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化工大学与意大利热那亚大学 

合作举办工业设计专业(本科)教学计划及课程描述 

一、培养目标 

通过全面引进意大利热那亚大学优势专业—产品与船舶设计（工业设计方

向）的教育理念、课程、教学和管理，与我校工业设计专业的特色相结合，通过

实施合作培养，使学生掌握国际先进的工业设计理念、知识和技能，通晓国际行

业规则，具备国际视野和良好的外语沟通能力，能适应我国由“中国制造”向“中

国创造”的转变。毕业生应具备在互联网、电子、纺织、机械、仪器仪表、交通、

家居、家用电器、奢侈品等多个行业从事产品开发设计以及研究与管理工作的能

力。 

二、培养要求 

    通过合作培养，本专业毕业生应具备以下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具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 

     2、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具有形态创造能力和表现能力。 

     3、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 

4、掌握国际先进的工业设计理念和知识。  

     5、掌握工业产品造型设计流程与方法。 

     6、具有产品造型设计所需的绘图、设计、计算等基本技能。 

7、具有综合运用艺术与工程技术相关知识和现代产品设计的系统化设计理

念进行产品设计的基本能力。 

     8、通晓国际行业规则，同时具备较好的意英两种外语的运用能力和开阔的

国际视野。 

三、培养措施 

    本专业采取 4+0 合作模式，全面引进外方产品与船舶设计专业(工业设计方

向)教学体系，结合我校工业设计专业以及机械、材料、化工等工程类优势学科，

形成具有交叉学科特色的、适应行业需求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专业必修课和相

关跨学科课程 100%采用外方教学大纲，其中约 66.7%的专业必修课程由外方



教师来校授课，另外 33.3%在外方教师的远程配合下由中方教师或聘用教师主

讲。学生一二年级的学习重点是意大利语、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二年级末

学生意大利语将达到 B1-B2 以上水平，英语达到 CET 四级以上水平，同时掌握

该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三四年级重点学习引进的专业课程，强化专业能力训练，

不断提高学生在国际教学环境下的专业素质、实践能力和外语能力。授课语言低

年级以中文为主，逐步向高年级以意大利语和英语为主过渡。 

本专业强调中外优质师资密切配合和教学效果的最优化。所有引进课程将由

中外双方教师共同研究确定教学大纲、教学方法、进度和测试方式，力求学习借

鉴外方先进的教学模式，并结合我校自身学科优势和我国行业需要。对于外方教

师授课的课程，将由中方教师作为合作教师（co-teacher）辅助授课，确保教

学质量，同时培养中方国际化课程骨干师资。中外方教师将在授课过程中紧密配

合，实时沟通、互相借鉴，确保学生各环节学习效果，使项目教学质量接近并达

到国际水准。 

四、专业核心课程 

    设计实验室 I/II、产品图像设计实验室 I/II、主题设计实验室 I/II、主题产品

图像设计实验室 I/II、室内设计、多媒体设计、设计基础、设计史、当代建筑史

、表现基础、表现技法、大众心理学、结构力学、设计材料与工艺、应用卫生

学与人机工程学、环境与沟通社会学、产品及流程的可持续发展、物理技术、

意大利语 I-IV、专业实习、毕业设计等。 

五、总学分及分配 

本专业毕业最低学分 

六、弹性学制  四-六年 

 中方课程 外方课程  
总

学

分 专业类型 
公共

基础

必修 

通识

课 

专业

选修

课 

专业

必修 

专业

实践

课 

公共

基础

必修 

专业

基础 

专业

必修 

专业

实践 

工业设计 46 6 8 22 18 10 29.5 39.5 10 189 



七、授予学位   

北京化工大学学士学位，热那亚大学产品与船舶设计学士学位 

八、教学管理 

本项目的教学管理由合作双方派员成立的“北京化工大学与热那亚大学合作

举办工业设计专业本科教育项目管理委员会”负责。外方大学负责为我方提供核

心课程的教学大纲和部分师资。该项目的教学将按照合作双方认可的教学方法进

行，所有的课程均为面授，中方教师将用汉语或英文教学，外方教师将用英语或

意大利语教学。如有需要，课程可以采用集中授课的方式实施。为保证项目质量，

合作双方共同设计教学方案、分享教学资料、共同确定测试方式，项目管理小组

可以预先检查并核实双方的教学设备和师资准备。项目所有课程的教学全过程接

受严格的动态质量监督和评估。 

九、毕业要求 

    所有课程全部合格。 

十、教育教学情况说明 

在师资配备方面，目前我校拥有一支以中青年为主的工业设计专业教学和英

语教学的专职师资队伍，绝大多数教师都拥有博士或硕士学位以及国外留学背

景。外方教师为产品与船舶设计专业工业设计方向的专职教师。在教学设施方面，

该项目将共享北京化工大学优质的教学资源包括多媒体教室、先进的实验室、计

算机房、语音室等先进的教学设施及其他雄厚教学教辅资源包括藏书丰富的图书

馆。目前，北京化工大学图书馆总面积达 26600 多平方米，纸质资源达到 150

万册，电子图书 170 万册，电子学位论文 52 万篇，并配备 CNKI、万方、IEEE、

SCI、EI 以及 CA 等 39 种中外文数据库。本项目全面引进外方大学的课程大纲

和培养方案，结合北京化工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所必修的相关课程。在教学计划的

制定与课程的设置上，合作双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结合国内行业的发展要求，

合理采用外方的教学模式，注重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前沿知识技能的跟

进，注重英语、意大利语应用能力的培养，从而使项目培养的学生既能具备先进

的工业设计理论知识与技能，同时又能满足于国际化从业要求。 

 

 



十一、教学计划 

课程

类型 

学分

和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年 课程来源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基础

课 

62  

必修

56 

MXI12200E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2 2 1 中方 中方 

两课 

PHE10000E 军事理论 36 1 1 中方 中方 

MXI11400E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48 3 1 中方 中方 

MXI21400E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8 3 2 中方 中方 

MXI22901E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注意理论体系概论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96 6 2 中方 中方 

ENG11602T 英语精读 I 64 4 1 中方 中方 

英语 
ENG11603T 英语精读 II 64 4 1 中方 中方 

ENG11206T 英语听说 I 32 2 1 中方 中方 

ENG11207T 英语听说 II 32 2 1 中方 中方 

CCE11A00T 意大利语 I 128 6 1 外方 外方 

核心

课程 

CCE11A01T 意大利语 II 128 6 1 外方 外方 

CCE11600T 意大利语 III 96 4 2 外方 外方 

CCE11601T 意大利语 IV 96 4 2 外方 外方 

CCE11300T 应用数学 I 40 2.5 1 外方 中方 
数学 

CCE11301T 应用数学 II 40 2.5 1 外方 中方 

PHE10001T 体育（Ⅰ） 32 1 1 中方 中方 

体育 
PHE10002T 体育（Ⅱ） 32 1 1 中方 中方 

PHE20000T 体育（Ⅲ） 32 1 2 中方 中方 

PHE20001T 体育（Ⅳ） 32 1 2 中方 中方 

6  通识课 24 1 1 中方 中方 通识 

专业

基础

课 

29.5 

29.5 

CCE20900T 表现基础 80 5.5 1 外方 中方 

核心

课程 

CCE20401T 设计史 48 3 1 外方 中方 

CCE20603T 物理技术  60 4 2 外方 中方 

CCE20600T 设计材料与工艺 64 4 2 外方 中方 

CCE20601T 当代建筑史 75 5 2 外方 外方 

CCE20602T 结构力学 60 4 2 外方 中方 



CCE20400T 多媒体设计 64 4 3 外方 中方 

专业

必修

61.5 

48.5 

CCE34600T 表现技法 60 4 1 外方 中方 

CCE34900T 设计基础 80 5.5 2 外方 外方 

CCE34601T 大众心理学 75 5 3 外方 中方 

CCE39400L 设计实验室 I 50 3 3 外方 外方 

CCE39401L 产品图像设计实验室 I 50 3 3 外方 外方 

CCE39402L 设计实验室 II 50 3 3 外方 外方 

CCE39403L 产品图像设计实验室 II 50 3 3 外方 外方 

CCE34602T 室内设计 60 4 4 外方 外方 

CCE39800L 主题设计实验室 I 75 5 4 外方 外方 

CCE39600L 主题产品图像设计实验室 I 60 4 4 外方 外方 

CCE39801L 主题设计实验室 II 75 5 4 外方 外方 

CCE39601L 主题产品图像设计实验室 II 60 4 4 外方 外方 

跨学

科课 

13 

CCE44600T 应用卫生学与人机工程学 75 5 3 外方 中方 

CCE48400T 沟通环境社会学  64 4 3 外方 中方 

CCE44601T 产品及流程的可持续发展 60 4 3 外方 中方 

专业

选修

课 

8 

8 

IND42302E 中国书法 32 2 1 中方 中方 

专业

选修 

IND42300E 中国画 32 2 1 中方 中方 

IND27200T 工业设计方法学 32 2 2 中方 中方 

IND37200T 中国民间美术与工艺 32 2 2 中方 中方 

IND37204T 中外雕塑史 32 2 3 中方 中方 

IND45300D 家具设计与制作 32 2 3 中方 中方 

实践

课 

28 

28 

PHE19000P 军事训练 2 周 1 1 中方 中方 

实践 
HSS39000P 社会实践 4 周 2 1 中方 中方 

MEE39303P 生产实习 4 周 4 2 中方 中方 

MEE39101P 应用软件实践 1 周 1 3 中方 中方 

CCE49600P 专业实习 4 周 4 4 外方 合作 核心

课程 CCE49900P 毕业设计 16 周 16 4 外方 合作 

合计 189   3204      



课程描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程英文名称 Outlin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36 学分 2 理论学时 24 实验学时 12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作者：沙健孙等；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0 年修订版）；出版社：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社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出版年：2010

年 6月 

参 考 书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林华国：《近代历史纵横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

起（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 

一、课程介绍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 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

是中国现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

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

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 

二、教学内容 

app:ds:modern%20and%20contemporary%20Chinese%20history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第十章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中文名称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英文名称 Accomplishment of Thinking and Virtue and Law Foundation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48 学分 3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 6月第 5版 

参 考 书 
张明德《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第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9  

陈传法《法律精神与法律制度》第一版，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6,1 

一、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大学生必修课，是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

法制教育，帮助大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解决成才过程中遇到的

实际问题的课程。主要内容适应大学生活、理想与信念、爱国与人生价值的实现、道德修养

与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法律意识和法律精神，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素质、品德

素质和法律素质。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培养学生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努力做到依法办

事，自觉运用法律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履行公民义务，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运用法律武器同一切违法行为作斗争。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和善于传播、运用法律

的高素质公民。 

二、教学内容 

     绪论  珍惜大学生活 开拓新的境界 

第一章 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 

   第二章 继承爱国传统 弘扬民族精神      

第三章   领悟人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    

第四章 遵守社会公德  维护公共秩序 

第五章 培育职业精神 树立家庭美德     

第六章 增强法律意识 弘扬法治精神    

第七章 了解法律制度 自觉遵守法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课程中文名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48 学分 3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16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教出版社，

北京，2010年修订版。 

参 考 书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话》，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2010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年版。 

一、课程介绍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

哲学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政治关系的主要观点，科学社会主

义主要阐述关于人类社会及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 

二、教学内容 

绪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第一章  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 

第二章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第三章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本质 

第五章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六章  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 

第七章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程中文名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96 学分 6 理论学时 64 实验学时 32 上机学时 0 

建议教材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参 考 书 

1．《毛泽东选集》第 1—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2．《邓小平文选》第 2、3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3．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一、课程介绍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教育部规定的高校本科生思想政治

教育必修课程，该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通过向学生全面而系统地介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

发展观，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对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课程是在学生学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之

后开设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实施和运用，从内容和思想体系上看是《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延缓和发展。 

二、教学内容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第五章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第六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  

第八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第九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第十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第十一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十二章 祖国完全统一的构想   

第十三章 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第十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第十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英语精读 I》 

课程中文名称 英语精读 I 

课程英文名称 Intensive Reading I 

总学时 64 学分 4 理论学时 64 实验学时 0 上机学时 0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建议教材 

1. 应蕙兰，《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 2006.6 

2. Simon Greenall&文秋芳，《新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第一版），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9.1 

3. 李霄祥，《全新版大学英语视听阅读》（第一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

海, 010 （国际班、国贸快班、法学实验班补充教材） 

参 考 书 

1. 朱永涛,《英美文化基础教程》（第一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0 

2. 方平,《英美文学经典丛书》（第一版）, 青岛出版社，青岛, 2003 



3. 邓炎昌,《American Society and Culture》（第一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 2000 

4.  王育华,《英语作文分类语汇新词典》（第一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9 

5. 郑树棠,《新视野大学英语-快速阅读》（第二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2008 

6. Simon Greenall、 文秋芳，《新标准大学英语同步测试》（第一版），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10 

7. Nancy H. Salas, Donna D. Peyton, Reading: Assessment, Comprehension and  

Teaching,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New York, 2009. 

