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计：刘佳妮

设计感悟：

人与机器、现代人对未来的畅想这些都是我所思考和感兴趣的主题。这学期的展示设计方案我从

赛博朋克以及攻壳机动队等作品获得灵感。通过概念方案、草图绘制、场景搭建、细化设计等一

系列有计划的设计流程，最终将它们浓缩在了这张展板和短视频中。

在学习与设计实操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深化以及推进是我在这次学习中最有益的收获之一。同

时也认识到只有好的想法，没有办法落实，以及没有一系列草图思考过程的支持，是达成不了现

在的完整方案的。在以后的设计中，我会将从本次展示设计学到的知识与方法运用进去。



设计：陶思毅

设计感悟：

这是我第一次做实物展示，一开始对自己并没有多大信心，物体老是摆错位，接口对不上，做的

时候因为不熟练，手上划了几道口子，当时想过要放弃，但是在老师和朋友的鼓励与帮助下，我

还是坚持下来，做的不好就拆下来再做。老师告诉我们学习贵在坚持，最后，我还是交出了一份

相对满意的作品，也因此而积累了很多经验。



设计：裴嘉卿

设计感悟：

我对这学期的展示设计课程收获颇多，对其有了清晰全面的认知，获取了很多新知识，明白原来

设计一个场景需要有这么多的设计规范。方案过程经历了不少艰辛，需要消解太多的信息与技能，

但在解决一个个问题的过程中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获益匪浅。唯一遗憾的是不太熟练 3D

软件，所以最终方案呈现效果没有达到理想中的样子，这也提醒了我去学习 3D 来提升自己。



设计：王雨欣

设计感悟：

本学期的展示设计课程让我体验到设计过程的乐趣，以及如何将自己的兴趣融入到设计中，享受

设计的过程，然后用尽全力把结果做到最好。我也认识到做设计工作也不完全是个永远的工具人，

在实现功能性的同时也可以有自己的审美个性。在课程中，学习了展示空间的色彩设计、道具设

计、场景设计等……对我来说又新增了一项全新的技能，设计就是不断去思考和深化自己。

现在经过一些商场，不禁也会想到这个是什么类型的展示设计，场景布置的用意，想传达的意思

是什么。在一个好的展示设计中，每一处道具，甚至灯光色的用法都是有讲究的。这是一门综合

的课程，让我对视觉设计专业的认知更进一步。





设计：杨海波

设计感悟：

展示设计是一项强调空间环境和道具形式的独立设计门类，它是一种空间形态的构成。展示环境

分为室内空间和室外空间。室内空间是以展品本位为出发点，在展示道具形式作用下的空间形态。

展示艺术与空间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展示艺术就是对空间组织利用的艺术。无论从展示设

计的概念，展示设计的本质与特征，展示设计的范畴以及展示设计的程序，我们都可以发现“空

间”这个概念是贯穿始终的。展示设计是一种人为环境的创造，空间规划就成为展示艺术中的核

心要素。所以在对空间设计进行探讨之前首先明确空间的概念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每一个设计师

需要把它当做“理念的基石”铭记在心的。

我还了解了商业空间设计的分类：百货店、邮政、连锁店、超级市场、购物中心、商业街、量贩

店、便利店、专卖店。而商业展示空间的功能也有多种：1.展示性，除了一半意义上的商品陈列，

商业空间还可以包括舞台上动态的表演、各种形式广告的发布 pop 等有关商品自身以及附加信息

的传达；2.服务性，商业空间提供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服务，包括购物、休闲、咨询、汇兑、寄

存、修理、餐饮、美容等；3.娱乐性，提供影剧院剧场、儿童游乐、电子游戏、运动休闲等调剂

身心的活动；4.文化性，无论是商品陈列或娱乐活动，其本质均是文化活动，包括各类流行时尚

也是一种文化。

总之，展示设计课程让我收获了很多，对于展示设计，尤其是对商业空间设计有了更清楚的认知，

我很喜欢这门有着宽广外延和深厚内蕴的综合性表现课程。



设计：李耀鑫

设计感悟：

一开始听说这学期有展示设计这门课的时候我是比较担心的，因为我学的是平面设计，没有接触

过空间设计这类东西，并且一听说要做一个线上展览，内心就开始慌了，但是随着老师带领我们

慢慢的深入下去，我发现其实与目前所学专业并没有太大的脱节，还是最基本的构思、设计、执

行，慢慢的有了对展示的一些概念，并且在期末大作业的践行中越来越顺利了。我最大的收获是

建立了大设计的观念和思维方法，这是打通各设计门类的金钥匙。



设计：费云鹏

设计感悟：

我的课程作业主题是“万物生”包装展示设计。从主题确定到设计深化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颜

