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吉林动画学院
毕业生推荐手册

学校简介
吉林动画学院创建于 2000 年 6 月，2008 年经教育部批准为民办普通本科高校。
目前，学校下设动画艺术、漫画、游戏等 9 个学院，开设动画、数字媒体艺术、视觉传
达设计等 21 个本科专业，涵盖艺术学、文学、工学、管理学 4 个学科门类。现有本科
在校生 12000 余人，2016 届毕业生 2969 人。
学校面向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招生，大部分省份与重点院校或普通公办院校同
批次录取。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0% 以上。很多毕业生就职于国内动画、游戏、
数字媒体行、传媒行业著名企业，已成为所在领域中坚力量。
多年来，学校秉承“自尊、自强、创新、创造”的校训精神，本着“对学生负责、
对家长负责、对社会负责、对行业负责、对国家负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深化“开
放式国际化、学研产一体化、创意产品高科技化”三大办学特色，强化内涵建设，提升
办学质量，为国家和地方文化产业发展输送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不断深化学研产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推进学产对接实践教学平台建设。围绕
9 个学院、21 个专业，以电影、游戏、互联网、设计与广告四大产业群，带动专业群建设。
一二年级进行基础教学，三四年级打通专业壁垒，根据兴趣自主选择平台进行实践教学，
全面提升文化、艺术、技术、市场的交叉融合，教学与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人才培养
和市场需求的无缝对接。为学生在校期间职业理念、企业思维和市场意识的培养提供有
效平台。
努力提升技术创新对艺术、文化和市场的支撑作用。建有“现代动画技术吉林省高
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游戏与互动媒体技术吉林省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吉
林省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吉林动漫文化研究基地”，联合 21 所高校和企业创建
了吉林省动漫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吉林省科技发展计
划项目等多项重大项目。不断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意产品高科技化水平，为文化产业
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继续加快国际化办学进程。承办“中国·吉林国际动漫游戏论坛”、“全球龙玺杰
青·年度巅峰对决广告创意高峰论坛”、“中国文化产业峰会”等高峰论坛 20 余次。

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外国驻华大使、公使、参赞、总领事等 1000 余人来校交流、任教。聘请我国第
一部动画片《大闹天宫》原画、上海美影厂原厂长、《宝莲灯》导演常光希，国际动画协会会长艾德·迪斯洛
契斯，奥斯卡获奖影片《星球大战》导演罗伯特·布莱拉克等国内外高水平客座教授、特聘教授 343 位。
全面开拓“创新、创造、创优、创业”新局面。充分发挥办学特色和资源优势，不断完善、优化创新创业
体系和生态建设，搭建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为学生在校期间自主创业提供全方位扶持，大力提升师生创新、
创业能力，实践能力和与市场对接能力。不断深化吉林动画学院特色创新创业文化，打造“创意硅谷”、“创
业硅谷”。
学校师生多项作品在国内外展赛中斩获大奖，如中国动画行业最高奖项“美猴奖”、上海电影节“白玉兰奖”、
第十四届日本广岛国际动画节“最佳影片大奖”、“中国创意设计年鉴金奖”、工业设计国际最高权威奖德国
“红点”提名奖、中国校园戏剧节最高奖“优秀剧目奖”、中国游戏优秀制作人和最佳优秀创意奖、全国大学
生广告艺术大赛一等奖、中国大学生在线摄影大赛一等奖等。师生原创 3D 动画电影《青蛙王国》先后获得“中
国动画电影‘天马杯’最佳动作设计奖、优秀编剧奖”、“吉林省长白山文艺奖”、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和文化部“‘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第二届动漫奖’最佳动画电影奖”，并
成为我国唯一入围“第八届亚太电影节最佳动画片奖”的动画影片。
学校先后被评为“国家动画教学研究基地”、“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是“国
家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实施单位”，与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被评为“泛亚太地区动漫教育机构十强”称号。
被业内专家评价为“一所很有思想、特色突显和充满潜力的高校，是我国民办高校成功的范例”。2015 年，
经学校申报、省教育厅推荐、社会第三方调研、教育部专家进校考察等环节，学校顺利入选“2015 年度全国
毕业生典型经验高校”。并在社会调研及教育部专家进校考察等环节，获得了用人单位评价排名第 10（共 60
所院校）的好成绩。
多年来，学校发展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殷切关怀，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刘云山、刘延东等
领导相继来校视察，对学校学研产一体化办学特色以及办学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在未来发展中，学校将继续深化学研产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内涵发展，强化核心竞争力，为建设国
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百年名校而努力奋斗！

