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一、学院概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简称中科大人文学院）经中国科学院批准，

于 2000 年 11 月正式组建成立。 

人文学院的成立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创建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进程中迈出的

重要一步，它标志着中国科大致力于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层次的科学技术人才，这是与

当代世界高等教育体制接轨的重要举措，也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全面素质教育

的重大步骤。人文学院在科技大学的整体学科布局中将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作

用。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具有鲜明的科技人文交融特色，秉承科技大学高扬科学精神促进

社会进步的一贯宗旨，致力于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层次的科学技术人才。人文学院立足

于大的领域和学科交叉，注重培养面向新社会形态需要的新型复合型人才，已培养的学生

在国内外有很强的需求。 

 

二、院系专业设置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目前设有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外语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部、科技哲学教学研究部、人文素质教学研究部、体育教学部、

现代艺术中心、陶瓷艺术中心、国际发展研究所、蓝帆知识管理研究所等 11 个单位。现

有 3个本科专业（传播学、英语、考古学），一个国家重点学科（科技史），3 个博士点（科

学技术史、传媒管理、科技哲学），10 个硕士点（传播学、传媒管理、教育技术学、马克

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技术史、考古学、科技哲学、国际关系、英语语言文学、中

国哲学）。在 13 个学位点中，一级学科的科技史博士点为我国著名学者钱临照院士生前创

造，由这个博士点培养的毕业生分配在我国各著名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中，他们现大多已

成为我国科技史教学和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 

 

三、院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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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专业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深厚的理工知识背景、扎实的科技传播和现代出版技能、高水平的中英文表

达能力、较高的传播策划与经营管理水平，熟悉信息与传播领域的相关政策法规，能从事

网络传播与电子出版、新闻采编与图书编辑、国际版权贸易、信息管理与决策咨询等工作

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学制、授予学位及毕业基本要求 

学制：      四年 

授予学位：      文学学士 

毕业基本要求：  修满 161 学分 

课程设置的分类及学分比例如下表： 

课 程 类 别 学    分 比    例 

通   修   课 78 48.2％ 

学科群基础课 41 25.3％ 

专   业   课 35 21.6％ 

集中实践环节 8 4.9％ 

合     计 162 100％ 

 

三、修读课程要求 

要求修读的课程分为四个层次，每个层次的课程设置及结构如下： 

1、通修课：（78 学分） 

参照学校关于通修课的课程要求。 

2、学科群基础课：CO12*（传播类课程）：（≥41 学分，总 46 学分） 

媒介概论（3学分）、表达与沟通（3 学分）、社会学导论（3 学分）、数据库技术与应

用（3.5 学分）、管理学原理（3学分）、新闻学概论（3学分）、社会调查方法（3.5 学分）、

数字媒体技术（3学分）、现代心理学（3学分）、传播学概论（3学分）、英汉科技翻译（2

学分）、现代广告学（3 学分）、编辑出版学（2 学分）、高级英语写作（2 学分）、中国文

化精神（3学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3 学分） 

3、专业课：CO13*（传播类课程）：（≥35 学分，总 46.5 学分） 

批注 [xmy1]: 07 级 

批注 [xmy2]: 《电子线路基

础》《电子线路基础实验》《微

机原理与接口》不上 

批注 [xmy3]: new 

批注 [xmy4]: 原计划中删除

《视觉艺术专题》2’，《科技

编辑与出版专题》2’，《网络

文化专题》2’，《传播产业与

媒介管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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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专题（3 学分）、摄影与摄像技术（3 学分）、影视艺术导论（2 学分）、计算机

网络与应用（3.5 学分）、大众传播法（2学分）、艺术传播（2学分）、视听语言（3学分）、

科学普及专题（3学分）、公共关系学（3 学分）、文化人类学（2学分）、网络出版（3学

分）、新媒体艺术设计（3 学分）、三维动画设计（2 学分）、传媒管理（3 学分）、传媒批

判理论（2学分）、信息技术前沿（2学分）、电子商务概论（3学分）、高级新闻写作与名

篇鉴赏（2学分） 

4、高级课：CO14*（传播类课程）：（自选，不作要求）： 

传播学经典文选（3学分） 

 

