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化教学大赛

《色彩心理学研究》信息化教学设计

教

案

二 O 二零年七月
“色彩心理学研究”—— 信息化教学设计

教 案
一、

概要

所属学科

艺术设计大类

所属专业

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670112）

课程名称

色彩构成

教学对象

第一学期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学生

选用教材

《色彩构成》

授课地点

具有网络环境实训室如广告制作实训室

工作任务

根据色彩心理配色

授课时长

4 课时

二、

教学分析
1. 《色彩构成》是高等职业院校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本
课程主要培养具有较强审美能力、专业知识和良好职业素养的艺术设计
工作人员；

课程背景

2.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可以掌握绘图软件的调色和配色基本操作，完成
对色彩心理不同色系、不同年龄的配色能力。本课程既具有理论性，又
有很强的实践性，尤其在心理学专业跨界上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3. 本单元工作任务：色彩心理配色。通过本次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完成
对色彩的配色的软件操作和心理感知转化为画面设计的能力；
1. 配色标准

项目概要

根据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心理感知进行配色，色彩的不同色系数值对
于广告设计、界面设计、影视动画行业是极为重要的，根据国际数字色

卡如潘通色卡与数字化色彩接轨，了解不同行业的颜色心理感知体系。
2. 当前意义
掌握上述色彩要求标准的同时，培养职业配色的技能水平，以适应设计
岗位和消费者心理体验的需求。
3. 未来意义
通过学习本项目，能够完成不同年龄、不同色系的配色，为全面系统掌
握未来在设计行业进行设计奠定基础，并持续培养配色设计习惯，以及
良好的审美素养。
1. 构成设计研究色彩心理学原理；
教学内容

2. 色彩心理感知的共性；
3. 用色彩心理感知和配色规律进行设计表达的方法；

知识
目标
教学
目标

1. 掌握心理感知规律相关知识；
2. 掌握数字色彩不同色系的配色能力；
3. 掌握色彩不同年龄的配色能力；

技能
目标

1. 掌握软件操作；

素质
目标

提高审美的素质目标；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2. 能够提高心理感知转化为画面设计；

1. 掌握数字色彩不同色系的配色能力；
2. 掌握色彩不同年龄的配色能力；
提高年龄感、轻重感、情绪感转化为画面配色的能力；
根据网络问卷调查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 所授对象是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第一学期学生，该班级学生 80 人，大
部分为女生，男生较少，其中 2000 年以后出生学生占据 90%比例；
2. 已经学习了素描、色彩、速写三门前置课程基础课程；
3. 选用的教材是十三五精品课程规划教材《色彩构成》中跨界章节第三章
色彩的心理理论，教材课件已经上传到学习通资源库平台供学生提前预
习；

学情分析

4. 本门课程已掌握构图能力、造型能力和基本配色调和能力；
5. 根据数据统计和对学生的问卷调查，所授学生虽未学习专业配色，对网
络学习具有浓厚的兴趣，但还存在如下二个问题：
1) 心理学和色彩学理论知识不足，即学生可以掌握配色基本原理，但
多个不同色系的如何与心理学应用就不知所措，这部分比例占据
80%；
2) 解决配色问题能力不足，出现了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一部分是因
为审美能力不足造成，另一部分是因为缺少对软件操作的深度理
解，该比例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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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学策略
1. 任务驱动法；
2. 小组讨论法；

教学

3. 问题引导法；

方法

4. 引趣游戏法；
5. 微课、二维动画等多媒体辅助法；
1. 外部资源：信息化教学平台、二维动画视频、演示视频、手机 APP；
2. 教师原创资源：电子书、微课、微信公众号、示范视频、配色文件、往届学生教
学案例、色彩心理测试题目；