色的选择、材质的挑选、道具的布局等等。毕竟八周的学习时间有限，经过努力调整，最后呈现

的效果让我觉得还可以更好，还需继续努力，争取把之后的课程作品做的更加完善。在整个学习

和设计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人、物、境三者交互的重要性，如果这三者相互之间没有关联一

定不会是一个好的作品。



设计：张雪寒

设计感悟：

通过动态展示设计这门课，我学到了很多，关注到一些我们在观看展览时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以

及学会了在做展示设计过程中所要注意的细节点。通过课程与每课作业的逐渐推进以及实操练

习，我对展示设计有了综观的认识和把握。在设计深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在效果

图的绘制上，我们不如环艺学生，解决的方式是尽可能用自己视传专业所学的平面知识来化解。

我认为创新的思维和灵感的捕捉是非常重要的，它贯穿于设计的始终。



设计：张雪寒（设计过程撷取）



设计：刘何星

设计感悟：

本方案设计目标是展现品牌特色与精神，传递快乐能量。在此次设计过程中,体会到了整个方案

从零开始到最后渐渐落实的充实感觉，也认识到自己一些设计上的疏漏，这些都是对我的设计经

验的提升，也让我重新用起了一些比较生疏的程序，总的来说，感觉对自己的帮助很大。



设计：应淼迪

设计感悟：

本次设计虽然只是停留在这款肥皂的包装设计上，没有衍生至更多的生活用品，目的在于让消费

者聚焦于产品的关于“动物保护”的包装图案，从而认识到化妆品实验是对动物的迫害。我在设

计调研中了解了动物实验的详细资料，很受触动，我们需要牢记：“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这次的课程通过老师的教授，看了很多好的案例，了解了展示空间的丰富性和如何让自己的创意

思维表达方式呈现在方案中。

立体不同于平面，可以显现出作品的多面性和创作者更多的表现意图空间。在整个设计的过程中，

我也遇到了许多瓶颈，像是人、境与作品之间的联系，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和谐统一？我研究了许

多案例，尝试过许多种方法，比如设计包装时使用相对清新贴近大自然的浅色系，给使用者舒适

的视觉感受等等。最终作品的呈现还是较为满意的，但也存在很多提升空间，我会继续努力，在

将来的毕业设计中达到更好的呈现。



设计：黄少丞

设计感悟：

展示设计需要满足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需求。通过这次展示设计的学习，我了解到在对空

间设计进行探讨之前，首先明确空间的概念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每一个设计师需要把他当做“理

念的基石”铭记在心的，既为一个充满人性化的展示空间才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空间设计。



设计：朱倪健

设计感悟：

这次关于手表的展区设计中，我发现在做设计的时候，不光需要想象力，还需要很强的执行力和

耐心，并且最关键的不能单纯的以个人喜好去设计，而是要以个人艺术审美眼光辅助品牌推广，

从而迎合大众对品牌的接纳体验。



设计：顾嘉璐

设计感悟：

这门展示设计课，起初对于我来说很陌生，以前从来都是画平面的东西，对于透视可以说是一窍

不通，所以这次真像是踢到了铁板，学习和画画的过程十分煎熬。经常提起笔来无处可下手，好

不容易画了一些了,抬头看吧，却又发现一张图中辗转三、四个平面，十分苦恼，很多地方修修

改改无数遍。磕磕绊绊了三天终于把大的场馆图磕出来了，虽然还是有些许对不上的角度，但是

真的学到了很多。让我知道了学习的过程没有捷径，即使付出很多可能也没有太好的结果，可是

不付出终究是一点都得不到的。



设计：张逸伦

设计感悟：

通过这次“恐惧主题馆”的设计体验，我逐渐发现展示是门艺术与思维相碰撞，现实和建筑相呼

应的课程。这个展览馆就好像是自己创造的一个世界，在观众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和嗅觉

上都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设计，使人们在观展的过程中会渐渐的沉浸在这些奇妙体验之中。优秀的

展示往往让人流连忘返，或者是一旦想起便会记忆犹新，这无疑归功于那些精妙的展示构想，无

论是在外在表现还是内部的情绪暗示给予人们心理上的呼应。

以往我们前往展览馆可能只是欣赏画作，欣赏展馆的气氛或者是活动，但是通过学习这门课，我

们还额外的会去思考布局、颜色搭配、元素关联等等各种技术问题。并且我也充分了解到了一个

优秀的展示设计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它往往要通过设计过程中对人对物的反复推敲打磨才能