    一、课程介绍 

大学英语精读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

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

一体的教学体系。 

    该课程是一门综合英语技能课，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英语综合能力。通过该课程学

习，学生可以扩大语法，词汇等语言基础知识，提高听、说、读、写、译五项语言基本技能，

熟悉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形成有效的语言学习策略，提高自身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

维能力，它具有其他课程不可代替的核心作用。 

二、教学内容 

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读、写、译的能力，使学生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

往中能有效地用英语进行书面的信息交流；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使学生能借助词

典比较顺利地阅读所学专业的文献；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从而使他

们更多地了解世界文化、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要求学生能够基本听懂英文授课，对所讲授内容基本掌握并能做笔记；基本能够用英语

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对难度适中的对话、讲话能进行模仿，做到语音、语调基本正确；能

正确理解与课本难易相当的英文文章，掌握中心意思，理解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阅读速度

为每分钟约 50词，在快速阅读篇幅较长、难度略低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约 70个词，

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掌握英语段落的基本写法；能对一般性的句子进行准确的英汉互译。 



要求学生能在上述基础上，通过《新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作为辅助教材的学习，

能够扩展词汇量，培养阅读策略，熟悉写作技巧，并建立较强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英语精读 II》 

课程中文名称 英语精读 II 

课程英文名称 Intensive Reading II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64 学分 4 理论学时 64 实验学时 0 上机学时 0 

建议教材 

1. 应蕙兰，《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 2006.6 

2. Simon Greenall、文秋芳，《新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第一版），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9.1 

3. 李霄祥，《全新版大学英语视听阅读》（第一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

海,2010 （国际班、国贸快班、法学实验班补充教材） 

参 考 书 

1. 朱永涛,《英美文化基础教程》（第一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2000 

2. 方平,《英美文学经典丛书》（第一版）, 青岛出版社，青岛, 2003 

3. 邓炎昌,《American Society and Culture》,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 2000 

  一、课程介绍 

大学英语精读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

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

一体的教学体系。 

该课程是一门综合英语技能课，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英语综合能力。通过该课程学

习，学生可以扩大语法，词汇等语言基础知识，提高听、说、读、写、译五项语言基本技能，

熟悉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形成有效的语言学习策略，提高自身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

维能力，它具有其他课程不可代替的核心作用。 

二、教学内容 

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读、写、译的能力，使学生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

往中能有效地用英语进行书面的信息交流；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使学生能借助词



典比较顺利地阅读所学专业的文献；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从而使他

们更多地了解世界文化、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要求学生能够听懂英文授课，并能熟练地做到边听课边做笔记；能够用英语提问和回

答问题；能就所熟悉的话题经准备后做 2-3分钟的发言，表达基本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

能读懂一般性题材的英文文章，掌握中心意思，理解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阅读速度为每分

钟 60词，在快速阅读篇幅较长、难度略低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约 80词，并能在阅

读中使用有效的阅读方法，能借助词典，读懂有关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这样中等难度的

语言材料；能就某一主题完成段落写作并会使用一定的写作技巧；能对较为复杂的长句进行

准确的英汉互译。 

《英语听说 I》 

课程中文名称 英语听说 I 

课程英文名称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32学时 学分 2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0 上机学时 0 

建议教材 

1. 虞苏美、李慧琴,《全新版大学英语听说教程 1》（第二版）, 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上海, 2010 

2. Rob Waring、李霄翔,《全新版大学英语视听阅读 1》（第一版）,上海外

语教育出版社，上海, 2010 (法学实验班和国贸快班的补充教材) 

参 考 书 

1. Cheryl Benz, Kara Dworak，《博采英语》（第一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2001 

2. 余高峰, 《VOA美国之音特别英语听力》,世界图书出版社，北京, 2011 

  一、课程介绍 

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是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提供学生各种全真听说

材料，以听力策略、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采取基于计算机和网

络的多媒体授课模式。 

二、教学内容 



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听力技能，逐步提高学生对所听材料的分析、归纳、判

断和推理能力，并且遵循听说结合的原则，同时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与交际能力，为学生将

来能够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打下坚实的基础。 

要求学生能够基本听懂英文授课，听懂 VOA、BBC等慢速新闻广播和文化节目（语速为

130ws/m），理解大意；掌握基本的微技能，如辨析失去爆破、连读、语调等；对难度适中

的对话、讲话能进行模仿，做到语音、语调基本正确；掌握基本的日常会话。 

《英语听说 II》 

课程中文名称 英语听说 II 

课程英文名称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32 学分 2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0 上机学时 0 

建议教材 

1. 虞苏美、李慧琴,《全新版大学英语听说教程 2》（第二版）,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上海, 2010 

2. Rob Waring、李霄翔,《全新版大学英语视听阅读 2》（第一版）,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上海, 2010 (法学实验班和国贸快班的补充教材) 

参 考 书 

1. Cheryl Benz, Kara Dworak，《博采英语》（第一版），清华大学出版社，北

京，2001 

2. 朱维芳，《英语电影教程》（第一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1 

3. 余高峰, 《VOA美国之音特别英语听力》,世界图书出版社，北京, 2011 

一、课程介绍 

   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是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提供学生各种全真听说

材料，以听力策略、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采取基于计算机和网

络的多媒体授课模式。 

二、教学内容 

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听力技能，逐步提高学生对所听材料的分析、归纳、判

断和推理能力，并且遵循听说结合的原则，同时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与交际能力，为学生将

来能够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打下坚实的基础。 



熟练掌握数字、日期、时间、价格等微技能；能听懂指示语，如指路、如何做事、操

作指南等；能识别听力材料的重点内容并加以判断，学会信息的快速记录；能够用英语提问

和回答问题；能就所熟悉的话题经准备后做 2-3分钟的发言和课堂展示，表达基本清楚，语

音语调基本正确。 

《意大利语 I、II、III、IV》 

课程中文名称 意大利语 I、II、III、IV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ItalianoI、II、III、IV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448 学分 20 理论学时 448 实验学时 0 上机学时 0 

建议教材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意大利语课程是中意合作办学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是以意大利语言知识与应用

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

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 

该课程是一门综合意大利语技能课，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意大利语综合能力。通过

该课程学习，学生可以扩大语法，词汇等语言基础知识，提高听、说、读、写、译五项语言

基本技能，熟悉意大利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形成有效的语言学习策略，提高自身创造性

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它具有其他课程不可代替的核心作用。 

二、教学内容 

培养学生的意大利语综合应用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听、说、读、写、译能力，使

学生能比较顺利地进行意大利语专业课程学习，阅读所学专业的文献；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从而使他们更多地了解世界文化、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

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要求学生能够听懂意大利文授课，并能熟练地做到边听课边做笔记；能够用意大利语

提问和回答问题；能就所熟悉的话题发言，表达基本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能读懂专业

的意大利文文章，掌握中心意思，理解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能读懂有关国家的文化背景知

识这样中等难度的语言材料。 



教学要求按学期分别对应意大利语等级水平 A1、A2、B1、B2目标要求，两学年的学习

后教学目标达到以下：能够正确理解复杂文章的中心思想和一般难度的专业文章和技术研

讨；能够顺利地在生活和学习场景中使用意大利语进行听说，具有一定的学术写作能力，达

到了用意大利语完成专业写作的基本要求。 

《应用数学 I、II》 

课程中文名称 应用数学 I、II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MATEMATICA APPLICATA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80 学分 5 理论学时 80 实验学时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工科数学分析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王绵森，马知恩主编   

参 考 书 

微积分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I.Anshel, D.Goldfeld, 许明（译） 

微积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菲赫金哥尔茨著，叶彦谦等译 

Thomas’ Calculus，高教出版社，Finney等，第十版，2003 

一、课程介绍 

本课程的目的是向学生提供微积分一元和二元变量的基本工具，及平面几何和矩阵计算

的基础知识。为了提高学生的几何和图形认知能力，本课程重点利用一些电子工具使数学对

象可视化。 

 AIl corso si propone di fornire una formazione di base, approfondendo la 

conoscenza degli insiemi numerici, delle funzioni e delle funzioni elementari; 

affrontando il problema dell'approssimazione di una funzione reale tramite polinomi: 

calcolo differenziale in una variabile; il problema della misura: calcolo integrale; 

l’'utilizzo di un foglio elettronico per lo studio analitico delle funzioni e la 

loro realizzazione grafica.  

二、教学内容 

数值集、初等函数、一元微分计算、函数近似值的多项式问题，积分计算和微积分的问

题，二元微分计算、平面线性变换和矩阵运算。 



Gli insiemi numerici. Le funzioni. Funzioni elementari. Il problema 

dell'approssimazione di una funzione reale tramite polinomi: calcolo differenziale 

in una variabile. Il problema della misura: calcolo integrale. L'utilizzo di un 

foglio elettronico per lo studio analitico delle funzioni e la loro realizzazione 

grafica (Excel).  

《体育》 

课程中文名称 体育 

课程英文名称 PE(physical education)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128 学分 8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上机学时  

参 考 书 1．陈琪瑶，体育与健康．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1 

一、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本科生公共基础必修课，以发展体力，增强体质为主要任务的教育，通过参加

各种运动来实现，在活动的过程中以锻炼人的身体为目的。大一、大二两学年四个学期完成，

共有十三门可选课程，分别是：足球、篮球、排球、健美操、乒乓球、武术、拓展、网球、

瑜伽、交谊舞、健美、轮滑、羽毛球。 

《表现基础》 

课程中文名称 表现基础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FONDAMENTI DI DISEGNO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80 学分 5.5 理论学时 40 实验学时 40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老师讲义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Il laboratorio propone una didattica finalizzata a far acquisire allo studente 

abilità espressive appropriate nel campo della rappresentazione. L’impostazione 

di natura pratico-sperimentale permette di sviluppare congiuntamente ricerche e 

progetti grafici verificandone progressivamente i risultati. Particolare cura è 

dedicata alla conoscenza e al controllo degli oggetti, di diverse dimensioni, 

perseguiti attraverso l’analisi grafica delle forme, dei meccanismi e dei colori 

dei materiali.    

