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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室内艺术设计专业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指导意见，结合室内

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所属专业方向的专业技能基本要求，本

试题库设计了以下专业技能内容的考核试题：必考专业基本技能模块

——设计素描、手绘效果图；专业核心技能必考模块——工程制图、

空间设计；专业特色方向和跨岗位特色技能选考模块——书法与篆刻、

美术字体设计与绘制。

模块 考核项目 考核技能 试题数量及编号范围

专业基本技能

设计素描 设计素描
15 套（650109-1-1-1 至

650109-1-1-15）

手绘效果图 手绘效果图
15 套（650109-1-2-1 至

650109-1-2-15）

专业核心技能

工程制图 工程制图
20 套（650109-2-1-1 至

650109-2-1-20）

空间设计 空间设计
10 套（650109-2-2-1 至

650109-2-2-10）

专业方向技能

美术字体设计与

绘制

美术字体设计

与绘制

10 套（650109-3-1-1 至

650109-3-1-10）

书法与篆刻 书法与篆刻
10 套（650109-3-2-1 至

650109-3-2-10）

一、专业基本技能

（一）设计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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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题编号：650109-1-1-1：“陶罐”创意素描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或造型与质感类似的器皿）选择几个器皿完成设计素描作品。依

据设计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对形体进行解构与重构，联想与想象。具有较强

的设计感，画面构成完整，适当体现基础素描要求。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相关器皿或器皿图片、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评分细则

设计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成

情况三个方面。物象形态结构合理表达占 30分，画面空间、构成形态与物象形态塑造占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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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30分。

2.试题编号：650109-1-1-2：“玻璃器皿”创意素描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或造型与质感类似的器皿）选择几个器皿完成设计素描作品。依

据设计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对形体进行解构与重构，联想与想象。具有较强

的设计感，画面构成完整，适当体现基础素描要求。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相关器皿或器皿图片、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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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成

情况三个方面。物象形态结构合理表达占 30分，画面空间、构成形态与物象形态塑造占 4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30分。

3.试题编号：650109-1-1-3：“动物”创意素描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选择动物整体或部分形体来完成设计素描作品。依据设计素描考

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对形体进行解构与重构，或联想与创意。具有较强的设计感，

画面构成完整，适当体现基础素描要求。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相关动物图片、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评分细则

设计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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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三个方面。物象形态结构合理表达占 30分，画面空间、构成形态与物象形态塑造占 4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30分。

4.试题编号：650109-1-1-4：“鹰”创意素描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结合鹰的形态特点与寓意完成创意设计素描作品。依据设计素描

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对形体进行解构与重构，创意与联想。具有较强的设计感，

画面构成完整，适当体现基础素描要求。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鹰图片或视频、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评分细则

设计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成

情况三个方面。物象形态结构合理表达占 30分，画面空间、构成形态与物象形态塑造占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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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30分。

5.试题编号：650109-1-1-5：“手”创意素描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选择其中一个手的动态或几个动态结合完成创意设计素描作品。

依据设计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对形体进行解构与重构，创意与联想。具有较

强的设计感，画面构成完整，适当体现基础素描要求。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手的动态图片、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评分细则

设计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成

情况三个方面。物象形态结构合理表达占 30分，画面空间、构成形态与物象形态塑造占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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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30分。

6.试题编号：650109-1-1-6：“脚”创意素描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选择其中一只脚的动态或几个动态结合环境完成创意设计素描作

品。依据设计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对形体进行解构与重构，创意与联想。具

有较强的设计感，画面构成完整，适当体现基础素描要求。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脚的图片、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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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成

情况三个方面。物象形态结构合理表达占 30 分，画面空间、构成形态与物象形态塑造占 4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30 分。

7.试题编号：650109-1-1-7：“凳子”创意素描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选择凳子或凳子局部结合环境（画架、静物灯等）完成创意设计

素描作品。依据设计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对形体进行解构与重构，创意与联

想。具有较强的设计感，画面构成完整，适当体现基础素描要求。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凳子或凳子图片、静物灯、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3）考核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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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分钟

（4）评分细则

设计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成

情况三个方面。物象形态结构合理表达占 30 分，画面空间、构成形态与物象形态塑造占 4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30 分。

8.试题编号：650109-1-1-8：“石膏几何体”创意素描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选择相应的石膏几何体完成空间转换或创意设计素描作品。依据

设计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对形体进行解构与重构，创意与联想。具有较强的

设计感，画面构成完整，适当体现基础素描要求。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石膏几何体多个、4开素描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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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评分细则

设计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成

情况三个方面。物象形态结构合理表达占 30 分，画面空间、构成形态与物象形态塑造占 4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30 分。

9.试题编号：650109-1-1-9：“灯”创意素描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选择相应的灯造型创意设计素描作品。依据设计素描考核的要求，

结合物象造型特点对形体进行解构与重构，创意与联想。具有较强的设计感，画面构成完整，

适当体现基础素描要求。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灯图片或实物、4开素描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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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评分细则

设计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成

情况三个方面。物象形态结构合理表达占 30分，画面空间、构成形态与物象形态塑造占 4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30分。

10.试题编号：650109-1-1-10：“水果”创意素描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或实物，选择相应的水果造型创意设计素描作品。依据设计素描考

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对形体进行解构与重构，创意与联想。具有较强的设计感，画

面构成完整，适当体现基础素描要求。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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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提供：画架、画凳、水果图片或实物、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评分细则

设计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成

情况三个方面。物象形态结构合理表达占 30 分，画面空间、构成形态与物象形态塑造占 4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30 分。

11.试题编号：650109-1-1-11：“静物”创意素描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或实物，选择相应的陶罐造型创意设计素描作品。依据设计素描考

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对形体进行解构与重构，创意与联想。具有较强的设计感，画

面构成完整，适当体现基础素描要求。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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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水果图片或实物、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评分细则

设计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成

情况三个方面。物象形态结构合理表达占 30分，画面空间、构成形态与物象形态塑造占 4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30分。

12.试题编号：650109-1-1-12：“鞋子”创意素描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或实物，选择相应的鞋子造型创意设计素描作品。依据设计素描考