吉林动画学院 2016 届毕业生情况介绍
总人数：2969 人
学院

专业

男

女

人数

小计

动画艺术学院

动画

479

466

945

945

漫画学院

绘画

88

89

177

177

艺术与科技

38

47

85

数字媒体技术

57

24

81

数字媒体艺术

145

103

248

视觉传达设计

32

84

116

环境设计

130

161

291

广播电视编导

56

88

144

广播电视新闻学

30

55

85

摄影

58

40

98

播音与主持艺术

32

66

98

广告学

103

102

205

戏剧影视文学

21

28

49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14

51

65

表演

18

13

31

市场营销

26

22

48

游戏学院

设计学院

传媒学院

广告学院

电影学院

407

425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产品造型学院

414

205

145

86
文化产业管理

15

23

38

产品设计

72

93

165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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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北京

201

重庆

47

福建

73

甘肃

10

广东

21

广西

36

贵州

47

海南

38

河北

118

黑龙江

158

河南

72

湖北

54

湖南

60

江苏

72

江西

28

吉林

532

辽宁

358

内蒙古

219

宁夏

11

青海

5

陕西

20

山东

238

上海

161

山西

164

四川

68

天津

15

新疆

45

云南

2

浙江

73

2017 届毕业生新增专业

网络与新媒体：68 人

1. 校园供需见面会及专场宣讲会服务（2015 年 9 月 -2016 年 6 月）
2. 远程网络宣讲及面试服务（全年）
3. 免费就业信息发布（全年）
4. 校园招聘会时间：2015 年 11 月 14-15 日

动画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面向我国创意文化产业、影视与动
画制作、动画应用机构、动画传播企事业单位及电影、
电视、电子出版、互联网、移动媒体、游戏等数字
媒体领域和行业发展需要，培养系统掌握动画策划、
编导、设计与制作等工作技能，具有扎实理论基础、
较宽应用能力、突出专业特长、良好职业素养，较强
的创作能力和创新精神，能胜任动画策划设计、影视

动画艺术学院 毕业生人数 : 945 人
专业

男

女

动画、新媒体动画、影视动画特效、动画管理与营销
人数

等方向的创新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方向：动画专业下设动画策划设计、影视动画、

动画

479

466

945

新媒体动画、影视特效、动画管理营销五个专业方向。
主干学科和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电影学、美术学、设计学、艺术学理论
核心课程：世界动画史、动画透视、素描与速写、动
画剧本写作、动画角色设计、动画场景设计、动态与
叙事绘画、动画原理、原画技法、即兴表演。
专业特色 : 确立了“明确一个导向、注重三种能力，
加强四个基础、实施六化教学”的人才培养体系；构
建了纵向层次化，横向模块化的课程集群；
即明确以文化产业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注重学生专
业核心、艺术创意、创新创业三种能力培养；加强文
化艺术理论、造型、动画、软件四个基础；形成了模
块化课程、工程化平台、项目化载体、团队化指导、
产品化成果、多样化评价的人才培养特色。
纵向层次化：构建了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兼顾并重
的基础训练；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的专业素养实训；
教学与项目紧密结合的艺术创作和产业实践从低年
级至高年级层次化教学体系。
横向模块化：即根据产业流程和行业需求设置课程
模块。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可以选修不同的
专业方向及模块课程，分别在学院、动画实训中心、
动画研究院、工程技术中心、产业公司等机构进入校
缘企业、对外交流、专家、个性、教学五种类型工作
室进行实践教学。实施因材施教，提升学生的创新创

01 动画艺术学院

业能力，为毕业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绘画专业
漫画方向：新媒体漫画方向
本专业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实行“低年级定专业，高
年级选职业”培养模式，第一到第五学期进行专业知
识培养，在第六、七学期进行平台实践能力培养。
培养目标：面向动画新媒体漫画相关产业领域发展需
要，培养具有扎实艺术理论基础、较强的手绘和软件
漫画学院
专业

