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艺

一、个人简介及主要学术成果

1、个人简介

杨艺，武汉人。

2005 年 6 月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工业设计专业获学士学位；

2009 年 6 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工程硕士专业获硕士学位；

2018 年至今攻读博士学位，就读于武汉理工艺术设计学院，研究方向为工业设计创新研究。

现为湖北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产品设计专业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2、主要社会兼职：

湖北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产品教研室主任

湖北省机械工程学会工业设计专家委会 理事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信息与交互设计专业委员会 会员

湖北美省术家协会 会员

湖北工艺美术家学会 会员

武汉市美术家协会 会员

3、代表性作品、展览及获奖经历：

2016 年作品《生命之城 city of life》入选参加 BIEAF2016 14th 釜山国际环境艺术节，荣

获银奖。（排序 1）；

2016 年作品《礼佛之一》入选参加 2016 年中国（九华山）国际禅意设计大赛，荣获银奖（排

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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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作品《林间光影》入选参加 2016 年中国（九华山）国际禅意设计大赛，荣获铜奖（排

序 1）；

2016 年作品《随性》入选参加第九届中国现代手工艺学院展，荣获入选（排序 1）；

2016 年作品《老两口》入选参加第九届中国现代手工艺学院展，荣获入选（排序 1）；

2016 年作品《南极考察装载车辆》入选参加第三届楚天杯工业设计大赛，荣获二等奖（排序

1）；

2016 年指导作品《“G-cloverppt”—智能医疗移动设备设计》入选参加湖北省第三届大学

生文化创意设计大赛，荣获优秀指导老师奖；

2017 年作品《“Ispiders 外墙清洗机器人》入选参加湖 2017 第二届黄鹤杯“工业设计大赛”，

荣获银奖（排序 1）；

2017 年论文《人机工程学在医疗病床整合设计中的应用研究》入选湖北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

节，荣获一等奖（排序 1）；

2017 年论文《探索基于“互联网+”的 App 交互体验设计思维模型》入选湖北省第六届大学

生艺术节，荣获二等奖；

2017 年论文《陶艺茶器创新研究》入选湖北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节，荣获三等奖；

2018 年两项作品《龙举云兴》、《众虎同心》入选参加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奖牌、奖杯设

计方案公开征集活动，荣获两项优秀奖。（排序 1）；

2018 年作品《骨骼概念车设计》入选参加意大利萨兰托国际设计节，荣获金奖。（排序 1）；

2018 年作品《3D 打印枕产品设计》入选参加“和丰杯”工业设计大赛，荣获银奖。（排序 1）；

2019 年作品《手冲咖啡壶套装设计》入选参加第十届中国现代手工艺学院展，荣获入选。（排

序 1）；

2019 年两项作品《网》、《器》入选参加“薪火”第一届湖北省青年陶艺家作品邀请展，荣

获两项入选。（排序 1）；

2019 年作品《奔跑之翼》入选参加国庆 70 周年群众游行湖北省彩车设计，荣获二等奖。（排

序 2）；

2019 年作品《奔跑之翼》入选参加国庆 70 周年群众游行湖北省彩车设计，荣获二等奖。（排

序 2）；

2019 年作品《电动轮椅概念设计》入选参加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荣获入选。（排序 1）；

二、主要科研、教研等成果

1、课题

《地铁公共设施的艺术化研究》（排序 2），2014 年；

《基于特定主题的移动设备信息组织与视觉设计研究》（主持人），2015 年；

《基于 3D 打印快速成型技术在产品设计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主持人），2017 年；

《毕业设计项目式实践教学模式研究》（排序 3）2017 年；

《基于 3D 打印技术在医疗辅助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主持人），2017 年；

《基于三维打印技术环境下的创意产品设计应用研究》（排序 3）2018 年；

《基于 3D 打印技术在时尚配饰设计中的应用与研究》（主持人），2019 年；

《基于楚式髹漆工艺传承与产品创新的毕业设计实践教学研究》（排序 2）2020 年；

2、论文

《创意产品设计融入文化元素的研究分析》 ，《学院美术》2013 年，独撰；

《当代文化创意商品设计的思考——陆定邦教学实践析》，《学院美术》2013 年，独撰；

《陶艺茶器创新性设计研究》，《福建茶叶》2016 年，独撰；

《高温陶瓷材料的异型产品成型方法》，《山东社会科学》2016 年，独撰；

http://gxkj.e21.edu.cn/xmgl/show_xm.php?programId=9820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Semiotics on the Product Design》，《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2016 年，独撰；

《3D 打印技术在产品设计教学中的运用与优势探索》，《课程教育研究》2016 年，独撰；

《Exploration of the Thinking Model of APP Interactive Experience Design Based on

"Internet +" 》，《Advances in Engineering Research【工程研究进展】》2017 独撰；

3、专利：

《一种拼接组合式迷宫》、实用新型专利，2015 年

《一种带放大镜的泡罩》，《一种新型书柜》 ，《一种新型茶几》 实用新型专利，2016

年；

《编织耳环》、《花瓣胸针》 、《围脖项链》 、《翅膀发卡》、《玫瑰发簪》 ，外观设

计专利 2016 年；

《坐凳（活塞型）》，《坐凳（水浪型）》，《坐凳（框型）》 、《坐凳（横条型）》，

《坐凳（水滴型）》，《坐凳（冰壶型）》 外观设计专利 2016 年；

三、个人艺术实践及学术观点

1、个人实践：

主要从事工业产品创新设计等方面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发表专业性论文共十余篇，其中多篇

