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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一）学校概况 

河北美术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通本科美术高校，是我国独

立设置的九所美术学院之一，是全国 31所独立建制的艺术院校中唯一的一所民

办美术学院。 

学校以建设特色鲜明的美术大学为目标，通过实施“夯实基础，强化技能，

因材施教，分段培养”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大力加强教学建设，扩大

教育规模，深化内涵发展，狠抓教学质量，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学校积极推进多层次开放办学，坚持以本科教育为主，积极开展专科教育

和成人职业教育 。学校设有造型艺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传媒学院、环境艺

术学院、动画学院、工业设计学院、服装学院、书法学院、雕塑学院、国际教

育学院、文创学院等 11个二级学院，开设绘画、雕塑、书法学、动画、环境设

计、视觉传达设计、广播电视编导、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等 23个本科专

业和 48个专科专业，面向全国 28个省 、市、自治区招生。 

2015年,我校继续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以更新教育教学观念为先导，以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为抓手，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构建具有自身特色

的应用型大学教育教学体系,以提高教学管理服务水平为保障，全面扎实推进学

校教育教学工作。 

（二）学校办学指导思想、办学定位 

学校办学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方针，遵循高等教育发

展规律，坚持“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办出特色、科学发展”的办学思路，以

人才培养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强化实践教学追求卓越品牌；

注重内涵建设，面向市场为文化创意产业服务；稳定办学规模，突显特色提高

教学质量。 

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立足河北、辐射周边、面向全国，以创新创业

为导向、以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行业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较强后续发展潜

力的应用型、技能型、复合型美术人才为目标。 

（三）本科专业设置 

学校以教育思想观念更新为先导，秉持“自信自立，敢为人先”的校训精

神，在专业设置上以使其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求为前提，截止

到 2016 年 8 月 31 日，我校共有本科专业 23 个，学科专业涵盖了艺术学、

工学、文学等学科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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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学科门类 批准时间 

1 130310 动画 四年 艺术学 2011 

2 130402 绘画 四年 艺术学 2011 

3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四年 艺术学 2011 

4 130503 环境设计 四年 艺术学 2011 

5 130504 产品设计 四年 艺术学 2011 

6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四年 艺术学 2011 

7 050303 广告学 四年 文学 2012 

8 080205 工业设计 四年 工学 2012 

9 081602 服装设计与工程 四年 艺术学 2012 

10 130403 雕塑 五年 艺术学 2012 

11 130405T 书法学 四年 艺术学 2012 

12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四年 艺术学 2013 

13 082803 风景园林 四年 艺术学 2013 

14 130401 美术学 四年 艺术学 2013 

15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四年 艺术学 2013 

16 130507 工艺美术 四年 艺术学 2013 

17 130501 艺术设计学 四年 艺术学 2014 

18 130506 公共艺术 四年 艺术学 2014 

19 130509T 艺术与科技 四年 艺术学 2014 

20 130307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四年 艺术学 2015 

21 130311T 影视摄影与制作 四年 艺术学 2015 

22 130301 表演 四年 艺术学 2016 

23 130309 播音主持 四年 艺术学 2016 

 



  2015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3 

 

（四）全日制在校学生 

1、本科在校生数量 

截止 2016年 9月 30日，学校现有在校学生 10043人，其中，本科学生 6248

人，占全校学生数的比例为 62%；专科学生 3795人,学生数量尤其是本科学生数

量逐年增加。 

2、本科招生情况 

学校生源充足，录取学生大多数为第一志愿，实际报到本科生 1886人，报

到率为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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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与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 

1、师资队伍情况 

学校现有自有专任教师 689 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教师 157 人，硕士及

以上学历学位教师 412人，占专任教师总数 60%，专任教师以青年教师为主。外

聘教师 218人(二年以上 69 人，一年至二年 112 人，一年以下 37 人)。折合

专任教师 814人。 

2、生师比 

生师比为：12.3:1 

（二）教学条件 

2015 年，学校加大教育教学经费投入，累计教育经费支出 5315.74 万元，

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4782.53万元，纸质图书 73.9万册，纸质期刊 389种；截止