实现商业功效和主题内涵的精彩演绎并置。

总的来说，展示设计是一门能够充分展现自我思维的课程，一门优秀的课程。



设计：罗莹冰

设计感悟：

在这次设计过程中首先要感谢老师指导我完成了展示设计作品，经过几周的奋战我的方案终于完

成了，有很多问题和困难因为老师的帮助才得以解决。

以前觉得展示设计课程只是属于环境设计专业的，经过本学期的学习我认识到展示设计不仅是对

之前所学课程知识的一种检验，同时也建构了大设计的概念，理解了跨界与融合。

通过这次展示设计的理论学习及老师由浅入深的方案设计推进指导，我才明白学习是一个长期积

累的过程，不能眼高手低、盲目自大。我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会不断的学习积累，努力提升自己

专业知识的跨度和广度及个人的综合素质修养。这些都是成为一名优秀设计师的条件。



设计：殷皓琪

设计感悟：

作为一个平面设计专业的学生，我在最初对展示设计其实一无所知，但是经过八周的展示课程学

习，老师的耐心指导，设计的实践，让我学到了许多，明白展示设计是一门多专业融合、与时俱

进的综合性学科。

展示设计是一种人为环境的创造，空间规划成为展示艺术中的核心要素。人们需要舒适和谐的展

示环境，声色俱全的展示效果，信息丰富的展示内容，安全便捷的空间规划，考虑周到的服务设

施等等，这些都是人们在精神上对展示设计提出的要求。

这门课让我认识最深刻的是，优秀的展示空间设计要以人为本，在实现展示主题功能性推广性的

同时要让人们的综合体验变得更加美好。



设计：张欣萌

设计感悟：

通过这次的动态展示设计课程的学习，我认为能创造出一个成功的美的设计真的很难，因为它不

仅需要设计者有认知美、感受美、创造美的能力和素养，还要求设计者有着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

可以说对设计者的能力和素养要求很高。但是我觉得设计本身却是一个享受的过程,能够在美的

世界里翱翔并发现属于自己的美丽的一片天空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所以享受发现美的过程，

享受设计本身。



设计：蔡佳燚

设计感悟：

通过展示空间设计的学习，我了解了平面以外的更多知识，比如关于快闪店、展览馆的一些布局

构造，灯光装饰手法以及材料的选择和应用，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 C4D 是实在不太行，因为有了

好的想法，但是渲染不出来模型很痛苦，手绘又达不到想表达的效果。

不过软件的问题我可以自己慢慢练习，但是展示空间的知识已经牢记在我的脑子里了，这对我以

后实习就业又多了一个选择方向，并且我对小型的展览很感兴趣，对灯光的使用也很好奇，这门

课一一为我解答了，并且让我有机会去调研去了解一些新的知识，包括老师在学习平台上传的大

量设计资料，非常丰富详细，包括但不限于展示空间，让我学到了很多。



设计：唐钦鋆

设计感悟：

未来科技所带来的弊端我们是否做好了应对的准备？而这样的道路是否又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应

该走的？近年来人们崇尚重返，回归自然的呼声不在少数，是否应该停下脚步找准方向？我们能

挣脱螺旋状上升阶梯，摆脱坠落深渊的可能吗？是否重返，如何重返，怎么重返，这是一个无法

回避的课题。我在展馆设计中采用漩涡的图形，整个展馆为一个巨大的螺旋，代表不断的向前发

展，却又可能重返最初的原点，警醒人们未来和过去是互为作用的，前行不代表迷失。



设计：张琪

设计感悟：

通过这次动态展示设计课程的学习，我强化了自己设计中的三维透视能力，为了完成插画展览馆

的方案设计，我第一次使用 SU 软件学习建模。在课程的进展过程中逐渐学习到了展示设计专业

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若干知识，扩充了自己更多的实用技能。设计是一个常做常新的工作，确实

需要开放的心态去不断接纳外界新元素和补充专业领域新技法。



设计：陈文婧

设计感悟：

通过展示设计课，我学到了很多。平时看展时轻轻松松，但自己在设计展览时才明白一个展览并

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设计出来的，有很多的步骤和方方面面的综观考量，包括展品展出效果、安全

隐患、包装运输、搭建等等。室内设计这种并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但是通过完成课程作业我发现

