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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ed 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chanical industry design students, combined with the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industrial design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addition, deletion, replacement, integration and other methods, made school-based processing of the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design sketches textbooks existed partly, proposed a series of reform programs which are designed to enabl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basic skills of hand-painted more solidly, lay an foundation for a series of professional learning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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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机械类工业设计专业学生特点，结合工业设计大环境背景与发展趋势，通过添加、删除、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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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等方法，对专业基础课程——设计素描的现有部分教材进行校本化处理，并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
旨在通过改革使学生更扎实地掌握手绘的基本技能，为后续一系列专业学习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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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早在远古时期，“素描”作为一种用以沟通和传递意识的工具就已经出现。“设计素描”旨在对目
标进行清晰理解与表达，从而更好地为设计服务[1]。随着时代不断发展，作为设计类专业最为基础的必
修课程之一，如何熟练掌握设计素描的基本技能、为后续一系列进阶课程打下牢固基础显得越来越重要。

2. 机械类工业设计专业学生特点及发展现状
2.1. 机械类工业设计专业学生特点
工业设计专业是以工学、美学、经济学为基础的设计专业，与众多艺术类院校的工业设计专业相比，
基于机械背景下的工业设计专业要求学生具有更多的理性分析素养，更为系统、全面地对设计问题进行
剖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产品设计手绘能力作为工业设计师必备的基本技能之一，用以推敲、思考设计方案，辅助设计师向
多方面人士表达其设计概念。而设计素描课程就是产品设计手绘表达的基础课程和预修课程，是后续一
系列相关深入性课程的基础，也是设计专业学生入学后的第一门绘画技能课程。但对非艺术专业院校的
理工类学生来说，在进入大学前未进行过相关美术及设计技能方面的培训，在学习相关技能时需要从零
学起，因此手绘类课程(设计素描、产品设计表达等)对他们来说尤为关键。

2.2. 国内现有设计素描课程教材的现状分析
国内现有高等院校设计素描课程教材内容大多面向艺术类院校学生的需求，艺术类院校学生往往在
本课程学习前就具备一定美术基础，而对于机械类工业设计专业学生没有任何绘画基础的现状来说，现
有大部分设计素描教材普遍存在基础技能讲授过于简化，教材整体难度偏大，很少设计专业大方向下具
体设计专业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这些都不利于机械类工业设计专业学生对本专业基础手绘能力的学习
及熟练掌握，无益于针对本专业特点对学生进行综合性的基本技能及设计思维培养。
因此，对于机械类工业设计专业设计素描的课程改革及课程教材的校本化存在一定重要性和必要性。

3. 教学改革目标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3.1. 改革目标
基于一系列研究现状提出的课程教材的校本化改革目标如下：
首先，通过增大基础手绘能力训练章节的教学比重，促进学生设计素描基础知识与基本技法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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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面一系列设计工作打下基础；同时，通过增加趣味性快题实践等环节，提高学生审美意识，培养学
生手绘兴趣；通过改革，突出机械类工业设计专业特色，满足专业实际需求；最后，通过对最终作业形
式及内容的修改，增加本课程与后续进阶性课程的衔接度。
此外，在整个设计素描课程授课过程中，注重学生的设计思维形成，培养学生对设计的兴趣与主动
性。

3.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旨在通过此次教学改革，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①通过现有一些教材的校本化处理及授课形式等
一系列改进，弥补机械类工业设计专业学生手绘能力上的不足；②满足学生审美创新能力与机械理论知
识并重的发展要求；③使学生更快更好地学习掌握后续进阶性课程。

4. 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
4.1. 增大“基础手绘能力训练”章节的教学比重
首先，将教材中基础手绘能力培养部分章节的教学比重适当增大，增加一定课时量，并重点从具体
以下几方面展开教学任务：
4.1.1. 结合工业设计案例介绍设计素描工具
结合若干工业产品设计实际案例对工业设计专业进行设计素描表现所需工具进行特点介绍和用法讲
解，鼓励学生直接使用诸如彩铅、圆珠笔、针管笔等工业设计草图表现常用绘图工具及大小为 A4 或 A3
尺寸的打印纸进行尝试绘制，而非选择传统素描工具如炭笔、素描纸等工具进行练习，以期帮助学生尽
快熟悉、适应工业设计专业产品设计手绘的常用工具及表现思路，更高效地与后续相关课程进行自然过
渡与衔接。
4.1.2. 强化如线条、圆练习等基础性练习
强调设计素描基础性练习，鼓励学生从直线、曲线、圆形、椭圆形等最基础的练习入手，以此逐渐
感受自己的手对绘图工具进行控制的规律和技巧，通过加大练习数量、提高练习质量，由浅入深地练习
手绘基本功，为后续深入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4.1.3. 对基本透视关系的熟练掌握
初学绘画者对于基本透视关系的理解与熟练掌握是十分关键的，如何将三维空间中的物体在二维画
纸上进行立体呈现，需要经过反复地思考与练习，保证透视关系不出错是画好设计素描的前提。结合生
活中常见现象实例，对三种基本透视关系进行讲授，使学生在充分理解透视的基础上进行产品透视练习，
培养其独立分析与思考的能力，才能一以贯之，对所有目标物体进行正确的透视关系表现。