本专业主干课程： 

表达与沟通、社会学导论、管理学原理、新闻学概论、数字媒体技术、现代心理学、

传播学概论、编辑出版学 

 

 

批注 [xmy5]: 新课，原 2 学

分 

批注 [xmy6]: new 

批注 [xmy7]: new 原 2 学分

批注 [xmy8]: new 



四、主要课程关系结构图 

    传播学专业主要课程关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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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基础课 

媒体技术 

电子商务概论 
信息技术前沿 
影视艺术导论 
视听语言 
三维动画设计 
新媒体艺术设计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网络与应用 
数字媒体技术 
摄影与摄像技术 

管理学原理 
现代心理学 
传播学概论 
编辑出版学 
中国文化精神

传播理论 

公共政策专题、科学普及专题、

大众传播法、艺术传播、文化

人类学、传媒批判理论、传媒

管理、传播学经典文选、中国

科技史概论 社会学导论

新闻学概论

网络出版

高级新闻写作与名篇鉴赏 

表达与沟通、现代广告学、公共关系学 

应用技能 社会调查方法

英汉科技翻译、高技英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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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导性学习计划表 

传播学专业四年制指导性学习计划 

一          年          级 

秋 春 

新课号 老课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新课号 老课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PS01001 无 形势与政策讲座  1 PS01003 10400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0 3 

PS01004 10400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60 3 FL01002 018502 综合英语二级 80 4 

PS01002 10400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40 2 PE012** 103B01 基础体育选项 40 1 

CO13020 025161 媒介概论 60 3 PH01001 022153 力学与热学 80 4 

FL01001 018501 综合英语一级 40 4 PH01701 022162 大学物理－基础实验 60 1.5

PE011** 103A01 基础体育 40 1 MA01002 001513 多变量微积分 120 6 

CS01001 210505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20 1 CS01003 210503 数据结构与数据库 60/30 3.5

CS01002 210502 C 语言程序设计 40/30 2.5 MA01003 001514 线性代数 80 4 

MA01001 001512 单变量微积分 120 6   文化素质类课程   

小    计 （ 9 ）门课 23.5 小    计 （ 8+1* ）门课 ≥27 

二          年          级 

秋 春 

新课号 老课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新课号 老课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无 军事理论  1 CO13003 025142 影视艺术导论 40 2 

PS01005 104009 重要思想概论 160 6 PH01003 022155 光学与原子物理 80 4 

FL01003 018503 综合英语三级 80 4 PE013** 103D01 体育选项（2） 40 1 

PH01002 022154 电磁学 80 4 MA02504 01708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60 3 

PH01702 022163 大学物理－综合实验 60 1.5 CO12005 025148 新闻学概论 60 3 

PE013** 103C01 体育选项（1） 40 1 CO12002 025145 社会学导论 60 3 

CO12003 025160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60/20 3.5 CO12001 025101 表达与沟通 60 3 

批注 [xmy9]: 3->4 

批注 [xmy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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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          级 

秋 春 

新课号 老课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新课号 老课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EM72001 025147 管理学原理 60 3 CO12013 025104 英汉科技翻译 40 2 

CO12013 025114 中国文化精神 60 3 CO13002 025146 摄影与摄像技术 40/40 3 

     CO13015 025155 新媒体艺术设计 40/40 3 

  文化素质类课程     文化素质类   

小    计 ( 9+1* )门课 ≥27 小    计 （ 10＋1* ）门课 ≥27 

      

三          年          级 

秋 春 

新课号 老课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新课号 老课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CO12006 025152 社会调查方法 60/20 3.5 CO12009 025151 传播学概论 60 3 

