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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具备以下知识：

1、平面构成的概念与意义；

2、平面构成的基本要素；

3、平面构成的形式美法则；

4、平面构成的表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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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训练获得以下能力：

1、能熟练应用各种元素进行平面设计；

2、培养学生的审美、解读能力；

3、培养学生的设计思维能力与想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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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面构成的基本要素；

2、平面构成的形式美法则；

3、平面构成的表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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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作方法

2、 准确把握各种不同的平面构成

3、设计意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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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量使用范图和实物进行讲授，理论教学注重讲、看、练结

合并采用情景教学法。采用多媒体教学。

2、多实例示范，多讲评，多与学生交流，一对一的习作辅导。

3、实践教学中，可以采取分组竞赛的形式，并给予一定的激励，

以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并训

练他们的团结协作能力。为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职

业素质，可以多进行全班性的习作观摩与评论。

4、多进行案列教学法，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5、多让学生自己讲评，或同学之间相互讲评，训练他们的思维

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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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平面构成概述

一、构成的起源

1919年德国建筑师格罗佩马斯创建了“国立魏玛建筑学校”，这就是著名的

“包豪斯（bahous），包豪斯顺应工业社会的发展，致力于纯美术与应用视觉艺

术的研究，提倡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建立起了现代工业设计的新体系（就是包豪

斯学院成立），也是现代教育史上世界上第一所设计学院，充分展现了全新的设

计理念和造型设计的新形态。包豪斯设计学院贯彻全新的教育理念，以建筑设计

为中心，以艺术设计综合化为手段，倡导艺术与技术的统一性，在不断深入实践

的教学中寻求现代工业相适应的教育途径，包豪斯的设计基础是其核心内容，现

代造型和设计教育，主要是教育内容。

1921年，荷兰“风格派”艺术运动领袖温·杜斯伯格来到魏玛,驱散了迷困包豪

斯的神秘主义烟蒂,反对神秘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旧教学理论,提出”艺术和生活不

再是分离的两个领域”,在理论上两者的追求目标不谋而合,均倡导致力于艺术与

科学,工业与生活相结合的自然形态构成观,从而促使包豪斯学院的主导地位,即:

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正式引入教学，这种基础设计教学方式，不仅为

包豪斯开了先河，也一度成为设计基础教育的典范。

二、构成教育在我国的发展简况

我国构成教育较晚，当时受到日本和香港的影响。日本学者水谷武焱先生曾

留学德国魏玛 Bahaus学院，回国后在东京国立建筑大学执教，他将 Bahaus的基

础造型教育应用于日本艺术设计教育当中，称之为“造型法”或“构成”，由此构成

课程在日本国立大学落地生根。

20世纪 70年代末，我国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对外政策与交流成为现实，教

育的落后与实际状况，亟待改变，“请进来”（国外学者讲学），走出去（出国研

习）的办法使得构成教育在我国逐步发展起来。80年代初，出国学者纷纷出国，

主要是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请来的学者在无锡轻工业大学（学院）（江南

大学）讲授了从平面到立体，从色彩到空间，从动构到光构等知识，无论是理论

还是实践都是受益匪浅，感触至深，引起诸多学者，从此构成设计在我国开始普

及。



2.平面构成的学习重点在于造型，它不是技术的训练，也不是模仿性的学习，通

过有效的方法，在设计造型的过程中，主动地根据所限制的条件，有意义地去组

织与创造，在反复的练习中获得能力的训练和创造力的开发。

学习目的:

1.通过学习构成理论和各种基本概念，构成基本要素的构成规律及其形式法

则，学习各种构成的设计与制作方法，掌握平面设计基本规律，形成现代设计观

念和审美意识。平面构成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基础造型能力，使其

掌握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设计方法，拓展设计思维，为专业设计提供方法和途径，

同时也为各艺术设计领域提供技法支持，为今后的专业设计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构成的概念

1、构成：

是一种造型概念，既把不同形态的几个以上单元或元素（包括不同的材料）

重新组合成为一个新的单元，并且于可视化的，力学的观念。

2、平面构成

是指将既有形态（包括具象形态、抽象形态—点、线、面、体），在二次

元的平面内，按照一定的秩序和法则进行分解，组合，从而构成理想形态的组合

形式。

平面构成所表现的立体空间并不是实在的三度空间，而仅仅是图形对人的

视觉引导作用形成的幻觉空间。立体构成则是通过材料的组合，比如以线型材料

或面型材料组成占有立体空间的实体，以实际的厚度，宽度及高度来塑造形象，

就平面构成要在平面内塑造虚幻的立体空间而言，其想象构思要比塑造真实的立

体空间更为复杂。

3．设计构成的分类

设计的门类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日益专业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 装饰设计--包括壁挂设计，染织设计，装璜设计，装帧设计，图案设计等。

