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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新华计算机中等专业学校建筑装饰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专业代码） 

    建筑装饰（040200） 

二、入学要求 

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者 

三、学制 

三年 

四、培养目标 

   培养室内设计方向，家装、工装方向；室外设计方

向；建筑表现，具有较强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管理能力

的中等应用性人才。可以胜任建筑装饰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

工作，工程现场管理与协调，并能适应计算机设计图形图像

快速发展能力的应用人才。 

五、职业范围 

参照专业教学标准，结合行业产业岗位需求和学校培养

实际，学生职业范围如下： 

序号 对应职业（岗位） 

 

获取职业资

格证书 

专业（技能）方向 

1 室内设计师 室内设计师

证 

室内设计，家装，

工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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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D 视觉传达设计师 Autodesk3D

可视化认证 

三维领域设计。 

   六、培养规格 

（一）职业素养 

素质方面，建筑装饰专业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

和职业道德，服从管理，重视团队，能够较好的完成团队目

标。同时通过 3年的校园熏陶，使学生除了兼具职业技能外，

还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和健康的业余爱好。 

（二）专业知识和技能 

专业能力方面，建筑装饰专业要求具有较强的工程施工

图识图技能、掌握建筑装饰工程计算机设计技能、掌握使用

计算机常用软件工具和文字处理技能，以及通过互联网查阅

本专业的技术资料的技能、团队项目管理建设相关能力。 

知识结构方面，建筑装饰专业要求学生除了掌握所有专

业核心必修课程和全部规定的通识课程外，还要求学生具有

独立编制装饰工程施工技术、组织设计方案，同时具有独立

的工程管理和监理能力，旨在培养一个具有自学能力、创新

能力、实践能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专业型人才。 

七、中高衔接接续专业 

高职：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本科：建筑学。 

八、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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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中主要列举了建筑装饰专业主要的公共基础、专业

基础和专业核心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1 语文 公共基础课 

2 数学 公共基础课 

3 英语 公共基础课 

4 体育与健康 公共基础课 

5 职业道德与法律 公共基础课 

6 施工图综合实训 专业基础课 

7 室内设计原理 专业基础课 

8 装饰设计赏析 专业基础课 

9 装饰材料及施工工艺 专业核心课 

10 AutoCAD 基础 专业核心课 

11 AutoCAD 装饰施工图技法 专业核心课 

12 天正建筑 TArch 专业核心课 

13 3ds Max 基础 专业核心课 

14 V-Ray for 3dmax 高级渲染器 专业核心课 

15 室内装饰工程预算 专业基础课 

16 Photoshop 图像处理 专业基础课 

                      

 

九、课程设置及要求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总

学时 

课程

周学

时 

授课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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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文 160 4 第一二学期 

2 数学 128 4 第一二学期 

3 英语 128 3 第一二学期 

4 体育与健康 144 2 第一二三四学期 

5 职业道德与法律 32 2 第四学期 

6 Office 80 4 第一学期 

7 计算机硬件与维护 80 4 第一学期 

8 Photoshop图像处理 80 4 第二学期 

9 素描与色彩 80 4 第二学期 

10 AutoCAD基础 120 6 第二学期 

11 AutoCAD 装饰施工图技

法 

120 6 第三学期 

12 天正建筑 TArch 80 4 第三学期 

13 室内设计原理 120 6 第三学期 

14 装饰设计赏析 120 6 第四学期 

15 装饰材料及施工工艺 120 6 第四学期 

16 建筑风水与室内设计风

水原理 

120 6 第四学期 

17 3ds Max基础 120 4 第五学期 

18 V-Ray for 3dmax 高级

渲染器 

120 6 第五学期 

19 室内装饰工程预算 80 4 第五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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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企业项目实训 80 4 第五学期 