CO12007 025149 数字媒体技术 40/40 3 CS73002 025138 计算机网络与应用 60/20 3.5

CO12008 025150 现代心理学 60 3 CO13008 025144 视听语言 40/40 3 

CO12010 025113 高级英语写作 40 2 CO13014 025143 文化人类学 40 2 

CO12011 025140 现代广告学 60 3 CO13017 025162 公共关系学 60 3 

CO12012 025111 编辑出版学 40 2 CO13024 025166 传媒管理 60 3 

CO13006 025153 高级新闻写作与名篇鉴赏 40 2 C013009 025164 科学普及专题 60 3 

CO13001 025165 公共政策专题 60 3      

CO13025 025167 艺术传播 40 2      

  文化素质类课程     文化素质类课程   

          

          

小    计 （ 8+1* ）门课 ≥26.5 小    计 （ 8+1* ）门课 ≥20.5 

 

批注 [xmy11]: 6->4 

批注 [xmy1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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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年          级 

秋 春 

新课号 老课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新课号 老课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CO13005 025154 大众传播法 40 2   毕业论文  8 

CO13010 025115 网络出版 40/40 3      

CO13012 025157 传媒批判理论 40 2      

CO13013 025158 信息技术前沿 40 2      

CO13016 025159 电子商务概论 40/40 3      

EM04602 025602 传播学经典文选 60 3      

CO13011 025133 三维动画设计 20/40 2      

          

          

          

          

          

          

          

          

          

          

          

          

          

          

小    计 （ 7 ）门课 17 小    计 （  ）门课 8 

批注 [xmy13]: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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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介绍 

课    号：CO12001 

课程名称（中文）：表达与沟通 

课程名称（英文）：Expressing and Communicating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本课是一门综合能力的训练课程，立足于“终端定型”的思想，按照“语言七型”模式对

学生进行系统训练，将从叙述能力、议论能力、说明能力、抒情能力、虚构能力五个途径

深入解析演练，使学生在深度参与中透彻理解表达与沟通的心灵基础与品格基础，从而走

向更圆融的表意境界。 

 

课    号：CO12002 

课程名称（中文）：社会学导论 

课程名称（英文）：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本课重点讲授古典社会学理论、现代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的新发展。其中现代社会学

理论及其当代发展为教学的难点。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得学生可以掌握西方社会学理论的

由来与发展，特别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课    号：CO12003 

课程名称（中文）：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课程名称（英文）：Databas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学    时：60/20 

学    分：3.5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CS01001 计算机文化基础、CS01002C 语言程序设计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本课程详细阐述和研究了数据库系统尤其是关系数据库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介绍

了数据库国际标准语言——SQL 语言以及数据库设计的基本技术和方法，旨在指导数据库

应用系统的开发和数据库技术的广泛应用。 

 

课    号：EM72001 
课程名称（中文）：管理学原理 

课程名称（英文）：Management Theory 
学    时：60 

学    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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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管理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管理学是在管理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门实用性科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组织传播学

等学科有大量的交叉和联系。本课程以广泛流传的管理“四过程”理论为框架，从“计划、

组织、领导、控制”几个方面分别介绍有关理论。为了配合本科培养计划，重点介绍与传

播相关的理论。在理论学习的同时，适量的加入案例教学和实践的内容，并针对现实的发

展，把电子商务的有关内容也结合到讲授内容中去。 

 

课    号：CO12005 
课程名称（中文）：新闻学概论 

课程名称（英文）：Introduction to News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新闻传播类本科生 

主要内容：本课程包括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两部分。新闻理论主要介绍新闻学与新闻工作、新闻发展、

新闻基础知识、新闻与信息、宣传、舆论的分析比较、中国报业的发展现状及独特想象，

以及通过案例、新闻事件分析新闻媒体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以期让学生对新闻工作和新闻

事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反思；新闻业务主要介绍新闻采访、各种新闻文体写作、新闻编

辑的基本规律和技巧，并就深度报道、网络新闻、广播电视新闻等新媒介环境下新闻形态

的演变进行专题简单介绍，让学生熟练掌握新闻采、写、编、评的基本业务技能，跟进新

闻的发展，成为符合社会现时需要的新闻高级人才。 

 

