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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设计作为一门新兴的设计学科,是指对于某一个或某一些主体的客观环境,以设计的手法进行整合
创造的实用艺术。它包含的学科十分广泛,涉及建筑学、工程学、心理学、美学、社会学、文学等等多各领域。
环境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公共艺术设计、景观设计等。本论文针对环境设计中的室内设
计课程进行剖析,谋求更合理的教学方案。通过对室内设计课程改革的思路分析,探索更高效的课程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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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reform of interior design course in Environmental Design Specialty
Yanmin Cheng
School of art and media, Wuh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As an emerging design discipline, environmental design refers to the practical art of integrating and
creating the objective environment of one or some subjects by means of design.It contains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involving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psychology, aesthetics, sociology, literature and so on. The main
contents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include architectural design, interior design, public art design, landscape design,
et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ior design courses in environmental design and seeks a more reasonable
teaching scheme. Explore the more efficient curriculum design scheme. Through analyzing the train of thought
of interior design curriculum reform, this paper explores a more efficient curriculum desig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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