还是挺有趣的。其中，老师上课时提到作为设计师有想法的时候需要随时记下来，这点对我来说

受益匪浅。这门课所学习到的知识我会牢记于心，并且以后运用到毕设甚至工作中去。



设计：樊雨欣

设计感悟：

因为没有学展示课之前，有稍微临摹书上学习过 C4D，之后就没有怎么用过了，这次的展示课重

新用了 C4D，并且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一个展示空间，感觉很有趣，但是因为软件的不熟悉

做的不是很好，一些灯管的布置，材质的运用都没有很完善。通过这次的动态展示课学到了很多，

关于场景的布置、色彩的运用以及物体的大小摆放位置对环境的影响，并且需要满足观看者在物

质和精神上的需求，传达特定信息和展陈目的等等。总之，我对展示空间有了一个更深更全面的

理解，也对 C4D 有了更熟悉的运用。



设计：林珠

设计感悟：

通过这学期线上动态展示设计课程的学习，我补充了很多展示设计的相关知识，老师上课给我们

讲述得很细致，课下都会布置小作业进行推进练习，当自己做的时候发现那些效果图做起来并不

简单，C4D 自己真的需要好好学习，渲染出来的图最后确实很 nice。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更

加熟练地掌握相关软件的运用。我的展示主题是“羽梦”，设计目的是希望给那些需要帮助需要

解压的这群人一个空间来排解，这类群体不在少数但往往被忽视，太多的无法释放的心理压力会

造成很严重的抑郁病症，希望我的展厅设计对当代人们高压的快节奏生活方式有所缓解。



设计：孙涵君

设计感悟：

动态展示这门课虽然只有短短的八周，但也让我从刚开始对这门课的一无所知到现在的基本入

门，让我学到了很多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在不懂或者遇到问题时，老师的课件都能帮我解决问题。

现在课程已经到了要结束的时候，我的课程大作业也在老师的指导下相对成型，但与老师上课过

程中介绍的优秀案例还有很大差距。

我会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利用空闲时间，在展示设计这一方面继续学习精进，慢慢提高自己在这

一方面的能力。最后感谢指导老师马楠老师的耐心教导，老师辛苦了！



设计：刘悦

设计感悟：

这一次能够接触展示设计感觉是非常新奇和有趣的尝试，受益匪浅。因为在之前大家更多接触到

的是片面或者集中在某一方面的设计理念，展示设计我个人看来是一种更加综合的设计方向，就

像画素描的时候，画室老师会一直说画画要画整体一样，展示设计也是一门需要考虑到整体的设

计学科，不管是哪个方向哪个主题的设计想法，都要兼顾方方面面，可以展现自己的特长但也不

能放弃细枝末节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在老师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客观点评和反反复复提出建议后，不断完善自己本以为不可能完成的

“假设”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非常感谢老师的提点。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老师的帮助，

完成了自己的主题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设计：谢园

设计感悟：

第一次接触展示设计，在这之前，我们所接触的都是一些平面上的设计，没想过居然还会学习立

体上的东西。虽然我这次的展示道具还是以我们平时所学的平面设计内容为主，但是对于展馆的

规划以及立体空间的效果图都是第一次绘制，感觉点亮了新的技能，感觉跟环境设计有些类似，

学到了新的东西，自己设计的展馆，自己选择的主题，做出来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设计：张路霞

设计感悟：

通过八周的学习过程，我逐渐掌握了展示设计的综观体系与内在涵义，同时也学会从不同的角度

去看待设计。老师详细的讲解与教学让我懂得了思维导图的重要性，通过记录自己思维的变化，

能清晰的发现自己在设计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并且能够激发更进一步的设计推进。每一次的修改和

添加我都会详细的记录在自己的册子当中，能明显的发现自己的变化，发现自己的不足，并且不

断地进步。这门课给我带来的重要提示就是让我能够通过记录的方式清晰地审视自己的设计。



设计：张婷媛

设计感悟：

通过这门展示设计课程的学习，我对如何去布置一个展示场景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及设计实践。

在展示空间的布置中要联想到环境里面的主题风格、尺寸、道具等设计要素，通过场馆来衍生一

系列产品，考虑参观的人和设计的场景结合并且有互动和体验，还有道具与参观者之间的互动作

用，等等这些都展示设计的精要所在。



设计：张逸婷

设计感悟：

我在这门课中学到了很多以前不曾了解过的知识，而且在一步一步的设计推进过程中，自己的手

绘能力还有创新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感觉这门课程特别的有意义，老师启发式和拔高式的教