本课程教学旨在让学生在适当的表达领域获得表现技巧。实用-实践的课程设置性质允

许共同推进图形的研究和设计，并逐步验证结果。尤其着重于认识和控制物体、不同尺寸，

通过造型、力学和材料颜色的图形分析进行设计。 

  二、教学内容 

  Organizzato con lezioni frontali alle quali fanno seguito esercitazioni as 

sistite, il corso fornisce con suggerimenti tecnici le modalità espressive del 

disegno manuale applicando i tre canonici e fondamentali metodi della 

rappresentazione: proiezioni ortogonali, assonometriche e prospettiche. 

Al termine di ogni lezione-esercitazione l’elaborato giornaliero viene ritirato, 

impegnando così lo studente a partecipare fattivamente al laboratorio. L’esame 

finale consiste nella discussione tavole svolte all’interno del laboratorio.  

教学活动将以面对面课堂教学和辅助练习的方式组织进行。课程将应用正交、等距和透

视的三原则以及基础表达思路对手绘技法的表现形式提供技术建议。在每次练习课结束时，

将进行练习成果的日常汇报，并组织学生投入课程讨论。期末考试包含整个课程的桌面研讨。 

《设计史》 

课程中文名称 设计史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STORIA DEL DESIGN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3 学分 48 理论学时 48 实验学时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老师讲义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Scopo del corso è offrire una comprensione approfondita della teoria e della 

storia del design, attraverso la quale lo studente è messo nelle condizioni di 

capire il senso delle forze che nella cultura contemporanea creano le condizioni 

per il design del presente. Obiettivo del corso è anche quello di generare una 

consapevolezza che senza la comprensione del valore dei concetti e delle produzioni 

del passato non è possibile garantire la qualità dei prodotti di oggi. 

    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拥有对设计理论和历史的透彻理解，通过这种理解学生能够明白

在当代文化中为现有设计提供了条件的力量的意义。本课程也促进学生生成一种意识——如

果不了解以往产品的概念和制造的价值，就不可能保证今天的产品质量。 

    二、课程内容 

Problemi metodologici: la storia del design come ambito disciplinare autonomo. 

Il Positivismo e la nascita delle prime teorie del design. Henry Cole e le figure 

più rappresentative del suo gruppo: Owen Jones, Richard Redgrave e Gottfried Semper. 

Le idee di William Morris. L’opera e le idee di Christopher Dresser. Teorie per 

una Sachliche Schönheit (bellezza oggettuale): le idee e i progetti di Adolf Loos, 

Ludwig Wittgenstein, Herman Muthesius. Le teorie e le fasi più significative che 

portano all’affermazione del funzionalismo tedesco, sino alla Scuola di Ulm (HfG).  

L’invenzione del futuro: il design americano degli anni ’30. I prodotti e le utopie 

di Norman Bel Geddes, Raymond Loewy, Walter Dorwin Teague e altri. Il design e la 

filosofia vitalistica di Alvar Aalto. Il Giappone: la tradizione dell’artigianato 

anonimo e l’innovazione tecnologica. L’Italia tra le due guerre: movimenti artistici 

e design. Il secondo dopoguerra in Italia: i prodotti e gli stili più rappresentativi. 

Alcuni protagonisti del design italiano: Giò Ponti, Franco Albini, Carlo Mollino, 

Corradino D’Ascanio. Joe Colombo. La Scuola di Ulm (HfG). Il movimento Radical in 

Italia. La mostra del MOMA del 1972 (Italy: the new domestic landscape). Ettore 

Sottsass, Alessandro Mendini. I gruppi Alchimia (1976) e Memphis (1981). 



方法问题：作为自主领域环境的设计史。 实证与第一批设计理论的诞生。亨利·科尔

和他的团队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欧文·琼斯，理查德·雷德格雷夫和戈特弗里德森佩尔。

威廉·莫里斯的观点。克里斯托弗·德莱赛的作品与观点。Sachliche Schönheit（美的对

象）的理论：阿道夫·鲁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赫尔曼·穆特修斯的观点和设计。导

致德国功能主义诞生的重要理论和步骤，截止于乌尔姆造型设计学院（HfG）。未来的发明：

二十世纪 30年代的美国设计。诺曼·倍儿·格迪斯、雷蒙德·洛威、沃尔特·多尔文·蒂

格等人的产品和乌托邦。设计与阿尔瓦·阿尔托的生命哲学理念。日本：无名的手工业传统

与技术创新。两次战争间的意大利：艺术运动与设计。二战后的意大利：乔·庞蒂，佛朗哥·阿

尔比尼，卡罗·莫里诺，科拉迪诺·达斯卡尼奥。 乔·哥伦布。乌尔姆造型设计学院（HfG）。

意大利的激进运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1972年的展览（意大利：家具新地景）。艾多雷·索

特萨斯，亚历山德罗·门迪尼。阿基米亚设计团队（1976年）和孟菲斯设计团队（1981年）。 

《物理技术》 

课程中文名称 物理技术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FISICA TECNICA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60 学分 4 理论学时 4 实验学时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张达宋 主编．物理学基本教程．（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参 考 书 

TESTI DI BASE: Bergero S., Chiari A., Appunti di termodinamica, Aracne 

editrice, 2007. Bergero S., Chiari A., Appunti di trasmissione del 

calore, Aracne editrice, 2012 Per gli argomenti "Richiami di fisica 

generale" e "Cenni di termoigrometria" sono disponibili su AULAWEB le 

dispense. Su AULAWEB è anche disponibile un eserciziario.     

一、课程介绍 

    Il corso si propone di fornire le conoscenze di base necessarie alla comprensione 

dei principali fenomeni fisico-tecnici riscontrabili nei processi di progettazione 

e produzione industriali. Scopo del corso è fornire agli studenti gli strumenti 

necessari per affrontare problemi semplici di termodinamica e scambio termico, 

favorendo contemporaneamente l’acquisizione di un adeguato linguaggio 



tecnico-scientifico. Nel corso vengono presi in considerazione i principali temi 

della meccanica, della termodinamica e della trasmissione del calore, con 

particolare interesse all’analisi della proprietà termofisiche dei materiali.  

 本课程旨在提供必要的基本知识，了解工业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中检测到的主要物理

和技术现象。课程的目的是培养一个人能够解决简单的热力学和传热的数学问题，同时帮助

获得足够的科技语言，作为必需工具去理解技术文件或跟设计和制造过程人员沟通。因此力

学课程的主要内容是热力学和传热，尤其是材料的热物理性能分析。 

   二、教学内容 

I principali argomenti trattati sono i seguenti. 

RICHIAMI DI FISICA GENERALE: meccanica, statica dei fluidi, cenni di elettricit

à. 

TERMODINAMICA TECNICA: sistemi termodinamici, temperatura, calore, lavoro, primo 

principio della termodinamica per sistemi chiusi e aperti, secondo principio della 

termodinamica (cenni), proprietà termodinamiche delle sostanze pure, dinamica dei 

fluidi.TRASMISSIONE DEL CALORE: conduzione, convezione, irraggiamento, meccanismi 

combinati di scambio termico.  

主要内容包括：物理学：流体力学，流体静力学，电调。应用热力学：热力学系统，温

度，热，功，热力学第一定律封闭和开放系统，热力学第二定律，纯物质的热力学性质，流

体动力学。传热：传导，对流，辐射，热传导的联合机制。psycrometrics：湿空气性质，

湿空气变换，表面凝结。解决基本问题的的数值计算。 

《设计材料与工艺》 

课程中文名称 设计材料与工艺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MATERIALI E COMPONENTI PER IL DESIGN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64 学分 4 理论学时 64 实验学时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Manzini E., La materia dell'invenzione, Arcadia edizioni, Milano, 

1986 - Ashby M., Johnson K., Materiali & design. L'arte e la scienza 



della selezione dei materiali per il progetto, CEA, Milano, 2005 - Ultra 

Materials: How Materials Innovation Is Changing the World, Thames & 

Hudson, London, 2007 - Del Curto B., Marano C., Materiali per il design. 

Introduzione ai materiali e alle loro proprietà, CEA, Milano, 2008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Il corso ha l’obiettivo di introdurre alla conoscenza dei materiali nel progetto 

di design in ordine alle loro proprietà tecniche, prestazionali e alle modalità di 

impiego, assumendo la dimensione tecnologica e produttiva quale variabile dinamica 

e autentica risorsa in mano al progettista per ottenere risultati qualitativamente 

significativi negli ambiti del prodotto industriale e della nautica.  

 课程的目的是介绍有关工程设计方面的材料的知识，有关材料的的技术性质、性能和应

用条件，呈现的技术和生产尺寸， 变量的动态的材料和真实的材料来源在设计师的手中实

现了品质的提升。本课程将介绍材料的选择，分析主要的物理性能，机械性能，并特别注意

设计者选择的持续性的技术方面。创新和发展新材料和技术的重点将是一个不断的课程，甚

至通过重大实际案例来研究。 

   二、教学内容 

     L'attività didattica metterà a confronto gli studenti con l'esperienza di 

aziende e professionisti, sia operanti nel contesto locale sia inseriti nei circuiti 

del mercato globale in relazione all’approccio al progetto che è costantemente 

influenzato dalla ricerca sui materiali e dallo sviluppo di tecnologie innovative 

da applicare ai materiali tradizionali. Il materiale è inteso non solo come dato 

certo di riferimento, ma anche come variabile in costante divenire. Saranno trattate 

la struttura e la proprietà dei materiali metallici, ceramici, i vetri, i legni, 

i polimeri, i materiali compositi. Il corso prevedrà lezioni frontali, interventi 

seminariali di esperti, visite guidate a mostre e fiere di settore, prove di verifica 

intermedie, workshop conclusivo. Tutti gli abstract delle lezioni (compresi gli 

interventi esterni) verranno resi disponibili nell’apposito spazio di AULAWEB. Per 

sostenere l’esame è necessario: 1 - Presenza/consegna esercitazione 

2 - Presenza/consegna WORKSHOP di fine corso 3 - Colloquio orale di verifica  



    教学会比较学生与企业和专业人士的经验，包含国内外的有关项目的市场研究，这些项

目不断地受到材料研究和发展创新技术应用于传统材料的影响。这些材料不仅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而且一直在发展变化。包括金属、陶瓷、玻璃、木材、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的结

构和性能的处理。本课程将包括讲座，专家研讨，参观展览及贸易展览会，中间测试，最后

的实习。所有讲座的摘要（包括外部的）将在 AulaWeb 空间可用。考试是必要的。-1 有教

程.2 -有实习课程。3 -有口试测试 

《当代建筑史》 

课程中文名称 当代建筑史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STORIA DELL’ARCHITETTURA CONTEMPORANEA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75 学分 5 理论学时 64 实验学时 11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老师讲义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Obiettivo del corso è introdurre lo studente alla conoscenza sistematica della 

storia dell’architettura contemporanea, attraverso letture critico-interpretative 

sulle figure e sui movimenti più emblematici dell’architettura moderna, dall’

Art nouveau e l’Epressionismo alle più recenti tendenze del High Tech e del 

Decostruttivismo. 

