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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室内设计专业对综合型实践人才的需求较高,而现行的室内制图教学则过于倾向于课堂
效果,缺乏相应的实训环节。在教学课堂开展中,如果没有实践作为辅助支撑,教学内容将会单调乏味,缺
乏吸引力,致使学生对理论知识理解不足。再者,传统教学方法并未从学生立场考虑问题,难以提高学生
兴趣,使学生迷失方向。文章中分析了室内设计制图课程教学的普遍现状,并就此内容进行探讨,旨在促
进学生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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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interior design profession has a high demand for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talents,
while the current interior drawing teaching is too inclined to the classroom effect and lacks the corresponding
training link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classrooms, if there is no practice as auxiliary support, the teaching
content will be boring and unattractive, resulting in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by
students. Furthermor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do not consider problem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tudent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increase students' interest and make students lose their wa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general status quo of interior design drawing course teaching, and discusses this content, aiming at promoting the
all-round growth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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