教学

3. 教师准备资源：将教师自制的如下资源：电子书、微课、动画、示范视频、配色

资源

文件等上传到信息化教学平台，供学生课前学习准备；在教学平台上设置在线考
核配色作业试卷；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平台发布学生展示视频收集教学反馈
以及企业专家点评。
以高职学生的基本审美为根本，设计一套规范的心理和色彩配色过程系统的教学
模式，其主要分为课前准备、课程实施和课后提升三个阶段：

教学
过程

我们针对课程内容 4 个学时，导入两个项目模块，记忆经典色系数值后制作作
品上网展示和互评完成配色游戏的教学过程。

四、

教学过程

4.1 教学环节实施分配
教学
教学具体实施情况及设计意图

信息化资源

环节
课

学

自主学习：让学生通过扫描学习通上的二维码方式

微信公众号

进入本次课程在线学习。

网络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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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教学具体实施情况及设计意图

信息化资源

环节
前
准

【设计意图】

微课视频

1. 教师在学习通平台和 qq 群发布预习指令；上传

二维动画视频

资源发布任务，要求学生利用手机端自主学习

备

相关课程课件了解概念
2. 通过微课观看视频初识步骤，下载示范成果，
往届学生展示等多媒体吸引学生，提高学生的
积极性，同时对本次课程内容有初步了解。
3. 设置一个配色心理的讨论情境，学生分组录制
视频和图片上传到学习通，教师根据学生准备
情况了解学生审美和心理配色水平进行授课。
在线测试：学习完毕后，在教学平台完成在线心理
测试，由系统给予评分。
【设计意图】
1. 趣味性心理测试，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分组
测

讨论：学生 2-3 人一组，通过讨论确定心理配色

网络教学平台中的在

水平；

线测试功能

2. 学生通过解析，挖掘学习色彩与心理学的积极
性；
3. 教师通过讲解答题情况，发现学生对心理学配
色设置存在疑问，在教学过程中重点突破；
1. 项目展示：播放本科及其它学校、往届学生自

课

制的展示视频；

堂
项目
实
展示
施
4
课
时

（课余
时间）

2. 项目总结：教师总结视频中出现的亮点，并结
合企业专家的意见进行点评；
【设计意图】
1. 迭代式教学，通过学生项目展示提升学生自信
心的同时，帮助其他学生确定配色标准；
2. 总结学生展示项目中的问题及企业专家的意
见，为本次配色项目做好铺垫，符合高职学生
的水平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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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
学生项目展示视频

教学
教学具体实施情况及设计意图

信息化资源

环节
情景
引入
（课内
10 分钟

1. 视频展示：提出三个问题引出心理配色的必要
性，通过课件视频让学生了解本次实训的目的；
【设计意图】
1. 让学生了解本次项目的目的，对项目内容产生
兴趣；

及下课

2. 同时对视频中的作品进行提示，以供配色方案

课余时

环节进行讨论，并通过回放观看提高学生的观

间）

课件视频

察力；
视频动画讨论：观察二维动画配色的视频过程，
演示分析讲解配色，微课播放熟记配色数值、
详细实践配色规律、实操视频展示确定配色流
程；
【设计意图】
1. 采取项目驱动法的形式，借助于多种信息化手
段，帮助学生理解本次项目的关键点，同时通
过讨论尝试解决小组成员的疑惑；

方案
讲练
20 分钟

2. 通过软件操作，使得学生通过游戏的方式了解
并掌握整个配色的方法，尤其经典数值的记忆

Wi-Fi 环境

和心理感知抽象联想参考表；本处重点在于色

在线提供配色文件

彩冷暖感、年龄感、轻重感等心理感知概念和
感受的理解，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心理画面表
达能力；
3. 通过对教师准备的配色文件进行研究，掌握修
改配色的软件操作技能和记忆经典配色数值；
4. 教师可以掌握每个学生配色的进展情况，并有
针对性得调整学习方案，同时组织、在线展示
各个同学的方案，综合各小组的配色优势和标
准文件进行比对；
项目释疑：对配色方案中的教差的同学进行分
析和讲解，同时将课前心理测试中出现的颜色