2016 年 8 月，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累计 5120 万元，当年新增 821.92 万元，教学

用房 170660平方米，行政用房面积 34952平方米。 

 

教学设施基本情况 

 

项目 分项目 数量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总值 5119.88万元 

生均 5097.96元/生 

新增 821.92万元 

教学行政用房 
总面积 205612平方米 

生均面积 20.47平方米 

图书 

纸质图书总量 738960册 

生均纸质图书 73.58册 

新增纸质图书 7226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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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人才培养方案 

为实现培养具备“科学精神、人文素养、艺术创新和技术能力”的创新型

应用人才目标，学校 2016年修订了人才培养方案，并对教学大纲进行系统修订，

强化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和《教学大

纲的实施意见》，保证培养方案制定与修改的规范有序。2007 年学校引进同方

教务管理系统，2014 年引进普软教务综合管理系统，运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过

程管理，保证了培养方案高效便捷的实施。同时实施了《教学管理工作规范》

等一系列制度，保证了培养方案的有效落实。 

（二）专业建设 

根据社会需求情况，依托学校基础条件增设新专业，同时加大新办本科专

业的投入，在师资队伍、实践教学条件等方面重点建设，对新增本科专业强化

教学质量监控，坚持落实教学督导、听课、教学检查和学生评教制度，定期召

开教学工作例会，及时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连续 2 年生源较差的专

业进行专业培养方向调整，对社会需求小、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差、缺乏社会

竞争力的专业进行停招。 

（三）课程建设 

学校重视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制定并实施了《关于加强课程建设的实施

意见》等文件，按照“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强能力”的原则，加强课程

管理，在此基础上梳理本科专业主干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完善以工作室

为平台的学研产一体化实践教学体系。积极进行课程建设，注重发挥精品课程

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已建成省级精品课程 3 门。建立课程评估制度，对课程建

设实行项目管理。 

采取多种措施深化教学方法改革。理论课程教学积极实行启发式、开放式

教学；专业课程倡导案例教学、项目教学、行为引导教学等教学方法。在教学

过程中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特长，注意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运用

灵活多样的课程考核方法，专业课考察结课，理论课开卷与闭卷结合的方式，

规范考试过程，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综合考核和评价。 

（四）教材建设 

学校教材建设实施精品战略，以专业建设、精品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成果

为依托，建成了培养应用型人才需要的高质量、立体化教材体系。学校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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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建设管理规定》和《自编教材管理办法》等制度，健全教材选用和征订

管理机制，重视教材选用质量，鼓励教师编写特色教材。 

（五）实践教学 

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将实践教学按照课程实践、课题实践和综合实训三个

层次开展，形成循序渐进、完善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重视综合性、设计性实

训课程的开设，培养学生基础能力、实践能力的综合设计能力的实践教学课程

所占比例高。各本科专业根据人才培养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修订课程教

学大纲，优化教学内容，明确实践教学环节，突出了实践能力培养。 

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积极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从美术和设计

学科的专业特点出发，依据自身办学条件和高等艺术教育发展趋势，建立了独

具特色、完整的实践教学运行模式——工作室制教学运行模式。工作室以培养

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构建出“以能力为基础”的实践教学模式和

“以能力为取向”的考核办法，推行项目任务教学、实训教学、校外实习基地

教学等有效的实践教学形式，强化学生专业技能训练的针对性和主动性。工作

室教学按照课程实践、课题实践、综合实训三个层次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动手实

践能力，工作室以实践促进教学、以产业拉动教学，为教学水平提升和创新成

果转化积极搭建合作平台。学生的设计能力、基本技能明显提高，为学生迅速

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提升职业素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利用工作室的平台，推行项目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注意与社会、行业和

