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色彩构成》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1. 课程名称：色彩构成/ Color Composition

2．课程编码：16207006

3．课程类别：学科基础（平台）课程

4．课程性质：专业必修

5．学时/学分：48（理论 16+实践 32）/ 3

6．先修课程：基础素描 基础色彩 设计概论

7. 后续课程：结构设计与制图 标志设计 建筑速写

8. 适用专业：设计学类所有专业

二、课程的主要任务及目标

1.课程的主要任务

《色彩构成》是设计学类所有专业的学科基础(平台)课程，着重培养学生具

有色彩感知与处理能力，在培养学生运用色彩构成方式直接或间接帮助应用型设

计专业课程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等环节培养学生的色彩感知与

处理能力。利用色彩在空间、量与质的可变换性，对色彩进行以基本元素为单位

的多层面，多角度的组合、配量，并创造出理想，新颖与审美的设计作品，支撑

毕业要求中的相应指标点。

通过课程教学，使学生获得不同的审美体验和色彩体验，训练多种思维方法，

拓展创作视野和创作手法，使其掌握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色彩设计方法，拓展设

计思维，为后期的专业设计课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2.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权重值

课程目标 1：理解并掌握色彩构成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及设计方法，并具备色彩辨识与

审美能力。 0.40

课程目标 2：能够使用色彩构成的物理、生理和心理原理，合理的采用相关构思方法与表

现技法达到初级设计创意能力。

0.60

备注：权重值之和为 1

3.课程目标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支撑的课程目标

2、绘画和造型基础、设计基础与视觉

传达专业知识

2.2 具备制作、完成视觉设计问题所需的色彩

表达情感和工艺造型能力。
课程目标 1

2.4 能够运用色彩、材料及基础图形软件简单

表达设计方案的能力。
课程目标 2

三、课程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

序

号

知识单元

/章节
知识点 教学要求

学时

分配

教学

方式

支撑

课程

目标

1
色彩基本

原理

1、认识色彩

2、色彩的本质

3、色彩的属性与色彩体

系

4、色彩的混合方法

1、色彩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

2、明度、纯度、色相

3、补色互混

4 讲授 1

2
色彩认知

训练

1、认识色彩

2、色彩的本质

3、色彩的属性与色彩体

系

1、了解色彩之间的关系，掌握调色原

理。

2、结合图形的色彩（单色）明度、纯

度推移方法。

4、结合图形的色相推移方法。

5、结合图形的补色拼贴方法。

8 实践 1、2

3 色彩对比
1、色彩知觉现象

2、色彩的三要素对比

3、色彩的其他对比

1、色彩的三要素和对比规律。

2、理解色彩对比的不同表现力 4 讲授 1、

4
色彩对比

1、色彩知觉现象

2、色彩的三要素对比

3、色彩的其他对比

1、了解色彩之间的关系，掌握色彩的

对比与和谐。

2、结合图形的明度、色相、冷暖对比

与和谐方法。

3、结合图形的色彩之间面积对比表现

方法。

8 实践 1、2

5 色彩的调

和

1、色彩调和的原理

2、色彩调和的基本类型

及配色方法

3、色彩的采集，重构

1、色彩调和的方法

2、配色技法形成原理

3、理解色彩调和的不同表现力以及对

自然界中的色彩进行有选择，提炼和重

组方法。

4 讲授 1、

6 色彩的调

和训练

1、色彩调和的原理

2、色彩调和的基本类型

及配色方法

3、色彩的采集，重构

加强学生对色彩调

和方法的掌握，能够熟

练运用色彩调和方法进

1、色彩调和训练——包括类似调和，

对比调和，面积调和，色彩呼应调和，

色彩的间隔调和。

2、色彩的调性表达——要求运用多色

进行色调表现，结合图形进行调性训

练。

8 实践 1、2



行色彩配色，对色彩色

调有深刻的认识与把

握。

7
色彩的心

理效应

1、色彩的调性表达

2、色彩心理的表现类型

3、色彩与感觉

1、通过训练使学生看到色彩对人心理

（表情、象征、联想）、生理（色觉、

视觉、视错）方面的影响

2、熟悉色彩的情感表达，加强对色彩

的联想与感觉并有能力应用于实践。

3、了解当今的流行色，了解色彩的宗

教与民族性及地域文化特征。

4 讲授 1、2

8
色彩的心

理感知训

练

1、色彩的调性表达

2、色彩心理的表现类型

3、色彩与感觉

目的在于加强训练

学生从色彩的角度抽象

的，感性的，意识性更

强的表现设计意图和控

制画面表情，为以后的

设计课程打下基础。

1、色彩情感表现——感知表现内容自

定，综合材料表现方式。

2、色彩社会性表现——利用今年流行

色及几何的构成方式对白色 t 恤进行图

形设计

8 实践 1、2

四、课程教学方式

（一）理论教学（16学时 / 多媒体教学）

1．采用课堂教学，理论与案例分析并行教学，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主动通过实际操作和

自学获得自己想学到的知识。

2．在教学内容上系统讲授色彩构成原理、色彩调和方法等知识。

3．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电子教案，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板书、教具教学相结合，