2. 视觉设计--包括海报，广告，电视屏幕，所有为商业、公益事业而设计的可视

化传递工具。



3. 机能设计—包括工业设计，2服装设计，陶瓷设计，家具设计等。

4. 环境设计—建筑（外观，结构）设计，室内环境设计，园林设计，城市规划

设计等。

4. 构成目的

构成目的-------是培养创新能力和设计思维能力，并以基础造型为前提，共同为

专业设计构思提供方法和途径，同时也为各艺术设计领域提供技法与支持。

5.平面构成是构成和设计的基础

平构是设计的基础，现代设计领域的划分有多重标准，通常按照呈现的形式

分为：二维空间的平面设计，三维世界的立体和空间设计以及带有时间因素的多

维设计。

按照空间层次分：

A、平面设计（二维、平面广告之类）

B、空间立体设计（实用商品、产品）

C、多媒体设计（影象、动画）

具体领域表现在：包装、广告、书籍装帧、企业形象、产品、交通工

具、展示、空间、环境、建筑、网页、影视动画。

按照内容和性质划分：

A：商业设计（产品广告、商业广告）

B：公益设计（环保、希望工程、爱滋会等）

四．形式美的法则

1. 调和与对比

调和亦称和谐。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构成要素之间彼此在质与量的方面皆具

有秩序及统一的效果，同时也有安静及舒适的感觉都可以称之为调和。

单独的一色，一根线无所谓调和。只有几种要素具有基本的共通性和溶合性

才能调和。但是，要素之间的类似过分强调时，反而易单调。调和有形态，大小，

方向，色彩，质感等的调和。



对比又称对照。把色彩，明暗，形态或材料的质与量相反的两个要素排列或

组织，并强调其差异性，使人感受到鲜明强烈的感触而仍有统一感的现象称为对

比。

对比关系主要通过色调的明暗，冷暖，形状，大小，粗细，长短，方圆；方

向的垂直，水平，倾斜；数量的多少；距离的远近，疏密，图与地的虚实，黑白，

轻重；形态的动静等方面因素来达到。

2. 对称和平衡

对称又称均齐。假定在某一图形的中央设一条垂直线，将图形划分为相等的

左右两部分,其形量完全相等,那么该图形即是左右对称的图形。该线即为对称轴。

又称镜照对称。老以某一点为中心，让图形产生旋转，能与另一个形完全重迭则

称“旋转对称”

