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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现当代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的生活水平也逐渐提升,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基础之上逐渐
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也促使其带动相关领域以及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就目前来看,视觉传达
设计与人类日常生活、学习等密切相连,对人类的视觉文化、信息获取等都具有很大的影响,由此,如何
在数字化这一发展背景之下优化视觉传达设计课程成为了目前值得探讨的重要话题。由此,本文主要通
过“基于数字化背景下视觉传达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作为研究内容,希望通过本文研究,不断提升视
觉传达设计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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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y, the living standard of human beings has also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On the basis of satisfying the material life, people gradually hav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spiritual life, this also impels it to drive the related domain as well as the talented person training quality
promotion. At present, visual communic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daily life and study, and has great
influence on people's visual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how to optimize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curriculum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worthy of discuss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inly through "based on the digital background of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research" as the research content, hope that through this study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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