应用能力、明显漫画创作专业特长、良好职业素养，

毕业生人数 :177
男

能在各类相关动漫公司、新媒体及网络公司、出版机
女

人数

构、手游及网游公司、培训机构、电子商城、画廊、
工作室等领域从事动画创作、漫画创作创作与推广、

绘画

88

89

177

各类新媒体视频编辑等工作的中、高层次应用型专门
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通用核心课程：漫画场景设计、漫画
角色设计、动画原理 与技法、FLASH 动画、黑白漫画、
漫画手绘技法、脚本与分镜头设计、多格漫画。
绘画方向：商业国画、商业油画
本专业注重学生个性发展，第一到第五学期进行专业
知识培养，在第六、七学期进行平台实践能力培养。
培养目标：面向绘画相关产业领域发展需要，培养具
有扎实绘画理论基础、较强绘画技法应用能力、明显
商业绘画创作特长和创业意识以及与市场对接能力、
良好艺术从业与职业素养，能在各类相关画廊、装
饰公司、艺术品经营与管理机构、专业画室、培训机
构等领域胜任各类商业绘画创作、高档商品画创作、
名画临摹与修复、商品画营销与艺术活动策划等工作
的中、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方向核心课程：
商业油画：素描造型基础、创意素描、商业油画肖像、
综合材料、商业油画静物、商业油画技法。
商业国画：线描造型与表现、工笔肖像、山水小品、
当代写意花鸟画、商业国画特殊技法、商业重彩表现。

02 漫画学院

1. 数字媒体艺术
培养目标及就业领域：面向数字媒体和数字娱乐、游戏等
产业发展需要，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较强应用能力、
明显专业特长、良好职业素养，能在游戏美术设计、游戏
界面设计、游戏策划设计等岗位，胜任游戏美术设计与制
作、游戏策划与开发、团队项目管理，以及在游戏相关教
育行业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等工作的中、高层次应用型专
门人才。
主干课程课程：数字绘画基础、数字造型基础、数字图像
处理、游戏概念设计基础、数字雕塑
游戏美术方向：游戏场景概念设计、游戏角色概念设计、
游戏界面设计；
游戏三维场景制作、游戏三维角色制作、次时代模型制作；
游戏动作设计制作、游戏特效制作、游戏引擎动画制作；
游戏策划方向：游戏剧情策划、游戏关卡设计、游戏系统
策划；
游戏产业管理方向：游戏运营管理、游戏项目管理、游戏
推广运营；
游戏衍生品产品方向：游戏衍生品设计推广 、游戏手办
设计、Cosplay 服饰道具设计。

游戏学院

毕业生人数 :414

专业

男

女

人数

艺术与科技

38

47

85

数字媒体技术

57

24

81

数字媒体艺术

145

103

248

03 游戏学院

2.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
培养目标：面向游戏行业、信息技术行业、数字媒体与虚
拟现实行业发展需要，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较强应用
能力、明显专业特长、良好职业素养，能在软件设计、技
术研发、测试和管理等岗位，胜任游戏软件开发、移动应
用软件开发、虚拟现实软件开发和插件开发等工作的中、
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计算机理论基础、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C++
程序设计、数据结构、数据库应用技术、算法设计与分析
游戏开发技术方向：Cocos2d_x 游戏开发技术、Html5
游戏开发技术、引擎技术、游戏设计
App 开发技术方向：IOS 应用开发技术、Android 应用
开发技术、html5 应用开发技术
动画技术方向：Python 程序设计、插件开发技术
3. 艺术与科技
培养目标：面向虚拟现实设计行业、数字媒体行业及数字
娱乐行业的发展需要，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较强应用
能力、明显专业特长、良好职业素养，能在展览展示设计、
展示多媒体设计、特装展位设计、展览馆方案设计、效果
图设计、UI 设计、视觉设计、动效设计等相关岗位，胜
任展示展览公司、互动多媒体开发公司、网络科技公司、
手机移动平台开发等工作的中、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视觉设计基础、程序设计基础、交互设计概论、
设计创意思维方法、数字视频剪辑技术、信息可视化设计
交互设计方向：FLASH 开发技术、HTML5 技术原理、
用户交互界面设计、APP 设计与制作
虚拟现实设计方向：设计制图、展示空间设计、展示概念
设计、虚拟现实设计与制作

1.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平面设计、多媒体设计、
信息设计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掌握创意能力和新技
设计学院

毕业生人数 :407

术的应用能力，能在视觉传达设计相关领域从事策

专业

男

女

人数

视觉传达设计

32

84

116

环境设计

130

161

291

划、创意、制作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 : 图形设计、字体设计、视觉整体形象设计、
招贴设计、互动媒体设计、书籍设计、界面设计、包
装设计、广告设计、印刷材料与工艺。
2. 环境设计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室内设计、建筑可视化设
计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掌握创意能力和新技术
的应用能力，能在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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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设计方向：建筑初步、人体工程学、建筑概论、
设计材料学、照明设计、室内设计、住宅空间设计、
公共空间设计、设计与施工、陈设设计。
建筑可视化设计方向：室内空间应用设计、建筑设计、
建筑概论、信息可视化设计、三维动画基础、高级渲
染技术、数码建筑表现、虚拟现实设计、建筑动画设
计。