学让我的设计方案从开始的不完善达到了后面的长足进步，每一节课都是在不断地成长。



设计：陆纯

设计感悟：

在这次的动态展示课上学会了很多东西，应用手绘画了很多图，在之前的课上用软件绘制会比较

多，这次也是第一次用彩铅绘制了场景图，从各种角度绘制展览的内部和外部的结构图。第一次

使用了思维导图进行图片的设计，思维导图比我想象中的简单易懂，而且自从采用了思维导图以

后我就更加能够清晰的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了。

除了草图和设计工具的变换之外我还学会了使用道具来衬托我们的展示设计，比如应用展柜、展



台、玻璃柜台、巨大游泳池和巨大灯球来衬托和点亮“大白兔”这个主题。

空间也是我们这次设计的重点，展示设计的概念内涵丰富、领域广泛、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我

们通过对老师提供的优秀案例的参考，学会了如何直观、形象、系统、通俗易懂地展示我们的道

具和空间，其中万达展示橱窗对我具有参考价值。

展示色彩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知识点，为了避免空间色彩、整体色彩的单调，我们可以使用展位强

调色，以此来达到突出主题和基调统一的原则，其中展示设计的基调色可以通过渐变、过渡和对

比来达到沉稳厚重并且有变化的效果。

此外，版面的设计也很重要，比例、版式、文字、图形、色彩和整体的风格必须要统一。文字是

传达信息的重要媒介，颜色是我们认知未知图片的最直观的信息。展示的版面编排尤其重要，我

更倾向于不规则类型的，因为更加活泼、自由和灵动，比起规则类的更有曲线感和节奏感。

在这学期的展示设计课上我还学会了如何记笔记更有效率，还有老师让我们做眼保健操，保护自

己的眼睛，这都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容易忽视的点，也会伴随我以后的生活。

设计：陆纯（设计过程撷取）



设计：马雪怡

设计感悟：

本次展示设计的主题为“我爱咖喱”。通过这个主题把展示空间定位为香辛料博物馆。名称取义

“Curry”和“Love”中的“C”+“LOVE”为“CLOVE”。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帮助更多的人去了解

香辛料的风味、种植、运输以及它背后迷人的历史。



设计：朱寅秋

设计感悟：

展示设计是一门涉及多个方面的学科，它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与生活，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设计，

设计也离不开生活给予的灵感。

通过本次的动态展示设计的学习，我认为要创造出一个成功的美的设计是有难度的，因为它不仅

需要设计者有认知美，感受美，创造美的能力和素养，还要求设计者有着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等

等。但是我觉得设计本身却是一个享受的过程，能够在美的世界里翱翔并发现属于自己的美丽的

天空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享受发现美的过程，享受设计本身！

通过主题确定、概念方案等等的过程，看到了其他人的成果，我们展现出的是不同的思想，不同

的风格。在我的设计过程中，也从开始的不确定不明白，慢慢通过自己的思考和老师的指导解决

了过程中的难点，渐渐使整个设计过程豁然开朗。在这个过程中，我提高了思维能力和对展示空

间等的感受能力，更重要的是对于展示设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设计：邹媛

设计感悟：

为期八周的展示设计课程结束了，我也完成了“树洞”这个展览的设计。我先是从一个“想要看

看别人的日记啊！”的奇怪想法开始构思这个展览，日记相对来说是一个私人的东西，要是能做

一个关于分享日记的展览应该会很有趣吧！因此我开始确立了“树洞”这个主题，在展览中增加

了互动的环节，从开始绘制 logo 到一步步的展览设计推进，凝聚了很多创新的火花。

在设计这个展览的期间我尝试了用电脑绘制和手绘两种方式，因为绘制的技术不好我看了绘制教



程学习了一下，然而短时间的学习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导致手绘的效果图未能尽如人意。

总的来说我对于这次的设计还是比较满意的，让我尝试了不一样的事物，通过这门课程学习了展

示设计的很多知识，这些知识对我之后的学习设计都会产生帮助。

设计：邹媛（设计过程撷取）



设计：梁韫哲

设计感悟：

在展示设计课程的学习中，老师给我们看了很多设计师的优秀作品和毕设案例，给了我很多的启

发，这些案例不仅是从每个角度的深化，而且从拟定主题开始到草图绘制、元素提炼、设计深化

并完善、设计文本等等每一个步骤都清晰展现。从这些案例中我知道了自己缺乏什么，是在哪一

个步骤中缺乏以及需要补充什么等。

此外，感谢环艺的同学在建模这一块给予我的帮助，尽管最终方案的完成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但是这让我在展示设计的道路上开始上手了。我也明白了设计是要人性化的，而不是单纯的为了

