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计创想·芳华永驻 

——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 

一、学院环境 

艺术学院全景 

 

 

 

 

  



 

 

艺术学院内部环境及展厅 

  

 
                                                                                                                  学院内部环境 

  



  
                                                                                                                       学院展厅 

  



二、科研环境 

工作室科研学术研究及授课空间 

 

   

   

                                                                                                                研究生教室 

  



  

  

 
                                                                                                            实验室及工作室 

 

  



三、学院发展介绍 

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概况 

天津理工大学于 1994 年设立艺术设计系，2017 年获得设计学一级学科和艺术硕士 2 个硕士点培养模式。艺术

学院现有产品设计（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动画（中加合作办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摄影 5 个本科专

业。拥有天津市教学名师 1 名、天津市级教学团队、天津市应用型专业、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授 11 人、副

教授 26 人、硕士生导师 25 人，博、硕士教师占 85%以上。主持国家科研项目 5 项、教育部及文化部人文社科 9 项、

省级 46 项、横向课题 158 项。高水平论文 189 篇，CSSCI 收录 22 篇；出版专著 21 部、教材 49 部；2019 软科排名

进入全国前 30%。获得天津市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天津市第十五、十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等标志性成

果，在同行业专业领域特色成果突出。 

 

1、学科方向及发展简况： 

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2006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依托理工院校的学术资源，以五个本科专业为基础，形

成特色鲜明、师资梯队合理、国际化合作的学科特色。目前拥有“工业设计研究”、“视觉传达设计研究”、“环

境设计研究”三个设计学一级研究方向。拥有“产品设计（产品系统设计、民俗文化创意设计）”、“视觉传达设

计（创意视觉设计、数字媒体设计）”、“环境设计（室内环境设计、景观规划设计）”三个艺术专业硕士研究方

向。学生区域认可度较高、生源质量良好，近五年第一志愿录取率、就业率近 100%。 

 

2、学科特色与优势： 

在学科建设上关注学科与社会发展跨界、与国际教育跨界，先后和加拿大、美国、英国、台湾地区等知名高校

开设跨学科的综合性课程，开展中外工作坊、学分互认等多元的教学模式，加强国际设计创意文化平台搭建，海峡

两岸高校间校际合作深度推进。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生培养体系： 

（1）理论研究与设计创新：以非遗传承、民俗文化创意、消费产品创新、人居环境设计、平面视觉与三维数字媒

体设计为特色研究领域。关注理论研究创新，形成一批高水平的优秀成果。 

（2）艺工结合与产业协同：依托理工大学优势，在新工科背景下实现设计人才的创新培养。 

学科依托三个设计研究所与北京洛可可等知名企业建立联合培养基地。将设计教育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和企业发

展，国内外设计大赛获奖 300 余项、被企业采用 221 项，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设计产品。囊括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德国 iF 国际设计大奖、美国国际工业设计大奖、欧洲产品设计奖等国际大奖十余项。 

（3）学科跨界与国际教育：与加拿大、美国、英国、台湾地区等知名高校开设综合性课程、 

中外设计工作坊、学分互认、推免生等多元的联合培养模式，加强国际设计创意文化平台搭建。 

（4）助力聋生人才培养：和我校聋人工学院共同培养设计类专业硕士聋哑研究生，致力于残障艺术事业。 

2.1 国际合作交流 

学院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美国德州农工大学、英国创意艺术大学、捷克布拉格建筑学院及台湾华梵大

学建立国际及两岸合作平台，展开学术访问、交换生派遣、workshop 设计工作营，以提升学生专业技能与国际化视



野，拓展专业国际影响力。自 2015 年与台湾华梵大学建立姊妹校，连续 5 年赴台交流学习，参观“新一代”设计展，

与台湾师生做学术交流，连续举办四届设计工作坊；与英国创意艺术大学开展暑期设计工作营；与国内同济大学等

高水平高校组队参与捷克布拉格建筑学院暑期设计工作坊；与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开展联合教学，通过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介入研究生课程。与美国奥本大学、日本千叶大学等国际高水平大学开展研究生合作教育，积极鼓励研究

生参与境外学术活动。 

 

 

 

                                                                                         与台湾华梵大学交流合作 



  

                                                                              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交流合作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交流合作 

  

                                                                                      英国创意艺术大学交流合作 

  



   

                                                                                    捷克布拉格建筑学院交流合作 

 