课    号：CO12006 
课程名称（中文）：社会调查方法 

课程名称（英文）：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学    时：60/20 

学    分：3.5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社会不断进步，日趋复杂，越来越多的领域、问题需要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开展调查、分

析等研究工作。本课程旨在通过系统全面的科学研究方法的介绍，培养集理论与实践、方

法论与工具论于一体的，能够胜任市场调查、咨询、媒体调查、科研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

专业人才。 
 

课    号：CO12007 
课程名称（中文）：数字媒体技术 

课程名称（英文）：Multimedia Technology 
学    时：40/40 

学    分：3 

开课学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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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本课程介绍多媒体、多媒体系统及数据压缩编码等基础概念；阐述图像、音频、动画、视

频、动画、图像等信息的数字化方法与技术；并利用常用工具软件对上述多媒体信息进行

编辑的基本操作；将多媒体信息集成的工具和方法。 

本课程开通远程教学网络，辅以多媒体课件、学生实际操作等等。 

 

课    号：CO12008 
课程名称（中文）：现代心理学 

课程名称（英文）：Modern Psychology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心理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既有渊源的历史，又有创新

的新发现。它给人们的生活工作以启示和指导。这里开设的《现代心理学》是一门基础学

科，它集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心理学史和教育心理学为一体，既有面的心理学基本

知识的介绍，又有与传播专业有关的心理学知识关键点的深入探讨。鉴于科大学生的理科

背景，学生不可能有非常专业的心理学基础的铺垫，构建一个心理学大框架，给一个心理

学新理念，为学生今后心理学知识的填充及应用是非常重要和必须的。 
 

课    号：CO12009 
课程名称（中文）：传播学概论 

课程名称（英文）：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传播学 

主要内容：传播学是一门跨学科多分支的新兴学科，是以科学的方法考察信息的产生、流通过程以及

结果和影响，增进对信息本质的理解。其目标是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

思维方式，能够对现实的一些状况作出合理的解释。 

 

课    号：CO12010 
课程名称（中文）：高级英语写作 

课程名称（英文）：Advanced English Writing Skills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本课程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英文写作技能训练，使学生能够认识写作的规律，对自己的写作

不断进行自我评改；完成与学习有关的各种写作任务，并养成写的习惯；用恰当的语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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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写简短的叙述文、描写文、说明文和论述文；写出格式正确的小论文、小型项目报告

和常用的应用文；并能通过写作有效地进行交际。 
 

课    号：CO12011 
课程名称（中文）：现代广告学 

课程名称（英文）：Modern Advertising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广告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该课程系统介绍现代广告学的起源、发展和现状。着重探讨广告学的基本原理、广告的功

能和作用、广告的运动程序：广告调查、广告策划、广告创意、广告媒体战略、广告效果

评估等、广告如何适应新的营销环境和传播环境；并讨论广告与受众、广告与营销传播要

素的关系；对广告市场运作的三大主体和广告管理也作了适当的探讨。通过内容的论述介

绍广告学理论及实际操作方法。 
 

课    号：CO12012 
课程名称（中文）：编辑出版学 

课程名称（英文）：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本课程主要讲述编辑工作的“六艺”，即选题组稿、审稿、编辑加工、发稿和编后工作 ，
让学生体会到编辑工作的基本流程。同时，关注当下编辑出版技术的发展动向，对多介质

出版和网络技术发展条件下，编辑出版工作以及编辑工作者应采取的应变措施加以阐述。

适当的讲述一些有关图书装帧设计的基础知识。 
 

课    号：CO12013 
课程名称（中文）：中国文化精神 

课程名称（英文）：The Cultural Spirit of China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该课程介绍中国文化形成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因素，分析在文艺、宗教、哲学领域

的文化特征，重点讨论中国文化从上古到近代的发展历程、文化伦理类型和推动民族壮大、

凝聚、发展的四种基本精神。 
 

课    号：CO12014 
课程名称（中文）：英汉科技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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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英文）：E-C Translation of Science English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本课程是典型的应用技能型课程，在讲述大量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同时，结合大量的