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对形体进行解构与重构，创意与联想。具有较强的设计感，画

面构成完整，适当体现基础素描要求。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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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考场按 30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水果图片或实物、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评分细则

设计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成

情况三个方面。物象形态结构合理表达占 30分，画面空间、构成形态与物象形态塑造占 4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30分。

13.试题编号：650109-1-1-13：“鼠标”创意素描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或实物，选择相应的鼠标造型创意设计素描作品。依据设计素描考

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对形体进行解构与重构，创意与联想。具有较强的设计感，画

面构成完整，适当体现基础素描要求。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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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考场按 30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水果图片或实物、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评分细则

设计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成

情况三个方面。物象形态结构合理表达占 30分，画面空间、构成形态与物象形态塑造占 4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30分。

14.试题编号：650109-1-1-14：“酒瓶”创意素描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或实物，选择相应的酒瓶造型创意设计素描作品。依据设计素描考

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对形体进行解构与重构，创意与联想。具有较强的设计感，画

面构成完整，适当体现基础素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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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水果图片或实物、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评分细则

设计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成

情况三个方面。物象形态结构合理表达占 30分，画面空间、构成形态与物象形态塑造占 4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30分。

15.试题编号：650109-1-1-15：“石膏体”创意素描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或实物，选择相应的石膏体造型创意设计素描作品。依据设计素描

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对形体进行解构与重构，创意与联想。具有较强的设计感，

画面构成完整，适当体现基础素描要求。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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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水果图片或实物、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3）考核时量

180分钟

（4）评分细则

设计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成

情况三个方面。物象形态结构合理表达占 30分，画面空间、构成形态与物象形态塑造占 4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30分。

（二）手绘效果图

1.试题编号：650109-1-2-1组合沙发的设计与绘制

（1）任务描述

任务：沙发是室内设计中常见的家具之一，在装饰和实用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请根据参考

图片，采用手绘效果图的方式设计出具有装饰和实用功能的组合沙发。

要求：

①手绘作品主题鲜明，要求设计新颖，原创作品。

②作品内容包括设计思路、设计说明和效果图。

③作品要体现出新材料的运用和设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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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手绘考场（美术楼 501）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 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

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 人的，抽查学生为

50 人。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手绘工作台、8 开绘图纸。

考生自备：铅笔、彩笔、油画笔、马克笔、颜料、直尺、三角板、

橡皮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组合沙发的设计与绘制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2.试题编号：650109-1-2-2灯具的设计与绘制

（1）任务描述

任务：灯具是室内设计中常见的日常用品之一，在装饰和实用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请根据

参考图片，采用手绘效果图的方式设计出具有装饰和实用功能的灯具。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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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手绘作品主题鲜明，要求设计新颖，原创作品。

②作品内容要求有设计思路、设计说明和效果图。

③设计作品要体现现代新材料的运用。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手绘考场（美术楼 501）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 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

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 人的，抽查学生为 50

人。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手绘工作台、8 开绘图纸。

考生自备：铅笔、彩笔、油画笔、马克笔、颜料、直尺、三角板、橡皮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灯具的设计与绘制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3.试题编号：650109-1-2-3不锈钢椅子的设计与绘制

（1）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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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不锈钢椅子是室内设计中常见的日常用品之一，在装饰和实用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

请根据参考图片，采用手绘效果图的方式设计出具有装饰和实用功能的不锈钢椅子。

要求：

①手绘作品主题鲜明，要求设计新颖，原创作品。

②作品包括设计说明、设计草图和手绘效果图。

③设计的作品要求运用到不锈钢的现代新材料。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手绘考场（美术楼 501）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 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

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 人的，抽查学生为 50

人。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手绘工作台、8 开绘图纸。

考生自备：铅笔、彩笔、油画笔、马克笔、颜料、直尺、三角板、橡皮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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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不锈钢椅子的设计与绘制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

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

量占该项目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4.试题编号：650109-1-2-4卫浴产品的设计与绘制

（1）任务描述

任务：卫浴产品是室内设计中常见的日常用品之一，在装饰和实用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请

根据参考图片，采用手绘效果图的方式设计出具有装饰和实用功能的卫浴产品。

要求：

①手绘作品主题鲜明，要求设计新颖，原创作品。

②作品包括设计说明、设计草图和手绘效果图。

③根据参考图片设计两种不同风格的卫浴产品。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手绘考场（美术楼 501）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 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

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 人的，抽查学生为 50

人。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手绘工作台、8 开绘图纸。

考生自备：铅笔、彩笔、油画笔、马克笔、颜料、直尺、三角板、橡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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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卫浴产品的设计与绘制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

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

量占该项目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5.试题编号：650109-1-2-5衣柜的设计与绘制

（1）任务描述

任务：衣柜是室内设计中常见的日常用品之一，在装饰和实用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请根据

参考图片，采用手绘效果图的方式设计出具有装饰和实用功能的衣柜。

要求：

①手绘作品主题鲜明，要求设计新颖，原创作品。

②画面色彩搭配合理，符合审美需求，色彩不限；

③根据参考图片设计两种不同的衣柜。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手绘考场（美术楼 501）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 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

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 人的，抽查学生为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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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手绘工作台、8 开绘图纸。

考生自备：铅笔、彩笔、油画笔、马克笔、颜料、直尺、三角板、橡皮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衣柜的设计与绘制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

该项目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6.试题编号：650109-1-2-6餐桌的设计与绘制

（1）任务描述

任务：餐桌是室内设计中常见的日常用品之一，在装饰和实用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请根据

参考图片，采用手绘效果图的方式设计出具有装饰和实用功能的餐桌。

要求：

①手绘作品主题鲜明，要求设计新颖，原创作品。

②画面色彩搭配合理，符合审美需求，色彩不限；

③根据参考图片设计两种不同的餐桌。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手绘考场（美术楼 501）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 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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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 人的，抽查学生为 50

人。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手绘工作台、8 开绘图纸。

考生自备：铅笔、彩笔、油画笔、马克笔、颜料、直尺、三角板、橡皮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餐桌的设计与绘制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7.试题编号：650109-1-2-7藤编竹椅的设计与绘制

（1）任务描述

任务：藤编竹椅是室内设计中常见的日常用品之一，在装饰和实用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请