  本课程旨在向学生介绍当代建筑史的系统知识，通过批判性解读最具象征性的现代建筑

人物和运动，从新艺术风格和印象派到最新的高科技趋势和解构主义。 

  二、教学内容 

Il corso si articola in un ciclo di lezioni relative ai temi centrali e 

fondamentali dell’architettura contemporanea. Inoltre, è prevista un’attività di 

ricerca didattica sviluppata dallo studente che, dopo aver scelto un argomento - 



in accordo con il docente che fornirà la relativa bibliografia- è tenuto a redigere 

una relazione.  

本课程包括一系列当代建筑相关基础与核心专题的课堂教学。另外，要求学生进行一项

教育发展研究活动，学生应与教师协议并选择主题，教师将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数目建议，学

生最终应提交一份研究活动报告。 

《结构力学》 

课程中文名称 结构力学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MECCANICA DELLE STRUTTURE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60 学分 4 理论学时 60 实验学时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Gambarotta, Nunziante, Tralli – Scienza delle costruzioni – ed. 

McGraw-Hill Carpinteri – Scienza delle costruzioni voll. 1 e 2 – ed. 

Pitagora Beer, Johnston Jr. –  Scienza delle costruzioni –  ed. 

McGraw-Hill (ed. italiana) Antonietta Campanella, Introduzione alla 

meccanica delle strutture per il design, Parte 1, ed.ARACNE 2014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Fornire le conoscenze di base della meccanica delle strutture, 

particolareggiando gli aspetti legati all'equilibrio dei corpi rigidi, dei sistemi 

di fune e dei sistemi di trave isostatici. Saranno trattati gli elementi fondamentali 

della geometria delle masse e della verifica delle sezioni. Sarà dato rilievo alle 

applicazioni che la materia ha nel campo del design.  

  质点和刚体静力基本原理，平面系统分析：均衡梁，内力，截面分析，可变形的平面梁

基础。 

二、教学内容 



Statica del punto materiale e del corpo rigido, sistemi di funi, travi e sistemi 

di travi vincolati, le caratteristiche di sollecitazione, geometria delle aree, 

criteri di verifica delle sezioni.  

材料的静态点和刚体，平面系统的分析，内力，截面分析，变形平面梁。 

《多媒体设计》 

课程中文名称 多媒体设计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DESIGN MULTIMEDIALE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64 学分 4 理论学时 48 实验学时 16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老师讲义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Il corso fornisce una panoramica degli strumenti per la comunicazione di idee 

e progetti attraverso l'uso del calcolatore, partendo dalle conoscenze che regolano 

la rappresentazione realistica di modelli tridimensionali per arrivare a studiare 

in modo critico i vari aspetti della simulazione di scene animate e la preparazione 

di pagine Web attraverso i linguaggi comunemente usati nel dialogo a distanza della 

rete internazionale InterNet. 

本课程通过使用电脑介绍沟通理念和设计的工具全面知识，从调控三维模型逼真再现的

知识出发，激发学习以一系列批判性方式看待模拟动画场景，以及通过国际互联网远程对话

的常用语言看待网页设计准备工作的不同方面。 

《表现技法》 

课程中文名称 表现技法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TECNICHE DI RAPPRESENTAZIONE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4 学分 60 理论学时 60 实验学时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老师讲义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Il corso intende fornire una panoramica degli strumenti base per la 

comunicazione di idee e progetti che permetta di interagire con il mondo 

dell'automazione e fornisca gli strumenti e i metodi necessari per organizzare, 

memorizzare, elaborare dati grafici bi e tridimensionali.  

  本课程提供关于沟通设计与思路的基本工具的全面认识，与自动化的世界互动，并为

组织、存储、处理二维和三维图形数据提供必要的工具和方法教学。 

  二、教学内容 

Costruzione e manipolazione di disegni vettoriali bidimensionali e 

realizzazione di modelli digitali 3d utilizzando i principali strumenti della 

grafica computerizzata legati al mondo del design e della nautica.  

通过使用与产品、航海领域相关的计算机绘图的主要工具，建立并操作二维矢量图形，

并实现 3D数码建模。 

《设计基础》 

课程中文名称 设计基础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FONDAMENTI DI DESIGN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80 学分 5.5 理论学时 40 实验学时 40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老师讲义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本课程旨在提供工具来了解产品设计和航海设计的基本概念的意义，以及体验设计过程

的涉及范围。基础培训为：学习产品开发流程元素——从需求的分析到创意和产品的实现；

理论与实践练习，包括集体头脑风暴，规范创作经验；为测试相关技术、研究和分析现有产

品和船只类型的图形练习。 

Obiettivo del corso è fornire gli strumenti per comprendere il significato dei 

concetti base del progetto di design del prodotto e della nautica e per sperimentare 

la dimensione del processo progettuale. Momenti formativi fondamentali sono le 

comunicazioni dedicate all’apprendimento degli elementi del processo che va dall’

analisi dei bisogni all ’ ideazione e alla realizzazione dei prodotti; le 

esercitazioni teoricopratiche, con momenti brainstorming collettivi per 

indirizzare l’esperienza creativa; le esercitazioni grafiche per la sperimentazione 

delle tecniche e per lo studio e l’analisi dei prodotti esistenti e delle tipologie 

delle imbarcazioni. 

  二、教学内容 

L'attivit à  sar à  organizzata mediante lezioni frontali, seminari ed 

esercitazioni:- le lezioni e i seminari hanno lo scopo di far conoscere le 

problematiche generali della progettazione; 

- le esercitazioni mirano a sviluppare la creatività come capacità di definire 

processi logici e progettuali. Il corso è organizzato per tematiche settimanali o 

quindicinali: ogni settimana – o in alcuni casi ciclo di più settimane – sarà 

trattato un tema che sia dal punto di vista teorico descrittivo tramite le lezioni 

e i seminari che dal punto di vista sperimentale tramite esercitazioni. Le 

esercitazioni saranno finalizzate a sviluppare le capacità di: 

- lettura di testi, oggetti e progetti ovvero capacità di interpretare criticamente 

un oggetto, un testo, un progetto; - disegno ovvero capacità di dare forma alle 

proprie idee, di rappresentazione del progetto; 

- modello ovvero capacità di creare e sperimentare nelle tre dimensioni come 

strumento del progetto; 



- concept/progetto ovvero capacità di gestire il processo ideativo e progettuale 

(secondo i parametri descritti negli obbiettivi del corso). Le esercitazioni si 

svolgeranno in aula, singolarmente o a gruppi. In alcuni casi saranno presentate 

pubblicamente, in una sorta di confronto dibattito collettivo. Alla presentazione 

devono partecipare attivamente tutti i componenti del gruppo. Ogni esercitazione 

sarà un tappa del percorso che porterà all’esame finale. 

教学活动将以面对面课堂教学、研讨会和练习的方式组织进行： 

课堂教学和研讨会的目的在于让学生认识到设计过程中的普遍问题； 

练习旨在发展创意性，例如定义逻辑思维和设计流程。课程将以一周或两周为周期布置

练习主题，学生应从课堂和研讨会的理论视角和练习的实践视角同时解决问题。练习最终希

望发展学生的以下能力： 

    - 阅读论文、物件和项目，批判性解读物件、文本和项目的能力； 

    - 手绘，创意造型速写、产品表现的能力；   

    - 模型，创造和测试三维模型并将之变为设计工具的能力； 

    - 概念/设计，管理创意和设计流程的能力（取决于当期课程目标的描述参数）。 

练习将在教室中进行，可单人进行或分组合作。某些情况下作品将会被公开展示以面对集体

的评论和比较。分组合作的所有成员都应参与演讲展示。每个练习都将是期末考试中的阶段

性过程。 

《大众心理学》 

课程中文名称 大众心理学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PSICOLOGIA GENERALE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75 学分 5 理论学时 64 实验学时 11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TESTI D’ESAME DELLA PARTE MANUALISTICA E MONOGRAFICA OBBLIGATO-RIA 

A.A. 2011-2012 PER FREQUENTANTI E NON FREQUENTANTI (TOTALE: 3 TESTI E 



UN DVD) • Anolli L., Legrenzi P., 2009, Psicologia generale, Il Mulino 

Editore, Bologna. • Bertirotti A., 2011, La mente ama. Per capire ci

ò che siamo con i nostri affetti e la nostra storia, Il pozzo di Micene 

Edizioni, Firenze. • Fagnoni Raffaella, 2006, A colori. Strategie di 

progetto per l’utenza debole, Alinea Editore, Firenze. • Li Petri P., 

Cantatore N., 2011, Training autogeno. Corso teorico-pratico, Edup 

Editore, Roma. UN TESTO A SCELTA FRA I SEGUENTI PER FREQUENTANTI E NON 

FREQUEN-TANTI A.A. 2011-2012 (TOTALE A SCELTA: UN TESTO) • Benelli E., 

2006, Per una nuova interpretazione dei sogni, Moretti & Vitali 

Edizioni, Ber-gamo. •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Il corso intende fornire le basi epistemologiche, teoriche e metodologiche della 

disciplina, con particolare riferimento ai processi cognitivi legati all ’

interazione comunicativa tra utenti e tecnologie, al fine di introdurre ai temi 

fondamentali dell’ergonomia cognitiva.  

The General Psychology course want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and 

introduction of various aspects of Scientific General Psychology, as well as she 

is growing her support in the last two centu-ries. 

大众心理学课程提供一个全面的框架和科学心理学各个方面的介绍，以及在过去的两个

世纪的发展。 

  二、教学内容 

I cinque sensi; la percezione; la formazione e l’utilizzazione della coscienza; 

il linguaggio: la sua nascita, il suo sviluppo, la sua funzione, il pensiero; la 

motivazione: come si alimenta, a cosa serve, come funziona; le emozioni; l’ 

intelligenza e l’amore; l’identità personale e plurale; il concetto di salute; 

il disagio psicologico e culturale; le intenzioni: cosa sono, come si formano, a 

cosa servono; le rappresentazioni socio-culturali. Parte seminariale obbligatoria: 

La mente ama. Per capire ciò che siamo con gli affetti e la propria storia – La 



testa, i piedi, le braccia e le mani (quando entriamo nel mondo abbiamo già tutto 

quello che ci serve) – Doloranti e complessi (appena entriamo nel mondo impariamo 

a esistere) –  Pi ù  veloci del tempo (correre e correre per arrivare dove 

dimenticheremo noi stessi) – La geografia dell’amore (impariamo la differenza fra 

il bene e il male solo se amiamo) Diventare quello che siamo o rimanere così (abbiamo 

creduto nel progresso dimenticando la nostra umanità) - La nostra umana natura, ossia 

la dimensione bio-logico-evolutiva e culturale della nostra esistenza. Analisi e 

sintesi degli argomenti del corso, in relazione al Design.  