提高课堂教学信息量，增强教学的直观性。

4．课内讨论和课外答疑相结合，每周至少一次进行答疑。

（二）实践教学（32学时）

实践教学是色彩构成课程中重要的实践环节，整个实践环节与对应理论交替

进行，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基础手绘工具，掌握工具的绘制方法，达到手绘基础

能力；培养学生冷静有序的设计工作方法；培养学生对色彩体系及构成方法的认

识与实现；培养学生对相关社会性话题的关注，养成专业性与社会性结合的素质。

色彩构成实践教学是课程中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色彩

体系的认知研究解决视觉设计中色彩运用的能力。



1.平时作业（一）

名称：色彩认知、情感表达和造型能力训练（10 学时）

目标：理解并掌握设计色彩体系的原理并强化体系中视觉实现的表达方法，

系统并有步骤地将色彩原理与认知过程进行展现。

要求：按照色彩体系，有序并分阶段的分解色彩认知过程，了解色彩的社会

性(例如流行色的概念)，将社会认知的信息融入色彩构成的运用之中，实现所学

与所用的转换。

2.平时作业（二）

名称：色彩的采集重构（10 学时）

目标：感受现实生活中色彩、摄影和绘画作品中色彩与再利用。培养学生色

彩组合运用，色彩创造力和色彩组织力，提高学习效率。

要求：在色彩采集的基础上重新构建画面色彩，使画面在体现原作品色彩特

色的同时又具有设计师个性和设计作品自身特点。

3．结课作业（考试）

名称：综合运用色彩理论体系、材料属性及加工方式，简单表达设计方案的

能力（12 学时）

目标：提升色彩的认知高度，将理论色彩与现实色彩进行有效的转换，从实

践中了解色彩的实用性，感受现实商业设计中色彩的呈现与再利用。

要求：运用“手绘+拼贴”方式表达出色彩应用的差别，在掌握色彩认知和

感受的同时，也运用身边可利用的材料进行色彩应用展示。

五、课程的考核环节及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式

（一）课程的考核环节

1.课程考核环节描述

课程的考核以考核学生能力培养目标的达成为主要目的，以检查学生对各

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为重要内容，包括平时考核和综合设计考核二部

分，平时考核包括课堂作业、课堂表现两个环节，综合设计项目考核包含校内实

践和校外实践环节。在总评成绩中，平时考核和综合设计考核所占的权重分别为



、，其中、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分别定为 0.2 和 0.8。

2.各考核环节所占分值比例及考核细则

课程成绩构成及比例 考核环节 所占比例 考核/评价细则

对应的

课程目标

构成项 1

（考勤+平时作业）


考勤纪律 40% 考勤、课堂表现。 目标 1

基础手绘

30%

平时作业（一）

名称：色彩认知、情感表达和造型能力训练（10

学时）

目标：理解并掌握设计色彩体系的原理并强化体

系中视觉实现的表达方法，系统并有步骤地将色

彩原理与认知过程进行展现。

要求：手绘完成色彩基本原理、对比关系、调

和方式的表达；考核对色彩理论的理解程度与

基本手绘表达的能力；具备制作、完成视觉设

计问题所需的基础理论知识。 目标 2

30%

平时作业（二）

名称：材料中的色彩表达（10 学时）

目标：提升色彩的认知宽度，将理论色彩与现实

色彩进行有效的转换，感受现实生活中色彩的呈

现与再利用。

要求：拼贴方式完成色彩运用内容，掌握更加有

宽度的色彩认知，由理论感受变成真实的身体感

受，并由课堂认知走向社会认知，完成有趣味有

深度的色彩应用作品。

构成项 2

（综合设计）


材料表现 40%

结课作业（考试）

名称：综合运用色彩理论体系、材料属性及加工

方式，简单表达设计方案的能力（12 学时）

目标：提升色彩的认知高度，将理论色彩与现实

色彩进行有效的转换，从实践中了解色彩的实用

性，感受现实商业设计中色彩的呈现与再利用。

要求：运用“手绘+拼贴”方式表达出色彩应用

的差别，掌握更加有高度的色彩认知，由虚拟感

受变成真实的身体感受，并由课堂认知走向社会

认知，完成有趣味有深度的色彩应用作品。

目标 1

目标 2

创意表达 60%

（二）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式

1.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公式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包括课程分目标达成度评价和课程总目标达成度评价，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总分目标相关考核环节目标总评成绩中支撑该课程

得分目标相关考核环节平均总评成绩中支撑该课程
课程分目标达成度 

分）(该课程总评成绩总分

均值该课程学生总评成绩平
课程总目标达成度

100


2.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方法

（1）课程目标评价内容及符号意义说明

课程目标

评价内容

评价项目 1（20%） 评价项目 2（80%）
课程总评成绩

考勤纪律 基础手绘 材料表现 创意表达

目标分值 40 60 40 60 100

学生平均

得分
A1 A2 B1 B2 ( A1+A2)+( B1+B2)

（2）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值计算方法

课程目标 考核环节 所占比例 学生平均得分 达成度计算示例

课程目标 1
考勤纪律 40% A1

4040
1 11





BAX

材料表现 40% B1

课程目标 2
基础手绘 60% A2

6060
2 22





BAX

创意表达 60% B2

课程总体目标 X1*(0.4)+ X2*(0.6)

六、建议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廖景丽.色彩构成与实训.1.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8年。

（二）主要参考资料

[1]. 朝仓直巳.色彩构成.1.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

[2]. 洪雯.色彩构成.2.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

[3]. 于国瑞.色彩构成.1.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

[4]. 李鹏程.色彩构成.1.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

[5]. 汪芳.色彩构成基础与应用.1.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年。



课程负责人（签字） ：承芹 2019 年 3 月 6 日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研室）（签字） ： 肖巍 2019 年 3 月 6 日

学院（部）教学指导委员会（签字）：胡雨霞 2019 年 3 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