根据参考图片，采用手绘效果图的方式设计出具有装饰和实用功能的藤编竹椅。

要求：

①手绘作品主题鲜明，要求设计新颖，原创作品。

②作品包括设计说明、设计草图和手绘效果图。

③设计的作品要求运用竹子、藤萝等有机材料。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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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地：手绘考场（美术楼 501）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 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

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 人的，抽查学生为 50

人。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手绘工作台、8 开绘图纸。

考生自备：铅笔、彩笔、油画笔、马克笔、颜料、直尺、三角板、橡皮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藤编竹椅的设计与绘制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

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

量占该项目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8.试题编号：650109-1-2-8书柜的设计与绘制

（1）任务描述

任务：书柜是室内设计中常见的日常用品之一，在装饰和实用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请根据

参考图片，采用手绘效果图的方式设计出具有装饰和实用功能的书柜。

要求：

①手绘作品主题鲜明，要求设计新颖，原创作品。

②画面色彩搭配合理，符合审美需求，色彩不限；

③卷面整洁。



－26－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手绘考场（美术楼 501）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 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

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 人的，抽查学生为 50

人。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手绘工作台、8 开绘图纸。

考生自备：铅笔、彩笔、油画笔、马克笔、颜料、直尺、三角板、橡皮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书柜的设计与绘制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9.试题编号：650109-1-2-9茶几的设计与绘制

（1）任务描述

任务：茶几是室内设计中常见的日常用品之一，在装饰和实用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请根据

参考图片，采用手绘效果图的方式设计出具有装饰和实用功能的茶几。

要求：

①手绘作品主题鲜明，要求设计新颖，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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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作品包括设计说明、设计草图和手绘效果图。

③卷面整洁。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手绘考场（美术楼 501）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 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

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 人的，抽查学生为 50

人。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手绘工作台、8 开绘图纸。

考生自备：铅笔、彩笔、油画笔、马克笔、颜料、直尺、三角板、

橡皮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茶几的设计与绘制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10.试题编号：650109-1-2-10中式座椅的设计与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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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务描述

任务：中式座椅是室内设计中常见的日常用品之一，在装饰和实用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请

根据参考图片，采用手绘效果图的方式设计出具有装饰和实用功能的中式座椅。

要求：

①手绘作品主题鲜明，要求设计新颖，原创作品。

②作品包括设计说明、设计思路和手绘效果图。

③卷面整洁。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手绘考场（美术楼 501）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 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

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 人的，抽查学生为 50

人。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手绘工作台、8 开绘图纸。

考生自备：铅笔、彩笔、油画笔、马克笔、颜料、直尺、三角板、橡皮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中式座椅的设计与绘制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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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11.试题编号：650109-1-2-11客厅的马克笔上色

（1）任务描述

任务：客厅是室内设计中最主要的设计要素，它是人们家居生活必不可少的空间，请根据参

考图片，采用手绘效果图的方式为下面的客厅线稿上色。

要求：

①在试卷上完成线稿抄绘并上色。

②画面色彩搭配合理，符合审美需求，色彩不限；

③卷面整洁。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手绘考场（美术楼 501）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 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

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 人的，抽查学生为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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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手绘工作台、8 开绘图纸。

考生自备：铅笔、彩笔、油画笔、马克笔、颜料、直尺、三角板、橡皮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客厅的马克笔上色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12.试题编号：650109-1-2-12组合沙发的上色

（1）任务描述

任务：组合沙发是室内设计中最主要的设计要素，它是人们家居生活必不可少的空间，请根

据参考图片，为沙发线稿完成上色。

要求：

①在试卷上完成线稿抄绘并上色。

②画面色彩搭配合理，符合审美需求，色彩不限；

③作品要有准确的透视空间。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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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地：手绘考场（美术楼 501）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 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

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 人的，抽查学生为 50

人。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手绘工作台、8 开绘图纸。

考生自备：铅笔、彩笔、油画笔、马克笔、颜料、直尺、三角板、橡皮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组合沙发的上色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

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

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13.试题编号：650109-1-2-13儿童房的设计与绘制

（1）任务描述

任务：儿童房是室内设计中最主要的设计要素，它是人们家居生活必不可少的空间，请根据

参考图片，采用手绘效果图的方式设计出具有装饰和实用功能的儿童房。

要求：

①手绘作品主题鲜明，要求设计新颖，原创作品。

②画面色彩搭配合理，符合审美需求，色彩不限。

③画面透视空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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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手绘考场（美术楼 501）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 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

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 人的，抽查学生为 50

人。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手绘工作台、8 开绘图纸。

考生自备：铅笔、彩笔、油画笔、马克笔、颜料、直尺、三角板、橡皮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儿童房的设计与绘制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14.试题编号：650109-1-2-14卧室的马克笔上色

（1）任务描述

任务：卧室是室内设计中最主要的设计要素，它是人们家居生活必不可少的空间，请根据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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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图片，采用手绘效果图的方式为下面的卧室线稿上色。

要求：

①在试卷上完成线稿抄绘并上色。

②画面色彩搭配合理，符合审美需求。

③画面透视空间准确。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手绘考场（美术楼 501）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 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

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 人的，抽查学生为 50

人。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手绘工作台、8 开绘图纸。

考生自备：铅笔、彩笔、油画笔、马克笔、颜料、直尺、三角板、橡皮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卧室的马克笔上色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

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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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15.试题编号：650109-1-2-15卧室的马克笔上色

（1）任务描述

任务：卧室是室内设计中最主要的设计要素，它是人们家居生活必不可少的空间，请根据参

考图片，采用手绘效果图的方式为下面的卧室线稿上色。

要求：

①在试卷上完成线稿抄绘并上色。

②画面色彩搭配合理，冷暖调子不限，符合审美需求。

③卷面整洁。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手绘考场（美术楼 501）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 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

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 人的，抽查学生为 50

人。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手绘工作台、8 开绘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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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自备：铅笔、彩笔、油画笔、马克笔、颜料、直尺、三角板、橡皮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卧室的马克笔上色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

目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二、专业核心技能模块

（一）工程制图

1.试题编号：650109-2-1-1手工抄绘建筑图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建筑底层平面图手工抄绘

