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动画学院坐落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全国 15 个副省

级城市之一），2000 年 6 月成立，经历了新制二级学院、独立学院

发展阶段，2008 年经教育部批准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

校，具备颁发本科毕业证书资格和学士学位授予权。

学院设有动漫、游戏与数字媒体、设计、传媒、广告、影视戏

剧和文化产业管理 7 个分院，开设动画、数字媒体艺（技）术、艺

术设计、广播电视编导、广告学、播音与主持艺术、戏剧影视文学、

市场营销等 21 个本科专业，已经形成以艺术类学科为主体、文学、

工学、管理学等学科涉艺专业为侧翼共同发展的专业建设格局。动

画专业被确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动画、数字媒体艺术和艺

术设计三个专业被确定为吉林省“十二五”特色专业、艺术设计学

被批准为吉林省高校“十二五”优势特色重点立项建设学科。

目前校园占地面积 43.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3.5 万平方米。

2015 年校园规划全部完成后，校园总占地面积达到 82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达到 50 万平方米。2015 届毕业生 2725 名，教职员工

880 余名，其中专任教师 600 余名，外籍客座教授近 300 名。 

学院秉承“自尊、自强、创新、创造”校训精神；坚持走学研

产一体化的办学道路，形成了“开放式国际化、学研产一体化、科

研与创意产品高科技化”三大办学特色；根据文化产业发展对人才

的需求，发挥学院各学科专业优势，以国家文化产业行业和市场要

求为导向，以加强学生实践能力、与产业及市场对接能力、就业及

创业能力为目标，组建动漫、游戏、设计与广告、影视、传媒学产

对接实践教学平台，实现各分院、各专业之间的交叉融合、互动对接。

先后被国家广电总局批准为“国家动画教学研究基地”、“国家动

画产业基地”，被国家文化部批准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学院目前拥有近万平方米本科实验、实习、实训场所，能够同

时容纳 3000 余名学生进行专业教学实训、模拟创业实训以及产业项

目实训等实践项目。按照校内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实践技能要求，与

多家企业进行了校企合作，建立了相对稳固的校外实习基地，借助

企业的人才、技术和设备资源优势，使学生从校内的模拟实训到校

外实习基地真题真做的实践锻炼机会。

学院的发展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吴邦国、温家宝、

贾庆林、李长春、刘云山、刘延东等领导相继来我院视察，对学院

学研产一体化办学特色以及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校园专场招聘会

2014 年 11 月上旬至 2015 年 6 月上旬
（详情请关注吉林动画学院招生就业处就业办公室网站相关信息）

吉林动画学院招生就业处（就业办公室）

邮编：130012  网址：http://new.jldh.com.cn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博识路 168 号

0431-87021922/87011129（传真）

影视戏剧分院（116 人）
专业 男 女 人数 小计

播音与主持艺术 17 57 74
116 

戏剧影视文学 14 28 42

专业 男 女 人数 小计

市场营销 14 16 30 30

■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

戏剧与影视学等多学科知识与能力，能在广播电视等传

媒机构和其他相关单位从事播音主持、影视配音（动画

配音）、新闻采访（现场报道）、节目编辑制作等传播、

影视艺术行业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艺术概论、普通话语音、播音创作基础、

播音主持艺术导论、新闻采访与写作、传播学概论、广

播节目播音主持、电视节目播音主持。

■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

需要，具备较高的人文素质和诚信品质、良好的文化艺

术修养、广阔的经营视野与较强的创新意识，掌握现代

管理、经济、营销、文化与艺术等相关理论知识，熟知

文化产业和企业的经营特点与营销业务流程，具有文化

产业市场调查、市场分析、营销策划、广告策划、市场

推广、销售管理等营销业务管理的专门技能和综合运用

相关知识发现、分析、解决营销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

在新闻出版机构、广播电视文化产业、动漫游戏产业、

艺术产业机构等各类文化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化产品营销

业务与管理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市场营销学、文化产业概论、市场营销调研、

消费者行为学、品牌管理、销售管理、文化市场营销策划、

国际市场营销、广告创意与文案策划、商务谈判。

■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戏剧影视创作基本理论及

剧本创作和编导技巧的能力，能在文化馆（站）、戏剧、

动画、影视相关领域从事各类影视创意、策划、创作、

研究、教学等方面工作，或在企事业单位从事文案工作

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中国古典文学、基础写作、中国现当代文学、

外国文学、中西方电影史、戏剧剧本创作、中国戏剧史、

外国戏剧史、视听语言、表演基础、影视剧本创作。

市场营销模拟实验室教学场景

吉林动画学院校友会

文化产业管理分院（30 人）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市场营销专业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2012 我们等待戈多》我院师生共同创作，获得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
获优秀剧目奖，并获得吉林省文联、吉林省戏剧家协会被被戏剧节授予
“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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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等多学

