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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画专业隶属于动画艺术学院，是2000年在全国高校首批设

置的本科专业，是全国专业设置最早，招生人数最多，国内外知

名，社会广泛认可的专业。 

        动画专业2007年被批准为国家级特色专业，2011年成为吉林

省“十二五”特色专业和吉林省高校“十二五”优势特色重点立

项建设学科，2014年被批准为省级品牌专业。2018年被批准为吉

林省“十三五”高水平专业A类。2017年1月，在中国科学评价研

究中心、武汉大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和中国科教评价网联合

推出的《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2017-2018）》中，我

院动画专业在全国270所设有动画专业的院校中，排名第一。

2018年5月，教育部及社会各界公认的中国第三方权威评测机构--

艾瑞深研究院中国校友会网评价并公布了《校友会2018中国艺术

类大学各本科专业排行榜》，我院动画专业在中国艺术类大学动

画专业中排名六星第一。 

        多年来，学院培养了大批人文科学素质优良和具有国际视野

的动画专业化人才，学生的动画作品屡次在国内外获得各类奖项，

学生就业率一直保持较好的势头。 

 

 

 

1.坚持学研产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以动画产业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 

2.注重学生专业核心、艺术创意、创新 

    创业三种能力培养；加强文化艺术理 

    论、造型、动画、软件四个基础； 

3.构建“模块化”的理论课程体系、   

  “项目化”的实践教学体系、“全程化”  

    的素质培养体系，形成了模块化课程、 

    工程化平台、项目化载体、团队化指 

    导、产品化成果、多样化评价、精准 

    化定位的人才培养特色。 

4.建立了“低年级学生选择专业，高年 

    级学生选择职业”管理模式。着力培 

    养“就业有实力，创新有能力，发展 

    有潜力”的高质量应用型动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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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平均  
就业率： 
   94.1% 

 本专业累   
 计毕业生：  
 101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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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简介 · · · 

专业设置   
   时间：
2000年 

动画首次
招生时间：  
 2000年 

首届学生
毕业时间：  
 2004年 

本专业现
有在校生：
3376人 

已有毕业
生届数: 
15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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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艺术学院开设动画专业，下设五个培养方向 

1.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服务于动画产业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扎实的影视、动画、设计及管理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方法，较强的动画创意、
策划、创作、制作及管理的能力，明显的动画策划设计、影视动画、新媒体动画、影视特效、动画管理与营销等专业特长，良好的职
业素养、人文素质、艺术修养、审美能力、市场思维、国际视野及较强的团队合作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在动画、
电影、电视、互联网、新媒体、游戏、广告等传媒及文化产业相关领域，从事动画导演、前期美术设计师、策划师、动画师、影视特
效师、影视后期合成师、视觉设计师、新媒体动画设计师、衍生产品设计师、动画管理与营销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2.专业核心课程 

◇通用核心课程 

动画概论、动画视听语言、绘画基础Ⅰ、动画原理、动画表演、动画后期合成、分镜头剧本设计、摄影摄像 

◇方向核心课程 

●动画策划设计方向：动画角色设计、动画场景设计、动画概念设计、模型设计与制作、软件基础、设计基础 

●影视动画方向（二维）：二维动画前期美术设计、动态分镜头脚本设计、原画设计 

  （三维）三维软件基础、三维视效流程管理、三维模型角色设计、动画引擎综合运用-动画、影视后期合成设计、三维特效综合制作 

●新媒体动画方向：数字媒体制作技术、图形动画设计、动画引擎与交互应用 

●影视特效方向：数字特效视频制作、视觉特效设计、三维影视合成 

●动画管理与营销方向：管理学原理、影视经济学、影视项目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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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及培养方向                               

      

       主要面向大一学生进行动画专业基础方面

的教学，包括动画基础、创作基础、软件基础、

综合素养等方面的课程。使学生在熟练掌握动

画创作过程中的基本原理、制作技巧的同时，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与创作能力，强化学生创

新意识和创造性想象力的发挥，提升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对专业、职业的认知度，为培养集艺

术与技术于一身的动画顶尖人才打下良好的基

础。 

基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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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及培养方向                               

 

专业方向特色： 

    本方向是培养掌握动画策划与设计的基本理

论，具备动画造型、动画场景、分镜头脚本、设

计稿等设计能力，从事影视动画和新媒体动画的

策划、编剧、导演、设计及相关的视觉传达等领

域的前期人才。通过学习，学生增强影视动画前

期美术设计的基础能力，同时，了解、熟悉下设

专业课程模块的教学主张、研究方向和教学实践。 

通过学习，增强对影视动画前期美术设计的理解

与认识，进而把较强的创作能力和创新精神建立

在影视动画前期美术设计创作中。 

动画策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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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及培养方向                               