任务要求：

①图纸：A4号图幅。

②图名：底层平面图。

③比例：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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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图线：细线、中粗线、粗线。

⑤字体：汉字用长仿宋字体。材料图明用 5号字；尺寸数字均用 3.5号字。

⑥作图准确，图线粗细分明，尺寸标注无误，字体端正整洁。

作品提交形式：

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校内手工实训室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人，

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操作台、各种制图工具和制图材料。

考生自备：铅笔、针管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工程制图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2.试题编号：650109-2-1-2 按要求绘制制图环境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按要求绘制制图环境

任务要求：

①设置 A3图幅，用粗实线画出边框（400×277），按尺寸在右下角绘制标题栏，在对

应框内填写姓名和准考证号，字高 5。注: 标题栏不注尺寸。

②尺寸标注按图中格式，尺寸参数：字高为 3.5mm,箭头长度为 3.5mm,其余参数使用系

统缺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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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建立图层，各图层的名称、颜色、线型线宽如下：

名称 颜色 线型 线宽

粗实线
白色 Continuous 0.50m

m

细实线 白色 Continuous 默认

点划线 红色 Center 默认

虚 线 红色 Hidden 默认

文字注释 绿色 Continuous 默认

尺寸标注 红色 Continuous 默认

图框标题栏 白色 Continuous 默认

其余参数使用系统缺省配置,另外需要建立的图层,考生自行设置.

④将所有图形储存在一个文件中,均匀布置在边框线内,存盘前使图框充满屏幕,文件名

采用准考证号码.

⑤将本人的姓名、准考证号码按要求填写在试卷上，考试结束后把试卷压在键盘下，无

试卷者以零分计.

注意:考试结束，考生不要退出 AutoCAD界面，并迅速离开考场。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

点\工程制图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人，

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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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工程制图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3.试题编号：650109-2-1-3按要求绘制图形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按标注尺寸 1:1绘制图形(注:只按要求画图,不注尺寸)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

点\工程制图考场\学生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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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人，

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工程制图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4.试题编号：650109-2-1-4按要求绘制图形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抄画单层房屋平面图(比例 1:100),标注尺寸、轴线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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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

点\工程制图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人，

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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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工程制图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

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

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5.试题编号：650109-2-1-5按要求绘制图形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按比例 1：10抄画基础详图，并标注尺寸。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

点\工程制图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人，

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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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工程制图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6.试题编号：650109-2-1-6按要求抄画结构图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抄画结构图并标注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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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

点\工程制图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人，

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工程制图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7.试题编号：650109-2-1-7 按要求抄画立面图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抄画下图所示单层房屋立面图，比例 1:100，并完整标注图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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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

点\工程制图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人，

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工程制图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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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试题编号：650109-2-1-8 按要求抄画平面图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抄画下图所示单层房屋平面图，比例 1:100，并完整标注图示内容。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

点\工程制图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人，

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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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工程制图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9.试题编号：650109-2-1-9按要求抄画剖面图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抄画下图所示房屋剖面图，比例 1:100，并完整标注图示内容。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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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

点\工程制图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人，

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工程制图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10.试题编号：650109-2-1-10按要求抄画剖面图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抄画下图所示房屋剖面图，比例 1:100，并完整标注图示内容。



－48－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

点\工程制图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人，

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工程制图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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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11.试题编号：650109-2-1-11按要求抄画立面图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抄画下图所示家具立面图，比例 1:10，并完整标注图示内容。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

点\工程制图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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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人，

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工程制图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12.试题编号：650109-2-1-12按要求抄画家具三视图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抄画下图所示家具三视图，比例 1:10，并完整标注图示内容。

作品提交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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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

点\工程制图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人，

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工程制图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13.试题编号：650109-2-1-13按要求抄画家具三视图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抄画下图所示家具三视图，比例 1:10，并完整标注图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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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

点\工程制图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人，

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件（AutoCAD 2014、



－53－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工程制图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14.试题编号：650109-2-1-14按要求抄画家具三视图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抄画下图所示家具三视图，比例 1:10，并完整标注图示内容。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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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工程制图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人，

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工程制图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15.试题编号：650109-2-1-15按要求抄画家具三视图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抄画下图所示家具三视图，比例 1:10，并完整标注图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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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

点\工程制图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人，

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56－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工程制图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16.试题编号：650109-2-1-16按要求抄画家具三视图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抄画下图所示家具三视图，比例 1:10，并完整标注图示内容。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

点\工程制图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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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工程制图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17.试题编号：650109-2-1-17按要求抄画家具立面图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抄画下图所示家具立面图，比例 1:10，并完整标注图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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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

点\工程制图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人，

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工程制图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18.试题编号：650109-2-1-18按要求抄画家具三视图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抄画下图所示家具三视图，比例 1:10，并完整标注图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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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

点\工程制图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人，

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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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工程制图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19.试题编号：650109-2-1-19按要求抄画家具三视图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抄画下图所示家具三视图，比例 1:10，并完整标注图示内容。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

点\工程制图考场\学生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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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人，

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4）评分细则：工程制图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20.试题编号：650109-2-1-20按要求抄画家具三视图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抄画下图所示家具三视图，比例 1:10，并完整标注图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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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

点\工程制图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

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人，

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18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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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工程制图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

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二）空间设计

1.试题编号：650109-2-2-1小户型的设计与绘制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下图为某年轻夫妻居住的小户型平面图，请按照其空

间结构特点进行室内设计。

任务要求：

①画出一张平面布置图。

②室内空间布局合理、功能流线顺畅，尺度适宜、画面整洁、制

图规范。

③在平面图和立面图上均需作好相应文字标注及主要尺寸的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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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附简要设计说明（200字以内）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创意说明保存 word 文件格式并以座位号命名， 和考试文件

一起提交；

③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

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点\空间设计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

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

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

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240分钟

（4）评分细则：空间设计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

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

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

标准见附件。

2.试题编号：650109-2-2-2两居室的设计与绘制

（1）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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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内容：下图为某两居室的原始结构图图，请按照其空间结构

特点进行室内设计。

任务要求：

①画出一张平面布置图。

②室内空间布局合理、功能流线顺畅，尺度适宜、画面整洁、制

图规范。

③在平面图和立面图上均需作好相应文字标注及主要尺寸的标

注。

④附简要设计说明（200字以内）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创意说明保存 word 文件格式并以座位号命名， 和考试文件