设计而设计。



设计：梁韫哲（设计过程撷取）



设计：徐胜

设计感悟：

在进行“人与自然”这一主题的设计构思之初是比较迷茫的，多亏了老师给予了我及时的帮助与

指导，让我明白我需要去做什么，明白自己缺少的是什么。在头脑风暴阶段，我在想人与什么有

联系，结果发现只要是与人有关系的都是自然，这让我明白了我可以放手去做，这个主题很大，

需要突出自己的观点，我的观点就是需要给大自然回馈，我们人类才能得以生存。在整个设计中

我清楚的认识到“躬行”的重要性，就是一定要去动手做，做起来才知道缺什么，而不是空想。



设计：徐胜（设计过程撷取）



设计：胡佳悦

设计感悟：

动态展示课程让我接触到了以前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拓展了我的视野，也增强了我的专业能力。

我很喜欢这门课中可以进行天马行空想象的过程，让我能够做自己真正喜欢的设计，可以找到自

己感兴趣的东西，尽情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进行创作。我认为兴趣是做一件事最好的动力，在这

门课中我非常享受这种创作的过程，它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门课程，也不是完成一项作业这

么简单了。感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设计中放飞自己，在整个设计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创

作自己热爱的主题内容展现自我内心时的快乐，当然，还有完成作品后无与伦比的自豪感。



设计：黄鑫淼

设计感悟：

动态展示设计在我看来是一门相较于其他专业课来说比较另类的一门专业课。短短八周时间一晃

而过，回想起来，自己在这门课上也学习到了不少关于展示空间的基本理论，同时老师也在平台

上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与展示空间有关的课件和视频供我们课下巩固学习。即使在设计途中有碰

到不少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空间的规划和展示道具的设计方法，但通过查阅老师提供的课件中

的知识让我渡过了很多这样那样的设计难关。



如今已至课程尽头，我的最终设计作品也初具规模，但与老师给的案例相比还是有不少差距。课

程虽结束但学习的脚步不能停下，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步入了展示设计这个全新的领域，今后也

定勤加练习，精进自己的能力争取做出更好的作品。

最后也要谢谢老师这八周以来的辛苦指导和倾囊相授，再次感谢老师！

设计：黄鑫淼（设计过程撷取）



设计：徐淑鑫

设计感悟：

展示设计是一门综合艺术类别，主题包罗万象。在既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运用艺术设计语言，

通过对空间与平面的精心创造，使其产生独特的空间范围，不仅含有解释展品宣传主题的意图，

并使观众能参与其中，达到完美沟通的目的。建立在对展示设计综观通达的理解上，我按照课程

要求一步步的呈现出“气味图书馆”的设计方案，创新性、系统性与逻辑性的整合是着重考虑的

部分。



设计：徐淑鑫（设计过程撷取）



设计：吴君

设计感悟：

通过学习这几周的展示设计，我最大的感悟是，所有事都要像展示设计一样，里里外外与细节都

要照顾到。通过设计实践我认为展厅内的陈列很大因素决定着观者的第一印象，所以在设计构思

的时候，除了考虑展厅的周边环境外，也要考虑内部环境如展台的实用性，让产品能够得到充分

的展示，与参观者产生充分互动，欣赏并了解到展品的优缺点。

展厅设计在形象上与品牌需要吻合，在视觉上统一的前提下，传统的思维也要突破，如果一个展

厅在设计之初就摆脱不了品牌传播的固有思维，那就很难引起参观者的兴趣。就像我这次做的设

计馆，将儿童喜爱的星球与最不喜欢的蔬菜结合在一起，促使小朋友喜爱蔬菜。



设计：范逸舟

设计感悟：

在这次展示设计课程中，我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主题，用自己相对擅长的插画形式呈现，在后期

小册子的设计上，尝试了拼贴的展示形式，能使用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设计，让我感觉很愉

快。在整个方案设计过程中，感触最深的就是更加明确了设计流程的重要性，在这八周的时间里，

从前期调研，到初步方案，到方案深化，到具体的展示道具，再到最后融合设计，将设计内容放

进小册子，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设计深化的过程中也对前期的想法有了一些反思，从而

调整再跟进方案，最后形成了“译梦所”概念展示设计方案的完整展现。





设计：范逸舟（设计过程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