21 毕业实践及结课答辩 300 30 第六学期 

核心专业课的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1、室内设计原理 

    本课程是艺术设计专业（VR空间创意设计师）的一门专

业核心课程，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室内设计的含义、发展

和基本观点，室内设计的内容、分类和方法，理解室内设计

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能把握相关概念和原理的区别和联

系，能熟练运用基本原理。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学

会运用室内设计原理完成实际工程中的实际任务。  

2、装饰设计赏析 

主要讲授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卧室、等空间的

设计赏析，了解室内装饰设计风格与流派分析，掌握室内功

能区合理的分析设计，了解室内设计构造，材料、家具设计，

掌握室内创新方案设计。  

3、装饰材料及施工工艺 

主要课程通过教师的讲授及学生的认真学习所应达到

的教学目的和要求。结合本课程的教学特点，进行深入的剖

析和讲解，对具体装饰材料及施工工艺进行分析，使学生 

具有掌握施工中各种装饰材料的施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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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utoCAD基础 

讲解 CAD 的基本功能、绘图辅助工具、培养利用 AutoCAD

进行平面绘图、编辑图形、三维绘图的技能。使学生在布线

工程、装饰设计、水电工程中能够运用自如。 

5、AutoCAD装饰施工图技法 

    本课程内容涉及在 AutoCAD 软件的操作界面与绘图环

境的设置、建筑设计的基本理论、二维绘图命令、编辑命令、

辅助工具、绘制建筑总平面图、绘制建筑平面图、绘制建筑

剖面图、绘制建筑详细、某住宅小区建筑施工图总体概述、

某住宅小区规划总平面图绘制、某住宅小区 1号楼建筑平面

图绘制、某住宅小区 1号楼建筑立面图绘制、某住宅楼建筑

剖面图及详图绘制等，为学生进行了系统讲解。 

6、天正建筑 TArch  

主要讲授 CAD及天正建筑软件的基本命令及操作方法，

绘制工程图形的常用的操作技巧，并掌握利用 CAD 及天正建

筑在工程设计中进行辅助性设计的方法。并且能够完成建筑

施工图的图案设计。同时了解三维建筑形体的生成。 

7、3ds Max基础 

在掌握 3ds max基础应用的前提下，严格按照市场设计

流程和设计要求，让学生真正的掌握室外建筑效果图制作的

技能和技巧。 本课程是新华-建筑表现动画设计师专业第二

学段要学习的第九门专业课程。本课程以 3ds max 为基础并

结合实验，详细介绍室外建筑效果图制作的基本要求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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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CAD 图纸的认识、3ds max 材质和灯光的关系与表现、

商业办公楼单体效果、商场夜景效果、联排别墅效果表现、

鸟瞰地形效果制作、体育馆鸟瞰图设计等。  

8、V-Ray for 3dmax 高级渲染器 

V-Ray for 3dmax 课程是我院新华电脑环境装饰艺术设

计师专业、新华电脑应用高级全能专业必修课程。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员可以系统地了解建筑表现基础及高端渲染

技术分析相关知识，通过项目实践，培养和提高学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提高学员实践能力，达到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 

9、图像图形处理 

PHOTOSHOP 学生经过本课程的学习后，学生能够详细了

解 Photoshop中的工具、选区、图层、通道的应用。掌握调

整色彩、滤镜的使用。了解并初步掌握 Photoshop 上的应用

能独立进行图像调整、图像合成等。进入社会后能迅速参与

实际工作，并运用已有的软件知识，不断创作出更优秀的艺

术作品。  

10、室内装饰工程预算 

室内装饰工程预算，课程主要依据，结合工程实践，突

出了内容新颖、实用性强、使用方便的特点。系统地讲解装

饰工程的楼地面、天棚、门窗、油漆、涂料、裱糊、其他工

程等项目定额的编制与应用，并列举了例题，结合室内装饰

工程预算报价实例循序渐进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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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施工图综合实训 

根据项目要求，绘制原始平面图、墙体改动图/墙体改

动后平面图、面积测量图、地面放线图、家具布置图、天花

布置图/天花尺寸图、开关布置图/插座布置图、水路布置图、

电视背景墙立面图、各立面图、剖面图、节点大样图，并且

包括：衣柜，酒柜的设计。严格按照施工图标准设计。 

十、教学进程安排表 

（一）基本安排 

一般以每学年 40教学周，每学期 20 教学周核算。每学

期内容教学以 18 周，机动 1 周，考试考核 1 周，周教学课

时一般为 28-30学时。一般情况公共基础课学时约占总学时

的三分之一，专业技能课约占总学时的三分之二，包含专业

理论、专业实操，校内综合实训，校外认知实习。 

（二）教学进程表 

 