2.2 丰富多彩的实践教学环节 

学院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需求为己任，聚焦地方特色，通过创新工作坊、文化交流与会展活动等多种形

式，营造了立足本土、走向世界的国际化的实践教学生态系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行业发展以及推进

国际人文交流等做出积极贡献。 

学科积极开展产教融合，依托新工科背景下的新文科发展理念，以创新驱动企业活力，用设计助力传统产业未

来。分别与天津海鸥表业集团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建立天津理工大学产教融合战略合作基地、研究生教育校外创新

实践基地，与天津具有 70 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鹦鹉乐器集团建立了产教融合双基地，与天津渤海体育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建立了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产教融合战略合作基地，开展“哪吒体育节”活动全面设计合作，共同打造天

津城市形象、发扬天津体育文化。推进国际人文交流，多个实践成果实现了建立在区域文化特质影响下，基于生态、

科技、文化互融发展的智能服务设计、文化创意设计、智能产品设计、弱势群体设计、公共服务设计的产品设计协

同育人平台的专业特色“创新”建设。 

  



  

 

                                                                     与天津海鸥表业集团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建立合作 

  

 

  

                                                                                     与鹦鹉乐器集团建立合作 

 



2.3 突出的人才培养成果 

学院与企业共建产学融合双基地，聘请企业总经理、设计总监、高级工程师为兼职教师。先后聘请了天津海鸥

表业集团总、中华老字号鹦鹉集团、天津城市规划院、世纪坐标等行业知名企业的行业导师；与台湾华梵大学建立

姊妹校合作，增强柔性引员，引进优质教学资源。拓展国际交流，吸纳海外优质师资。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国立动画

中心教学团队连续五年来华为学生授课，美国奥本大学、英国创意艺术大学等国际院校教授为研究生开设讲座和专

题指导。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国立动画中心合作办学 

  

	



 

工业设计研究 

  

  

  

  

	



  

 

 

 

  

  



视觉传达设计研究 

  

  

   

 
  



环境设计研究 

  

   

  

 



2.4 媒体报道 

  

 

  

 

  



四、导师队伍介绍 

钟蕾 

  

   

   

天津市教学名师，教授，硕士生导师，设计学学科带头人。艺术学院院长，天津市级教学团队负责人，国家一

流专业建设点负责人。天津市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获得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

号，天津市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从事产品系统设计与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领域的研究。专著《文化

创意与旅游产品设计》获得天津市人民政府授予天津市第十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艺工结合-产品设计

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获得天津市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亚太中心委托课题、教育部哲学社科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子课题、天津市文化艺术规划重点项目等 13

项。出版专著及教材七部。CSSCI 及核心刊发表论文 60 余篇；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学术组金奖。全国环境艺术设

计大展铜奖；第十二届全国美术设计展览入选奖；国内设计奖 10 多项。18 幅设计作品入选《中国设计年鉴》,《中

国工业设计年鉴》，《民族艺术》等。钟蕾教授课题组与国外境外的知名大学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多次出访美国、

加拿大、日本、台湾等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作为硕士生导师招收硕士生 18 人，授予学位 11 人。教授研

究生课程产品系统设计、低碳设计；指导研究生评为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马振龙 

 

   

   

视觉传达设计研究方向带头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天津市百名杰出设计人才。从事视觉传达艺术设计领域的

研究。近五年发表学术论文 8 篇，其中重要期刊 2 篇、核心期刊 6 篇。在《装饰》、《包装工程》、《中国广告》

等高水平期刊上发表；出版专著 2 部，主编高等院校动画专业核心课程系列教材 1 套；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 3 项，

其中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1 项，天津市政府决策咨询重点课题项目 1 项；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

项；为社会团体及企事业单位完成横向科研课题 7 项。作为硕士生导师近五年招收硕士生 9 人，授予学位 7 人，2014

年获得硕士学位论文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并负责教授研究生现代商业广告设计课程；为本科讲授多门设计类课程，

连续五年指导本科毕业生，所指导的学生作品在全国和省市级大赛中多次获得各类奖项。 

  



刘宇 

  

    

   

环境设计研究方向带头人，教授，硕士生导师，艺术学院副院长，天津大学工学博士。天津市环境装饰协会设

计委副主任委员。获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天津市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