一起提交；

③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

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点\空间设计考场\学生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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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

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

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

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240分钟

（4）评分细则：空间设计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

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

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

标准见附件。

3.试题编号：650109-2-2-3三居室的设计与绘制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下图为某三居室的原始结构图图，请按照其空间结构

特点进行室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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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要求：

①画出一张平面布置图。

②室内空间布局合理、功能流线顺畅，尺度适宜、画面整洁、制

图规范。

③在平面图和立面图上均需作好相应文字标注及主要尺寸的标

注。

④附简要设计说明（200字以内）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创意说明保存 word 文件格式并以座位号命名， 和考试文件

一起提交；

③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

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点\空间设计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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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

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

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

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240分钟

（4）评分细则：空间设计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

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

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

标准见附件。

4.试题编号：650109-2-2-4四居室的设计与绘制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下图为某三居室的原始结构图图，请按照其空间结构

特点进行室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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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要求：

①画出一张平面布置图。

②室内空间布局合理、功能流线顺畅，尺度适宜、画面整洁、制

图规范。

③在平面图和立面图上均需作好相应文字标注及主要尺寸的标注。

④附简要设计说明（200字以内）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创意说明保存 word 文件格式并以座位号命名，和考试文件一

起提交；

③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

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点\空间设计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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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

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

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240分钟

（4）评分细则：空间设计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

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

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

标准见附件。

5.试题编号：650109-2-2-5公寓的设计与绘制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下图为某公寓的原始结构图图，请按照其空间结构特

点进行室内设计。



－71－

任务要求：

①画出一张平面布置图。

②室内空间布局合理、功能流线顺畅，尺度适宜、画面整洁、制

图规范。

③在平面图和立面图上均需作好相应文字标注及主要尺寸的标

注

④附简要设计说明（200字以内）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创意说明保存 word 文件格式并以座位号命名， 和考试文件

一起提交；

③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



－72－

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点\空间设计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

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

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

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240分钟

（4）评分细则：空间设计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

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

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的 85%。具体

评价标准见附件。

6.试题编号：650109-2-2-6小型超市的设计与绘制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下图为某超市的原始结构图图，请按照其空间结构特

点进行室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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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要求：

①画出一张平面布置图。

②室内空间布局合理、功能流线顺畅，尺度适宜、画面整洁、制

图规范。

③在平面图和立面图上均需作好相应文字标注及主要尺寸的标

注。

④附简要设计说明（200字以内）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创意说明保存 word 文件格式并以座位号命名， 和考试文件

一起提交；

③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

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点\空间设计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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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

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

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

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240分钟

（4）评分细则：空间设计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

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

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

标准见附件。

7.试题编号：650109-2-2-7餐厅的设计与绘制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下图为某餐厅的一层原始结构图图，请按照其空间结

构特点进行室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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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要求：

①画出一张平面布置图。

②室内空间布局合理、功能流线顺畅，尺度适宜、画面整洁、制

图规范。

③在平面图和立面图上均需作好相应文字标注及主要尺寸的标

注。

④附简要设计说明（200字以内）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创意说明保存 word 文件格式并以座位号命名， 和考试文件

一起提交；

③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

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点\空间设计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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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

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

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

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240分钟

（4）评分细则：空间设计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

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

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

标准见附件。

8.试题编号：650109-2-2-8童装店的设计与绘制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下图为某童装店的一层原始结构图图，请按照其空间

结构特点进行室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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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要求：

①画出一张平面布置图。

②室内空间布局合理、功能流线顺畅，尺度适宜、画面整洁、制

图规范。

③在平面图和立面图上均需作好相应文字标注及主要尺寸的标

注。

④附简要设计说明（200字以内）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创意说明保存 word 文件格式并以座位号命名， 和考试文件

一起提交；

③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

生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点\空间设计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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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

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

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

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240分钟

（4）评分细则：空间设计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

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

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

标准见附件。

9.试题编号：650109-2-2-9手机专卖店的设计与绘制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下图为某手机专卖店的一层原始结构图图，请按照其

空间结构特点进行室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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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要求：

①画出一张平面布置图。

②室内空间布局合理、功能流线顺畅，尺度适宜、画面整洁、制

图规范。

③在平面图和立面图上均需作好相应文字标注及主要尺寸的标注。

④附简要设计说明（200字以内）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创意说明保存 word 文件格式并以座位号命名，和考试文件一

起提交；

③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

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点\空间设计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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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

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

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

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240分钟

（4）评分细则：空间设计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

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

总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

标准见附件。

10.试题编号：650109-2-2-10饮品店的设计与绘制

（1）任务描述

任务内容：下图为某饮品店的一层原始结构图图，请按照其空间

结构特点进行室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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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要求：

①画出一张平面布置图。

②室内空间布局合理、功能流线顺畅，尺度适宜、画面整洁、制

图规范。

③在平面图和立面图上均需作好相应文字标注及主要尺寸的标注。

④附简要设计说明（200字以内）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源文件，源文件和 JPG 文件分别以学生座位号命名；

②创意说明保存 word 文件格式并以座位号命名，和考试文件一

起提交；

③文件保存路径（网络共享文件夹中）：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

专业技能考核\ xxxx 考点\空间设计考场\学生考号。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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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地：技能考场（实训机房）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学生。即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再

从抽取专业中各随机抽取 10%的学生参加技能考核抽查。其中，抽查

专业学生为 25-250人的，抽查学生为 25 人，抽查专业学生少于 25

人的，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学生超过 500人的，抽查学生为

50人。

设施设备与软件环境：

电脑操作台、电脑、鼠标、键盘、考场局域网、技能考场所需软

件（AutoCAD 2014、 Sketchup2014、3DS Max2012、Adobe Photoshop

CC、Coreldraw x4）。

考生自备：铅笔、绘图纸等。

（3）考核时量：240分钟

（4）评分细则：空间设计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 评价内容包括

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

分的 15%， 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的 85%。 具体评价标

准见附件。

三、专业方向技能模块

（一）美术字体设计与绘制

字体变形设计主要是基于宋体、黑体等基础字体的结构和笔画特征基础上，对笔画和结

构进行解构、穿插、延展和变形等创意性的造型设计，使其适合文字设计主题应用环境，如

海报、包装、书籍装帧、PPT 封面等。

1.试题编号：650109-3-1-1：《中文字体变形设计》



－83－

（1）任务描述

设计要求：

根据以上提供的字体设计案例来进行指定文字内容的创意设计，且保持设计风格与案例

风格一致。文字设计构思巧妙、变形合理且有创意、符合主题要求、有较强的形式美感。色

彩可自行变化，可适当添加装饰。

设计内容：

“环境保护”或“节约用水”