科交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以及戏剧影视人物

形象造型设计、影视美术设计能力的专业人才，能在剧

院、电影厂、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影楼、服装设

计公司、时尚杂志社等部门从事人物形象设计、化妆设

计、服装整体搭配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美术学、设计学、戏剧与影视学、公关礼仪、

人物形象设计基础、软件基础、化妆设计基础、服装材

料学、少数民族服饰、服装设计基础、装饰形态设计、

时尚人物形象设计。

2015 届毕业生情况介绍（总数：2725 人） 动漫分院（1021 人） 设计分院（644 人）游戏与数字媒体分院（408 人） 传媒分院（278 人）

2016 届毕业生新增专业
表演：31 人         文化产业管理：38 人  

广告分院（228 人）

分院 专业 男 女 人数 小计

动漫分院
动画 463 416 879

1021
绘画 72 70 142

游戏与数字媒体分院

数字媒体艺术 119 78 197

408数字媒体技术 50 27 77

会展艺术与技术 65 69 134

设计分院

艺术设计 153 208 361

644工业设计 66 110 176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33 74 107

传媒分院

广播电视编导 44 60 104

278广播电视新闻学 40 50 90

摄影 53 31 84

广告分院 广告学 102 126 228 228

影视戏剧分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17 57 74

116
戏剧影视文学 14 28 42

文化产业管理分院 市场营销 14 16 30 30

专业 男 女 人数 小计

动画 463 416 879
1021  

绘画 72 70 142

专业 男 女 人数 小计

数字媒体艺术 119 78 197

408数字媒体技术 50 27 77

会展艺术与技术 65 69 134

专业 男 女 人数 小计

艺术设计 153 208 361

644工业设计 66 110 176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33 74 107

专业 男 女 人数 小计

广播电视编导 44 60 104

278广播电视新闻学 40 50 90

摄影 53 31 84

专业 男 女 人数 小计

广告学 102 126 228 228

■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和行业发展，熟

悉动画市场营销及企业管理，具备动画创作的基本知识

和创作基本技能，能在影视与动画制作团体、动画应用

机构、动画传播企事业单位从事动画前期策划、动画作

品创作、动画企业管理、动画衍生品推广、动画技术应

用，以及在各级各类学校从事动画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应

用型、创新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动画造型基础、动画剧本写作、动画角色

设计、动画场景设计、动画原理、动画角色表演、动画

视听语言。

■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游戏设计、游戏美术制作开发方

面的理论知识，能熟练掌握游戏的设计、制作方法和技

能，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主干课程：数字游戏概论、三维软件技术、游戏三维

场景制作技术、游戏原画设计、游戏概念设计、游戏场

景三维制作技术、游戏三维角色制作技术、游戏创意、

游戏策划。

■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平面设计、

多媒体设计、室内设计、建筑可视化设计的基础知识和

专业技能，具有创意能力和新技术的应用能力，能在艺

术设计相关领域从事策划、创意、制作等工作的应用型

高级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艺术学、文学

■核心课程：视觉与多媒体设计方向：艺术概论、图形

创意、文字与版式、界面设计、书籍设计、品牌形象策划、

网页设计、包装设计

室内设计方向、建筑可视化设计方向：艺术概论、设计

概论、二维造型基础、三维造型基础、建筑初步、建筑

概论、三维软件基础、室内空间设计、信息传达设计、

景观设计。

■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广播电视节目编导、策划、创

作、制作等方面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

理论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具备广播电视节目、栏目、网站

和文化创意、广告宣传等方面工作的能力，能够在广播电视、

网络新媒体以及文化、企事业单位从事编辑、策划、撰稿、制作、

编导、摄像、音响设计、界面设计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广播电视概论、基础写作、艺术概论、视

听语言、非线性编辑、广播电视编导、电视画面编辑、

专题片纪录片创作、广播电视节目策划、DV 作品创作。

■ 培养目标：本专业立足于新闻传播学的内在规律，着眼

于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未来前景，培养具备良

好的政治素养、较为广博的文化知识、敏锐的社会观察力

和娴熟的专业技能，能够在广播电视机构、新闻出版机构、

新媒体公司等传媒、企事业单位从事新闻采访、报道、拍摄、

编辑及策划、管理等工作的广播电视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广播电视学专业：新闻学理论、广播电视