示范
启发
20 分钟

数据进行总结说明，解决学生配色问题；

教学网络平台

【设计意图】

提交配色文件作业模

1. 根据示范后标准颜色色卡进行其他色稿的配

块

色，通过示范和讨论的方式对新知识、新技能
已经有了新的了解，通过自己解决问题可以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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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教学具体实施情况及设计意图

信息化资源

环节
大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2. 理解如白色轻，黑色重这样的心理感受，加强
学生记忆，发布项目问卷测试，学生在手机端
接受完成配色答题。；
解决学生颜色数值储备问题；最后完成演练评
价考核模式
【设计意图】
1. Ps 绘图软件修改配色文件，根据年长和年幼不
实践
操作
80 分钟

同年龄段数值偏好，调整数值，获得不同配色
效果。
2. 练习移动端配色 APP 如 Lake 涂色书选择黑白线

操作配色软件

稿，通过手指点击、双击、拖拽、滑动完成配
色操作，最后在线提交符合儿童、男性、年轻
女性三种不同心理感知配色方案上传到网络进
行互评和分享；
项目总结：由教师完成对本次项目内容的总结，
点出本次心理配色的优缺点；

项目

项目交流：与本次需要完成项目展示的小组进
行对话交流；

课后
课后总
结
30 分钟

1. 课后学生登陆账号后完成配色作业；
2. 记忆大量配色数值
3. 发布学习通复习上传总结

教学网络平台中的成
绩总结分析模块

【设计意图】
1. 对本次项目中的知识点、技能点进行总结；
2. 与下次需要进行项目配色展示的小组进行讨
论；
1. 项目展示视频制作：学生完成视频作品，教师
在微信公众号里面进行发布；
2. 项目在线讨论：对学生项目展示进行在线讨论，

课后

并邀请企业专家完成在线点评；

思考

【设计意图】

总结

1. 过程性考核和多种评价模式相结合，通过最后
的考核不仅让学生检查自己的配色和记忆的薄
弱环节是否被攻克，同时也可以给予教师改进
教学方式的数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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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录制
微信公众号
教学网络平台中的作
业系统

教学
教学具体实施情况及设计意图

信息化资源

环节
2. 以个人为单位完成展示配色视频，帮助提高学
生制作影视广告的能力，再以微信公众号进行
推送，不仅督促学生高质量完成配色项目展示，
通过分享也同时网络交际范围；

教学环节思维导图

五、

教学反思
1. 提升系统化知识，多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色彩构成是一门专业基础的课程，高职学生在色彩理论知识上存在弱
势。通过在线学习思维导图和多角度监控视频，帮助学生通过细致观察，
寻找发现问题，最终解决问题，为今后多角度思考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2. 提升满意度
采用色彩认知体系，提高学生的系统性色彩知识。而在进行过程性考

教学反馈

核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检验学生是否真的理解借助于信息化教学平台，学
生也可以激发学习积极性。
3. 多方评价，督促学习
学生在朋友和父母面前的表现欲望远大于在教师或者企业专家，通过
课后录制演讲视频和操作视频，可以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和认真的态度，从
而发挥得更好，通过微信后台的数据统计，阅读量可以达到近 1 千次，学
生及其亲友进行主动转发的比例达到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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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效果：
我们通过有趣的色彩游戏模块与信息化手段辅助教学，打破传统教学模
式，让学生实现配色水平提升的教学目标，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满意
度。学生通过学习通评论区对该课程效果进行了反馈。

特色创新

2. 特色创新：
学习资源平台帮助学生提前预习，通过加强信息化技术手段，虚实融合、
做中教、做中学实现课程不断创新，App 优化学习过程，提高学习效率，
微课视频帮助学生配色知识直观化，直播视频吸引学生兴趣，最后激发
学生记忆力提升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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