手册部分：五种感觉。知觉。在训练和使用意识的过程中，语言：它的诞生，它的发展，

它的功能。-思想-动机：它是如何喂养的，它是用来。啊，它是如何工作的。情感的。智慧

和爱。个人身份和复数。健康的概念。心理和文化不适。用心：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如何形

成的。什么是目的。社会文化表征。引用也将被提交给人类的天性，IE 的生物进化维度，

作为文化引起的尺寸。 

《设计实验室 I、II》 

课程中文名称 设计实验室 I、II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LABORATORIO DI DESIGN  I、II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100 学分 6 理论学时 50 实验学时  上机学时 50 

建议教材 老师讲义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L’attività di laboratorio si basa sull’integrazione interdisciplinare dei 

saperi che gravitano intorno al progetto di design del prodotto e della nautica e 

propone un intenso esercizio sperimentale volto all'acquisizione delle competenze 

del design di prodotto. Il corso ha un duplice obbiettivo: da una parte stimolare 

gli studenti a indagare e interpretare la trasformazione dei comportamenti, le 

principali problematiche ambientali e sociali connesse al tema del cambiamento 

demografico in atto e le relazioni tra individui, artefatti ed ambienti, finalizzati 



alla definizione di un approccio al progetto di tipo user-centred, e dall'altro 

impegnare gli studenti nella definizione di un iter progettuale volto a individuare 

concrete innovazioni progettuali per una migliore vivibilità nei settori del 

product design per l'ambiente domestico, nell'ambito del design per la nautica e 

per l'ambiente urbano a misura di tutte le utenze.  

   本实验课围绕着产品设计与船舶设计展开，旨在获得跨学科的知识整合能力，并进行

结合产品设计的强化实验练习。课程有两个目标：一方面激发学生调研和解释行为的转变、

主要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关于人口变化，个体与人工品和环境的关系，最终归于“以用

户为中心”的策略定义，使学生参与到设计过程中，准确定位产品创新的定义——在家居环

境中为了更美好生活的产品设计，同时也是船舶设计和城市环境中为所有用户量身定制的一

部分。 

  二、教学内容 

Temi progettuali: 

1) SOCIAL DESIGN: MORE YEARS, BETTER LIFE. E' possibile pensare ad un design 

in grado di aumentare la qualità della vita delle persone? Gli scenari in atto 

impongono al progetto un ruolo critico capace di nuove visioni finalizzate ad un 

cambiamento culturale necessario per una società realmente inclusiva. La piena 

comprensione delle esigenze degli utenti è presupposto per un processo progettuale 

consapevole e capace di interpretare i nuovi scenari possibili. 

    2) RECYCLE: RE_DESIGN Una nuova strategia efficace, capace di inglobare le pi

ù diverse modalità di trasformazione dello spazio, dei dispositivi e dei prodotti 

che siano in grado di rispondere alle necessità legate al mutamento in atto degli 

scenari sociali. Il ridisegno ed il riadattamento di prodotti ed oggetti già 

esistenti, per ampliare il bacino di utilizzo rimane il punto nodale e fondamentale 

per il corso. 

Criteri formativi: attraverso il processo progettuale del design che passa  

attraverso la definizione dello scenario (quadro dei vincoli e delle opportunit

à d'innovazione), del brief, del concept e del progetto, il corso intende accrescere 

la sensibilità e l'attenzione degli studenti per un design pienamente fruibile da 



tutte le tipologie di utenti e pensato per essi, portando al contempo lo sviluppo 

dell'iter progettuale fino ad un livello di dettaglio per affrontare le p 

roblematiche legate alla realizzazione e alla produzione di oggetti e artefatti.  

设计主题：1）社会设计：更长寿，更好的生活。有可能设想一个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

设计吗？将不同的场景融入设计中，扮演具有新视角的关键角色，旨在引导必要的文化变革

以创造真正有包容性的社会。对用户需求的充分了解是在有意识的设计过程中充分解释新的

使用场景的先决条件。 

    2）再利用：再设计，一个全新高效的策略，能够合并那些满足社会场景变化相关需求

的空间、设备和产品的多种转化模式。对已存在的产品和对象进行重新设计和重新最适化，

课程的核心和重点是扩大其使用范围。 

    教学标准：通过项目过程中经历场景定义（约束和创新机会）的设计、简述、设计概念，

课程旨在提高学生的认识和重视充分满足所有类型的用户并考虑到他们的设计，而将设计的

发展流程细化到足够的程度，以解决与设计对象和造物的实现和生产相关的问题。 

《产品图像设计实验室 I、II》 

课程中文名称 产品图像设计实验室 I、II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LABORATORIO DI GRAFICA PER IL PRODOTTO I、II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100 学分 5 理论学时 50 实验学时  上机学时 50 

建议教材 老师讲义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Il laboratorio intende avvicinare gli studenti al mondo dell'immagine 

editoriale e pubblicitaria, analizzando quei sistemi di visualizzazione che 

traducono un messaggio in segno attraverso i canali di comunicazione. Si basa 

sull'analisi dei mezzi e dei prodotti grafici, sull’apprendimento di tecniche e 

strumenti di visualizzazione, sulla formulazione di sintesi progettuali per la 

realizzazione e l'invenzione di modi e modelli espressivi innovativi.  



 本实验课的目的是向学生介绍影像出版和广告的领域，对通过传播渠道传译信号信息

的显示系统进行分析。基于对媒体和图形产品的分析，学习可视化的技术和工具，为创新性

表达模式和模型的实现制定综合设计。 

   二、教学内容 

L'obiettivo principale del laboratorio consiste nel fornire i metodi, gli 

strumenti e le tecniche per la conoscenza e il progetto dei prodotti della 

comunicazione grafica. Secondo questa finalità, i contenuti didattici, erogati 

attraverso lezioni frontali e attività esercitative, sono articolati rispetto a una 

mappa concettuale che "scompone/struttura" i temi della comunicazione grafica in 

tre componenti fondamentali (testo, immagine e componenti visive di natura 

accessoria) e funzionali alla lettura dei prodotti esistenti, così come al loro 

progetto.  

I contenuti didattici sono riconducibili alle seguenti tematiche: storia e 

culturadella comunicazione visiva; strumenti e tecniche per la lettura, l'ideazione 

e lo sviluppo dell'idea progettuale; teorie, metodi e strumenti per il progetto.  

实验课的主要目的是为图形传达的知识和产品设计提供方法、工具和技术。根据这一目

标，学习内容将通过提供课堂授课和练习活动，连接到一个“解构/结构”图像传播主题的

概念地图，包括图像传播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文字，图片和可视化辅助组件）和对现有产

品功能的读取，以此作为学生的设计项目。 

学习内容包括以下主题：视觉传播的历史与文化；进行读取的工具和技术，设计的创意

和项目理念的发展；设计理论、方法和工具。 

《室内设计》 

课程中文名称 室内设计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PROGETTAZIONE DI INTERNI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64 学分 4 理论学时 64 实验学时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老师讲义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L’insegnamento ha come obiettivo prioritario l’insegnamento dell’architettura 

dal punto di vista della composizione architettonica, intesa come attività di 

sintesi formale, funzionale e costruttiva delle diverse discipline, umanistiche e 

tecnico-scientifiche, che concorrono nell’attività edificatoria. L’iterazione del 

laboratorio ai diversi anni di corso dà ragione di un percorso formativo che va dall’

introduzione alle nozioni elementari del primo anno, fino all’approfondimento delle 

questioni caratteristico degli ultimi anni, perseguito attraverso l’applicazione 

a temi progettuali che vanno dal semplice al complesso, in termini di quantità 

volumetriche, di estensione territoriale e di scala progettuale.  

该课程的主要目标是从建筑构成的视角进行建筑教学，包括概括性、功能性和建造性的

学习活动，结合人文科学和技术科学等多个有助于建筑类实践的不同学科。本实验课经过多

年对教研过程的迭代更新，从第一年的基本知识的引入介绍，到对过去几年的特性问题的深

入探讨，包括了从由简单到复杂的设计主题的应用，到体量、空间范围和比例设计。 

二、教学内容 

Extra Small. Da questo aggettivo, inteso come parametro per la produzione di 

idee nel campo dell’interior design, prende il via il corso. Con la volontà di 

intraprendere un percorso che consenta, attraverso un progressivo avvicinamento 

alla tema della casa, di approdare al progetto degli interni di un’abitazione di 

dimensioni contenute mettendo insieme le scale dell’architettura e del design. Alla 

casa, e alla sua taglia mini, si farà riferimento non soltanto come spazio vivibile 

ma come banco di prova su cui sperimentare logiche utilizzabili, più in generale, 

per il progetto degli interni. Con una particolare attenzione agli arredi e a chi 

li usa ed alle relazioni tra architettura e corpo.  

超小型——本课程从这个一般被理解为室内设计领域产业参数的形容词揭开序幕。承接

的过程为：以渐进的方式进入家居主题，结合建筑和设计的比例对室内设计进行规划。房屋

及其小尺寸在此并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测试平台，以评价可用的室内设计

实验逻辑。同时关注于家具产品及其用户，以及建筑与人体之间的关联。 



《主题产品图像设计实验室 I、II》 

课程中文名称 主题产品图像设计实验室 I、II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LABORATORIO TEMATICO GRAFICA PER IL PRODOTTO I、II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120 学分 8 理论学时 60 实验学时  上机学时 60 

建议教材 老师讲义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Il laboratorio intende avvicinare gli studenti al mondo dell'immagine 

editoriale e pubblicitaria, analizzando quei sistemi di visualizzazione che 

traducono un messaggio in segno attraverso i canali di comunicazione. Si basa 

sull'analisi dei mezzi e dei prodotti grafici, sull’apprendimento di tecniche e 

strumenti di visualizzazione, sulla formulazione di sintesi progettuali per la 

realizzazione e l'invenzione di modi e modelli espressivi innovativi.  

本实验课的目的是向学生介绍影像出版和广告的领域，对通过传播渠道传译信号信息的

显示系统进行分析。基于对媒体和图形产品的分析，学习可视化的技术和工具，为创新性表

达模式和模型的实现制定综合设计。 

  二、教学内容 

L'obiettivo principale del laboratorio consiste nel fornire i metodi, gli 

strumenti e le tecniche per la conoscenza e il progetto dei prodotti della 

comunicazione grafica. Secondo questa finalità, i contenuti didattici, erogati 

attraverso lezioni frontali e attività esercitative, sono articolati rispetto a una 

mappa concettuale che "scompone/struttura" i temi della comunicazione grafica in 

tre componenti fondamentali (testo, immagine e componenti visive di natura 

accessoria) e funzionali alla lettura dei prodotti esistenti, così come al loro 

progetto.  



I contenuti didattici sono riconducibili alle seguenti tematiche: storia e 

cultura della comunicazione visiva; strumenti e tecniche per la lettura, l'ideazione 

e lo sviluppo dell'idea progettuale; teorie, metodi e strumenti per il progetto. 

实验课的主要目的是为图形传达的知识和产品设计提供方法、工具和技术。根据这一目

标，学习内容将通过提供课堂授课和练习活动，连接到一个“解构/结构”图像传播主题的

概念地图，包括图像传播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文字，图片和可视化辅助组件）和对现有产

品功能的读取，以此作为学生的设计项目。 

学习内容包括以下主题：视觉传播的历史与文化；进行读取的工具和技术，设计的创意和项

目理念的发展；设计理论、方法和工具。 

《主题设计实验室 I、II》 

课程中文名称 主题设计实验室 I、II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LABORATORIO TEMATICO DESIGN I、II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150 学分 10 理论学时 75 实验学时  上机学时 75 

建议教材 

Ulteriori riferimenti bibliografici saranno forniti durante il 

corso del laboratorio. Further references will be provide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laboratory. Erlhoff, Michael Marshall, Tim (2008) Design 

Dictionary, Perspectives on Design Terminology, Birkhäuser 

Basel ,Boston, Berlin Printed in Germany, 465 pagg. Fuad-Luke Alastair 

(2003) Eco-design. Progetti per un futuro sostenibile ed. Logos trad. 

it Viaggi Acquaviva Cappelli 352 pagg. Fuad-Luke Alastair (2009) Design 

Activism: Beautiful Strangeness for a Sustainable World Earthscan 

UK ,USA, 244 pagg. Fiorani, E., Curto, B., Passaro, C., (2010) La pelle 

del Design, Progettare la sensorialità. Lupetti Editore, Milano, 2010 

Jennifer Visocky O'Grady and Ken O'Grady (2009) A Designer's Research 

Manual: Succeed in Design by Knowing Your Clients and What They Really 

Need (Design Field Guide) Rockport Publishers, USA Mau, Bruce (2004) 

Massive Change, Phaidon Press, Londra, 240 pagg.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Nella fase conclusiva del percorso formativo, il laboratorio ha lo scopo di 

testare “nella pratica sperimentale” le capacità progettuali dello studente, 

attivando esplorazioni tematiche di industrial design del prodotto e della nautica 

all’interno di una visione ampia del termine e introducendo una intensa variet

à di stimoli utili alla sua elaborazione. I casi studio applicati alla nautica 

approfondiranno temi di ergonomia e morfologia delle imbarcazioni di taglia prossima 

ai 24 metri.  