 

专业方向特色： 

    本方向以产业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依托

学校平台实行学、研、产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

构建“模块化”的理论课程体系、“项目化”

的实践教学体系、“全程化”的素质培养体系，

注重学生专业核心知识、专业实践、艺术素养、

创新创业等综合能力的培养，同时，针对影视

动画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从行业内引进大量

的资深导演、行业专家、技术骨干参与教学工

作，并带来了项目制作的先进理念和成熟经验，

为动画专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学生

未来方向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源动力。 

影视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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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及培养方向                               

 

专业方向特色： 

    新媒体动画是建立在以数字技

术为核心，以“光学媒介”和"电子

媒介"为基本语言的动画形式。

具有视觉、听觉、触觉、生理、

心理全方位综合效应的新媒体动

画作品。 

新媒体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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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及培养方向                               

 

专业方向特色： 

       利用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

为影视动画中的视觉效果提供

技术支持。专注于影视动画制

作中的程序化流程，设计并制

作富有创意、真实和高品质的

效果动画。 

影视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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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及培养方向                               

 

专业方向特色： 

        本方向区别于传统市场

营销专业，结合国内外动画

行业市场分析，进行系统设

置课程，使学生掌握动画行

业从前期策划、中期制作流

程管理和市场运营方面综合

性知识。 

动画管理与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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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 · · · 
罗江林 

 

    研究生学历，副研究员，高级经济师，中国传媒大学动画艺术与技术专业毕业， 

吉林动画学院副校长、吉林动画学院动画艺术学院院长、吉林动画研究院院长、 

科技创新中心主任、现代动画技术吉林省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游戏与互动媒体技术吉林省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吉林省数字动画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吉林省动画产业技术重大需求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吉林国际动漫博物馆副馆长、吉林纪元时空动漫游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吉林华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吉林天博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吉林动画学院党外知识分子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吉林省学校美育指导专家。 

现主要从事动画艺术与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方向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创新研究。 

现任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数字创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系统仿真学会数字娱乐仿真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会员；吉林省“互联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理事长；

吉林省动漫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秘书长；吉林省动漫游戏协会副秘书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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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 · · · 
蒋杰 

 

    
  动画艺术学院副院长  资深动画导演  吉林禹硕影视传媒公司外聘专家、系列动画导演、动画电影导演 

  1976年进入动画产业，曾任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原创动画影片项目承包商、执行导演 

  台湾旺旺集团-上海黑皮文化传播公司导演、泰国宏泰动画制作公司海外中期导演 

  苏州汉文动画制作公司导演、江苏吴都潇湘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导演 

  上海河马动画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导演兼外协管理、上海罗强美术开发公司项目合伙人 

  台湾太极数字影音事业动漫部主管、台湾起重机人动画制作公司负责人、成都绿叶影视公司角色设计主管 

  阿联酋迪拜的Barajoun娱乐公司资深分镜脚本设计师、上海淘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分镜脚本设计 

  湖南龙天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人物形象设计、湖北江通动画公司作画监督 

  苏州久游网苏州分公司动作指导、北京东方龙影视传媒公司角色设计 

  成都大学美术学院动画系场景设计、上海禾圣动画制作公司前期策划 

  台湾杰德影音创意管理公司技术顾问台湾统一企业-梦公园生活事业公司前期策划 

  台湾龙卡通动画制作公司原画师、台湾宏广动画制作公司中期及技术指导 

  台湾上上动画制作公司动画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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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专职教师人数:97人 

师资队伍 

    王煦   李科明     关剑     毕韦达 

    刘旭     张健     田建民      桑松     刘畅 

    李潇雨     赵桂静 

     孟涵 

    罗江林     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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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师资队伍 

      张峰 

     李欧     关晓轩      王茹 

    朱剑钧      许鑫      刘卓       王楠 

    崔玲玲    刘立明 

     华亮 

     李骥     孙正元 

      林雨    刁国峰 

   刘佳宜 

    霍春复     张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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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师资队伍 

      宋静 

   赵娇娇 

   张忠鑫      郑迪 

     魏威     董晓黎  徐友琴 

  刘香渔 

      张森      梁涤 

   伊慧娟      陶磊 

    冯诗琪 
    姜秀梅    胡丹玲 

   刘国轩 
   高雪莲     潘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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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客座教授 

