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理工学院 2018 年外省美术类专业招生简章

一、学校概况

（一）学校简介

江苏理工学院创建于 1984 年，地处常州市，是江苏省属公办本科院校，有

艺术设计学院等 21个教学科研单位，设有刘海粟艺术学院等多个行业学院和研

究院，开设 59个本科专业，在机械工程、环境工程两个领域招收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近 18000 人、硕士研究生 220 余人、留学生

120 余人。建有现代化的图书馆和工程实训中心，中外文藏书 160 余万册，教学

仪器设备总值近 3亿元。

（二）人才培养

建校以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输送了 6万余名毕业生，培训了数万名

中高职教师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就业率持续保持

在 95%以上，超七成毕业生在上海、苏州、无锡和常州等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就

业。

(三)师资力量

现有教职工 1300 余人，专任教师 1000 余人、中国科学院院士 1 人（双聘）、

具有高级职称教师 550 余人、硕博研究生导师 170 余人。有多人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或获全国优秀教师、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教学名师等

荣誉称号，有 100 余人次获批江苏省“333 工程”“青蓝工程”等中青年科技领

军人才、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

(四)科研成果



近 5 年，学校主持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200 余项，横向科研课题 500

余项，科研经费近 3 亿元，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 50余项，国家授权发明

专利 250 余件。

(五)学科实力

拥有教育部产教融合创新基地合作项目、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江苏省现代职教体系试点项目等省级以上人才培养项目（基地）20余项(个)，国

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等省级以上品牌专业、精品课程 20余个

（门），获得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19项。江苏省重点（培育、建设）学科 7 个，

国家级技术转移中心、国家大学科技园分园、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高校

重点（建设）实验室等省级以上学科科研平台近 20个。

(六)地理环境

地处江苏省常州市中心区域，与市民、社区、企业联系密切，沟通顺达，合

作有效，为大学生提供了融入城市、志愿服务、实习见习的好条件。

常州位于长江三角洲腹地，上海一小时经济圈范围内，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

和中国最具创新力城市，有读书、实践、创新的好环境。这里经济质量优异，社

会安宁和谐，交通出行便利，生活环境优美，房价物价低廉，是大学毕业生就业、

创业、安家的好地方。

二、艺术设计学院简介

艺术设计学院为全国职业学校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骨干教师培训点和全国

美术学专业教学改革试点单位，设有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美术学、产品设

计、服装与服饰设计等美术学类和设计学类的 7 个本科专业，拥有江苏省重点建



设学科设计学，江苏省特色专业艺术设计，江苏省重点专业建设点设计学类，江

苏省示范实验中心服装设计与工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有 50 个研究所或工作

室，得到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助。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重大