04 设计学院

1.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培养目标：面向文化市场，满足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
发展需要，培养具有扎实的编导学科理论基础、较强
专业实际应用能力、明显专业特长、良好职业素养，
具备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交融环境下，能在广播电
视、网站等媒体和文化公司、广告公司、企事业单位
的宣传部门的策划、编辑、撰稿、制作、编导、摄像、
后期合成、音响配乐、界面设计等岗位，胜任采、编、
播等工作的中、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核心课程：视听语言、新闻学概论、电视画面编辑、
传媒学院

影视编剧基础、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节目策划、

毕业生人数 :425

电视栏目实作、纪录片过程与实践、表导演基础、网

专业

男

女

人数

广播电视

56

88

144

编导
广播电视

播音与
主持艺术

2. 广播电视学专业
培养目标：面向文化市场，满足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
发展需要，培养具有扎实的编导学科理论基础、较强
专业实际应用能力、明显专业特长、良好职业素养，

30

55

85

新闻学
摄影

络新闻采写编辑、网页设计与制作、网站策划与设计。

具备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交融环境下的采编播一体
的能力，能在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和文化公司、广

58

40

98

告公司、企事业单位的宣传部门，胜任策划、编辑、
撰稿、制作、编导、摄像、后期合成、音响配乐、界

32

66

98

面设计等岗位，具备采编播能力的中、高层次应用型
专门人才。
核心课程：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视听语言、
新闻采访与写作、电视解说词、传播学理论、广播电
视节目策划、新闻节目制作、编辑记者、广播电视深
度报道、综艺节目制作、电视导演、影视创作
3. 摄影专业
培养目标：面向电影电视、商业摄影、网络传媒等领
域的发展需要，培养具有扎实的影像文化修养和艺
术理论知识，具备较强的图片摄影和影视摄像实践
能力，以及鲜明的摄影专业特长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能在影视传播公司、省市电视台以及相关专业的企
事业单位、互联网络公司、电子商务公司和婚纱影
楼等行业单位，从事电影电视摄像、媒体传播摄影、
商业广告拍摄、摄影创作、后期制作等工作的具有创
新思维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核心课程：摄影基础、新闻学概论、影视摄影基础、

05 传媒学院

摄影构图、摄影技术技巧、纪实摄影、商业摄影、微
电影的摄制、商业广告摄影、媒体传播摄影。

４. 播音与主持艺术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广播电视传媒产业发展和
市场需要，掌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播音学概论、
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等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新
闻播报、节目主持、广播电视节目采编和良好的语言
沟通能力，能够在地方和省级电台、电视台、新媒体、
广告公司影视部、语言培训机构、企事业单位和文化
创意产业机构的影视部门及其他相关机构，从事播音
与主持或采编播一体化以及有声语言传播及媒体策
划、创意、制作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核心课程：播音学概论、普通话语音与播音发声、新
闻学概论、语言表达、影视表演基础、广播节目播音
与主持、影视表演技巧、传播学概论、新闻采访与写
作、电视节目播音与主持、影视配音。
５.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2017 年有毕业生）
培养目标：面向社会新媒体机构、门户网站、党政机
关或企事业单位的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等新媒体部门
培养具有扎实的新媒体文案策划与写作能力、一定的
文字图片视频编辑整合及软件应用能力、较强的新闻
敏锐度、较好的媒体营销能力与数据分析能力、熟知
消费者心理以及良好的媒体职业素养与团队精神，能
够胜任新媒体产品的策划与设计、采编、制作与传播、
项目运营与管理和相关技术与方法等岗位的应用型专
门人才。
核心课程：新闻学概论、文案写作基础、新媒体传播
学、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视觉传达设计基础、新闻采
访与写作、新媒体编辑、新媒体内容策划、新媒体内
容营销、互联网产品用户体验。

05 传媒学院

广告学院

毕业生人数 : 205

（其中平面广告工作室 74 人，品牌策略与客服工作室 40 人，影视广告工作室 60 人，品
牌视频内容制作工作室 31 人）

专业

男

女

人数

广告学

103

102

205

广告学专业
培养目标：以广告产业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培养
学生扎实的广告从业能力和艺术修养为目标，培养富
有创新精神，能够在广告传播领域从事策划、创意和
影像制作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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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名称：《玉米之城》