在教学过程的最终阶段，实验课的目标是考验“实践测试中”学生的设计能力，并鼓励

学生基于对工业产品设计和航海设计术语的宽广视野而进行专题探索，引入一系列对其最终

设计阐述有帮助的强化促进方式。 

在航海设计的教学研究部分深化 24米尺寸船只的人机工程学和形态学专题。 

  二、教学内容 

I contenuti del corso riguardano le abilità tecnico-progettuali e saranno 

sviluppati su un percorso guidato e basato sulla sperimentazione con un brief 

assegnato. Essi riguardano: 1) - il concetto di design nello scenario contemporaneo 

e nella cultura del progetto, con particolare attenzione agli approcci del design 

sociale e del design activism. Molti dei termini più comuni - “mercato”, “target”, 

e lo stesso “designer”- sono cambiati con la rivoluzione digitale web 2.0. - la 

complessità delle relazioni prodotto/utente, prodotto/contesto. Anche la relazione 

fra azienda ed utente assume nuove configurazioni, che vedono l’utente spesso come 

soggetto attivo (pro-sumer /consum-autore) comportando nuove azioni progettuali e 

temporali. 2) - strumenti per il progetto - ricerca, analisi, ideazione, 

formalizzazione, modellizzazione, verifica. Le lezioni saranno 

supportatedall'illustrazione di casi di studio emblematici ed esemplificativi. 

Durante le ore di lezione saranno sviluppati temi che potranno essere affrontati 

con esercitazioni teorico pratiche, da svolgersi in parte in aula in parte a casa, 

in ragione della loro complessit à . L ’ attivit à  esercitativa è  svolta 

individualmente o in gruppo. 3) - lettura: l’osservazione e la restituzione grafica 



di concetti, dati informazioni. Studiare, osservare, elaborare restituire 

visivamente sono competenze fondamentali del processo progettuale. Ciascuno 

studente, singolarmente o in gruppo, dovrà “leggere” una situazione, un concetto, 

un testo, un prodotto, elaborandone una sintesi infografica da presentare al gruppo. 

4) - progetto: ciascuno studente, singolarmente o in gruppo, dovrà sviluppare un 

progetto all’interno di un tema assegnato, svolgendo tutte le fasi del processo, 

ed elaborandone la presentazione finale.   

课程内容涉及设计和技术技能，他们将在一个指导性的旅游和基于研究测试的输入程序

开发。他们包括：1）-设计理念在当代的场景（有形和无形产品，伪影，设计服务，工业产

品，等）和设计文化，尤其要注意社会设计和设计的积极性的方法。“市场”、“目标”、

“设计师”的共同术语有许多更为常见的“设计师”--与网络 2 数字革命发生了改变。•关

系产品/用户/产品/背景的复杂性。即使公司和用户需要新的配置之间的关系；这些经常看

到用户活跃（亲苏美尔/消费的作者）产生了新的设计和时间的行为。2）对工程工具（研究，

分析，设计，形式化，建模，测试）的讲座将由典型案例研究和支持。一些主题将在课堂上

和在家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课堂上和在家里，因为他们的复杂性，可以处理的经验教训。

该活动是单独或分组进行的。在小组工作的情况下，每一个学生都在追求一个特定的可识别

性，以便作出它的贡献。3）•阅读：概念、数据信息的观察与可视化。研究、观察、借鉴视

觉核心能力是设计过程。每个学生，单独或作为一个群体，将有对“读”的情况，一个概念，

一个文本，产品，设计概要图表呈现组。4）–项目：每个学生，个人或团体，将开发项目

在一个给定的话题，携带出过程的各个阶段，发展的最后陈述。 

《应用卫生学及人机工程学》 

课程中文名称 应用卫生学及人机工程学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IGIENE APPLICATA ED ERGONOMIA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75 学分 5 理论学时 64 实验学时 11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Scherrer J et al : Manuale di fisiologia del lavoro Masson Editore 

Melino C: Lineamenti di Igiene del lavoro Società Editrice Universo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Il corso intende fornire, assumendo come prioritario l'approccio ergonomico 

finalizzato a evidenziare la complessità delle relazioni che si stabiliscono nel 

rapporto uomo- oggetto ambiente, le conoscenze igienistiche che consentano al 

designer di progettare ambienti di lavoro o componenti in armonia con il benessere 

dei loro utenti e che siano in grado di agevolare lo svolgimento del lavoro e i compiti 

di ciascun operatore, consentendo di conseguire livelli più elevati di qualità 

della vita lavorativa.  

  本课程的目的是提供符合人体工程学和卫生知识，让设计师来规划室内环境（工作，房

子和船）或设备以满足用户要求。 

     二、教学内容 

Il corso analizzerà i fattori legati alle caratteristiche dell’uomo: la 

variabilit à  delle caratteristiche biologiche, le misure antropometriche, i 

percentili e la misura della variabilità, gli strumenti statistici e i questionari 

di gradimento. La postura seduta: caratteristiche della colonna vertebrale e 

funzioni, caratteristiche di progetto delle postazioni Le articolazioni mano-polso 

gomito La percezione sensoriale: la visione: la percezione visiva; rapporto figura 

sfondo, le illusioni spaziali; il colore: aspetti fisiologici e psicologici Le norme 

tecniche e la certificazione europea L’ambiente confinato: la percezione termica 

dell’ambiente, caratteristiche fisiche, indici di benessere termoigroventilatorio; 

illuminazione degli ambienti confinati: illuminazione naturale, illuminazione 

artificiale. Inquinamento indoor: caratteristiche chimiche e biologiche; cause 

dell’inquinamento indoor; i materiali di arredo e la sicurezza; indoor e salute: 

sindrome da edificio malato e allergie respiratorie; le soluzioni progettuali 

inquinamento acustico: caratteristiche del rumore i riflessi sanitari: fastidio, 

disturbo, danno La normativa antincendio, normativa sulla sicurezza; normativa 

sulla disabilità.  

本课程将探讨人类特征的相关因素：生物学特性的变异，人体测量，百分位值和变异，

测量统计工具，满意度调查问卷。的坐姿势：特征的脊柱和特点，设计特点，态势分析。关

节：手腕-肘感官知觉：视觉：视觉感知；背景图，空间的幻想；颜色：生理和心理方面的

欧洲技术标准和认证的室内环境（房子，工作，船）：热环境的感知，物理特性，指标的福

利；自然和人工照明。室内污染：室内环境污染的化学和生物成因：疾病大厦综合征和呼吸



系统过敏，室内通风设计解决噪音污染：烦恼、干扰、伤害。工作环境安全与风险评估立法、

消防安全立法、残疾人立法。 

《沟通环境社会学》 

课程中文名称 沟通环境社会学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SOCIOLOGIA DELL'AMBIENTE E DELLA COMUNICAZIONE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64 学分 4 理论学时 48 实验学时 16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老师讲义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Il corso si propone si fornire alcune nozioni di base, relative alle teorie e 

ai metodi della sociologia volti a chiarire le principali dinamiche presenti 

nell'ambiente di vita, secondo specifiche variabili spazio-temporali, con una 

particolare attenzione alle connessioni teoriche ed applicative con la sociologia 

della comunicazione, al fine di consentire agli studenti di comprendere i principali 

elementi della socializzazione e la loro influenza sul comportamento individuale 

e di gruppo, le più rilevanti linee evolutive del cambiamento sociale e del rapporto 

tra società, cultura e comunicazione.  

  本课程旨在提供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相关的基础知识，用以明确生活环境中的主要现存动

力，根据特定的时空变量，以及对沟通社会学理论和应用链接的特别关注，使学生了解社会

化的主要元素以及它们对个体和群体造成的影响，与社会变革最为相关的路线，以及社会、

文化和传播之间的关系。 

  二、教学内容 

Il corso si articolerà in due parti: la prima parte comprenderà elementi di 

Sociologia generale preliminari alla trattazione di aspetti della Sociologia della 

comunicazione; la seconda parte riguarderà argomenti più specificamente attinenti 

la Sociologia degli ambienti abitativi e la Sociologia degli oggetti con particolare 



riguardo per i profili sociali degli oggetti. Le lezioni comprenderanno trattazioni 

teoriche, seminari, esercitazioni pratiche in aula.  

该课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对社会学元素在传播社会学方面的初步处理;第二部

分将具体涉及有关生活空间和对象的社会学，重点关注对象的社会侧写。该课程将包括理论

论文，研讨会，课堂实践练习。 

《产品及流程的可持续发展》 

课程中文名称 产品及流程的可持续发展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SOSTENIBILITA' DEI PROCESSI E DEI PRODOTTI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60 学分 4 理论学时 60 实验学时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老师讲义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Inquadrato storicamente e criticamente, nella cultura contemporanea, il tema 

della sostenibilit à , con attenzione alle sue differenti declinazioni e 

interpretazioni, il corso – anche attraverso la presentazione di casi-studio – 

intende fornire agli studenti conoscenze specifiche per un approccio ecologico al 

progetto di design, considerando le differenti tecnologie di produzione energetica 

da fonte rinnovabile, i sistemi di riduzione degli impatti ambientali, e, 

soprattutto, le diverse strategie di gestione e controllo dei processi produttivi 

(certificazione e analisi del ciclo di vita dei prodotti, riduzione dell’energia 

inglobata, strategie per il controllo delle risorse, dei rifiuti, degli imballaggi, 

dei trasporti, ecc., impiego di materiali eco-compatibili).  

  在当代文化中，承接历史并批判性地将可持续性发展的主题框架化，并关注其不同形式

与解释，课程也通过介绍研究案例向学生提供生态化的产品设计方法的特定知识，例如考虑

可再生能源的不同技术，减少对环境造成冲击的系统，尤其是管理和控制生产流程的不同策

略（对产品寿命周期的认证和分析，整合能源的减少，控制资源、废弃物、包装、运输的战

略等等，采用环保材料）。 



《实习》 

课程中文名称 实习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Tirocinio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4周 学分 4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上机学时  

一、课程介绍 

Il tirocinio formativo e di orientamento e gli stage, di cui al DM 25 marzo 1998, 

n. 142 e successive modificazioni, sono periodi di formazione per lo studente, che 

dovranno essere svolti solo presso studi o Enti in convenzione con la Scuola 

Politecnica, secondo il Regolamento pubblicato sul sito.  