研究课题，承担财政部、教育部职教师资素质提升项目，教师在日本、新加坡和

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多次举办个展，学生作品在国际、国内比赛中屡获大奖，毕业

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7%以上。

三、招生专业简介

（一）环境设计

1.培养目标

具备环境设计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与应用能力，具有国际化视野、创

新型思维、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较宽的设计

适应能力，能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室内设计、景观设计、软装设计、家具设

计等有关企事业单位和部门从事设计、研究、教学、管理等方面工作的技术技能

型人才。

2.核心课程

室内设计原理、城市景观设计、建筑设计制图、计算机辅助设计、效果图表

现技法、中外建筑史

3.就业方向

室内设计、景观设计、会展设计、家具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管理、施工

监理等，也可从事与环境设计专业相关的教学、科研、管理、培训等工作。

（二）视觉传达设计

1.培养目标



以“厚基础，宽方向”为教学宗旨，构建开放式的教学与研究平台，进行跨

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开设了平面设计、数字媒体、动画设计三个特色专业培养模

块。契合现代信息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培养具备良好艺术修养，掌握系统设

计理论与操作方法，具备市场研究和创新设计的潜在素质，具有平面、广告、动

画等视觉传媒领域的专业设计技能，能够从事平面、广告、影视动画等方面工作

的艺术设计高级专门人才。

2.核心课程

造型基础、构成设计基础、图形创意、文字设计、包装设计、版式与书籍设

计、企业品牌设计、广告策划、广告设计、信息设计、互动媒体设计、广告脚本

设计、影视广告制作、定格动画设计、FLASH 动画设计

3.就业方向

电台、电视台、企事业单位的广告部门、展示设计和制作公司、文化企事业

单位及网络、多媒体制作、影视制作等部门，从事媒体广告设计、策划、拍摄、

制作、经营管理、客户服务、媒介执行等工作。

(三) 美术学（师范）

1.培养目标

掌握美术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中小学从事美术教学和

教育教学研究的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

2.核心课程

西方美术史、国画花鸟、油画人物、油画静物、教育实习

3.就业方向

中、小学美术教师，企事业单位从事美术创作、研究、教学及管理等岗位。



（四）产品设计

1.培养目标

具备设计创新思维，具备产品造型设计能力，能用图纸、模型、效果图和计

算机图形生动、准确地表达设计意图，从事产品的外观设计、创新设计、动漫形

象衍生产品设计、产品形象设计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

2.核心课程

工业设计史、效果图、人机工程学、设计造型基础及原理、产品改良设计、

产品概念设计

3.就业方向

企事业单位的产品研发、设计部门，专业设计公司以及教学、科研机构。

四、招生计划与考试安排

2018 年外省美术类专业全部以校考成绩为录取依据，计划在黑龙江、甘肃、

福建、山西、山东、广西、河北等 7个省（自治区）设立校考考点，招生计划以

各省（自治区）招生主管部门公布为准。

（一）校考安排

省份 报名时间 考试时间 报名（考试）地点

福建
2018.1.30-1.31 2018.2.2 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

（福州市仓山区上三路 8号）

广西 2018.1.28-1.29 2018.1.31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桂林育才路 15 号)

山东

（网报）
2018.1.31-2.28 2018.3.4

青岛市招生考试中心

（青岛市市南区鄱阳湖路 5号甲）

甘肃

（网报）
2018.1.5-1.22 2018.1.28

兰州文理学院

（兰州市城关区雁滩北面滩 400 号）

山西

(网报)
2018.1.11-1.27 2018.1.30

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大学街 319 号）

河北

（网报）
2018.3.5-3.9 2018.3.13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南校区

（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信工路18号）

黑龙江 2018.1.13-1.14 2018.1.18 黑龙江东方学院



（网报） （哈尔滨市平房区哈南工业新城核心区哈

南十九路 1号）

（二）招生计划

招生专业 山西 甘肃 河北 山东 广西 黑龙江 福建

环境设计 4 4 7 4 5 4 5

视觉传达设计 12 14 20 14 9 15 9

美术学（师范） 5 4 5 4 3 5 5

产品设计 9 8 8 3 6 6

小计 30 30 32 30 20 30 25

五、报考条件

1. 符合教育部及生源所在省份招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报名条件；

2.身体健康，符合教育部、卫生部规定的普通高校招生体检标准；

3.凡生源地省份组织相关专业统考或联考的，考生的统考或联考成绩须达到

合格标准；

4.对报考非语言类专业考生所学语种不作限制，但入学后以英语作为外语教

学语种，教学中不为非英语语种考生单独开设非英语语种课程。

六、录取规则

文化成绩达到各省美术类专业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按照“先专业校考

成绩、后专业志愿、再文化成绩”排序，即先按照专业校考成绩由高到低排序，

校考成绩相同时再按照专业志愿先后排序，校考成绩和专业志愿都相同时再按照

文化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如仍相同，则结合考生综合素质等录取。

七、专业校考报名办法

1.考生在规定时间到指定考点报名（山东、山西、黑龙江、甘肃、河北考生



须按要求网上报名），不允许跨省参加考试；

2.报名时必须交验准考证或省统考合格证、身份证（户籍证明）等材料；

3.报名费:150 元；

4.凡报名材料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取消考试资格，并报当地招生主管部门。

八、考试科目和时间

1.素描（8开画纸，头像默写）（满分 100 分）

考试时间：3小时

2.色彩（8开画纸，静物默写）（满分 100 分）

考试时间：3小时

九、成绩查询与合格证发放

1. 2018 年 4 月中旬公布 校考成绩，考生可登 陆本科生招生网

http://zs.jsut.edu.cn 查询结果，专业合格考生网上打印合格证，不再邮寄纸

质合格证；

2. 专业合格证由我校按照不超过各省美术类招生计划数的 4 倍发放。

十、收费标准：

6800 元/生．年。

十一、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江苏省常州市中吴大道 1801 号

邮 编：213001

咨询电话：0519-86999551 86953112

传 真：0519-86999551

网 址：http://zs.jsu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