4.2. 增加趣味性快题实践环节
工业设计专业要求以手绘对设计概念或思路进行快速而准确的表现，因此在课程中阶段性地插入多
个趣味性快题实践环节，通过短时间、高频率的命题式趣味性快题训练，培养学生对学习手绘的兴趣，
同时引导学生逐渐形成积极自主的思考意识和创作欲望。其中，对趣味性快题实践环节的内容设计举例
如下：
快题练习 1：利用点、线、面的组合运用对同一件日用产品的外观进行质感表现，至少表现三种不
同的质感效果，并描述不同质感给人带来的心理感受的差别。要求：20 分钟内完成，先画出产品原本外
观再进行质感表现，在同一 A4 画面中展现，注意版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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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题练习 2：先对自然界某一动物或植物形态进行观察记录，逐步提炼其形态特征，再利用提炼出
的形态特征快速设计一款造型或功能特征与之相匹配的产品。要求：30 分钟内完成，在同一 A4 画面中
展现，注意版式效果。

4.3. 将“结构素描的掌握能力”、“空间想象力”的培养作为教学重点
4.3.1. 结构素描的掌握能力
结构素描通常用于对目标物体的结构进行分析，了解物体的形态转折变化，从而更好地在二维上表
现物体。而结构素描对于工业设计专业来说更是尤其重要，可通过对结构素描的应用研究产品的一系列
造型、功能及生产工艺要求，基于机械类工业设计专业学生对机械知识的学习与了解，加上对结构素描
知识技能的熟练掌握，便可对产品进行全方位的认识剖析与描绘表达，从而进一步培养学生对工业产品
的创造力。
4.3.2. 空间想象力的培养
在设计素描中，通过对学生空间想象力的培养，有助于其理解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及存在状态。工
业产品不是二维的，而是基于真实世界空间关系的三维表达。对空间感受力和想象力的培养是尤为关键
的，通过训练（如给出一件产品侧视图再通过空间想象自行画出该产品的其他视图及多个立体效果图），
力图使学生实现从“抄”到“造”的能力上的转变。

4.4. 以“准确、快速、生动”为目标对最终作业形式进行修改
将课程中作业评价的重点放在是否做到“准确”、“快速”、“生动”上，而不再一味强调通常设
计素描课程中对物体的长时间精细刻画或质感表现之上。其中，“准确”指对产品尺寸、比例关系、结
构透视等方面表现的准确程度；“快速”指在设计与绘制过程中，尽量以较短时间快速、完整地呈现自
己的概念、思路，便于交流或修改；“生动”则鼓励学生在达到准确、快速表现的基础上，能够逐渐形
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在清晰表达的基础上使画面效果更加生动且具有说服力。
基于以上教学目标，对设计素描课程教材中的最终作业形式进行改进，此外，通过对最终大作业的
目标要求、评价标准等方面引导学生，逐步培养起工业设计师目的性较强的手绘表达意识，以便使学生
今后能够更好更快地与后续相关课程进行知识技能上的衔接。

5. 教学改革方案获得的初步成果及成绩评价标准
5.1. 教学改革方案获得的初步成果
经过一学期教学改革课程方案的实施，基本完成预期改革内容，通过一系列设计素描教材的修改与
使用，结合课堂讲授、练习及专题训练等形式，使学生在审美意识、手绘基础水平、综合运用知识解决
问题的能力等方面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
1) 通过增加设计素描基础手绘能力训练的章节比重、修改最终作业形式等途径，初步提高了机械类
工业设计专业学生的手绘能力，使学生得以更好地学习、掌握后续进阶性课程。
2)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审美意识，大幅提升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通过改革使设计素描
教材更具工业设计专业针对性，总体满足了学生审美创新能力与机械理论知识并重的发展要求，此外，
也在课程实践中提高了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5.2. 教学改革后课程的成绩评价标准
针对教学改革课程及具体改革内容，对课程成绩的评价标准总结如表 1 所示。

68

贾晓毓 等
Table 1.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teaching reform scheme
表 1. 教学改革方案的成效评估标准
基础手绘技能方面

设计思维能力方面

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处理问题的能力方面

通过课程学习和实践熟练掌握一系列手绘
基础知识，如基本透视原理、三视图、结
构素描、各类表现技法等。

具有活跃的思路，富有创新意识，能
够经过启发对设计目标进行有意识地
构造联想，想象力丰富。

快速对提出的设计问题做出反应，能够灵
活熟练地运用基础知识和相关设计思维独
立进行产品创意设计创造。

通过对机械类工业设计专业设计素描课程的一系列教学改革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机械类工业
设计专业学生对学习手绘的积极性，初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改革内容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在后续教
学实践中，将持续对设计素描课程教学改革进展进行关注，逐步完善课程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以
期不断提高学生的基本素养和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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