点对称有向心式的求心对称和离心式的发射对称以及自圆心逐渐扩大的同

心圆对称。对称的形式具有静态的美感。

３.分割与比例

分割：平面造型能够表现的空间并非无 限大，都是有限的形与

面积，所以对空间的分割也是一项基本的造型行为。

分割分为： 等分割 非等分割

等分割分为：等形分割与等量分割

１）等形分割：是一种严谨的造型行为，分割后的单位形完全相同。

２）等量分割：分割后形状各不相同，但面 积完全相同。由于分割后

的形状互异，故此等形分割更富于变化，但由于面积相等，故视觉上的同量之形，

亦给人以均衡感及安全感。

３）渐变分割：



a.垂直水平：相对于等分分割的渐变分割，即分割的间隔采用依次增大或减小

的级数。故在变化中具有统一性，这是具有动力感与统一感的分割。

b.斜向、波纹状、漩涡状：处理级数同上

4）自由分割：

没有规则的任意自由分割，特征是排除了数理规则的生硬，单调，极力避免

等距离，数级，对称等。

比例：是部分与部分或部分与全体之间的数量关系。它是比对称更为缜密的

比率概念。当构成要素之间的大小，长短，轻重，面积，等部分与部分或部分与

全体的质与量达到一定或明确的数的秩序时，将会得到美的平衡感。这时，这个

数的秩序就可称为美的比例，比例是构成中一切单位，大小，以及单位间编排组

合的重要因素。

１）黄金比１：０.６１８：如雅典帕特农神庙即具此比例。古希腊人认为是神

圣和美丽的比例。又如五角形的内芒星形即含黄金比。

２）根号矩形：√１，√２，√３……

３）数列：１ 等差数列……Ａ．Ａ＋Ｒ．Ａ＋２Ｒ……Ａ＋ （Ｎ

－１）Ｒ

２ 等比数列……１．Ａ．Ａ２……ＡＮ－１

３ 费波纳齐数列……１.2.3.5.8.13……Ｐ．Ｑ（Ｐ＋Ｑ）

４ 调合数列……１.１／２．１／３．……１／Ｎ

４.节奏和韵律

节奏：原指音乐中音响节拍轻重缓急的变化各重复，这里借指在视觉上有规律的

动感，有形式上的表现特征是反复和渐变。

平面构成中形体的周期性连续，交叉，重叠，由此而形成的大小，强弱，明

暗，色彩的变化，在视觉上形成有规律的起伏和有秩序的动感，这就是节奏。



韵律：指图形形式上的优美情调，是情调在节奏中起的作用。韵律是节奏与节奏

之间运动所表现的姿态，它是可见的，一定的节奏和韵律结合就形成一种运动形

式区别于另一种运动形式的特征。

第二章 基本形态的创造与组合

平面构成的基本要素是点、线、面，点线面又包含了千变万化的形象与形态。

而形象是物体的外部特征，包括视觉元素的各个部分，如形状，大小，方向，色

彩，位置，肌理等。形象是可见的，所有概念元素，如点，线，面，体在见之于

画面时，也都具有各自不同的形象。

一. 定义：形象的定义可以以下两方面来理解。

1. 在平面构成中凡出现在平面上的任何抽象形态或是具象形态都称作形象。

2. 一切可见的物体的外形，特征，或是设计中藉以表达含义的视觉元素通称为

形象。

二. 形象的分类——抽象形，具象形

抽象形：几何形，有机形，偶然形

具象形：人为形，自然形

1. 几何形：应用最多，抽象而单纯。一般用工具描绘，视觉上有理性明确的感

觉，但缺少人情味。这种理念抽象的形态被大量运用在建筑，绘画及实用品的设

计中，因为它不仅仅便于现代化机器生产，而具有时代的美感。

2. 有机形：指有机体的形态，如有生命的动物和生物细胞。特点是圆滑的，曲

线的，有生命的韵律。

3. 偶然形：指自然或人为无意识，偶然形成的形状。如白云，枯树，破碎的玻

璃等。

4. 人为形：人类为满足自身物质和精神需求而创造的形态。如建筑，汽车，器

具等。

5. 自然形：指大自然中固有的可见的状态。如人，动物，植物，山川等。



三. 形象的组合

在构成中，由于基本形的组合，产生了形与形之间的组合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有

以下几种方式：

1. 分离：形与形之间不接触.

2. 接触：形与形边缘正好相切.

3. 覆迭：形与形 之间是覆盖关系，由此产生上下，前后的空间关系.

4. 透迭：形与形之间是透明性的交迭，但不产生上下，前后的关系.

5. 结合：形与形结合成为较大的新形状.

6. 减缺：形与形相互覆盖，形被覆盖的地方被减掉.

7.差迭：形与形相互交迭，交迭部分产生的一个新形.

8. 重迭：形与形相互重合，变为一体.