论文参与艺术教育科研论文评选获奖；在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市、省、国家级专业设计大赛共

获奖三十余项，并获得 2014 年全国工业设计大赛（全国赛区）优秀指导教师奖，2016 湖北

省第三届大学生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优秀指导老师称号等多项指导教师奖。指导大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四十余项。个人获得奖项共五十余项，获批国家专利共十余项，一件作品入选全国美

展。

2、学术观点：

人的思维能力是从问题开始的，有问题才有思考，有思考才有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可能。所以

说，问题是创造力的源泉。在产品设计与开发中，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设计思维过程，它是有效开发创新设计思维潜能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日常衣食

住行的认真观察与感受，从生活中发现实际问题，并通过以设计概念来解决实际问题、通过

以主题调研与分析，运用产品设计的理念与方法进行解决问题。

四、本人指导研究生的代表性学术及科研成果

/



作品赏析

2013 年 《生命之城 City of Life》 建筑空间概念设计

《生命之城 City of Life》设计说明：

低能源建筑，是指不消耗常规能源建筑，完全依靠太阳能或者其它可再生能源。从节能建筑、

绿色建筑、生态建筑、可持续性理念，其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通过

太阳能集热技术,太阳墙、智能控制技术等。采用构架式、整体阳台式等多种形式实现与建

筑完美结合，除提供生活热水外，还能实现剩余热量的储存，确保太阳能地板采暖充足的热

量。也能为建筑内照明系统设备等提供用电。

设计理念: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能源、减少环境破坏与污染、实现零化石能源使用的目

的，实现基本循环利用的居住模式。建设这样一个实验性建筑群的目的，是为城市住宅建筑

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综合性解决方案，它同时解决环境等不同方面的需求，并运用一些

可靠的办法降低能耗、水耗用量，最大限度地使用太阳能。



2014 年 《多功能概念车设计》 40cmX30cmX40cm

《多功能概念车设计》设计说明：

全球需新能源的大规模应用以应对日益迫近的能源危机，推广使用电能与太阳能新能源的混

合动力已经是交通工具发展的新方向。本次全新的功能设计，不仅满足于城市区间的行驶，

也解决泊车空间最大化的利用。可调节升降式地盘更能适应各种地形，具有极高的通过性；

整车设计更具有现代气息的动感车身造型。内饰设计充分展现了雕塑感的简洁线条，富有表

现力。宽阔的碳纤维饰件贯穿整个仪表板。中控台从仪表面板向后延伸形成了一条绵长的波

浪形线条，两个后排座椅的独立空调出风口和一个储物箱蕴涵其中。浅灰色和绿色线内饰颜

色组合的灵感来自时尚界。仪表板、方向盘、座椅和车门面板等部位缝线增添了概念车的鲜

明运动风格。

1、将碳纤维材质应用到全车上，主要考虑材质上的回收利用的最大化，远比钢材节约许多。

2、由于各个城市机动车辆不断增加，这样的情况将在未来更加严重。汽油的燃烧产生的污

染源对空气和城市甚至地球带来巨大的伤害，这样新型环保能源的利用是一件势在必行的趋



势，这款概念车设计采用太阳能板与碳纤维材料进行结合吸收太阳能作为汽车动力，达到环

保能源的利用。

3、这款概念车采用伸缩式地盘，节约了停车空间，也能提高车辆的对于特殊地形的通过性

能，达到享受驾驶乐趣。

目前城市车辆的增加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可以更加合理的来考虑车辆的制造方式。

2015 年 《“骨骼”—概念交通工具设计》 80cmX40cmX30cm



《“骨骼”—概念交通工具设计》设计说明：

1、人体结构得到启发，不但从外形、功能去模仿生物，而且从生物奇特的结构中也得到不

少设计思路。在“仿生制造”中不仅是模仿大自然外部结构，而且也学习与借鉴人体结构自

身内部的组织方式与运行模式。这些为我提供了设计灵感。

2、仿生物表面肌理与质感的设计

本设计的重点肌理结构，寻求自然生物体的表面肌理与质感，不仅仅是一种触觉或视觉的表

象，更代表某种内在功能的需要，通过对生物表面肌理与质感的设计创造，增强仿生设计产

品形态的功能意义和表现力。

3、仿生设计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的设计方法，在汽车设计领域中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它以

独特的代码解放着固有的造型模式的设计形态，传递着整个设计理念。通过造型减少形式阻

力与可变式结构的原理将车身与空气的摩擦转换为空气这种同介质之间的摩擦，以减少汽车

高速行驶的风阻系数，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同时由骨骼密度的有机形态结构来进行组织车

身的连接结构更大的加强了车体本身的安全性能，产生两轮中的均匀负高压区，使高速行驶

的安全性能得到提高。

2016 年 《林间光影》

《林间光影》 设计说明：

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竹节自爱。 “林间光影”以竹为主要设计灵感，运用

竹形竹材，暗影浮动，让人仿佛置身竹林，品其味，嗅其香。让竹“婆娑本在人间外，雨后

风微满室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