实习培训、指导和职场经验，基于 1998年 3月 25日第 142号部长令修正法规，是通过

研究机构或与理工学院协议的其他机构对学生进行培训的阶段性时期，应遵从学校网站公布

的相应条例。 

《毕业设计（含答辩）》 

课程中文名称 毕业设计（含答辩） 

课程意大利文名称 Prova finale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16周 学分 16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上机学时  

  一、课程介绍 

La prova finale consiste nella discussione critica, dinanzi ad apposita 

commissione, di un elaborato di sintesi (portfolio), redatto sotto la guida di un 

docente, relativo ai temi e alle discipline affrontati nel corso proprio percorso 

formativo, previo superamento di un accertamento di conoscenza di una lingua dell’

unione europea.  



最终考试以答辩形式进行，由特别委员会评分，学生需要准备一份设计精选（作品集），

在一名导师的带领下完成，内容与设计专题以及本科阶段接受的专业课程教育相关，并通过

一门欧盟内语言的评定。 

《中国书法》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书法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32 学分 2 理论学时 12  实验学时 20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中国书法教程》  陈振濂     上海书画出版社 

参 考 书 
《中国书法导论》  王强、刘树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唐欧阳询书九成宫醴泉铭》    文物出版社 

    一、课程介绍 

    书法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瑰宝，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按照形式美的法则进行再创造的一门造型

艺术。具有广泛地实用价值和鲜明地艺术价值。 

    书法教育是高等院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内容。学生在学习中可以继承和发扬中华

民族书法艺术的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重要学科。 

    二、教学内容 

    1．通过书法教学要求学生认识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教学中要求学生了

解书法艺术几千年来发展的重要性和汉字发展的轨迹。 

    2．熟悉书写工具的性能，掌握楷书和行书的基本特点、运笔方法、字形结构和章法布

局的基本技法。 

3．掌握书法创作和欣赏的基本方法。 

《中国画》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画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40 学分 2.5 理论学时 12  实验学时 28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中国画》，韩玮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7月  

参 考 书 

1 《中国画技法》，第一册/花鸟，孙其峰编著，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 3 月

第 1版   

2 《花鸟画技法问答》，孙其峰、肖朗、贾宝珉编著，河北美术出版社，1985 

年 5月第 1版   

3 《工笔花卉技法》，俞致贞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 年 3月第 1版  

4 《花鸟画教学对话》，宫六朝主编，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年 12月第 1版  

一、课程介绍： 

    本课程介绍了中国画的历史概况及发展，了解中国画以线造型的艺术特色和作画方法。 

    二、教学内容： 

     1、工笔花卉画学习。 

 2、写意花鸟画学习。 

 3、山水画学习。 

 4、工笔人物画学习。 

《工业设计方法学》 

课程中文名称 工业设计方法学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32 学分 2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0 上机学时 0 

建议教材 简召全，工业设计方法学，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以产品设计方法为核心，全面介绍当前环境下有关工业设计的设计观念、方法、程序、

评价方法和设计创造技巧等，加强设计的基本理论，帮助形成正确的设计观。理解各种设计

方法，对某些常用的设计方法更要融会贯通，该课程中的创造性思维及创造技法应作为重点

内容介绍。 

  二、教学内容 

第一章 设计科学概论  

第二章 创造性思维及创造技法 

第三章 功能论设计思想及方法 

第四章 系统论设计思想及方法 

第五章 商品化设计思想及方法 

第六章 人性化的设计观念 

第七章 设计评价 

《民间工艺美术设计》 

课程中文名称 民间工艺美术设计）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32 学分 2 理论学时 12  实验学时 20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1] 钟茂兰，范朴，《中国民间美术》，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3年 2. 

参 考 书 

 [1] 唐家路，潘鲁生.《中国民间美术学导论》.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0 

 [2] 王娜.《农村艺术性工艺美术》. 中国山峡出版社，2008  

 [3] 陈山桥.《陕西民间美术精品陕北剪纸》.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4] 杨坚平.《潮州木雕》.汕头大学出版社，2000  

     一、课程介绍：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民间美术的发展简史、形式、分类及艺术特色，并通过

课内外实践掌握我国主要常见民间美术的制作工艺及材料运用，使学生较为全面地了解我国

民间美术的辉煌成就。  

    二、教学内容  

    1、能够对典型的民间艺术门类进行制作与创作。能将民间艺术的精华运用到专业艺术

创作当中。  

2、能够从宏观上把握中国民间美术的艺术特色，形成较清晰系统的民间美术门类概念。  

重点：民间剪纸、民间印染的技法与操作流程。  

难点：材料运用、技法的掌握。 

《中外雕塑史》 

课程中文名称 中外雕塑史 

课程英文名称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sculpture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32 学分 2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教研室编. 中国美术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中外雕塑史基本常识以给子深入浅出的介绍和讲解，本课程主要讲述中外雕塑发展历

史，结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作品等，展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与流派，摸索出雕塑艺

术发展线索规律，认识其发展状况。 

    二、教学内容 

第一章 原始社会的美术 

第二章 先秦美术 

第三章 外国雕塑发展史基本特征 



一、旧石器时代艺术 

二、新石器时代艺术 

三、古代两河流域艺术 

四、古代埃及艺术    

五、爱琴及古代希腊艺术 

六、埃特鲁里亚和古代罗马艺术 

《家具设计与制作》 

课程中文名称 家具设计与制作 

课程英文名称 Furniture Design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32 学分 2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徐望霓：《家具设计基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 

参 考 书 徐望霓：《家具设计基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 

一、课程介绍 

    本课程以家具造型设计和家具结构设计为主线，系统地阐述了中外家具史和国内外家具

发展现状、家具材料和结构、家具造型设计、人体工程学与家具功能设计、家具表面涂饰等

相关的家具设计体系。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或掌握家具材料、家具结构设计、

家具造型设计、家具生产工艺等知识要点，能从产品的造型设计、材料的选用、结构设计到

工艺的安排及最终的生产实践，完成一个完整的设计项目。通过学习学生将掌握家具设计的

基础知识和技能。 

  二、教学内容   

  第一章 家具设计概述 

    第二章 家具发展简史 

    第三章 家具设计的造型与工能 

    第四章 家具设计的材料与工艺 

    第五章 家具设计的程序与方法 



《中外文学名著欣赏》 

课程中文名称 中外文学名著欣赏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24 学分 1 理论学时 24  实验学时 28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本课程着重向学生诠释文学的特殊审美功能及文学反映社会的特殊载体形式；向学

生介绍和中、外文学现实主义及浪漫主义思想发展脉情况，结合文学史背景，具体分析

特殊历史时段中的重要文学作品。       

二、教学内容 

1、文学欣赏的含义，文学以审美思想和审美形式认识、反映社会。 

2、围绕小说反映社会的特殊审美形式，介绍三个层面的审美方式，第一是小说的现实

主义功能；第二是小说的幽默功能；第三是小说的情感功能。 

3、介绍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代表作家及其相关作品。 

4、分析《巴黎圣母院》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 

5、介绍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代表作家及其相关作品。。 

6、分析《简爱》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 

7、介绍成书背景，分析《红楼梦》的悲剧线索。 

8、分析作品的结构特征和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塑造特征。 

《古诗词欣赏》 

课程中文名称 古诗词欣赏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24 学分 1 理论学时 24  实验学时 28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古诗词欣赏》是我校本科生人文素质教育系列选修课之一，该课程以中国古典诗词发

生发展为序，为学生展开一幅生动的古典美学画卷。 

古典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特点和理

想，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蕴含着强大的文化力量，是领略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

本门课的目的是引导学生赏析、解读优秀古典诗词作品，进而去探讨其文化内涵及其在现代

的传承和价值，其发展的脉络及美学特点。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古代文化修养，开拓

视野，陶冶情操。 

二、教学内容 

（一）文学与诗歌 

（二）《诗经》与中国古典诗词的起源 

（三）屈原的楚辞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四）汉乐府及魏晋文人诗的兴起 

（五）古体诗与格律诗 

（六）唐诗与盛唐气象 

（七）宋词与士大夫文化 

（八）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的诗歌元素 

《现代诗歌欣赏与朗诵》 

课程中文名称 现代诗歌欣赏与朗诵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24 学分 1 理论学时 24  实验学时 28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本课主要包括现代诗歌理论、赏析、朗诵三个方面的内容，讲授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方法，以诗论去解读、分析和欣赏现代名家名诗，同时讲授朗诵技巧，引领学生在欣赏诗

歌中，掌握朗诵诗歌的艺术技巧，进而通过光盘观摩名家诗歌朗诵会，并组织学生举办自己

的诗歌朗诵会。此课旨在培养学生对诗歌的兴趣，进一步激发学生朗读和创作诗歌的热情。

使学生在感受诗歌韵律美、语言美、情调美中，提升艺术素养；让学生在欣赏与朗诵纯美诗

歌中接触和了解艺术、感悟人生，从而建立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人生观。 

二、教学内容 

第一章 诗歌理论 

第一节   现代诗歌具备的基本要素 

一、含蓄 

二、意境 

三、韵味 

第二节   诗歌语言的艺术手法  

一 、形象性语言的构成方法  

二、诗歌语言的动感 

三、诗歌语言的色彩 

四、诗歌语言的通感 

第二章  实践教学 

第三章  诗歌欣赏 

第一节    台湾诗歌 

一、台湾诗歌简述  

二、郑愁予《错误》欣赏 

三、席慕容诗欣赏 

四、洛夫诗歌欣赏 

《外国文学名著欣赏》 

课程中文名称 外国文学名著欣赏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24 学分 1 理论学时 24  实验学时 28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外国文学名著欣赏》是我校本科生人文素质系列选修课之一，该课程引领学生阅读欣

赏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优秀篇目，揭示其发展的脉络及美学特点。 

“文学是人学”，现代文学批评理论认为文学是人心灵的反映，文学史是人类心灵发展

的历史，通过对文学的欣赏，人类可以反思自身走过的文明历程，探索人类未来发展之路。

本门课以此为切入点，以西方文学发展的历程为序，对欧美文学三千年历史进程中的经典之

作进行剖析，解读。从而激发学生思考，丰富学生的心灵，并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对待外国

文学文化，提高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和美学修养。 

二、教学内容 

（一） 希腊神话与戏剧：童年的梦幻 

（二） 但丁和《神曲》：禁锢与升华 

（三） 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个体最初觉醒的标志 

（四） 歌德与《浮士德》：个体在对无限的追求中所处的两难境地 

（五） 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对情感自由的追求 

（六） 现实主义文学：心灵与外部世界的碰撞 

（七） 现代派文学：人被物异化的痛苦 

《电影艺术与欣赏》 

课程中文名称 电影艺术与欣赏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24 学分 1 理论学时 24  实验学时 28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电影是一门年轻的、发展最快的综合性艺术门类，并且已经被认为是除了音乐、舞蹈、

美术、戏剧等六门传统艺术以外的第七艺术，随着当今世界文化交流的加快以及各类媒体的

普及，电影不仅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一种主要方式，同时也是反映社会生活以及人类思想情

感的一个窗口，同时也是文化历史、社会形态的一个折射。开设本门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