第三章 平面构成的基本要素与特征

构成设计中点、线、面是一切造型要素中最基本的，存在于任何造型设计中。

点、线、面通常被称为“构成三要素”。研究这些基本要素是研究其它视觉元素的

起点。

1 .点的形象

点是最活跃的形态，它没有宽度也无长度，是最小的单位。数学上的点没

有大小、只有位置，但造型上作为形象出现的点不仅有大小、（面积）还有形态

和位置。除圆点外的其它形态的点还具有方向。点的形象越小感觉越强，反之则

有面的感觉，人形态上说，圆点既使较大仍会给人点的感觉。

1) 虚点：画面留白形成的点。

a) 把线断开，所形成的虚点。

b) 用面加以包围，留下点状的空白所形成的虚点。

c) 在画面上挖洞所形成的虚点。

虚点的存在感较弱，但可表现纤细的感觉。

2. 线的形象



平面相交形成直线，曲面相交形成曲线。几何学上线是没有粗细只有长度与

方向，但在造型世界，线被赋予了粗细与宽度，线在现代抽象作品与东方绘画中

广泛运用，有很强的表现力。

分类：直线-----------不相交的线、并行线、相交的线、网格线、折线、集中的线、

交叉的线、直交的格子、斜交的格子

曲线------------开放曲线、弧、漩涡线、抛物线、双曲线、垂线等。

封闭曲线--------圆、椭圆、心形等。

a) 线的粗细

粗线有力，细线锐利、纤细而神经质。另外，细线又具有速度感。线的粗细

可产生远近关系，粗线前进，细线后退。

b) 线的浓淡——线的明度产生远近感，及凹凸感。

c) 线与间隔——远近感的形成，密集的线后退。

d) 线的方向性——并行线方向的改变，可表现三次元的效果。垂直线有庄重、

上升的感觉，水平线有静止，安宁的感觉。斜线则表现为运动和速度，曲线给人

以流动柔美之感。

e) 线的点（反之为点的线化）

f) 线的面化---密集的线的方向改变及疏密可造成立体的或曲面的感觉。

3.面的形象

单纯的面的形象具有长度，宽度，没有厚度，是体的表面，它受线的界定，

具有一定的形状。 面分为实面和虚面二类。实面即具有明确，突出的形状，虚

面则由点、线、密集而成。

点线面结合图片：

第四章 构成形式种类

1、重复

指在同一设计中，相同的形象出现过两次或两次以上。重复是设计中常用的

手法，加强给人的印象，造成有规律性的秩序，使画面统一。

重复的类型 基本形的重复：基本形不宜过于复杂，复杂不仅不易组合反而

易使用使画面散乱不堪，宜选用较简洁的几何形。



骨格的重复：若骨格每一单位的形状和面积完全相等，就是重复的骨格，这是最

简单的一种骨格规律。

形状的重复：大小重复，色彩重复（一种重复，其它因素可渐变或相似）

肌理的重复：形、色可有所变动

方向的重复：形状在构成中有着一致的方向性

2、近似

指形象在形状，大小，色彩，肌理等有着共同的特征，它表现了在统一中呈

现生动变化的效果。近似的程度可大可小，近似的程度越大越能产生重复的感觉，

近似程度越小就破坏统一的感觉，失去近似的意义。近似给人的感觉是同类族的

关系。 如形状的近似，两个形状若属于同一类族，那幺它们的形状就是近似的。

比如人类的形象就是近似的。在形状的近似构成中，一般先找一个基本形作为原

始材料，在此基础上作一些形的加减，变形，正负，大小，方向，色彩等方面的

变化。（要注意变化的强弱，不能没有一点近似的因素，要保持同类族的关系）

此外，也可用两个基本形相互加减，可构成不同的近似形状。

在构成中要注意近似与渐变的区别，渐变的变化是规律性很强的，基本形的

排列非常严谨和理性，而近似构成的变化规律性不强，基本形和其它视觉要素的

变化较大，比较活泼，如数学上的无限循环与无限不循环。

3、渐变：

这是一种极普遍的自然现象，路边树木由近至远，远山的浓淡渐变等。渐变

是一种规律性很强的现象，这种现象运用在视觉设计中能产生强烈的透视感和空

间感。是一种有顺序、有节奏的变化。渐变的类型：形状（基本形）的渐变： 一

个基本形渐变到另一基本形，基本形也可以由完整渐变到残缺，由简单渐变到复

杂，由抽象渐变到具象。

1.基本形状的渐变

2.方向的渐变

3.位置的渐变

4.大小的渐变



5.色彩的渐变

6.骨骼的渐变

4、发射

发射就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花朵、阳光的视觉焦点。所有形象均向中心

集中或扩散，有时可造成光学的动感，或产生爆炸性的感觉，有较强的视觉效果。

发射的种类：

1)中心点式发射——由中心点向外扩散或向内集中的发射。分别叫离心式和向心

式发射。骨格可是直线或是曲线。

2)螺旋式发射——基本形以螺旋的排列方式进行，基本形逐渐地扩大或缩小。

3)同心圆式发射——以一个焦点为中心，层层环绕的发射，如同心圆。

5、特异

指构成要素在有秩序的关系里，有意违反秩序，使少数（个别）要素显的突

出。以此打破规律性。也叫突变。这种秩序或规律指的是重复，近似，渐变，发

射等有规律的构成。特异的效果是比较中得来的，通过小部分不规律的对比，使

人在视觉上受到刺激，形成视觉焦点，打破单调，以取得构成画面生动活泼的效

果。

在作业是要注意特异的成份在构图中的比例，一般以一两项出现。

特异有：1 形状的特异

２大小的特异

３色彩的特异

４方向的特异

５正负的特异

６肌理的特异

6、空间

平面构成的空间是立体形态的二次元的空间，是一种虚拟的空间，把立体空

间的东西表现于二次元平面上，通常用透视的方法，或以下几种方法表现空间：

１利用形象大小表现空间感，近大远小。

２利用重叠表现空间感，重叠会产生前后的感觉。



３利用阴影表现立体感，还可以表现表面的起伏感。

４利用间隔疏密表现，间隔越小，越密则越远

５利用平行线方向来表现立体感。一组平行线会产生面的感觉。

６色彩的变化会产生空间感。冷色向后，暖色向前。

７利用肌理变化表现空间，粗糙感到接近，细致远离

８矛盾空间所形成构成表现立体感。只能是二次元的虚设空间。

7.对比

与平和,调和,静态相对的是对比,对比可以产生明朗,肯定,强烈的视觉效果,

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自然形象的对比:视觉上有天地.陆海.红花绿叶.蓝天白云;听觉上对比有乐曲

的强弱,快慢等.

