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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课程性质及其设置的目的和要求 

 

（一）本课程的性质及设置的目的 

《设计心理学》是一门设计艺术学与心理学交叉的新兴学科，是本科教育的专业理论课

程之一。它应用了普通心理学学科在科学上已定论的一般规律、基本理论和常识，对设计心

理活动进行剖析与总结，实现心理学理论为指导的设计、使用与鉴赏心理活动的深化，更好

的将心理学的普通常识与设计活动相结合，有助于开展更佳的设计活动。 

设置课程的目的，是使未来从事各种设计及其相关工作的学生，对设计心理学的研究对

象和研究范围、审美心理学、心理美学、艺术心理学、美术心理学等；以及对认知心理学：

信息加工理论、设计情感、情感设计等进行深入学习与分析，真正理解和掌握设计心理学的

基本理论及规律，强化和提高设计思维及实践能力，并将理论和实践能力完美的结合起来，

充分运用于设计的各类表现方式和形式中。 

 

（二）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内容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特点，可以使学生了解设计心理的特点与规

律，提升和强化设计心理与设计审美能力，并将获得的设计心理学知识具体运用在设计领域

的实践中，将被动的理论转化为主动的创造性思维及实际操作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

考者应达到以下要求： 

1、了解设计心理学概念。 

2、重点理解设计中的感觉与知觉。 

3、重点理解人的认知与学习。 

4、重点理解设计的情感。 

5、重点掌握情感设计。 

6、重点掌握设计思维与设计师心理。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 

本课程是艺术设计本科的专业课程之一，它与《设计美学》、《广告创意》等课程联系密

切，是艺术设计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在平面设计实践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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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考核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设计心理学概述——作为一门设计科学的设计心理学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设计心理学的概念和研究现状， 了解设计心理学

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以及设计心理学的历史和相关学科；理解什么是现代设计心理学。 

 

二、课程内容 

1.1 设计心理学的概念和研究现状 

1.2 设计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 

1.3 设计心理学的历史和相关学科 

1.3.1 审美心理学、心理美学、艺术心理学、美术心理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1.3.2 工业心理学与人机工程学、广告心理学及消费心理学、行为学等应用心理学的研究 

1.3.3 职业设计师的经验知识 

1.4 现代设计心理学 

1.4.1 可用性工程 

1.4.2 感性工学 

1.4.3 基于仪器的设计心理学研究 

 

三、考核知识点 

（一）设计心理学的概念和研究现状 

（二）设计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 

（三）设计心理学的历史和相关学科 

（四）现代设计心理学 

   

四、考核要求 

（一）设计心理学的概念和研究现状 

领会本节内容 

（二）设计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 

领会本节内容 

（三）设计心理学的历史和相关学科 

领会：⑴审美心理学、心理美学、艺术心理学、美术心理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⑵工

业心理学与人机工程学、广告心理学及消费心理学、行为学等应用心理学的研究 ⑶职业设

计师的经验知识 

（四）现代设计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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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⑴可用性工程 ⑵感性工学 ⑶基于仪器的设计心理学研究 

 

五、助学建议 

本章为本课程的基础部分，主要介绍了设计心理学的概述，分为四部分，即设计心理学

的概念和研究现状、设计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设计心理学的历史和相关学科、现

代设计心理学等 。本章节主要内容以领会为主，在学习过程中，应注意对普通心理学的特

征与规律的理解，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第二章 设计中的感觉与知觉——以“视觉生产”为核心的艺术设计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了解感觉，及易于感知与难于感知；理解人的感觉、视觉、现实与

感知、错觉等的原理与特征；要求在理解的基础上将理论结合实际运用。 

 

