作室专项建设资金投入，每年在学

校一般性经费预算和决算中，划出 5 万元专项用于丁春明名师工作室的建设，添置部分设施和

图书资料，并实行专款专用。另外学校预算外资金中划出 10 万元项目专项经费，结合《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实践研究》的课题，用于名师工作室产学研开发、课题研究、专业和课程

建设、专业技能教材开发、教学资源研发、专项培训等。

杨春芳艺术设计工作室场景



六、特色创新

特色和创新：杨春芳艺术设计工作室建设是为做好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而成立的，本工

作室自建立起，就紧紧围绕设计行业的发展趋势调整专业方向，与徐州景明设计公司合作进行

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创新了现代学徒制育人模式，率先推行 “5C”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5R”实践课程教学体系，形成了“共组订单班级、共商培养方案、共

定课程体系、共培师资队伍、共建学习环境、共施教学过程、共评学生质量、共担教学成本、

共享发展成果”的育人机制。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首批为江苏省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在

2017江苏省职业学校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年度总结会上我校作为学校代表作总结汇报，得到省专家的好评，给

其他兄弟院校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借鉴范例。工作室所倡导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在

2018年度“徐州市创新奖”获得项目立项，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较大影响，有推广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