    我院客座教授，视觉特效制片/总监，他的作品《星球大战》曾获得奥斯卡视觉特效奖，除了奥斯卡
奖，布莱拉克还凭借为ABC电视网制作的核战题材电视剧The Day After获得了艾美奖最佳视觉效果奖。
同时他为Carl制作的电视剧集Cosmo也同样获得了此奖项。 

罗伯特•布莱拉克(Robert Blalack) 
  

艾德·霍克斯（E. D. Hooks）  
 

我院客座教授，从事戏剧表演30年，为迪斯尼、皮克斯、梦工厂、蓝天、玉碧等工作室的动画师们讲
授动画表演，并成为这一行业的先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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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客座教授 

我院客座教授。美国著名导演、作家，《功夫熊猫》导演 
 

马克·奥斯本（Mark Osborne）  
  

巴里·普鲁斯（Barry Plews）  

我院客座教授无忧时刻公司的著名国际 

制片人、剧作家  

我院客座教授。美国著名动画片编剧、脚本导演、音效导演。《海绵宝宝》编剧，曾三次获得美国
艾美奖动画片编剧提名。 
 
 

肯特·奥斯本（Kent Osbo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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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客座教授 

我院客座教授。法国高布兰动画学院国际部主任 
 

埃里克·瑞维尔（Eric Riewer） 

托尼·怀特（Tony White）  

我院客座教授。原美国DigiPen理工学院 

教授，2D动画大师。 

我院客座教授。美国加州艺术学院角色动画部门系主任，2010年获得加州市政府艺术协会颁与在地
艺术家的认证荣耀。 
 
 

史蒂夫·布朗（Steve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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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客座教授 

我院客座教授。瑞士著名导演，第80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 
《彼得与狼》执行制片。 
 

卢克·图唐尼 先生（Luc Toutounghi）  

托马斯·盖塞克（ Thomas D. Gasek ）  

我院客座教授。美国定格动画导演，罗彻斯特理工 

学院任副教授，致力于定格动画、动画表演、商业 

动画和前期生产。 

 

 我院客座教授。意大利那不勒斯美术学院雕塑专业教授。获得意大利COMEL Vanna Migliorin当代
艺术奖，一等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撒雷诺，日本东京等地举办了8次个人展览。 
 
 

罗萨里亚·艾泽塔（ Rosaria Iazze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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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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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坚持以产业高端项目引领教学，不断加大高端项目引进力

度，加强三类项目的建设，调整和优化项目结构，合理分配校企合

作项目、创新创业项目和社会服务类项目。  

    本学期学院开设26个工作室，申请立项26个项目，840名学生

和47名教师（其中外籍专家10名）进入平台。参与校企合作项目5

项，创新创业项目10项、社会类服务类项目6项。其中全天工作室

14个，师生共同参与校缘产业工作室商业项目3个。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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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 
 动画学产对接实践教学平台（校企合作类项目，创新
创业类项目和社会实践类项目） 

省教 

育厅 

吉林纪元动画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 

祖龙游戏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 

省级优秀教学团队（动画学产对接实践教学团队） 

协议
部门 

           北京完美世界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华映星球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龙之谷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羽度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强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24家企业 

校缘 

产业 

吉林吉动禹硕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吉动天博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吉动华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吉动炫通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教学平台工作室 

吉林吉动华品科技   省教育厅批准实践基地文件 

吉林吉动天博影视 

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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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 

    截止目前，动画艺术学院共聘请国内外知名动漫专家、 学者

170位担任我校客座教授，近三年来校讲学上百场，组建外籍专家工

作室26个。其中俄罗斯动画导演德米特里·盖勒先生在我校带领学

生组建外籍专家工作室，与我校师生共同创作了《猫和老鼠谁将被

埋葬》、《长城脚下的小池塘》、《鱼·游泳的人·船》等经典动

画艺术短片作品。《猫和老鼠谁将被埋葬》于2012年获得第十四届

日本广岛国际动画节“最佳影片”大奖，《鱼·游泳的人·船》于

2017年荣获俄罗斯第22届苏兹达尔国际动画电影节四项荣誉。另外

克里斯多夫·皮拉丹工作室创作的《柏树山上的风》获2010年西班牙

动画节专业组一等奖。这些都充分展示了吉林动画学院“开放式国

际化、学研产一体化、创意产品高科技化”的办学特色。 
《鱼·游泳的人·船》 

   《猫和老鼠谁将被埋葬》        《柏树山上的风》 

《长城脚下的小池塘》 



· · · 

吉林动画学院 
JILIN ANIMATION 
INSTITUTE 

2017年4月国际动画大师蒂姆·劳奇大师班 
课程结业合影 

2017年5月美国漫画家联盟基金会主席 
史蒂夫·麦凯里来校讲座 

2017年5月法国驻华大使馆大使顾山阁下 
出席中法文化之春开幕式并致辞 

国际合作 

           