概论、电视摄像、视听语言、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采

访与写作、广播节目制作、电视节目制作、广播电视写作、

传播学理论、广播电视节目策划、新闻评论。

■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扎实的科学文化和艺术理

论知识以及摄影专业的综合素质，具备较强的图片摄影

和影视摄像的实践能力，能够在编辑出版、商业摄影、

影视公司和媒体传播、文化宣传等部门从事摄影、摄像、

后期制作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摄影基础、摄影技术与技巧、摄影构图、摄影美学、

美术欣赏、纪实摄影、新闻摄影、商业摄影、影视摄影、非线性编辑。

■ 培养目标：本专业以培养学生扎实的广告从业能力和

艺术修养为目标，培养具有较强的创意设计能力和独立

解决本专业领域实际问题的素质，能够在企事业单位或

广告传播领域从事广告策划、传播、创意设计工作，并

富有创新精神的广告市场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广告设计造型基础、广告学概论、广告创意、

消费者行为学、广告影像、广告策划、品牌营销、包装

设计、公共关系学、影视特效、整合营销传播概论、新

媒体概论、影视广告、广告道德与法规、会展广告设计。

■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工业设计基础理论

知识及产品造型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

质，能在产品设计、家具设计、首饰设计、UI 设计等

领域企事业单位、设计部门、教学科研单位从事以产品

造型设计为重点的设计、管理、科研或教学工作，从事

产品设计及相关的视觉传达设计、信息设计、环境设施

设计及展示设计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艺术学、设计学、工学、设计概论、二维

造型基础、三维造型基础、工业制图、材料与加工工艺、

三维软件基础、人体工程学、基础工业设计、二维软件

基础、模型制作、设计图技法、产品调研方法、衍生产

品设计、软件综合制作、综合设计、视觉设计基础。

■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交互、多媒体、虚拟现实艺术与科

技方面的理论知识，能熟练掌握虚拟现实、交互设计及互

动多媒体制作技术，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主干课程：人机交互设计概论、视觉设计基础、信息

可视化设计、虚拟空间概念设计、虚拟空间形态设计、

用户交互界面设计、应用程序设计、多媒体界面设计、

多媒体信息合成

■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能够

进行游戏设计与开发、动画插件开发，以及数字媒体与

视觉可视化软件开发和项目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

门人才。

■主干课程：C++ 程序设计基础、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数据结构、软件项目管理、软件测试基础、引擎技术应用、

android 技术应用、IOS 技术应用、Cocos2d_x 技术应

用、网页平台技术应用、动画技术应用。 

■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现代绘画理念与当代新媒

体、新产业的相关知识，具备较强的专业素养及实践能

力，能在各类相关出版机构、虚拟 3G 公司、广告传播、

网络公司、学校、画廊、工作室、培训机构、电子商城

等领域从事各类商业漫画创作、漫画剧本创作、数字出

版物创作、高档商品画创作、名画临摹与修复、商品画

装裱及经营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 主干课程：

漫画方向：漫画角色及场景设计、漫画数字绘画、单幅

漫画表现技法、漫画语言与表现技法、绘本（漫画）剧

本写作 

商业绘画方向：油画模块：油画静物、油画人体、古典

油画材料与技法、新具象油画技法、商业油画风景。

由我院师生参与的外教工作室作品《猫和老鼠谁将被埋葬》获中国动画

学会美猴奖“最佳动画短片”奖、获第十七届俄罗斯苏兹达尔动画节“评

审委会特别奖”，获第十四届日本广岛国际动画节“最佳影片”大奖。 单机游戏《飞机总动员》2011 级学生作品

珲春港口客运中心概念设计

2012 年中国环境设计学年奖建筑设计类优秀奖

学生作品入围德国红点概念奖

第八届迈乐杯全国设计精英赛金奖

动画专业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艺术设计专业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广播电视学专业

摄影专业

广告学专业

工业设计专业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  

会展艺术与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

绘画专业

学生作品《我要上学》获得第九届“最美中国”大学生摄影比赛一等奖 

师生作品《玉米之城》获吉林省第二届广告节银奖。

2015 届毕业生各省分布情况

省份 人数 省份 人数 省份 人数 省份 人数 省份 人数 省份 人数

安徽 12 北京 173 重庆 23 福建 70 甘肃 15 广东 30

广西 37 贵州 52 海南 32 河北 75 黑龙江 146 河南 84

湖北 20 湖南 56 江苏 45 江西 29 吉林 459 辽宁 399

内蒙古 191 宁夏 10 青海 9 陕西 24 山东 238 上海 140

山西 176 四川 45 天津 16 新疆 54 云南 5 浙江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