企业的联系，在执行教学计划的前提下，把企业特别是校外实习基地的设计项

目作为课题纳入教学中，使教学与企业的订单或设计项目相结合，既达到教学

科研为社会服务的目的，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经济效益，又提升了学生的设计能

力和应对市场能力。 

（六）社会实践 

学校将社会实践纳入培养方案，开展军训、国防教育、思政理论课社会实

践、暑期“三下乡”、“体验省情、服务群众”、“西部志愿计划”、农村社

区演出、社会志愿者服务等活动，在实践中学生认知社会、感恩社会、服务社

会。 

（七）毕业设计（论文）与综合训练 

学校在广泛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修订了《河北美术学院毕业论文（设计）

管理规定》，对选题、指导教师、撰写规范、评阅、答辩和成绩评定等环节提

出了明确的标准和要求，旨在通过课程设计、毕业论文、专业调研、社会调查

等形式，强化学生的创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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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质量保障体系 

（一）学校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落实情况 

牢固树立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切实把人才培养作为学校的中心工作，把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作为学校工作重点。落实“党政一把手是教学质量第一责任

人”制度，营造人人关注教学、研究教学、支持教学、服务教学的浓厚氛围；

以“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为支撑，依托学科优势和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师

德高尚、业务精湛的师资队伍；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为契机，深化管理体制改

革，在内部管理体制、人事与分配制度等方面取得突破，建立完善的科学管理

体制和运行机制；增加教学经费投入，为本科教学质量提高奠定坚实基础。 

（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建设上，我校以全员、全程、全面性理念为指导，形

成了完备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具有科学、系统、可操作性强的特点，为我校

教学质量的保障和提高提供切实可行、系统高效的手段与措施。 

学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基本定位，不断更新人才培养观念，不断完善人

才培养体系，明确了各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要求，确立了教学管理质量评价体

系。制定了《教学质量评估办法》，包括专业、课程、教材、课堂教学、毕业

等方面的标准，这些标准符合人才培养定位，体现了“基础扎实、知识面宽、

能力高、素质高”的要求。通过建立和实施教学督导、听课、教学检查、教师

考核、学生评教等制度，确保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的执行。 

（三）常态监控 

教学质量是学校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质量标准，

坚持目标管理和过程控制相结合，将过程控制作为实现质量目标的有效保障措

施，构建教学质量常态监控体系。 

1.明确和完善教学管理系统。通过实施和完善校、院两级管理体系改革，

将管理重心下移，实施了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制度、听课制度、教学责任事故追

究制度、教学巡视制度等； 

2.建立起完善的教学检查制度。教学检查校院二级进行，检查重点是每学

期的期初、期中、期末、期终考试、毕业设计环节。检查内容包括教师及学生

的出勤、课堂教学、教师的教学文件、教学档案、考场纪律、毕业设计的组织

管理工作等，检查形式包括全校统一检查、随机抽查、召开教学工作会等。检

查结果及时通报，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立即采到措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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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完善的听课制度。明确校级领导、教学管理人员、督导成员、各院

党政负责人，教研室主任等的听课要求，并组织教师互听课每学期至少 2次； 

4.实行教师学期考核制度，按照教学和科研工作数量和质量进行量化考核，

考核结果作为校内职称评聘的主要依据，同时与工资待遇和评优评先直接挂钩，

起到了较大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5.全面建立评估体制，从学生评教、教师授课、教学效果反馈、教学工作

量、教师考勤等方面对教师进行考核和评价； 

2015-2016学年评教情况统计表 

项目 覆盖比例 优（%） 良好（%） 中（%） 差（%） 

学生评教 100.00 95.00 3.50 1.50 0 

同行、督导评教 52.50 94.00 4.00 2.00 0 

领导评教 20.00 96.00 3.00 1.00 0 

 

6.强化考核、考试管理和质量分析工作，制定了《考试管理规定》、《关

于违纪作弊的处理规定》等制度，严抓考试过程、阅卷环节、成绩管理，对专

业课程制定明确的评价标准，公共课和理论课制定明确的评分标准，对试卷和

作业进行认真的成绩分析； 

7.健全教学信息的反馈处理系统，制定教学事故认定办法和处理规定等。

保证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能够及时反馈得到处理，为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有效保