     2017年12月意大利动画专家皮托•西考蒂 
 动画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杨宇飞颁发客座教授聘书 

     2018年9月波兰动画剧作家茱莉亚·斯妮亚若斯卡 
      动画艺术学院副院长蒋杰颁发客座教授聘书 

  2018年11月新西兰媒体设计学院瑞恩·马拉尼 
 动画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赵凌云颁发客座教授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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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果 



· · · 
国际级 

• 动画短片《游往星空的鱼》  巴西国际动画节获亚洲组第一名  
• 动画短片《人类发展简史》2018年获第58届捷克兹林电影节入围奖 
• 动画短片《兔先生的回忆》 2015墨尔本国际动画节入围并展映 
• 动画短片《雪葬》 2015德黑兰国际动画节入围并展映 
• 动画短片《猫和老鼠谁将被埋葬》获俄罗斯“苏兹达尔”电影节特别奖、日本广岛国际动画节最佳影片 
• 角色造型《森林宝贝》获韩国动漫角色设计协会举办2016国际动漫角色产品征集大赛金奖 
• 动画短片《鱼·游泳的人·船》获第22届俄罗斯苏兹达尔国际动画电影节最佳短片奖、大师奖 

动画短片《父亲》荣获中宣部等主办的”你好，新时代“青年创意微视频大赛最佳创意奖、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主
办的第十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动感金羊奖“的”最佳短片奖“ 

平面设计《场景设计》 智创杯国际设计锦标赛一等奖 
动画短片《白杨树林》获国艺杯第三届海峡两岸三地艺术设计邀请展金奖 
动画短片《信》获第二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画短片扶持创作活动二类作品 
概念设计《浮萍》 乌镇国际未来视觉概念设计大赛获最佳概念设计奖、最佳原创奖 
概念设计《灵修》 乌镇国际未来视觉概念设计大赛获原创奖第二名 
雕塑类《斗战胖佛》 乌镇国际未来视觉概念设计大赛雕塑类第二名 
动画短片《自然之声》获第二十七届时报·金犊奖动画类优选奖、技术美术类 大陆一等奖 
漫画《我家有个小卷毛》获艺兴杯全国文化艺术大赛二等奖 
《松塔动画-打造全国最大影视动画制作工厂》项目荣获2017年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铜奖 

吉林动画学院 
JILIN ANIMATION 
INSTITUTE 

国家级 

教学成果 



· · · 
省级 

• 《<男寝216 >校园情景喜剧——万创文化传媒工作室》项目荣获2016年第二届吉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金奖 

• 《松塔动画--全流程式制作服务》项目荣获2017年第三届吉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 《画萌：让绘画创意你的生活》项目荣获2017年第三届吉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 《高校生活圈与微物流中心模式推广》项目荣获2016年第二届吉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 《 “3D动画+实拍视频”虚拟和现实交互推广与运用》项目荣获2016年第二届吉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银奖 
• 《画萌图书策划出版工作室》项目荣获2016年第二届吉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 《黑豆校园共享生活服务平台》项目荣获2017年第三届吉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 《意动文化-动画广告推广》项目荣获2017年第三届吉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 《露柯传媒工作室》项目荣获2017年第三届吉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 《猫头鹰动画—中国应用型动画领域的先行者》项目荣获2018年第四届吉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银奖 
• 《 RPG 零式传媒动漫》项目荣获2018年第四届吉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 《胖达性启蒙教育计划》项目荣获2018年第四届吉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 《 Previz 可视化预览快速动画服务推广》项目荣获2018年第四届吉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 《二维创意互联网+动画短片《圆》项目创作》项目荣获2015年首届吉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 
• 《Ani 动画制作与教育 APP》项目荣获2018年第四届吉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 
• 《多维团队-农副产品动画广告推广服务》项目荣获2018年第四届吉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 
• 《汽车类软广动画》项目荣获2018年第四届吉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 

