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05 设计学

一、 学科概况

设计是人类改变外部世界， 优化生存环境的创造方式， 也是最古老而又最具现代活力的人
类文明。 人类通过丰富而多样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设计创造来调整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和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 同时推动现代社会的文明体验、 相互沟通与和谐进步。 设计学是关于设计行为的
科学， 设计学研究设计创造的方法、 设计发生及发展的规律、 应用与传播的方向， 是一个强调
理论属性与实践的结合， 融合多种学术智慧， 集创新、 研究与教育为一体的新兴学科。

设计学的发展与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远古的历史遗迹开始， 世界
各国灿烂的手工文明就是人类进步的见证。 古代中国的手工艺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陶
瓷、 金属、 玉石、 髹漆、 木工、 皮革、 染织、 刺绣等工艺都曾经达到领先于时代的水平。 １５
世纪以来的欧洲文艺复兴推动了以人为主要价值的设计， 工业革命之前的设计主要表现为与手
工艺加工相关联的意匠方式与手工艺加工方式。 工业革命之后， 设计逐渐自觉地与工业化生产
方式相结合。 ２０ 世纪以来的设计发展更加主动地融入现代社会视觉文化的变革与发展， 并成
为推动当代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整体战略组成部分。

在每一个时代， 设计都是不同社会条件下科学、 人文、 艺术、 工艺多重结合的智慧结晶，
现代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发展更是极大地推动了设计的创新与全社会的应用， 也对设计的艺术及
人文内涵提出更高的要求。 当代的设计成为规划未来的重要工具与方法， 也是文明价值观的
体现。

中国设计学的学科建设有着自身的传统， 尤其是近年来发展迅速， 在努力吸收国际先进经
验的基础上不断促进设计传统的现代转化， 形成多层次、 多分支的设计学学科体系。 中国的设
计教育在艺术和工学的两个领域各自运行数十年， 目前进入一个交叉、 结合、 协同发展的新
阶段。
二、 学科内涵

设计学以人的设计创造行为为对象， 是关于设计行为的目标、 内涵、 价值、 方法及其解释
与评价体系的科学。 设计学展开关于设计创造实践的、 历史的、 文化的、 教育的多维研究， 是
一门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 自足性与开放性、 人文特征与工程特征相结合的交叉学科。 设计以
文化创新、 生活方式及审美取向的提升为理念； 以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考为基
本方法； 以人的精神性、 物质性需求及设计对象的物理特征、 事理特征、 情理特征的把握与体
现为要旨； 以价值创造与形态创造的适度统一为目标， 建构设计学研究的方法体系。

设计学理论体系由设计审美理论、 设计认知理论、 设计技术理论、 设计教育理论等四部分
构成， 由设计历史与文化、 设计思维与方法、 设计工程与技术、 设计经济与管理四个子知识领
域构成基本的知识结构， 该结构涵盖设计调查、 设计创意、 设计表达、 设计工程、 设计管理及



设计教育等多个专业环节。
三、 学科范围

设计学学科主要包括： 设计历史与理论、 环境设计、 工业设计、 视觉传达与媒体设计、 信
息与交互设计、 手工艺设计等学科方向。

1．设计历史与理论　以总结和解释人类设计发展的历史过程与现实状态为目的展开研究，
是发现设计发生的历史， 总结设计及设计研究的方法， 探讨设计发展未来的专业领域， 同时也
是研究设计的目标与方法、 鉴赏与批评、 管理与营销等现实课题的前沿领域。 设计历史与理论
研究对设计学科的建设意义重大， 尤其在设计与当代科学、 人文、 经济的结合日趋密切， 参与
大型社会文化公共项目决策与运作的价值日趋明显之际， 设计理论及管理的拓展更具现实
意义。

设计历史与理论研究涵括了设计历史、 设计理论及设计教育等三个课题领域。 设计历史研
究旨在揭示与探索影响设计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原因及发展规律， 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设计的当下
价值及未来趋势。 设计历史研究不仅涵盖学科自身， 同时与整个人类文明史学术互为支撑与补
充， 是人类历史整体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设计理论研究旨在系统地阐释从设计实践中产生的
创新方法与理论依据， 它不仅建构设计研究方法体系， 同时还展开积极的设计创作研究及设计
批评研究， 建构设计价值的解释系统与评价系统。 近年来， 以此为基础的设计历史与理论研究
拓展到与设计市场运作及社会推广相关联的领域， 形成将营销与传播的方法运用至现实领域的
第三种实践， 即设计管理实践及设计公共政策研究实践， 体现了设计学科在新的时代要求下的
学术拓展与提升。 设计教育是以设计创新方法、 设计历史与理论研究中与传承为核心， 以设计
创新能力的培养为目标的特殊领域。 设计教育以人类设计活动及其相关的教育理念、 教育方
法、 教育过程， 以及设计主体能力培养的系统研究与实施为内容， 主要包括设计创新人才的教
育能力培养及设计师的培养。

2．环境设计　是研究自然、 人工、 社会三类环境关系的应用方向， 以优化人类生活和居
住环境为主要宗旨。

环境设计尊重自然环境， 人文历史景观的完整性， 既重视历史文化关系， 又兼顾社会发展
需求， 具有理论研究与实践创造， 环境体验与审美引导相结合的特征。 环境设计以环境中的建
筑为主体， 在其内外空间综合运用艺术方法与工程技术， 实施城乡景观、 风景园林、 建筑室内
等微观环境的设计。 环境设计要求依据对象环境调查与评估， 综合考虑生态与环境、 功能与成
本、 形式与语言、 象征与符号、 材料与构造、 设施与结构、 地质与水体、 绿化与植被、 施工与
管理等因素， 强调系统与融通的设计概念， 控制与协调的工作方法， 合理制定设计目标并实现
价值构想。