06 广告学院

广告设计

1.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影视、戏剧文学创作的
发展和市场需要，掌握影视戏剧创作方面的基本理
论和基本知识；了解和掌握戏剧影视文学作品创作
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工作程序，具有良好的沟通与合
作的素质和团队意识，具有整体和大局意识，能够
在国家各级各类影视戏剧艺术团体、文化艺术馆站、
电影厂、影视制作公司、广播电视台、文化研究馆所、
文化传媒公司、戏剧工作室、影视（动画）制作公
司等相关领域从事各类戏剧、影视、动画剧本创作、
文化创意策划、戏剧影视专业科研、文案、影视后期
制作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戏剧概论、编剧基础、微电影创作、电影
编剧理论与实践、镜头语言语法、中外电影史、动画
剧本创作

电影学院

毕业生人数 :145
专业

男

女

人数

戏剧影视文学

21

28

49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14

51

65

表演

18

13

31

07 电影学院

2.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
（人物造型设计、舞台美术设计、灯光设计方向）
培养目标： 面向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产业发展需要，
培养具有扎实电影美术理论基础、较强舞美制作应用
能力、电影美术创作特长、良好职业素养，能在影视
基地、电视台、设计公司岗位，胜任电影美术设计、
人物造型设计、灯光设计等工作的中、高层次应用型
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美术基础、影视化妆基础、舞台美术设计
电影美术设计方向：电影分镜实作、电影场景设计、
电影美术实作、电影美学研究
人物造型设计方向：面具造型设计、化妆制作、电影
人物化装设计、演艺服装设计
灯光照明设计方向：光学原理与电工基础、电影照明
设计、舞台灯光设计、灯光编程与音响
3. 表演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影视、戏剧表演专业发展
和市场需要，掌握表演专业中影视表演、话剧、戏曲
表演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表演创作的
方法和技巧，具备阐释剧本、分析人物和创造人物形
象的能力；具有对影视与戏剧艺术作品的鉴赏和判断
能力、分析与阐释能力、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能力；
了解和掌握影视、戏剧作品的艺术创作过程中各个环
节的工作程序，具有良好的与人合作的素质和团队意
识，具有整体和大局意识，能够在国家各级各类艺术
表演团体、文化艺术馆站、电影厂、影视制作公司、
剧组、广播电视台、各相关文艺团体、企事业单位、
文化传播公司等从事戏剧和影视表演及艺术创作的
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表演基础训练 1、电影概论、编剧基础课、
影视剧小说片段、影视语言技巧 2、微电影创作、影
视镜头前的表演训练 1、舞台剧排演 1、影视镜头前
的表演训练 2、舞台剧排演 2。

1.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培养目标：面向影视产业发展需要，培养具有扎实理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毕业生人数 :86

论基础、较强应用能力、明显专业特长、良好职业
专业

男

女

人数

素养，能在制片人、创意策划、经纪人、院线经理
人等岗位，胜任影视研发、策划、制作及运作管理，

市场营销

26

22

48

以及项目创意与策划、艺人推广、宣传活动，院线经
营与管理等工作的中、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文化产业管理

主干课程 : 通用核心课程：管理学原理、文化产业管
15

23

38

理、文化资源学、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影视产业经
营管理、文化经纪理论与实务、文化产业经济学
方向核心课程：影视制片管理、院线经营管理、电影
企业上市运营
2. 市场营销专业
培养目标：面向社会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培养
具有扎实理论基础、较强应用能力、明显专业特长、
良好职业素养，能在动漫、影视等各类文化企事业单
位的营销管理岗位，胜任品牌管理、新媒体营销策划、
市场推广、市场调查等工作的中、高层次应用型专门
人才。
主干课程：通用核心课程：管理学原理、文化产业
概论、市场营销学、消费者行为学、市场营销调研、
文化市场营销策划、销售管理
品牌营销方向核心课程：品牌管理、品牌传播、品牌
文化形象设计
新媒体营销方向核心课程：数字媒体传播概论、数字
媒体技术与应用、新媒体营销

08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1. 产品设计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
济发展需要，具备工业产品设计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

产品造型学院 毕业生人数 :164

能，具有较强创意能力和创新技术的应用能力，具
专业

男

女

人数

产品设计

71

93

164

备对家具、电器、工具、交通工具、公共设施等产品
的功能、结构、形态及包装进行设计的能力，能在工
业设计公司、IT 产品公司、家具企业、玩具企业、
影视动画公司等相关领域从事设计、策划、创意、制
作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工业制图、材料及加工工艺、二维软件
基础、三维软件基础、软件综合制作、设计图技法、
基础工业设计、衍生产品设计、仿生设计、模型制作、
软件综合制作。

09 产品造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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