课程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总学

时 

课程周学时 授课学期 

公共基础课 1 语文 160 4 第一二学期 

公共基础课 2 数学 128 4 第一二学期 

公共基础课 3 英语 128 3 第一二学期 

公共基础课 4 体育与健康 144 2 第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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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公共基础课 5 职业道德与法律 32 2 第四学期 

专业基础课 6 Office 80 4 第一学期 

专业基础课 7 计算机硬件与维护 80 4 第一学期 

专业基础课 8 Photoshop图像处理 80 4 第二学期 

专业基础课 9 手绘建筑效果图 80 4 第二学期 

专业核心课 10 Sketch Up 120 6 第二学期 

专业核心课 11 V-Ray for Sketch Up 高

级渲染器 

120 6 第三学期 

专业核心课 12 AutoCAD基础 80 4 第三学期 

专业核心课 13 AutoCAD装饰施工图技法 120 6 第三学期 

专业核心课 14 天正建筑 TArch 120 6 第四学期 

专业核心课 15 3ds Max基础 120 6 第四学期 

专业核心课 16 V-Ray for 3dmax 高级渲

染器 

120 6 第四学期 

专业核心课 17 建筑风水与室内设计风水

原理 

80 4 第五学期 

专业核心课 18 效果图表现后期高级处理 120 6 第五学期 

专业核心课 19 室内设计原理 80 4 第五学期 

专业核心课 20 装饰材料及施工工艺 80 4 第五学期 

专业核心课 21 室内装饰工程预算 80 4 第六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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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学实施 

1、与时俱进，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教学手段，提高课

堂教学效果 

 多媒体教学可以通过图像、声音、文字集于一体的方式，

把枯燥的理论知识和难以表述的内容、清楚地展现出来，进

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质量。 

2、根据生源素质和人才培养目标改革教材教学内容 

改变传统教学方法，中等职业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的改革应以人才培养目标为指导思想，即“更加注重素质教

育，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注意学生的个性发展，全面

因材施教”。因此课程教学大纲和教材教学内容应以职业能

力培养为主线，把知识点和能力要素落实到每门技术基础课

及其实践教学环节中。根据中职生源素质现状，教材和教学

内容除了应该体现针对性、实用性、先进性之外，还应贯彻

“浅显性”原则，即应通俗易懂，解决一个“浅”字。应在

必需、够用、有用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降低难度。由教师讲授

为主，“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模式已不适用于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教师应在教学上实行“三明治”式教学模式，即把传

统的文化课教室变成“教、学、做”相结合的特殊课堂，让

学生在课堂上做到在学中做，在做中学，边做边学，教、学、

做合一，手、口、脑并用。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对教材教学内

容和教学模式的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3、重视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 

在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教学中，我们以“基础理论教

学要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力度”为准则，注意中职

教育的基本规格，去掉没有应用价值的部分，保留必需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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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知识。我们根据学生的实际素质，从学生日后工作的需要

出发，剔除了教材内容中繁琐难懂的理论和公式推导，教学

重点不放在公式和概念的“为什么”和“怎么来”，而是明

确告诉学生“是什么”和“怎么用”。 

4、着重于学生对分析方法的掌握和实验操作能力的训

练 

每次实验课都认真观察和指导学生，即时记录下学生的

实验表现和实验数据，发现问题，在下一次课上指出。在教

这些基础课前，做足准备，每章节之后的习题，教师都自做

了一遍。因此，在为学生演示操作时，能够做出深入浅出的

讲解，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采用堂上和课后多练

习的方法，巩固和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和计算准确度。从作

业、测验和考试卷面上看，学生对所学的内容都掌握得很好。 

对于专业课，中职教育应以专业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

以实现培养目标为依据， 突出主干课程的建设，处理好教

学内容针对性和适应性的关系。专业课程的理论部分应削枝

强干、删繁就简，摆脱专而深的模式，从职业岗位所需设计

专业课程，并跟随时代新技术的发展，将新知识、新技术充

实到教学之中，及时更新教学内容。 

十二、教学评价 

评价内容学生专业和实践能力，在学生毕业时获得学历

认证和行业职业技能认证。逐步形成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

才培养模式下多元化教学质量评价标准体系,具体评价为公

共基础课，根据学生出勤、课堂表现，进行理论考试，考试

合格，同时学生出勤、学生操行、课堂表现合格则公共基础

课合格，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不仅需要理论考试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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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每门课程结课后，需参加该门课程的结课作品展（结