3．工业设计　是研究工业化生产方式下的设计问题的专门领域。 直接面对国民经济各产
业领域的战略思考与直接面对企业及市场需求的产品研发， 构成该领域研究的基本特征。 其核
心是以可批量生产的人工制品及其环境的价值优化为目标的研发设计， 其目的是系统解决
“人” 与 “物” 之间的关系， 在生产、 流通直至废弃的全过程中完整地思考和贯彻可持续的设
计理念； 从提倡科学的用户体验与系统的设计方法， 到强调以人的价值体现为前提的知识整
合， 构成工业设计整体的创新思考与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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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涵盖了日用产品、 染织服装、 家居用品、 家具家电、 通讯产品、 交通工具、 生产
装备等广阔的范围。 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与创新结构的转变， 工业设计的范畴由有形的、 静态
的、 界面的、 功能的产品设计， 扩展到无形的、 服务的、 系统的、 程序的价值设计。

4．视觉传达与媒体设计　是研究平面及数字技术媒体中的视觉传达设计问题的应用方向。
传统的平面设计以印刷类媒介中的设计呈现为主导， 进入数字媒体时代， 则转向以计算机辅助
设计技术为基础的， 更为丰富的新媒体方式， 并展开以视觉方式为主结合听觉、 触觉等多种方
式的信息交互及沟通方式研究。

视觉传达与媒体设计强调信息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信息有效沟通， 强调交互与体验， 强调
多种媒体技术的互渗与结合， 强调艺术性、 人文性与技术性的高度结合。 视觉传达与媒体设计
以视觉信息的交流与意义传达为目的， 通过内容的组织， 叙述结构的建立， 符号形式的选择，
为人与人、 人与物、 人与社会之间加强沟通与理解提供可视化信息方式。 在信息社会的语境
下， 该研究方向超越传统的印刷设计、 包装设计、 装潢设计概念， 其应用领域扩展到动画设
计、 网页设计、 游戏设计； 研究层次深入到图形与图像、 认知与体验、 交互与沟通设计等， 同
时强调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多样性。

5．信息与交互设计　是随着当代人类信息沟通与交互技术的快速发展应运而生的新兴基
础学科， 也是设计学科从单一对象的研究转向人际间、 人机间， 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等多种关系
互动研究的重要标志， 对于设计学科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信息与交互设计还是设计学科与人文学科、 信息技术、 人机工程等领域交叉发展的方向，
以用户体验为中心， 借助现代的信息采集、 统计与分析技术， 建构相关理论模型， 探讨人机感
知、 人机对话及人机互动等交互模式， 展开关于产品交互、 媒体交互及环境交互原理的实验和
设计研究。

6．手工艺设计　研究历史及现实中的手工艺领域的设计问题， 是体现着基础性及应用性
双重价值的学科。 人类的手工文明创造基础， 是丰富的造物智慧之源泉， 也是现代文明和现代
设计的基础， 手工艺创造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其不可替代性。 进入大工业生产时代
之后， 手工艺创造以其独特的单件手工制作方式与艺术品质而凸显新的价值特征。 中国历史上
曾经涌现出如陶瓷、 金属、 玉器、 髹漆、 印染、 织绣、 木工等传统手工艺的杰出代表， 同时还
形成遍布各地， 丰富多样的民族民间工艺。 这些工艺形式在历史上曾以 “工艺美术” 命名，
对中国现代设计概念的形成与传播产生过重要影响。 手工艺设计不仅关系到传统工艺生产方式
的传承和弘扬， 还延伸至现代手工艺形式的创新与推广，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以及特定的文
物修复与保护技术等领域。
四、 培养目标

设计学学科培养学术型与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在设计学学士、 硕士层面主要培养学术
型与应用型专门人才。 在设计学博士层面主要培养学术型设计研究、 设计创新高端人才。

1．硕士学位
设计学硕士 （艺术学） 学位标准： 具有较为系统的设计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了解本学科的基本历史、 现状和发展动向， 掌握设计学的研究方法、 技术手段和评价技术， 能
选择恰当的研究方向， 合理运用科学方法独立展开学术研究或设计实践； 能了解相关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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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并能结合于实践运用， 具有整合多种学科知识， 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较熟练地掌握
运用一门外国语检索查阅资料， 进行学术研究及有效地交流沟通， 并为更高层次的学习与研究
奠定理论与方法基础。

设计学硕士 （工学） 学位标准： 具有相应的设计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工程学科专门知识。
了解设计学学科的发展动向， 掌握设计学的研究方法、 技术手段和评价技术， 具备将设计与工
学等其他学科进行交叉与整合运用的能力， 探索工程技术与设计专业之间的关联性和实效性，
完整体现设计的技术属性与人文属性。 应具备解决设计研究和设计工程中具体问题的能力， 取
得具有学术意义、 实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具有在本领域从事科研或教学工作， 承担设计创新或
设计管理工作的能力。 能较熟练地掌握运用一门外国语检索查阅资料， 进行学术研究并有效地
交流沟通。

2．博士学位
系统地了解本专业领域设计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掌握设计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的方法， 熟

悉该领域国内外的研究前沿， 了解邻近学科的广博知识， 能对复杂设计问题形成独立的思考判
断， 并进行系统深入的原发性或拓展性研究。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 熟练应用本专业的外文资
料， 具有一定的国际交流表达能力。
五、 相关学科

哲学、 社会学、 生态学、 经济学、 管理学、 机械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等。
六、 编写成员

郑曙旸、 许平、 孙守迁、 郑建启、 李亚军、 梁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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