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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 
（1304L1） 

 

一、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本学科绘画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产物,是人与社会，与自然产生审美观照的

反应。绘画创作与研究的过程是激发艺术家的创造精神，提高审美能力、造型能力、形象思维能力

和艺术创造力，探索当代艺术理论和艺术创作语言。艺术创作和研究的主体表现，应基于对生活的

体验与认识，又要反映生活、表现生活，在艺术语言与表现形式上大胆探索与创新。 

主要研究方向: 

1.油画创作与研究: 通过油画专业的基本理论与技能的学习，在绘画造型与艺术思维方面接受

基本训练，培养良好的审美和创新素质，具备油画创作的基本能力，具有运用油画材料和绘画语言

表达艺术观念的能力。并能了解、掌握其它相关画种的表现技能及理论知识，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

实践创作能力。 

2.中国画创作与研究:中国画是中华传统文化外化的一种艺术形式，与传统哲学观、价值观、

审美观相映照，并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审美观念与个性图式、笔墨语言也会随着社会大审美观的

调整而得以不断与时俱进的一个画种。中国画的创作与研究，即是研究者对诸多新观念、新思潮，

对自然美与艺术美诸问题的探讨，也是个人精神体验自然与社会的一种过程。 

 

二、培养目标 

构建坚实的美术专业基础，重视理解、把握当代美术与设计领域的前沿发展趋势及状况；培养

理论与实践能力，注重培养独立的审美与创新能力，注重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也具备综合艺术素质，

符合与时俱进的新时代特性的专业研究人才。 

 

三、学制 

普通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 年，硕士生最长学制在基本学制基础上延长 0.5 年。硕士研究生

不允许提前毕业。 

 

四、课程设置 

类别 适用范围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备注

M 27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1/2 必修 

M 2700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2 必修 

M 240001* 硕士英语 48 3 1/2 必修 

F 3700001 汉语 96 6 1+2 必修 

F 3700002 中国概况 32 2 1/2 必修 

公共课 

M 22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诚信 16 1 1/2 必修 

M≥7

M/F 2500001 造型研究 48 3 1 必修  

 M/F 2500002 绘画材料与表现 48 3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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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适用范围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备注

M/F 2500003 绘画创作 32 2 2 必修 

M/F 2500004 中外艺术理论与思潮 32 2 2 必修 

M/F 2500005 创作草图(油) 32 2 1 选修 

M/F 2500006 专业考察(油\国) 32 2 1 选修 

M/F 2500007 风景写生 (油) 48 3 2 选修 

M/F 2500008 绘画形式与观念(油\国) 32 2 2 选修 

M/F 2500009 山水写生与临创转换(国) 48 3 2 选修 

 

 

 

专业课 

 

 

 

 M/F 2500010 诗词写作研究(国) 32 2 1 选修 

 

 

 

M≥16

 

 

 

 

“M”表示硕士生， “F”表示留学生， “M/F”表示该门课程既适用于硕士也适用于留学生。 

留学研究生（博士、硕士）除公共必修课与中国学生要求不同外，专业课程学分与中国学生要

求一致。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要求不少于 18 学分的专业课程，其中必修课不少于 10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6 学分（可有交叉学科课程 2 学分）。 

 

五、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0.5 学分）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不少于 6次学术活动，其中本人进行正规性的学术报告不少于 1 次。

每次学术活动要有 500 字左右的总结报告。学校提倡研究生尽可能多地参加跨学科的学术活动。 

2.专业外语（0.5 学分） 

指导教师负责指导硕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直博生选读和笔译相关专业外文文献，使研究生了解、

熟悉外语论文的写作及在国际会议发表论文和进行学术报告的要求。指导教师负责组织专业外语的

考核。 

3.实践环节（0.5 学分） 

由指导教师负责讲授或指导研究生学习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课程，进行实验、实践等相关技

能训练、科学研究及创新能力培养，并由导师负责考核。 

 

六、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相关工作 

1.文献综述（0.5 学分） 

所有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根据选定的研究方向，同时结合学位论文任务，阅读一定数量的国

内外文献。 

硕士研究生阅读至少 30 篇研究领域内的国内外文献，了解、学习本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

新方法、新材料的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不少于 4000 字的文献综述报告。 

2.开题报告（0.5 学分） 

开题报告以文献综述报告为基础，主要介绍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

施方案、计划安排和预期成果。 

开题报告评审由导师负责组织完成。硕士研究生开题应成立由 3-5 名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硕士生

导师（半数以上）与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专家组成的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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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期检查 

学院具体负责对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文献综述、开题报告、发表科技论文及学位论文工作的研

究进展情况等进行中期检查。 

2 年制硕士研究生（留学生）中期检查在第三学期中期完成，3 年制硕士研究生中期检查在第

四学期末完成。 

4.培养环节审查 

研究生学习期满，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分，完成专业外语、学术活动、科学研究训练及

创新能力培养等必修环节以及文献综述报告、开题报告等学位论文相关工作，通过培养环节审查后，

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培养环节由导师负责进行审查。 

5.论文撰写与论文答辩 

所有研究生必须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一篇达到学位要求的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

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表明本人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

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研究生通过培养环节审查后，可进入论文评审和答辩程序。 

2 年制硕士研究生（留学生）学位论文答辩时间距开题报告提交时间至少为 9 个月； 3 年制硕

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时间距开题报告提交时间至少为 12 个月。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按照《北京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进行。 

6.学位授予 

研究生在申请学位时的学术成果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关于博士、硕士学位申请者发表学术论

文的规定》。 

本学科对符合要求的学位申请人授予艺术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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