A.形状的对比

B.大小的对比

C.色彩的对比

D.肌理的对比

E.位置的对比

F.重心的对比

G.空间的对比

H.虚实的对比

8、空间构成

（1），自然的空间

自然的空间是立体的空间，万物呈现眼前，有平面的、也有立体的，近大远小、

前后分明。

（2），平面的空间

要在平面的画面中体现立体感，则形象的大小、位置、方向至关重要。这些因

素能够在平面中使人产生立体的幻觉，导致幻觉的空间感。

A、 利用近大远小的透视关系来表现空间。

B、 覆盖排列。同样的形象进行覆叠处理，会有前后、上下的感觉，从而产生

空间感。

C、 投影效果。给形象增加投影，则增加了空间的真实性。投影会使物体具有

立体感，还可表现出物体的凹凸感。

D、 弯曲变化。线的弯曲渐变，可以造成前后距离感。

E、 肌理变化表现空间感。物体粗糙表面产生远近距离感。

F、 矛盾空间



矛盾的空间表现，是指在现实空间里不可能存在的，在假设的空间里存在。是

人为在平面作品中制造出来的错视，图底反转矛盾延伸。空间的视点是矛盾的，

多变的；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观看，但结合起来却无法成立，互相矛盾，使人

产生不合理的视觉效果。

9、密集构成

密集在设计中是一种常用的组织图面的手法，基本形在整个构图中可自由散布，

有疏有密。最疏或最密的地方常常成为整个设计的视觉焦点。在图面中造成一

种视觉上的张力，向磁场一样，具有节奏感。密集也是一种对比的情况，利用

基本形数量排列的多少，产生疏密、虚实、松紧的对比效果。

密集的分类：1.点的密集

2.线的密集

3.自由密集

4.拥挤与疏离

10、图与底构成

11、肌理（质感表现的构成）

由于物体的材料不同，表面的排列，组织，构造各不相同，因而产生不同的

粗糙感，光滑感，软硬感。肌理是形象的表面特征。肌理应该是触觉的感受，但

作为平面视觉元素出现和研究的肌理，主要是长期经验所形成的视觉性质感。

视觉肌理创造的方法不一而足，形式多样，一般有笔触的变化——粗细，硬

软，干湿及笔触排列等：拓印，喷绘，渲染，刻刮以及对纸张的折叠，烤炙，揉，

撕，搓，拼贴等。

《 平面构成 》课程教学活动设计

一、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一）本课程的性质

《平面构成》是我校中专、五年制高职美术专业和电脑美术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的专业

基础课程。开设《平面构成》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正确的理性艺术思维方法，丰富学

生的艺术表现手段，并通过一定数量的平面构成设计造型训练，掌握形式美的构成原则。为

学生今后在艺术设计造型和电脑美术设计造型方面打下一定的基础，提高学生的形象思维能

力、抽象思维能力、设计创造能力和艺术思维能力。

（主要说明该课程面向何种专业、是何种课程性质，是基础课、专业基础课或专业课。）

（二）本课程的任务



《平面构成》课程基本的教学任务，在于指导学生通过一定数量的平面构成设计练习，

掌握平面构成设计的基本技能，掌握装饰图案、抽象图案、几何图案的表现手段，并在练习

的基础上掌握形式美的基本法则，掌握平面构成的各种基本表现手法。本课程要求将形态分

解为各种要素，从简单到复杂地研究这些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能按照一定的形式

美的构成原则进行组合设计，能通过抽象形态体现形式美的法则，着重提高学生的形象思维

能力和设计创造能力。

二、课程的基本要求

开设《平面构成》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正确的理性艺术思维方法，通过一定数量

的平面构成设计练习，掌握平面构成设计的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并在练习的基础上掌握形

式美的基本法则，掌握平面构成的各种基本表现手法。本课程要求将形体分解为点、线、面

等要素，从简单到复杂地研究这些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按照一定的形式美的

构成原则进行组合设计，将这些要素组成新的平面构成作品。《平面构成》是现代造型设计

教学训练的基础课程之一，它要求通过抽象形态体现形式美的法则，着重培养学生形象思维

的敏感性，提高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和设计创造能力。

结合本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生源情况，说明本课程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定位与课

程目标

课程定位：本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平台课程，使学生能迅速具备基础的设计能力与理论

修养，引导良好的设计发展方向，和后续专业课程形成良好的衔接架构。

课程目标：通过本课程内容的学习和实践，使学生的掌握二维形态的构成法则，了解传

统图案的文化动因和研究图案构法以及培养图形思维的创造力和表现力。

课程原则：主要针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及创造思维，平面构成表现能力和设计文化素养三