作品提交要求：

① 可以使用 CorelDraw 或 Potoshop 两个软件中的任意一个来进行操作，成品尺寸为

A4 大小（210mmX297mm）。

② 提交两个格式的文件：保存格式为两个软件原始格式（.CDR 或.PSD 格式），图片格

式（.JPG）分辨率在 150-300dpi 之间均可。

③ 保存文件名为：姓名+学号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专业机房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专业电脑（系统 Win7 或以上）、CorelDraw 软件（X4 或以上版本）、Potoshop

（CS2 或以上版本）、方正字库、投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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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自备：铅笔、草稿纸。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字体设计与绘制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软件操作占 20 分，字体变形结构合理、比例协调 3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

意识体现占 50 分。

2.试题编号：650109-3-1-2：《中文字体变形设计》

（1）任务描述

设计要求：

根据以上提供的字体设计案例来进行指定文字内容的创意设计，且保持设计风格与案例

风格一致。文字设计构思巧妙、变形合理且有创意、符合主题要求、有较强的形式美感。色

彩可自行变化，可适当添加装饰。

设计内容：

“不见不散”或“非诚勿扰”

作品提交要求：

① 可以使用 CorelDraw 或 Potoshop两个软件中的任意一个来进行操作，成品

尺寸为 A4 大小（210mmX297mm）。

② 提交两个格式的文件：保存格式为两个软件原始格式（.CDR 或.PSD 格式），

图片格式（.JPG）分辨率在 150-300dpi 之间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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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保存文件名为：姓名+学号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专业机房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专业电脑（系统 Win7 或以上）、CorelDraw 软件（X4 或以上版本）、Potoshop

（CS2 或以上版本）、方正字库、投影仪

考生自备：铅笔、草稿纸。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字体设计与绘制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软件操作占 20 分，字体变形结构合理、比例协调 3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

意识体现占 50 分。

3.试题编号：650109-3-1-3：《中文字体变形设计》

（1）任务描述

设计要求：

根据以上提供的字体设计案例来进行指定文字内容的创意设计，且保持设计风格与案例

风格一致。文字设计构思巧妙、变形合理且有创意、符合主题要求、有较强的形式美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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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可自行变化，可适当添加装饰。

设计内容：

“快乐奔跑”或“月夜佳人”

作品提交要求：

① 可以使用 CorelDraw 或 Potoshop两个软件中的任意一个来进行操作，成品

尺寸为 A4 大小（210mmX297mm）。

② 提交两个格式的文件：保存格式为两个软件原始格式（.CDR 或.PSD 格式），

图片格式（.JPG）分辨率在 150-300dpi 之间均可。

③ 保存文件名为：姓名+学号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专业机房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专业电脑（系统 Win7 或以上）、CorelDraw 软件（X4 或以上版本）、Potoshop

（CS2 或以上版本）、方正字库、投影仪

考生自备：铅笔、草稿纸。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字体设计与绘制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软件操作占 20 分，字体变形结构合理、比例协调 3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

意识体现占 50 分。

4.试题编号：650109-3-1-4：《中文字体变形设计》

（1）任务描述

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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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提供的字体设计案例来进行指定文字内容的创意设计，且保持设计风格与案例

风格一致。文字设计构思巧妙、变形合理且有创意、符合主题要求、有较强的形式美感。色

彩可自行变化，可适当添加装饰。

设计内容：

“良品铺子”或“小琴咖啡”

作品提交要求：

① 可以使用 CorelDraw 或 Potoshop两个软件中的任意一个来进行操作，成品

尺寸为 A4 大小（210mmX297mm）。

② 提交两个格式的文件：保存格式为两个软件原始格式（.CDR 或.PSD 格式），

图片格式（.JPG）分辨率在 150-300dpi 之间均可。

③ 保存文件名为：姓名+学号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专业机房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专业电脑（系统 Win7 或以上）、CorelDraw 软件（X4 或以上版本）、Potoshop

（CS2 或以上版本）、方正字库、投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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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自备：铅笔、草稿纸。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字体设计与绘制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软件操作占 20 分，字体变形结构合理、比例协调 3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

意识体现占 50 分。

5.试题编号：650109-3-1-5：《中文字体变形设计》

（1）任务描述

设计要求：

根据以上提供的字体设计案例来进行指定文字内容的创意设计，且保持设计风格与案例

风格一致。文字设计构思巧妙、变形合理且有创意、符合主题要求、有较强的形式美感。色

彩可自行变化，可适当添加装饰。

设计内容：

“战鼓擂”或“杀破狼”

作品提交要求：

① 可以使用 CorelDraw 或 Potoshop两个软件中的任意一个来进行操作，成品

尺寸为 A4 大小（210mmX297mm）。

② 提交两个格式的文件：保存格式为两个软件原始格式（.CDR 或.PSD 格式），



－89－

图片格式（.JPG）分辨率在 150-300dpi 之间均可。

③ 保存文件名为：姓名+学号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专业机房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专业电脑（系统 Win7 或以上）、CorelDraw 软件（X4 或以上版本）、Potoshop

（CS2 或以上版本）、方正字库、投影仪

考生自备：铅笔、草稿纸。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字体设计与绘制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软件操作占 20 分，字体变形结构合理、比例协调 3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

意识体现占 50 分。

6.试题编号：650109-3-1-6：《中文字体变形设计》

（1）任务描述

设计要求：

根据以上提供的字体设计案例来进行指定文字内容的创意设计，且保持设计风格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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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一致。文字设计构思巧妙、变形合理且有创意、符合主题要求、有较强的形式美感。色