课设计）和结课答辩，只有所有要求都合格，该门课程才合

格。 

十三、实训实习环境保障 

（一） 校内实训室 

序号 主要教学实训设备名称 数量 购置（建设）时间 使用方向 

1 机柜 10个 
2017,2019 年 

室内设计 

2 台式电脑 300 台 2017、2018 年 

3 相机 5 个 2016 年 

4 摄影机 2 台 2017 年 

5 装饰材料展示架 6 个 2016 年 

6 装饰工艺间 1 间 2016 年 

7 画板 30 个 2016 年 

10 画架 30 架 2016 年 

11 卷尺 6 把 2016 年 

12 量房器 3 套 2017 年 

 

15 水平定位器 2 套 2017 年 

（二） 校外实训基地 

学校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寻求能够长期合作、

共同发展的企业，建设校外实训实习基地。若条

件不允许，可在校内实训中心以接近真实环境的

实训项目及工作任务来完成学生的职业技能训

练和上岗前培训，让学生在知识和技能的形成过

程中了解和熟悉企业的环境，主动适应企业对人

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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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专业师资 

序
号 姓名 

专业
技术
职称 

学历 
毕业学校 

职业资格证书 
专职/
兼职 

1 任松林 高级 本科 云南大学  专职 

2 杨海亮 中级 本科 重庆工商学院 Autodesk认证证书 专职 

3 赵国峰 初级 本科 楚雄师范学院  专职 

4 周丽辉 中级 本科 西南林业大学  专职 

5 邵乔健 
副主

授 
本科 

长春建筑工程大

学 

建筑工程师中级、

二级建造师 
专职 

6 周庆 中级 本科 西南林业大学  专职 

7 车源比亚 中级 本科 云南师范大学 教师资格证书 专职 

 

十五、毕业要求 

在校各科成绩考试合格，取得的行业和国家规定的专业

技术证书，如室内设计师，3D 可视化专业相关的能力证书，

毕业设计合格则准予毕业。 

十六、其他 

1、室内设计效果图表现方向 

掌握室内设计的常用知识和技能，具备室内设计的技能

能从事室内设计相关的工作。室内设计专业就业方向 (1) 

在各装饰工程公司设计部门从事室内外设计、小区规划、展

示设计方面的工作; (2) 在市场部门从事宣传策划、设计、

制作、施工等方面的工作; (3) 在建筑部门从事室内设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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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或施工管理方面的工作。 

2、室外建筑设计效果图表现方向 

环境艺术设计是对于建筑室内外的空间环境，通过艺术

设计的方式进行整合设计的一门实用艺术。环境艺术所涉及

的学科很广泛，包括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人类工程学、环

境心理学、设计美学、社会学、文学、史学、考古学、宗教

学、环境生态学、环境行为学等学科。 

环境艺术设计通过一定的组织、围合手段、对空间界面

进行艺术处理，运用自然光、人工照明、家具、饰物的布置、

造型等设计语言，以及植物花卉、水体、小品、雕塑等的配

置，使建筑物的室内外空间环境体现出特定的氛围和一定的

风格，来满足人们的功能使用及视觉审美上的需要。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个新兴的设计学科，它所关注的是人

类生活设施和空间环境的艺术设计。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这

一学科被称为室内艺术设计，主要是指建筑物内部的陈设、

布置和装修，以塑造一个美观且适宜人居住、生活、工作的

空间为目的。 

随着学科的发展，其概念已不能适应发展的实际需要，

因为设计领域已不再局限于室内空间，而是已扩大到室外空

间的整体设计、大型的单元环境设计、一个地区或城市环境

的整体设计等多方面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