二、课程内容 

2.1  感觉 

2.2 易于感知与难于感知：基于感知原理的设计技巧 

2.2.1 感觉的多通道 

2.2.2 阈限 

2.3 视觉 

2.3.1 颜色视觉 

2.3.2 明度视觉 

2.3.3 运动视觉 

2.4 现实与感知：视觉游戏 

2.4.1 知觉 

2.4.2 知觉组织 

2.5 错觉：被愚弄的知觉 

2.5.1 有效错觉 

2.5.2 错觉矫正 

、三、考核知识点 

（一）感觉 

（二）易于感知与难于感知 

（三）视觉 

（四）现实与感知 

（五）错觉 

四、考核要求 

（一）感觉 

    领会本节内容 

（二）易于感知与难于感知 

    领会：（1）感觉的多通道（2）阈限 

（三）视觉 

    识记：（1）颜色视觉（2）明度视觉（3）运动视觉 

（四）现实与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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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记：（1）知觉（2）知觉组织 

（五）错觉 

    识记：（1）有效错觉（2）错觉矫正 

 

五、助学建议 

本章节主要探讨设计中的感觉与知觉，人的视觉感受、颜色视觉、明度视觉、运动视觉，

到现实与感知、知觉、知觉组织，以及错觉、有效错觉、错觉矫正等逐一介绍。建议在学习

过程中，注意掌握其基本概念和原理，并深入理解，以便今后的运用。 

 

第三章 认知与学习——调节信息加工负荷的设计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了解人的认知心理状态。理解辨认和识别、设计中的识别理论、记

忆三级模式、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以及注意和记忆的基本概念、原理，以及意义。要求以

理论为指导，结合实践掌握怎样锻炼意志的方法。 

 

二、课程内容 

3.1 认知心理学：信息加工理论 

3.2 人的认知 

3.2.1 辨认和识别 

3.2.2 设计中的识别理论 

3.2.3 记忆三级模式 

3.2.4 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 

3.3. 注意：眼球争夺战 

3.3.1 注意指向 

3.3.2 理性诉求和情感诉求 

3.3.3 注意分散 

3.3.4 信息搜索策略 

3.4 记忆：学习策略 

3.4.1 记忆的分类 

3.4.2 记忆干扰 

3.4.3 长时记忆的存贮结构 

3.4.4 学习与训练：自动加工与控制加工 

3.5 信息加工理论的应用：可用性设计 

 

三、考核知识点 

（一）认知心理学 

（二）人的认知 

（三）注意 

（四）记忆 

（五）信息加工理论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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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要求 

（一）认知心理学 

   领会本章节内容 

（二）人的认知 

1、领会：（1）辨认和识别（2）设计中的识别理论 

2、识记：（1）记忆三级模式（2）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 

（三）注意 

1、领会：（1）注意指向（2）信息搜索策略 

2、识记：（1）理性诉求和情感诉求（2）注意分散 

3、简单应用：掌握注意的有效方法。 

（四）记忆 

1、领会：（1）学习与训练 

2、识记：（1）记忆的分类（2）记忆干扰（3）长时记忆的存贮结构 

3、简单应用：理解记忆的概念和分类，掌握增强记忆力的方法。 

（五）信息加工理论的应用：可用性设计 

综合应用本章节内容 

 

五、助学建议 

本章节主要探讨了人的心理状态，包括人的认知和注意、记忆等心理过程与心理现象等

相关内容，在学习过程中应理解它们的基本概念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掌握它们的基本原

理及其基本规律。 

第四章 设计情感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了解情绪和情感的界定、设计的情绪表达、设计情感的特殊性、设

计情感的层次性等心理情感，理解情感和情绪等的基本特征，并能与实践相结合。 

 

二、课程内容 

4.1 情绪和情感的界定 

4.2 设计的情绪表达 

4.2.1 情绪的作用 

4.2.2 情绪的维度 

4.3 设计情感 

4.3.1 设计情感的特殊性 

4.3.2 设计情感的层次性 

 

三、考核知识点 

（一）情绪和情感的界定 

（二）设计的情绪表达 

（三）设计情感 

 

四、考核要求 

（一）情绪和情感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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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本章节内容 

（二）设计的情绪表达 

领会：（1）情绪的作用（2）情绪的维度 

（三）设计情感 

识记：（1）设计情感的特殊性（2）设计情感的层次性 

简单应用：设计情感的实际把握。 

 