实战练习，通过高强度的联系，可以快速的提高学生的翻译实战水平。课程的安排主要分

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翻译基础训练，从翻译的基本理论开始，锻炼学生的翻译思维，

同时提高英文阅读水平、中文写作水平和翻译作品的欣赏水平；第二阶段集中锻炼对科技

英语的翻译能力，包括有科技英语特点的理论讲解、科技英语的专项翻译技巧及大量的针

对性翻译训练。 
 

课    号：CO13002 
课程名称（中文）：摄影与摄像技术 

课程名称（英文）：Technology of Photography 
学    时：40/40 

学    分：3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摄影部分：通过展示讲解和学生亲自动手，了解包括单反，旁轴，双反及大型机背取景相

机和数码相机的特点，使用场合和各自的优缺点。重点讲解了 常用的单反相机的操作及

使用常识，展示和讲解各种镜头的特点和使用，讲解了和镜头有关的透视，景深等概念。

指导学生在拍摄中正确选择镜头的焦距，初步掌握超焦距等和镜头景深有关的技巧。通过

中性灰概念的引入，讲解了正确曝光的理论。通过各种胶卷的介绍重点讲解了胶卷感光曲

线对正确曝光的指导意义。 后通过实际拍摄，消化课堂教学内容。初步掌握从拍摄到冲

印的全过程，对 常用的人像，风景，静物摄影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对摄影构图有一定的

认识。 
摄像部分：在学习好摄影理论基础上，掌握摄像和电视编辑的基本理论，有一定的新

闻采访写作的基础上，学会摄像机的基本操作、编辑机的使用以及常用非线性编辑软件的

使用。 
 

课    号：CO13003 
课程名称（中文）：影视艺术导论 

课程名称（英文）：Introduction to Film and TV Art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本课程以片例讲解和理论概述相结合的形式，从影视发展历史、影视基础理论、不同时期

的影视风格流派介绍到各理论思潮对影视的影响等方面，对世界影视的发展和影视理论的

形成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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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号：CO13004 
课程名称（中文）：计算机网络与应用 

课程名称（英文）：Theory &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Networks 
学    时：60/20 

学    分：3.5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本课程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主导思想，系统的介绍计算机网络的基本理论和组网技术。尽

可能的介绍 新发展起来的新概念,新方法和新技术。在结构上, 以 TCP/IP 协议族为线索，

突出因特网应用。主要包括：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局域网,广域网,TCP/IP 协议,网络安全和

Internet 等内容。 
 

课    号：CO13005 
课程名称（中文）：大众传播法 

课程名称（英文）：Law of Mass Communication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本课以法律知识为基础，辅以案例讨论，按照基本人权、知识产权、大众传播专门法律等

模块进行讲述。通过本课的学习，让学生了解我国目前对有关大众传播的主体、行为、传

播内容等的法律调整，要求学生能够掌握有关设立大众传播主体的基本条件、传播主体在

从事大众传播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则以及违法传播的法律后果及其法律责

任。同时培养学生作为大众传播主体和客体两方面的法律意识，为学生日后传播实践活动

提供指导。 

 

课    号：CO13006 

课程名称（中文）：高级新闻写作与名篇鉴赏 

课程名称（英文）：Higher News Reporting & Writing and Famous News Writings Appreciation 
学    时：40 

学    分：2 

预修课程：CO12005 新闻学概论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新闻传播类本科生 

主要内容：本课程主要教授学生新闻报道的方式、新闻写作的具体规律、方法与技巧，并立足时代的变化

带来的新闻传播技术、新闻形态、新闻报道样式、写作规律与方式的变迁，教授 新的、契合

现代新闻环境和需求的新闻写作技巧。同时，要求和指导学生在课外参与新闻采访与写作等实

践活动，提高学生的新闻业务能力和写作水平。通过鉴赏、分析性地学习中外新闻史上众多新

闻名篇名著作品，在了解新闻事业的发展和众多名记者、名编辑的成长历程和写作风格的基础

上，进一步研习新闻写作规律和技巧，为今天的新闻写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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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号：CO13008 
课程名称（中文）：视听语言 