彩可自行变化，可适当添加装饰。

设计内容：

“柔软时光”或“一米阳光”

作品提交要求：

① 可以使用 CorelDraw 或 Potoshop两个软件中的任意一个来进行操作，成品

尺寸为 A4 大小（210mmX297mm）。

② 提交两个格式的文件：保存格式为两个软件原始格式（.CDR 或.PSD 格式），

图片格式（.JPG）分辨率在 150-300dpi 之间均可。

③ 保存文件名为：姓名+学号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专业机房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专业电脑（系统 Win7 或以上）、CorelDraw 软件（X4 或以上版本）、Potoshop

（CS2 或以上版本）、方正字库、投影仪

考生自备：铅笔、草稿纸。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字体设计与绘制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软件操作占 20 分，字体变形结构合理、比例协调 3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

意识体现占 50 分。

7.试题编号：650109-3-1-7：《中文字体变形设计》

（1）任务描述

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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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提供的字体设计案例来进行指定文字内容的创意设计，且保持设计风格与案例

风格一致。文字设计构思巧妙、变形合理且有创意、符合主题要求、有较强的形式美感。色

彩可自行变化，可适当添加装饰。

设计内容：

“家乐福”或“沃尔玛”

作品提交要求：

① 可以使用 CorelDraw 或 Potoshop两个软件中的任意一个来进行操作，成品

尺寸为 A4 大小（210mmX297mm）。

② 提交两个格式的文件：保存格式为两个软件原始格式（.CDR 或.PSD 格式），

图片格式（.JPG）分辨率在 150-300dpi 之间均可。

③ 保存文件名为：姓名+学号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专业机房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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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专业电脑（系统 Win7 或以上）、CorelDraw 软件（X4 或以上版本）、Potoshop

（CS2 或以上版本）、方正字库、投影仪

考生自备：铅笔、草稿纸。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字体设计与绘制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软件操作占 20 分，字体变形结构合理、比例协调 3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

意识体现占 50 分。

8.试题编号：650109-3-1-8：《中文字体变形设计》

（1）任务描述

设计要求：

根据以上提供的字体设计案例来进行指定文字内容的创意设计，且保持设计风格与案例

风格一致。文字设计构思巧妙、变形合理且有创意、符合主题要求、有较强的形式美感。色

彩可自行变化，可适当添加装饰。

设计内容：

“等待”或“追求”

作品提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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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以使用 CorelDraw 或 Potoshop两个软件中的任意一个来进行操作，成品

尺寸为 A4 大小（210mmX297mm）。

② 提交两个格式的文件：保存格式为两个软件原始格式（.CDR 或.PSD 格式），

图片格式（.JPG）分辨率在 150-300dpi 之间均可。

③ 保存文件名为：姓名+学号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专业机房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专业电脑（系统 Win7 或以上）、CorelDraw 软件（X4 或以上版本）、Potoshop

（CS2 或以上版本）、方正字库、投影仪

考生自备：铅笔、草稿纸。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字体设计与绘制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软件操作占 20 分，字体变形结构合理、比例协调 3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

意识体现占 50 分。

9.试题编号：650109-3-1-9：《中文字体变形设计》

（1）任务描述

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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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提供的字体设计案例来进行指定文字内容的创意设计，且保持设计风格与案例

风格一致。文字设计构思巧妙、变形合理且有创意、符合主题要求、有较强的形式美感。色

彩可自行变化，可适当添加装饰。

设计内容：

“艺空间”或“艺酒吧”

作品提交要求：

① 可以使用 CorelDraw 或 Potoshop两个软件中的任意一个来进行操作，成品

尺寸为 A4 大小（210mmX297mm）。

② 提交两个格式的文件：保存格式为两个软件原始格式（.CDR 或.PSD 格式），

图片格式（.JPG）分辨率在 150-300dpi 之间均可。

③ 保存文件名为：姓名+学号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专业机房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专业电脑（系统 Win7 或以上）、CorelDraw 软件（X4 或以上版本）、Potoshop

（CS2 或以上版本）、方正字库、投影仪

考生自备：铅笔、草稿纸。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字体设计与绘制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软件操作占 20 分，字体变形结构合理、比例协调 3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

意识体现占 50 分。

10.试题编号：650109-3-1-10：《中文字体变形设计》

（1）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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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要求：

根据以上提供的字体设计案例来进行指定文字内容的创意设计，且保持设计风格与案例

风格一致。文字设计构思巧妙、变形合理且有创意、符合主题要求、有较强的形式美感。色

彩可自行变化，可适当添加装饰。

设计内容：

“欢乐城”或“水世界”

作品提交要求：

① 可以使用 CorelDraw 或 Potoshop两个软件中的任意一个来进行操作，成品

尺寸为 A4 大小（210mmX297mm）。

② 提交两个格式的文件：保存格式为两个软件原始格式（.CDR 或.PSD 格式），

图片格式（.JPG）分辨率在 150-300dpi 之间均可。

③ 保存文件名为：姓名+学号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专业机房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

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专业电脑（系统 Win7 或以上）、CorelDraw 软件（X4 或以上版本）、Potoshop

（CS2 或以上版本）、方正字库、投影仪

考生自备：铅笔、草稿纸。

（3）考核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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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字体设计与绘制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软件操作占 20 分，字体变形结构合理、比例协调 3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

意识体现占 50 分。

（二）书法与篆刻

1.试题编号：650109-3-2-1:《楷书和汉印的临摹》

（1）任务描述：

内容：楷书临摹。汉印或秦印的临摹。

①懂得工具的使用

②知晓楷书的用笔和结体。

③对秦汉印的风格有基本的把握。

④能够比较完整的进行临摹。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 4尺对开条幅的楷书临摹作品。提交 8开篆刻印稿一张。

②考生将座位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书法室考场

按每次 100—2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

数配备相应的考场设施。场地配置数量可根据被测学生的数量的增减而按比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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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监考人员人数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书法工作室、8开素描纸、对开 4尺生宣。

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篆刻刀、砂纸、印泥、铅笔、水性笔。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标准

书法与篆刻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

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

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2.试题编号：650109-3-2-2:《楷书和汉印的临摹》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