障。 

8.2015年度满意度调查显示，学生对专业设置满意度（满意和很满意等次）

达到 83.8%，教学水平满意度达 85.9%，教学内容满意度达 85.9%，教学方法满

意度达 85.3%，教学效果满意度 84.3，调查结果显示我校学生对相关内容满意

度较高，认可度较强，下一步我校将有针对性的解决满意度不高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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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学习效果 

学生学习效果状况是评价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下面从参

加学科竞赛获奖、创新活动获奖等几个方面进行汇总： 

 
项目 数量 

1.学科竞赛获奖（项）  

 

总数 61 

其中：国际级 3 

国家级 17 

省部级 41 

2.本科生创新活动、

技能竞赛获奖  

 

总数 7 

其中：国际级 0 

国家级 1 

省部级 6 

3.文艺、体育竞赛获

奖（项）  

 

总数 6 

其中：国际级 0 

国家级 0 

省部级 6 

4.学生发表学术论文（篇）  11 

5.学生发表作品数（篇、册）  57 

6.体质合格率（%）  85 

7.2016届毕业率（%） 98 

8.2016届学位授予率率（%） 98 

9.就业率（%） 98 

 

同时，学校建立起了系统的用人单位跟踪调查制度，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

意度较高。2015 年调查显示：用人单位普遍认为我校毕业生综合素质高、专业

基础实、实践动手能力和职业适应能力强，具有较好的团队协作和敬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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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校特色发展 

经过十几年年的努力，学校初步形成以下办学特色： 

教学模式特色。学校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建立了以工作室为平台的产学研

一体化实践教学体系。教学工作室分层为导师工作室、双选工作室和实训工作

室。工作室教学按照课程实训、模块实训、综合实训三个层次培养学生的动手

实践能力，为学生迅速适应工作岗位要求，提升职业素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校建有大学生实习实训创业孵化基地，建有与教学配套的企业入驻工作室、

大学生创业工作室等，形成了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教学活动特色。构筑平台，以赛促学、以展促教。学校积极组织和参加面

向全国的美术类、设计类大型活动（如比赛、论坛等），让学生通过参加活动

提升专业技能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一是以学校为主体搭建平台组织全国专业

比赛，如全国微电影设计大赛、全国环境设计大赛、中国大学生玩具设计大赛

等；二是积极参加国内外美术展览和设计大赛，如服装学院参加中国国际大学

生时装周等；三是为师生提供外出展览平台，连续三年来我校书法、雕塑、产

品设计等专业毕业生分别在北京和石家庄等地举办毕业作品展；四是以我校为

单位举办专业学术交流活动，如举办河北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论坛、迪生中国动

画万里行-河美动画教育论坛、全国高校书法专业教材与学科建设研讨会等学术

活动，促进了教育思想的交流和提升。 

文化传承特色。学校重视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教学，注重运用传统文化引导

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一是为学习和弘扬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思想，

学校建有孔子纪念馆；二是于 2013年成立老庄文化研究中心，设立了东方文化

大讲坛，汇聚国内外知名学者研究老庄美学，进行异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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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对策 

学校在我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不断拓展办学空间，努力改善

办学条件，办学规模稳步扩大，学校建设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

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办学时间不长，学校建设的某些方面亟待进一步改进。

在认真总结办学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学校找出了影响学校发展和教学水平提高

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整改对策。 

1、进一步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教师队伍的整体结构与办学总体目标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今后学校将

采取积极措施，加大师资培养、培训力度，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升教

师队伍水平。 

2、优化和调整学科专业结构 

由于本科办学时间较短，学科专业结构建设还不完善，为此学校将进一步

重点发展特色学科，积极促进学科间的交叉、渗透与融合，建成一批适应河北

乃至全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高水平学科和专业

体系。 

3、完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今后要进一步紧贴地方经济发展实际，深化与行业、企业等合作办学，加

强特色专业和实践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充

分满足地方对人才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