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从事城市工业遗产与创意产业协同创新研

究，环境设计思维方法与创意表现应用研究。发表学术论文 37 篇，CSSCI 八篇，在《美术》、《装饰》、《美术观

察》等专业高水平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专著七部，其中《室内外手绘效果图》获天津市第二届教育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三等奖。主持国家社科艺术学项目一项，省部级、局级科研项目四项，完成横向科研八项。作为硕士生导师

招收硕士生 10 人，授予学位 5 人。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获得“天津理工大学优秀硕士论文”称号，指导学生参加国

内高水平设计大赛获奖二十多项。 

 

  



王亦敏 

 

教授，硕士生导师，工业设计系主任，天津市工业设计协会理事，天津市百名杰出设计人才。从事工业设计领

域的研究。2020 年 11 月被天津市工业设计协会评为工业设计教育与人才培养贡献奖、2020 年 11 月当选为天津市

工业设计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2020 年 12 月被评为天津市工程技术系列自行车电动车专业高级职称评委会专家。

在 CSSCI 及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8 篇，出版编撰教材 5 部。主持省部级科研子项目两项，其中“理工类高校工业

设计品牌专业的内涵建设与实践子课题”是天津市教委教改项目。完成横向科研多项，多项设计被企业采纳并投产。

作为硕士生导师近年招收硕士生 15 人，教授研究生课程产品设计分析。近几年设计作品获奖多项、其中国家级金

奖 3 项、银奖 1 项。多次辅导学生参加国家级、省市级以上设计大赛并获奖。 

 

陈志莹 

 

教授，硕士生导师，视觉传达系主任，天津市百名杰出设计人才。从事视觉传达设计领域的研究。近五年发表

学术论文 14 篇，其中重要期刊 1 篇、核心期刊 3 篇。在《综合运输》、《包装工程》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多幅

设计作品入选《中国设计年鉴》；作为主研人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民族艺术设计研究》。作为

硕士生导师近五年招收硕士生 6 人，授予学位 4 人，连续五年教授研究生课程—视觉传达设计。连续五年指导本科

毕业设计课程，2016 和 2015 年指导优秀本科毕业设计二、三等奖。近五年设计作品获省市级奖励 7 项。曾被评为

第十届、十四届中国大学生广告节学院奖等国家级和省市级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4 次。 

 

 

 



王春涛 

 

教授，硕士生导师，天津市师德先进称号。天津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天津美协人物画专委会委员，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写意人物画高级研修班导师。从事装饰艺术设计领域的研究。近五年发表学术论文 6 篇，出版专著 4 部。

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 1 项，天津理工大学教改项目 1 项，作品在专业美展获奖 7 次：2012 年《滨海春天》获《天津

市纪念讲话 70 周年美术作品展》铜奖；《抢修》入选第七届中国美协会员国画精品展。2014 年《滨海情》获《天

津市庆祝建国 65 周年暨第十二届天津市美术作品展》银奖。2015 年《年华》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大型主题采风

美术作品展”优秀作品奖。2016 年《舞台》入选天津庆祝建党 95 周年美展优秀奖。作为硕士生导师近五年招收硕士

生 8 人，授予学位 7 人，为本科生承担毕业设计、造型基础、国画等课程。 

 

刘卓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艺术学院副院长，毕业于江南大学设计学院。主要从事产品与服务设计、交互与体验设

计以及文化创意等方面的研究。天津市工业设计协会会员，天津市企业科技特派员。主持完成天津市哲学社科规划、

天津科委企业科技特派员、天津社科联智库、教育两委等省部级局级项目 7 项，主持完成企业横向课题 5 项。作为

子课题负责人在研天津教委人文社科重大项目，参与完成国家社科艺术学项目、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天津市教改

重点课题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6 项；重要及核心期刊等发表学术论文 23 篇；发明及外观专利 8 项。设计作品获澳

门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金奖、中国钟表设计大赛银奖、全国数字艺术大赛银奖等，设计作品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展

作品征选暨天津市美术作品展，首届全国平面设计大展等。指导学生参加行业设计大赛等活动百余人次，国家级获

奖 22 项，省部级获奖 56 项，优秀指导教师奖 30 多项，并担任多项设计大赛专家评委。 

 



 

                                                                                                                  导师团队 

 



 

                                                                                                               导师助理团队 

 

设计创想，创意无限，服务民生，振兴产业。 

期待与你在明理湖畔相聚，共创未来！ 

热忱欢迎广大考生报考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