课程名称（英文）：The Language of Movie 
学    时：40/40 

学    分：3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CO13003 影视艺术导论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本课程以理论概述和片例讲解相结合，从影视节目概论介绍，影像的叙事法则、规律到视

听语言各方面的运用，较全面地在鉴赏中介绍影视节目制作的各要素。本课程由于其特殊

性，不能纸上谈兵，所以专门另辟课时让学生使用 DV，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真正对影视传

播有更深刻的认知。 

 

课    号：CO13010 
课程名称（中文）：网络出版 

课程名称（英文）：Network Publishing 
学    时：40/40 

学    分：3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CO12007 数字媒体技术、CS73002 计算机网络与应用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本课程是在网络出版理论与实践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相应的课程体

系。课程分为原理篇、技术篇、应用篇和管理篇等四个方面，从网络出版的概念阐述、与传

统出版的对比、核心技术的分析，关键应用的探讨以及运营、管理和政策等方面研究展开相

应的教学。 
 

课    号：CO13011 
课程名称（中文）：三维动画设计 

课程名称（英文）：3D Animation & F/X 

学    时：20/40 

学    分：2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平面设计基础，尤其是平面设计软件 Photoshop。在概念性简要

介绍和发展概览之后，主要学习三维动画软件 3ds max 5 和影像合成特效软件 After Effects 
5。重点讲解三维动画的制作流程，根据教学进度灵活调配教学内容，基本内容包括利用各

种手段建模，材质设定，贴图坐标，光源和环境设置，基本动画制作和部分插件使用。 

 

课    号：CO13012 
课程名称（中文）：传媒批判理论 

课程名称（英文）：Media Critical Theory 
学    时：40 

学    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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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CO12009 传播学概论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在总结前几年的教学经验和体会的基础上，本课程拟从“方法篇”和“理论篇”两部分来

展开。“方法篇”是根据本专业学生特点新增部分，重点介绍批判方法的主要特征、基本组

成及其核心过程，使学生理解并内化批判性思维标准。“理论篇”则从媒介传播的价值判断

和文化意义的角度，深入到行为主义、法兰克福、文化批判、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学派

理论内部来把握传媒批判理论内在的发展历史和逻辑结构。 
 

课    号：CO13013 
课程名称（中文）：信息技术前沿 

课程名称（英文）：Explo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本课程采用专题的形式来进行，课程的专题目前由教师来拟定。在课程开设过程中，专题

标题及内容学生都可以参与讨论，设计。再采取每节课由一名同学对上节课和某个自己感

兴趣的专题深入报告的形式，调动学生。课程也采取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包括 wiki、blog
等新兴网络技术。Wiki 采取类似社区的形式，每个同学进行专题总结，并可以随时发表自

己的观点；blog 用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包括一些观点和课程形式。 

 

课    号：CO13014 
课程名称（中文）：文化人类学 

课程名称（英文）：Cultural Anthropology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本课主要介绍文化人类学的对象范围、理论方法的演进、该学科近期的学术反思历程以及

中国研究状况。详述文化人类学家视野中的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生活的异同、学者实地调查

中的文化碰撞以及经典理论研究成果，力求训练学生在信息化、全球化、多元化的时代里

具有跨文化的适应性、批评力以及本民族的文化自觉性。 

 

课    号：CO13015 
课程名称（中文）：新媒体艺术设计 

课程名称（英文）：New Media Art Design 
学    时：40/40 

学    分：3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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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本课系统介绍从平面到三维、互动媒体、网络多媒体以及虚拟现实等前沿、 新的媒体技