在欣赏经典的电影作品的同时，对电影的发展历史，流派特征等方面有个初步的了解。 

本课以类型片的分类方式,介绍不同阶段的经典影片,对电影的发展历史及相关的电影

知识进行较为全面的介绍。 

二、教学内容 

理论教学内容： 

第一讲：绪论 

第二讲：歌舞片歌舞片的概念、历史发展、歌舞片的叙事模式及表现手法。 

第三讲：喜剧电影 

第四讲：武侠功夫片（上）——拳脚功夫片 

第五讲：武侠功夫片（下）——刀剑武侠片（ 

第六讲：黑帮电影 

第七讲：爱情片 

第八讲：家庭伦理片（ 

第九讲：灾难片 

第十讲：科幻片 

第十一讲：魔幻电影 

《影视人物心理分析》 

课程中文名称 影视人物心理分析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24 学分 1 理论学时 24  实验学时 28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影视人物心理分析》这门课程以电影为载体，通过电影艺术呈现的人物和故事，在宏

观上反映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微观上反映人生的曲折性和不确定性，侧重于对人物心

理的剖析，使学生在提高审美水平的同时，加深对自身的反思和对生命的理解。 

二、教学内容 

第一章 电影的诞生与要素（3学时） 

1、电影的诞生 

2、电影的基本要素：画面和声音 

第二章 电影艺术的审美特征（3学时） 

1、电影的时间与空间 

2、电影中的科学技术 

3、电影中的其它艺术手段 

4、电影类型 

第三章 电影中的人性（6学时） 

1、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人性思想 

2、西方人性思想 

3、电影与人性主题 

第四章 电影中的人生（6学时） 

1、电影中的人生百味 

2、电影中的人生百态 

第五章 电影中的青春期（6学时） 

1、青春期的特点 

2、电影与青春主题 

《西方美术欣赏与实践》 



课程中文名称 西方美术欣赏与实践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24 学分 1 理论学时 24  实验学时 28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课程以幻灯图片和实物展示的形式系统地介绍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西方造型艺术，包括

建筑、雕塑、绘画等，从历史、文化和艺术技法等层面对作品及作者进行分析讲解。同时配

合适当的临模，教师写生示范等实践手段加深对艺术的理解和体会。 

二、教学内容 

理论课程设定为 7周，每周 3学时，共计 21学时 

第一周：课程介绍。西方艺术分类概述。古埃及、希腊与罗马艺术。中世纪艺术。 

第二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威尼斯画派。 

第三周：巴洛克艺术：鲁本斯、委拉斯凯兹与伦伯朗。    18世纪洛可可艺术。 

第四周：法国新古典主义、浪漫派。   巴比松画派与现实主义绘画， 

第五周：印像派绘画。 

第六周：俄罗斯绘画。 

第八周：现代派艺术介绍。课程总结。 

《音乐欣赏》 

课程中文名称 音乐欣赏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24 学分 1 理论学时 24  实验学时 28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本科生的公共选修课。课程安排是按照音乐的不同体裁对音乐的不同形式进行

介绍，其中主要包括：民歌、中外艺术歌曲、中外歌剧、大型声乐作品、交响乐等。本课使

学生感受音乐文化的绚丽多彩及它在表现人类精神生活的不同形式。 

二、教学内容 

第一单元  歌剧 

西洋歌剧 

    中国歌剧 

第二单元  交响乐 

第三单元  大型声乐作品 

第四单元  中外艺术歌曲） 

《中西文化比较》 

课程中文名称 中西文化比较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24 学分 1 理论学时 24  实验学时 28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本门课程主要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们对中

西文化的一些基本常识和主要特征有一个初步了解。对东西方不同国家数千年遗留下来的最

著名的文化遗产有一个基本正确的认识。使同学们在全球化声浪日益高涨的今天,能够树立

爱国主义精神和放眼世界的雄心壮志，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二、教学内容 

第一章、“东张西望”：文化比较学概说 

第二章、“天”“人”之际：中西文化差异的哲学根源 

第三章、“洋”“土”之争：中西文化的摩擦与对话 



第四章、“食”“性”有别：从人类学视角看中西文化 

第五章、“言”“意”之辩：异质文化与语言文字 

第六章、“仁”“理”无敌：中西社会观念的变迁 

第七章、“气”“数”未尽：东西方科学与迷信的较量 

第八章、“权”“钱”并立：权利膜拜与形形色色的腐败 

第九章、“技”“艺”互补：东西方审美与艺术精神 

《文化语言学》 

课程中文名称 文化语言学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24 学分 1 理论学时 24  实验学时 28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文化语言学》是我校本科生人文素质教育系列选修课之一，本课程从人类文化学的角

度研究语言现象，考察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对于语言文化属性的把握，将进一步拓展学生的

文化视野，提高学生语言交际的能力，引发学生探求语言奥秘的兴趣。 

文化语言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本课程还将引领学生探求语言文字的本质，以及汉语

汉字的特点。在分析和研究语言的过程中，分析和研究语言作为文化符号的功能，分析和研

究特定语言结构的独特的表达思想的功能，分析和研究语言中所体现的特定的文化哲学、文

化思维、文化风俗、文化心理和文化史实。 

二、教学内容 

一、 语言是什么 

二、 现代汉语的形成和特点 

三、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四、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五、 语言和哲学的关系 



六、 语言和神话、宗教的关系 

七、 文化差别和言语交际 

八、 语言变化和文化变化 

九、 语言表达与语言规划 

《大学语文》 

课程中文名称 大学语文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选修课  □        实践课      □ 

总学时 24 学分 1 理论学时 24  实验学时 28 上机学时  

建议教材  

参 考 书  

一、课程介绍 

本课程注重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分析能力培养。通过史学类、文学类代表性篇章阅读，引

导学生认识篇章形成背景，认识语言文字、表现形式、内容结构的逻辑安排与思想意义之间

的密切关系。 

二、教学内容 

1、概括介绍上古时期历史散文——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

形成和发展的情况，同时对中国古代第一部历史文献集《尚书》做一简单介绍。通过概

括性讲述，向学生展示历史文化环境，在环境当中透视历史散文所包含的历史文化精神。

并对历史散文形成过程中的语言文学载体形式做出概括性分析。 

2、主分析《左传》成书的历史背景；通过语言文学艺术形式的解析，具体分析课文内

容。 

3、介绍《史记》的成书背景、作者身世、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4、通过语言文学艺术形式的解析，具体分析课文内容。学习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

文化精神，认识作者的审美情操。 

5、通过语言文学艺术形式的解析，具体分析课文内容。学习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

文化精神，认识作者的审美情操。 



6、介绍《红楼梦》的成书背景和作者身世；分析《红楼梦》的主要思想内容和艺术创

作特色。 

7、通过语言文学艺术形式的解析，具体分析课文内容。 

8、通过语言文学艺术形式的解析，具体分析课文内容。 

9、介绍海子经历与海子诗歌。 

10、具体分析《麦地》审美思想和审美艺术特色。 

 

备注：通识课程包括  《中外文学名著欣赏》、《古诗词欣赏》、《外国文学名著欣赏》、

《文化语言学》、《现代诗词欣赏与朗诵》、《电影艺术与欣赏》、《影视人物心理分析》、

《西方美术欣赏与实践》、《音乐欣赏》、《中西文化比较》、《大学语文》等校选课。



中外方授课教师信息 

任课教师 职称 配合教师 所授课程 

SPADOLINI 

MARIA 

ENEDETTA  

 

教授 张玉花 
LABORATORIO DI DESIGN I 

设计实验室 I 

FALCIDIENO 

MARIA LINDA 
教授 朱天阳 

LABORATORIO DI GRAFICA PER IL 

PRODOTTO I  

产品图像设计实验室 I 

FALCIDIENO 

MARIA LINDA 
教授 俞嘉华 

LABORATORIO TEMATICO GRAFICA 

PER IL PRODOTTO I 

主题产品图像设计实验室 I 

FALCIDIENO 

MARIA LINDA 
教授 朱天阳 

LABORATORIO TEMATICO GRAFICA 

PER IL PRODOTTO II 

主题产品图像设计实验室 II 

NASER ESLAMI 

ALIREZA  

 

研究员 张扬 

STORIA DELL’ARCHITETTURA 

CONTEMPORANEA  

当代建筑史 

VANNICOLA 

CARLO  

 

副教授 张扬 
FONDAMENTI DI DESIGN 

设计基础 

FAGNONI 

RAFFAELLA 
副教授 刘小湄 

LABORATORIO TEMATICO DESIGN I 

主题设计实验室 I 

BISTAGNINO 

ENRICA 

 

副教授 朱天阳 

LABORATORIO DI GRAFICA PER IL 

PRODOTTO II   

产品图像设计实验室 II 

外方专聘教师 1 中高级 俞嘉华 
PROGETTAZIONE DEGLI INTERNI  

室内设计 

外方专聘教师 2 中高级 张玉花 
LABORATORIO DI DESIGN II 

设计实验室 II 

外方专聘教师 3 中高级 刘小湄 
LABORATORIO TEMATICO DESIGN II 

主题设计实验室 II 

   意大利语 I、II 

   意大利语 III、IV 



许兰喜 教授 
GIULINI 

SAVERIO 

MATEMATICA APPLICATA 

应用数学 

孟庆云 副教授 
LAZZARI 

STEFANO 

 

FISICA TECNICA  

物理技术 

周小儒 教授 
Docente a 

contratto 

 

TECNICHE DI RAPPRESENTAZIONE 

表现技法 

张玉花 副教授 
PELLEGRI 

GIULIA 

 

FONDAMENTI DI DISEGNO 

表现基础 

张玉花 副教授 
Docente a 

contratto 

 

STORIA DEL DESIGN  

设计史 

赵军 副教授 

CASIDDU 

NICCOLO’ 

 

MATERIALI E COMPONENTI PER IL 

DESIGN  

设计材料与工艺 

赵军 副教授 
Docente a 

contratto 

 

MECCANICA DELLE STRUTTURE  

结构力学 

赵子江 副教授 
Docente a 

contratto 

 

DESIGN MULTIMEDIALE  

多媒体设计 

王菲 助教 

GAZZOLA 

ANTIDA 

 

SOCIOLOGIA DELL'AMBIENTE E DELLA 

COMUNICAZIONE  

沟通环境社会学 

魏艳丽 讲师 

CRISTINA 

MARIA 

LUISA 

 

IGIENE APPLICATA ED ERGONOMIA  

应用卫生学及人机工程学 

杨语声 助教 
Docente a 

contratto 

 

PSICOLOGIA GENERALE  

大众心理学 

朱嫣绯 助教 

ANDREA 

GIACHETTA 

 

SOSTENIBILITA’ DEI PROCESSI E DEI 

PRODOTTI  

产品及流程的可持续发展 

庄一兵 教授  
中国书法 

中国民间美术与工艺 

周小儒 教授  
中国画 

家具设计与制作 

张扬 讲师  工业设计方法学 

唐可 助教  中国雕塑史 

张洪兵 副教授  英语精读 I、II 

石薇 讲师  英语听说 I 



Francesca Liane 

Brown 

讲师  英语听说 II 

周宏岩 教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张丽荣 高级讲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戚艳萍 副教授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宋保仁 讲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唐帼丽 教授  
中外文学名著欣赏 

大学语文 

 

付雅娟 副教授  

古诗词欣赏 

外国文学名著欣赏 

文化语言学 

季百春 副教授  现代诗词欣赏与朗诵 

王思维 副教授  电影艺术与欣赏 

邹丹杰 副教授  影视人物心理分析 

王志祥 教授  西方美术欣赏与实践 

马梅 副教授  音乐欣赏 

陈定家 教授  中西文化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