五、助学建议 

本章主要分析了情绪和情感的界定，要求了解构成设计的情绪表达要素，并理解这些要

素在设计中所起的作用，结合理论认识情感和情绪对设计的作用和重要性。 

第五章 情感设计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节学习，理解情感肌肤、情感的设计策略，掌握设计情感的表达，提高设计创

造能力，并能将理论运用于实践。 

 

二、课程内容 

5.1 情感肌肤 

5.2 情感的设计策略 

5.2.1 快乐或高兴 

5.2.2 痛苦 

5.2.3 悲伤或悲哀 

5.2.4愤怒或生气 

5.2.5 恐惧或害怕 

5.2.6 惊讶或惊奇 

5.2.7 厌恶或厌烦 

5.3 设计情感的表达 

5.3.1 点 

5.3.2 线 

5.3.3 面和体 

5.3.4 结构 

5.3.5 色彩 

5.3.6材质和肌理 

 

三、考核知识点 

（一）情感肌肤 

（二）情感的设计策略 

（三）设计情感的表达 

 

四、考核要求 

（一）情感肌肤 

领会本章节内容 

（二）情感的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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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会：（1）快乐或高兴（2）痛苦（3）悲伤或悲哀（4）愤怒或生气（5）恐惧或害

怕（6）惊讶或惊奇（7）厌恶或厌烦 

（三）设计情感的表达 

1、识记：（1）点（2）线（3）面和体（4）结构（5）色彩（6）材质和肌理 

2、综合运用：设计情感的表达 

 

五、助学建议 

本章内容是设计心理学的重要部分，情感设计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详尽地了解

情感的设计策略，理解设计情感的表达的重要性，并通过学习，要将其规律性的知识应用到

实践中去。 

 

 

第六章 设计思维与设计师心理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了解设计的思维方式，以及设计师所涉及的心理活动，理解设计师

如何应对压力。 

 

二、课程内容 

6.1 设计思维 

6.1.1 思维 

6.1.2 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 

6.1.3 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 

6.1.4 问题求解 

6.1.5 创造性思维 

6.1.6 设计思维 

6.1.7 作为一种创造性思维的设计艺术思维 

6.2 设计师个体心理 

6.2.1 创造力 

6.2.2 创造力的结构 

6.2.3 设计师人格与创造力 

6.2.4 设计师“天赋论” 

6.2.5 设计师的创造力培养与激发 

6.3 设计师压力应对 

6.3.1 设计师常见的职业压力 

6.3.2 设计师的压力应对 

 

三、考核知识点 

（一）设计思维 

（二）设计师个体心理 

（三）设计师压力应对 

 

四、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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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思维 

1、识记：（1）思维（2）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3）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5）创造性思

维（6）设计思维 

2、领会： （4）问题求解（7）作为一种创造性思维的设计艺术思维 

（二）设计师个体心理 

1、识记：（1）创造力（2）创造力的结构（3）设计师人格与创造力 

2、领会： （4）设计师“天赋论”（5）设计师的创造力培养与激发 

（三）设计师压力应对 

1、领会：（1）设计师常见的职业压力（2）设计师的压力应对 

2、综合运用：运用理论知识在实践中提高设计师自身的设计创造能力，以及正确应对

职业压力。 

五、助学建议 

通过本章节学习，要求更多的理解设计思维的涵义和概念，理解设计师与创造力之间的

关系，以及研究设计师的压力应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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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关于考核目标的说明 

1．关于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考试大纲以纲要的形式规定了设计心理学的基本内容，是进行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教材

是考试大纲所规定课程内容的具体化和系统论述，便于自学应考者自学、理解和掌握。考试

大纲和教材在内容上基本一致。 

2．关于考核目标的说明 

（1）本课程要求应考者掌握的知识点都作为考核的内容。 

（2）关于考试大纲中四个能力层次的说明： 

识记：要求应考者能知道本课程中有关的名词、概念、原理和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

识和表述。 

领会：要求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

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简单应用：要求在领会的基础上，能运用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中的少量知识