楷书临摹。汉印或秦印的临摹。

①懂得工具的使用

②知晓楷书的用笔和结体。

③对秦汉印的风格有基本的把握。

④能够比较完整的进行临摹。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 4尺对开条幅的楷书临摹作品。提交 8开篆刻印稿一张。

②考生将座位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好。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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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地：书法室考场

按每次 100—2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

数配备相应的考场设施。场地配置数量可根据被测学生的数量的增减而按比例增

减，监考人员人数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书法工作室、8开素描纸、对开 4尺生宣。

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篆刻刀、砂纸、印泥、铅笔、水性笔。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标准

书法与篆刻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

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

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3.试题编号：650109-3-2-3:《楷书和汉印的临摹》

（1）任务描述：

内容：楷书临摹。汉印或秦印的临摹。

①懂得工具的使用

②知晓楷书的用笔和结体。

③对秦汉印的风格有基本的把握。

④能够比较完整的进行临摹。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 4尺对开条幅的楷书临摹作品。提交 8开篆刻印稿一张。

②考生将座位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好。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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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地：书法室考场

按每次 100—2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

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考场设施。场地配置数量可根据被测学生的数量的增减而按比

例增减，监考人员人数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书法工作室、8开素描纸、对开 4尺生宣。

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篆刻刀、砂纸、印泥、铅笔、水性笔。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标准：

书法与篆刻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

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

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4.试题编号：650109-3-2-4:《楷书和汉印的临摹》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

楷书临摹。汉印或秦印的临摹。

①懂得工具的使用

②知晓楷书的用笔和结体。

③对秦汉印的风格有基本的把握。

④能够比较完整的进行临摹。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 4尺对开条幅的楷书临摹作品。提交 8开篆刻印稿一张。

②考生将座位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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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书法室考场

按每次 100—2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

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考场设施。场地配置数量可根据被测学生的数量的增减而按比

例增减，监考人员人数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书法工作室、8开素描纸、对开 4尺生宣。

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篆刻刀、砂纸、印泥、铅笔、水性笔。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标准

书法与篆刻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

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

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5.试题编号：650109-3-2-5:《楷书和汉印的临摹》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

楷书临摹。汉印或秦印的临摹。

①懂得工具的使用

②知晓楷书的用笔和结体。

③对秦汉印的风格有基本的把握。

④能够比较完整的进行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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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 4尺对开条幅的楷书临摹作品。提交 8开篆刻印稿一张。

②考生将座位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书法室考场

按每次 100—2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

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考场设施。场地配置数量可根据被测学生的数量的增减而按比

例增减，监考人员人数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书法工作室、8开素描纸、对开 4尺生宣。

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篆刻刀、砂纸、印泥、铅笔、水性笔。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标准

书法与篆刻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

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

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6.试题编号：650109-3-2-6:《楷书和汉印的临摹》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

楷书临摹。汉印或秦印的临摹。

①懂得工具的使用



－102－

②知晓楷书的用笔和结体。

③对秦汉印的风格有基本的把握。

④能够比较完整的进行临摹。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 4尺对开条幅的楷书临摹作品。提交 8开篆刻印稿一张。

②考生将座位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书法室考场

按每次 100—2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

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考场设施。场地配置数量可根据被测学生的数量的增减而按比

例增减，监考人员人数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书法工作室、8开素描纸、对开 4尺生宣。

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篆刻刀、砂纸、印泥、铅笔、水性笔。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标准

书法与篆刻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

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

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7.试题编号：650109-3-2-7:《楷书和汉印的临摹》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

楷书临摹。汉印或秦印的临摹。



－103－

①懂得工具的使用

②知晓楷书的用笔和结体。

③对秦汉印的风格有基本的把握。

④能够比较完整的进行临摹。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 4尺对开条幅的楷书临摹作品。提交 8开篆刻印稿一张。

②考生将座位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书法室考场

按每次 100—2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

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考场设施。场地配置数量可根据被测学生的数量的增减而按比

例增减，监考人员人数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书法工作室、8开素描纸、对开 4尺生宣。

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篆刻刀、砂纸、印泥、铅笔、水性笔。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标准

书法与篆刻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

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

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8.试题编号：650109-3-2-8:《楷书和汉印的临摹》

（1） 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

楷书临摹。汉印或秦印的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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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懂得工具的使用

②知晓楷书的用笔和结体。

③对秦汉印的风格有基本的把握。

④能够比较完整的进行临摹。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 4尺对开条幅的楷书临摹作品。提交 8开篆刻印稿一张。

②考生将座位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书法室考场

按每次 100—2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

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考场设施。场地配置数量可根据被测学生的数量的增减而按比

例增减，监考人员人数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书法工作室、8开素描纸、对开 4尺生宣。

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篆刻刀、砂纸、印泥、铅笔、水性笔。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标准

书法与篆刻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

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

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9.试题编号：650109-3-2-9:《楷书和汉印的临摹》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

楷书临摹。汉印或秦印的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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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懂得工具的使用

②知晓楷书的用笔和结体。

③对秦汉印的风格有基本的把握。

④能够比较完整的进行临摹。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 4尺对开条幅的楷书临摹作品。提交 8开篆刻印稿一张。

②考生将座位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书法室考场

按每次 100—2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

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考场设施。场地配置数量可根据被测学生的数量的增减而按比

例增减，监考人员人数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书法工作室、8开素描纸、对开 4尺生宣。

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篆刻刀、砂纸、印泥、铅笔、水性笔。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标准

书法与篆刻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

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

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10.试题编号：650109-3-2-10:《楷书和汉印的临摹》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

楷书临摹。汉印或秦印的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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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懂得工具的使用

②知晓楷书的用笔和结体。

③对秦汉印的风格有基本的把握。

④能够比较完整的进行临摹。

作品提交形式：

①提交 4尺对开条幅的楷书临摹作品。提交 8开篆刻印稿一张。

②考生将座位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书法室考场

按每次 100—2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

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考场设施。场地配置数量可根据被测学生的数量的增减而按比

例增减，监考人员人数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书法工作室、8开素描纸、对开 4尺生宣。

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篆刻刀、砂纸、印泥、铅笔、水性笔。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标准

书法与篆刻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

况两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

总分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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