术以及新科技艺术，每个部分在内容上包括技术介绍、作品案例鉴赏以及艺术观念、创意

思路几个模块，从而紧密地把艺术和科技结合起来。 
 

课    号：CO13016 
课程名称（中文）：电子商务概论 

课程名称（英文）：Introduction to E-commerce 
学    时：40/40 

学    分：3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CS73002 计算机网络与应用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本课程作为传播学专业高年纪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它系统地介绍了电子商务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基本应用和法规等内容，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课程。在本专

业开设电子商务这门课是与传播学作为一个文理工交叉的新兴学科，需要本专业的学生基

本知识扎实，知识面广阔，“一专多能”的培养目标相吻合的。本课程体系庞杂，涉及面广，

与现实联系密切，授课是应以讲授和案例讨论相结合。本课程的目的，不仅是开阔学生视

野，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经营管理知识，更应该是让学生能够透视社会现象，把握社会发展

脉搏，具有一定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    号：EM04602 
课程名称（中文）：传播学经典文选 

课程名称（英文）：Selected Readings of Communication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CO12009 传播学概论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及研究生 

主要内容：本课程的教学材料全部为英文原版材料，教师授课时采用中英文结合的方式，使学生透过

传播学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文选，了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并同时提高学生的听

说能力以及文献检索及分析能力。 

 

课    号：CO13017 

课程名称（中文）：公共关系学 

课程名称（英文）：Public Relations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广告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公共关系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使攻读传播学和广告学专业的学生认识公共关系在现代传

播中的性质、意义和作用；学习和理解公共关系的概念和基本原理；在了解公共关系职责

和功能、把握公众心理状况的基础上，理解和掌握社会组织与公众沟通的过程、手段和方

法。学习这门课程，除了认真理解理论知识之外，还要密切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努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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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关意识，完善自身的公共关系素质，提高实际的公共关系能力，将所学的理论知识

和操作技能运用到工作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去。 

 
课    号：CO13020 

课程名称（中文）：媒介概论 

课程名称（英文）：Introduction to Media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媒介概论》通过全面介绍媒介的各种相关知识，从而帮助学生初步建立一个认识媒介、认 

识传播乃至整个传媒产业的广博的知识架构。本课程在授课方式将采用专题讲授和讨论相

结合的方式，对媒介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同时在这门课中还将融合“媒介素

养”内容的教授，引导学生了解如何更好地认识、评价和享用各种媒介。 

 

课    号：CO13001 

课程名称（中文）：公共政策专题 

课程名称（英文）：Public Policy Analysis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公共政策是 20 世纪中期迅速成长和崛起的新兴学科，主要研究解决各种现实公共政策问题。

该学科对我国经济、科技、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日益显示出重大的现实意义。本课程的目标

是：使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的本科生对公共政策这门学科知识有基本的了解，了解公共

政策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了解科技政策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及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本课程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概况，包括公共政策的概

念、分类、功能和历史，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原理、分析方法、分析模型，公共政策的形

成、实施、评估与创新等。第二部分为公共政策中的具体政策分析，由于本系为科技传播

和科技政策系，所以重点对科技政策进行分析。 

 
课    号：CO13009 

课程名称（中文）：科学普及专题 

课程名称（英文）：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本课程主要介绍科普的功能、内容、形式、理论和方法，〈科普法〉的主要内容等，在考查

和欣赏的基础上，开展有关科普创作。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到科普工作的重要性和基本

知识，了解科普的方法，对以后从事科普工作起到指导和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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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号：CO13024 

课程名称（中文）：传媒管理 

课程名称（英文）：Media Management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CO12009 传播学概论 CO12004 管理学原理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该课程主要讲述传媒产业的特点和媒介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强调媒介管理的原理和特

殊模型在传媒业的运用，重视案例分析和实际操作，培养学生的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 

 
课    号：CO13025 

课程名称（中文）：艺术传播 
课程名称（英文）：Art Communication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传播学专业本科生 

主要内容：艺术的起源亘古至今，而透过传播的影响却是无远弗届，无论是从传播的视角看艺术，或

是从艺术的角度解读传播的影响力，均是一体两面。本课将透过国际艺术作品与艺术产业

的发展介绍，带领学生进入全球化新的艺术传播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