点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综合应用：要求在简单应用的基础上，能运用学过的本课程的多个知识点，综合分析和

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 

 

二、自学考试教材参考书 

《设计心理学》 柳沙 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年 4月版 

 

三、关于学习方法指导： 

本课程是艺术设计理论课程之一，具有理论性及应用性强等特点，学习时应注意如下

各点： 

（一）在大纲指导下，认真阅读和理解教材，认真阅读是理解和记忆的基础，正确理

解和牢固记忆才可能做简单应用或综合应用。 

（二）阅读和理解及记忆，要注意知识和概念或原理、原则、方法的正确性、系统性

灵活性和应用性、操作性。 

 1、正确性：就是概念、含义的科学性，正确掌握知识，才能正确判断，解释、简述、

比较、分析和应用。 

 2、系统性：就是要注意这门学科整个框架体系，每一章的学习注意梳理归纳、综合分

析、比较研究，有了这个基础才能真正理解、记忆和分析、应用。 

3、灵活性：书本上的知识首先要理解、记忆，进而融会贯通、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并联系实际或实践灵活应用。 

4、应用性：学习的目的的在于应用，要注意将设计美学的知识、原理、原则、方法，

运用到现代设计系统中去，将知识转化为能力，而且在应用中又学到新的知识。 

 （三）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思考、记忆、论述、比较分析、综合应用能力的训练。 

 1、思考：这是综合、记忆、论述、比较、分析、应用的前提，不会思考， 思路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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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正确论述、分析比较和综合应用。 

2、记忆：许多知识、原理、原则、方法等必须记忆，不去记忆无法归纳、综合、比较、

分析，更无法论述和应用；所谓重能力培养，不能理解为无知识可能培养出能力。 

3、论述：基础理论、基本原则和方法，更善于联系实际论述，做到有观点、有资料、

有分析。 

 4、比较分析：要注意各种知识、概念、原理、原则、方法的比较，有比较才能有分析，

有分析才能有升华。 

5、应用：要注意将点、面知识组合应用，宏观和微观要结合，须在简单应用和综合应

用两方面加以训练。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所提出的总的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层次，并深刻理解各知识点的考核要求。 

3、对应考者进行辅导时，应以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以考试大纲为依据，不要随意增删

内容，以避免与考试大纲脱节。 

4、辅导时应对应考者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导，提倡自学应考者“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

研教材，主动提出问题，依靠自己学懂”的学习方法。 

5、辅导时要注意基础、突出重点，要帮助自学应考者对课程内容建立一个整体的概念，

对应考者提出的问题，应以启发引导为主。 

6、注意对应考者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应考者逐步学会独立学

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做出判断和解决问题。 

7、要使应考者了解试题难易与能力层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个能力层次中

都存在着不同难度的试题。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要求 

1、本课程的命题考试，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来确认考试范围和

考核要求，不要任意扩大或缩小考试范围，或提高或降低考核要求。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考

核要求中各知识点都是考试的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章节，加大重点内容的覆

盖密度。 

2、试卷对能力层次的要求应结构合理。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一般为：识记

占 20%，领会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20%。 

3、本课程试题的难易程度应适中。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为：易占 20%，

较易占 30%，较难占 30%，难占 20%。应当注意，试题的难易程度与能力层次不是同一概

念，在各个能力层次的试题中都存在着不同的难度，切勿将二者混淆。 

4、本课程考试的题型有： 

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述题。 

5、考试形式、考试时间 

本课程应用书面闭卷考试。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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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最早明确提出设计是一门关于人工造物的学科的学者是。 

A．唐纳德·若曼  B．赫伯特·西蒙  C．杰克博·尼尔森  D．李彬彬 

 

二、填空题 

    1、“图”是居于      的区域，“底”是被看成用来衬托图的      。 

 

三、名词解释题 

    1、错觉—— 

 

四、简答题 

    1、简述认知心理学。 

 

五、论述题 

    1、试论述产品的“使用”与“情感”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