方面进行培养。

课程重点：新的教学理论与实践内容的补充和完善、强调能力的培养和灵活的教学方式

方法。

知识模块顺序及对应的学时

整个课程体系分为二维构成基础模块，图案设计模块与图形创意模块。每个教学模块环

节具有递进式的流程顺序，前一教学模块对于后面的内容具有基础性作用，三块基本相应承

担递进增加的课时安排。

三、课程内容

结合本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生源情况，说明本课程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定位

与课程目标

课程定位：本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平台课程，使学生能迅速具备基础的设计能力与理论

修养，引导良好的设计发展方向，和后续专业课程形成良好的衔接架构。

课程目标：通过本课程内容的学习和实践，使学生的掌握二维形态的构成法则，了解传

统图案的文化动因和研究图案构法以及培养图形思维的创造力和表现力。

课程原则：主要针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及创造思维，平面构成表现能力和设计文化素养三

方面进行培养。



课程重点：新的教学理论与实践内容的补充和完善、强调能力的培养和灵活的教学方式

方法。

知识模块顺序及对应的学时

整个课程体系分为二维构成基础模块，图案设计模块与图形创意模块。每个教学模块环

节具有递进式的流程顺序，前一教学模块对于后面的内容具有基础性作用，三块基本相应承

担递进增加的课时安排。

第一章 概论

Ⅰ·教学目的与要求

明确平面构成课程的性质，明确学习平面构成课程的意义。

第二章 形式美的基本法则

Ⅰ·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和谐、对比、对称、平衡、比例、重心、节奏、韵律等形式美法则的基本含义。

第三章 平面设计的门类

元素和形象

Ⅰ·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设计的门类和设计元素的分类，理解形的分类和组合方式。

第四章 平面构成设计的点·线·面

Ⅰ·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点线面是一切造型要素中最基本的构成三要素，掌握点线面在表现方面的特点。

Ⅱ·教学内容

点的构成

线的构成

面的构成

从点线面的一般排列设计开始，逐步进入较复杂的点线面平面构成设计。

第五章 渐变

Ⅰ·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渐变的基本类型，初步掌握渐变构成设计的基本方法。

Ⅱ·教学内容

作包括形状渐变、大小的渐变、方向渐变、位置渐变的渐变构成设计。

第六章 重复

Ⅰ·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重复的概念，初步掌握平面设计中重复应用的基本方法。

Ⅱ·教学内容

作运用重复手法的平面构成设计。

第七章 近似

Ⅰ·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近似、形状近似、骨格近似的概念，初步掌握平面设计中它们的表现技法。

Ⅱ·教学内容

作运用近似表现手法的平面构成设计。

第八章 骨格

Ⅰ·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骨格的概念和骨格的分类，理解骨格在平面构图设计中的作用。

Ⅱ·教学内容



作能体现骨格作用的平面构成设计。

第九章 发射

Ⅰ·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发射的概念，了解发射的种类以及发射图形的视觉效果。

Ⅱ·教学内容

作中心点发射的平面构成设计。

第十章 特异

Ⅰ·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特异的概念和特异的视觉效果。

Ⅱ·教学内容

作包含有形状的特异、大小的特异、方向的特异的平面构成设计。

第十一章 对比

Ⅰ·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对比的概念，了解对比的种类和对比的视觉效果。

Ⅱ·教学内容

作包括形状的对比、大小的对比的平面构成设计。

第十二章 密集

Ⅰ·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密集的概念，了解密集的种类和密集的视觉效果。

Ⅱ·教学内容

作包括点的密集、自由密集的平面构成设计。

第十三章 肌理

Ⅰ·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肌理的概念，了解创造肌理变化的常用方法。

Ⅱ·教学内容

作具有不同肌理效果的平面构成设计。

第十四章 空间

Ⅰ·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表现空间感的常用方法。

Ⅱ·教学内容

作利用大小、间隔疏密、渐变等方法表现空间感的平面构成设计。

第十五章 图与底

Ⅰ·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图与底是一种在对比、衬托之中产生的关系，了解它的表现效果。

Ⅱ·教学内容

作图与底能够反转的平面设计图形。

第十六章 打散

Ⅰ·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打散的概念，初步掌握打散手法在平面设计构图中的运用。

Ⅱ·教学内容

作包括运用打散手法的平面设计图形。

第十七章 韵律

Ⅰ·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韵律的概念，了解在构成中表现韵律的几种手法。



Ⅱ·教学内容

利用渐变的骨格，作出有韵律的构成。

第十八章 分割

Ⅰ·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分割的概念，了解常用的分割方法。

Ⅱ·教学内容

作用直线、斜线或曲线分割的构成。

第十九章 平衡

Ⅰ·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平衡的概念，了解平衡的分类。

第二十章 基本形的各种排列

Ⅰ·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基本形的概念，了解规则构成的 5种排列方式。

Ⅱ·教学内容

就基本形规则构成的 5 种排列方式，各作出一组排列。

（二）实验、实训、实习内容

实训目的：

1．培养学生对图形要素——形、色、质敏锐的观察、感受与理解的能力；

在这一基础上，力求通过对相对形态的“点、线、面”的从宏观到微观的宽泛、灵活的了解

与体会，研究它们在面积、空间、肌理、色彩、节奏与韵律等不同方面的组织关系，进行一

系列深入浅出的图形创造与组合练习；

通过这些练习，使学生能够了解各种不同的工具与表现手段，加强对图形的表现能力；

力图在实际的过程中，既能保持良好、敏锐的个人感受，又能很好地研究逻辑、掌握方法，

从感性与理性两个方面去灵活有效地把握，以达到所谓“理想形态”的造型关系——一种从

审美的认识上的满意组合形式与效果。

在了解与掌握图形创造规律的同时，研究如何赋予图形以生命与寓意的可能性。

2．训练和培养学生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充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学会设

计等。

3．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解决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及其基本工作

素质。

4．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以及独立工作的能力，树立自

信心。

5．训练和培养团队协作精神的综合能力。

实训要求：

工具的认识、开发与体验；

形态的基本要素：

点的构成

线的构成



面的构成

点、线、面的构成；

质地与肌理；

图底与构图；

各元素的综合组织关系——骨骼与形式法则：

重复、渐变、特异、聚散 ……

作业安排与要求：

点、线、面、肌理的练习（多种工具的表现）

每个练习不少于 4张（8 X 8 cm）,裱在 A4的纸上。 点、线的练习要求有“手绘”与“电

脑”制作两类不同的作业。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考虑增加使用数码相机的作业。

训练目的：

对不同工具的了解，对表现手法的开发；

对点、线、面、肌理的宽泛理解与表现；

对审美水平的提高。

图底或骨骼练习（CorelDRAW 练习，在电脑课程中进行）

实训步骤：

收集并深入地观察，分析个人身边最熟悉的形态组成部分之间的构成关系和整体性功能

2、掌握多种材质媒介的使用，尝试各种媒介灵活结合的运用

3 、对某一传统图案主题进行实地的教研与考察，整理资料。

4 、对图形主题进行文本性的结构分析，形成初步方案

5 、互动式讨论，案例的观摩和小组形式的分工合作

6 、写作文案，制作，拍摄，装订成册，扫描资料汇总，总结性讨论

主要效果设想：

使学生形成设计的团队意识和分工协作方式，能够在理论指导下训练实地考查和资料整

理的能力，在课堂上能形成多角度多方位的讨论和互动影响启发创造思维，培养学生对各种

媒介熟悉和对制作材料的运用能力，最终在课程完成后对课程教学成果资料进行汇总完善图

形数据库。

（结合该课程必须分散进行的实验教学，应具体列出每个实验项目的名称、学时数、目的要

求。若实验教学需要集中单独设课的，应作出说明，并提出其实验的个数与总学时数。配合

该课程的实训（分散或集中）、教学实习，都要说明其教学要求、项目名称、学时数、技能

培养要求等。）

四、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平面构成设计主要从抽象的形态入手，培养学生在形态方面的创造性。学生需要在教

师的指导下，通过一定数量的平面构成设计练习，才能逐渐掌握技巧，掌握基本的平面构成

设计规律。教师在讲解平面构成的理论知识的时候，要注意对典型的平面设计构图进行分析

和介绍，使学生逐步理解平面设计构图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方法。这对于学习以后的专业的课

程是比较有利的，教学中要注意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扩大、加深和提高。本课程安排在第三



学期。

五、教学时数分配

课程总学时：64学时。

周次 日期

讲课 习题、实验作业

内容
讲课

时数

习

题

时

数

实

验

时

数

实验内容

1 9 月 5 日 §1 绪言 浅谈平面构成 4

就业职业培训与课程相关性 性格测试

就业

2 9月12日 §2 平面构成基本元素（一）点 2

习题二 2 完成点的构成

3 9月19日 §3 平面构成基本元素（二）线 2

习题三 2 完成线的构成

4 9月26日 §4平面构成基本元素（三）面 2

习题四 2 完成面的构成

5

6
10 月 10

日

§5 平面和空间面的立体感完成矛盾空

间
2

习题五 2
完成一个矛盾

空间

7
10 月 17

日
§6 造型艺术形式语言表现 2

和谐、对比、相称、均衡 2

习题六 完成表现作业

8
10 月 24

日
§7 造型艺术形式语言表现二 2

渐变、倾向、相似、分割 2

习题七 完成表现作业

9
10 月 31

日
§8面的组合、基本形 2

习题八 2
基本形组合练

习

10 11月7日 §9群化组合 2



均衡、错位、方向 2

麦田圈的讲述

13
11 月 14

日
§10 分解和重构 2

习题九 2
同构和异构练

习

14
11 月 21

日
§11 黑与白的表现 2

习题十 2
正负形、骨格练

习

15
11 月 28

日
§12 构成方法训练一重复、近似 2

习题十一 2 重复、近似练习

16 12月5日 §13 构成方法训练二渐变、发射 2

习题十二 2 渐变、发射

17
12 月 12

日
§14 构成方法训练三特异、密集 2

习题十三 2 特异练习

构成方法训练四对比、空间

习题十四 密集练习

项目教学

习题十五 自定选题

平面肌理制作

熏烧法、拼贴

汇总测试

六、考核方式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二维设计的基本概念和知识，主要是将理论指到实

践，对其进行合理的实践和创意性的表现。因此在对学生学习考核中，主要以课程作品作为评分考核的主

要标准。

考核标准：1、是否具有创造性思维

2，图形元素与构成有机结

3、综合材料的合理使用；

4、表现方法的准确

5、整体效果的展示

对课程作品除了考核环节还有评比和展示环节，对每个学生的作品进行综合性的点评，对一些个案进

行比较同时可以组织分析讨论。将质量较高的作品集中办成展览或上网进行展示，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能

动性。



—考查课，平时成绩 60%，月考 20%，完成大作业 20%

附评分标准：

七、教材及参考书

主要教材：

吴天麟 平面构成及应用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7，8．
参考书：

《图形语境》教材为主，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也参考使用[英]M·D·索斯马兹 莫天伟译

《视觉形态设计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瑞士]I·伊顿 朱国勤译

《设计与形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2； [美]R·阿恩海姆 滕守尧

《视觉思维》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6； [美]艾莉森·古德曼 《平面设计的 7大要素》上海人

民美术出版社 2003；
王庆珍 《图案 快速设计》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0；陈通顺

《图案》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3；
金薇薇 《基础设计 图案》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6；蔡俊兴

《图案艺术精品集》岭南美术出版社 1992；肖夏等

《国外古典器物图形 3000例》吉林美术出版社 1995；林家阳

《图形创意》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1999；博贯休 《

现代图形设计的创意与表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1；金峰

《图案创意设计》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叶苹

《图形设计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评分项目

分值

是否具有创造性思维 10

图形元素与构成有机结 10

综合材料的合理使用； 30

表现方法的准确 25

整体效果的展示 20

是否具有创造性思维 5

http://www.studa.net/
http://www.studa.net/


主教材（就目前已出版的高职教材中选择一至二本为主教材，注明教材名称、编者、出

版社、版本、出版时间。）

参考书（可选择与该课程相关性较大的参考书，写明同上教材的版本信息。）

八、教学活动设计

（一） 二维构成基础模块

一、二维形态认知 （讲课 2 课时 实验 4 课时）

1 、点的形态构成

2 、线的形态构成

3、 面的形态构成

4、形态三元素的综合构成

二、二维形态构成语言 （讲课 2 课时 实验 4 课时）

1、二维形态的形式美法则

2、形态构成骨骼与基本形

3、形态构成语言与应用

三、二维形态构成的媒介表达 （讲课 2 课时 实验 2课时）

1、工具与工具的轨迹

2、图形与肌理

3、色与质的平衡

（二） 装饰图案的造型模块

一、装饰图案的构成演化 （讲课 2 课时 实验 3课时）

1、图案与工艺

2、装饰图案的素材

3、图案的形式法则

4、图案的造型、构图及黑白关系

6、装饰图案的黑白关系

7、适合纹样表现方法

二、传统图案文化内容 （讲课 4 课时）

1、装饰图案概述

2、图案概念与类别

3、图案艺术发展演变概况

4、中国传统图案文化内容

5、中国民间图案装饰特征

７、外国图案演变

（三）图形创意模块

一、图形理念认知 （讲课 3 课时）



1、图形的产生及特征

2、图形的符号特征及其意义

3、图形的信息特征及其传播

二、现代图形创意及创造性思维模式 （讲课 4 课时 实验 4 课时）

1、图形创意意念

2、图形创意思维模式

3、图形创意思维方法的培养

4、图形创意的程序

三、图形创意方法与表现技法 （讲课 3 课时 实验 6课时）

1、图形创意构形方法

2、图形创意的表现技法

四、第二课堂活动设计

组织专题讲座，交流模板和库的应用经验。

五、其他说明

本工作任务可在教学一体化实训室完成，也可在多媒体教室先讲解，再在实训室进行练习。

———————————————————————————————————————

——————————————————————————————————————

撰写： 审阅：

教研室主任： 教学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