吉林动画学院 
JILIN ANIMATION 
INSTITUTE 

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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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情况 

吉林动画学院 
JILIN ANIMATION 
INSTITUTE 

• 2016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动画类三等奖 

• “爱粮节粮”主题动漫宣传片大赛 优秀奖 

•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动漫大赛“金猴奖”提名奖 

• 全国首届师生油画“美丽人生、和谐中国”专题画展  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 

• 2016第16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  2部作品获优秀作品奖 

• 第三届东北亚国际动漫作品大赛  2部作品获优秀奖 

• 第九届厦门国际动漫大赛“金海豚”奖  三等奖 

• 2017年第十六届上海国际大学生广告节获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 

• 2017年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一等奖 

• 2017年获第十四届广州大学生电影节原创微电影与动画电影大赛金奖、银奖 

• 2018年获第二十七届时报·金犊奖动画类优选奖、技术美术类大陆一等奖 

• 2018年获第十届全国大学生广告届大赛吉林赛区一等奖 

 

 

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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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动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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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3年动画专业学生在国家级、省级各类

学科专业竞赛中获奖170项，其中学生参与制

作的动画短片《游往星空的鱼》《Taxi》《兔

先生的回忆》《雪藏》《人类简史》制作等，

均获得国际级奖项。参加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65项，学生参与3D电影《青蛙王国》制作，

获得“五个一工程奖”。2016年，冯志瑞的创

业团队“黑豆校园”获得我校100万孵化基金

。 

郑立国董事长为学生创业团队 
发放100万创业基金 

教学成果 



教学成果： 
    *“两个精准对接，三次自主选择”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和实践获2018年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动画专业项目制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获2018年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教研成果： 
    *省级重点课题（动漫产学对接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的研究；动画专业课程体系优化研究）； 
    *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立项（动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研究与实践； 
     校企合作开发动画系列教材的研究与实践）； 
    *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立项（中外动画专业课程体系比较研究；动画专业动画表演课程教学改革 
    研究）； 
    *省教育科学“十三五”高校思政研究专项课题立项（思政教育融入动画专业基础课程改革研究）； 
    *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路培训中心吉林职教基地教学研究（微课专项）规划课题立项（微课问题链教学模 
    式的研究；《人体运动规律》系列动画微课的开发与教学应用研究）； 
科研成果： 
    *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院研究“十二五”规划课题《东北民俗文化与动画产业特色研究》、《二维实验动 
    画短片中的空间表现研究》、《东北地域文化下的动画片前期风格研究与实践》、《中国动画美学特征形 
    成与发展》顺利结项； 
    *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十二五”规划课题《数字技术研究》顺利结项； 
 

· · · 

吉林动画学院 
JILIN ANIMATION 
INSTITUTE 

教学成果 



科研论文发表 
    *北大核心刊物：《民间剪纸艺术与古代女性生活的关联》、《对吴冠中绘画创作中形式美的解读》、《姜 
    文后现代性电影探索的意义》、《电影<狼图腾>的叙事改写与美学重塑》、《迪士尼爱情动漫电影的喜剧 
    模式》、《电影<辉夜姬物语>中辉夜姬形象的塑造》； 
    *北大中文核心：《<凯尔经的秘密>电影创作的民族化选择》、《轮动画电影的关公营销策略》、《试论动 
    画剧本的结构》、《当代中国动画电影美学发展流变》、《东北地域文化对动画电影前期美术风格的影 
    响》、《电影<大鱼海棠>的美学意蕴》、《茶元素对动画设计教学的启发》、《动画电影<辛普森一家>的 
    戏仿与解构》、《民族文化体系下的<风语咒>》、《<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的魔幻现实主义表达》； 
    *CSSCI：《中国VR动画电影的现状与发展》、《动画角色服装与设计研究-评<人物与服饰-动画与影视角色 
    造型参考>》、《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研究-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EI：《Studies on Artistic Style of Chinese Ink Deckle-edged Paper-cutting Animation》、《论动画视听 

        语言中场面调度的特性》； 
教师著作： 
    《电影观念的现代建构与反思》（28万字）、《动画速写基础与角色设计》（58万字）、《动画表演与影 

         视表演》（34万字）、《美术理论与艺术设计》（25万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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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果 



教材编写： 
《镜头设计稿教程》 
《动画场景设计》 
《动画造型设计》 

《动画基础教程》 

《影视动画制作》 

《影视模型制作》 

《模型与渲染》 

《原画设计》 

《动画与特效》 

《影视特效制作》 

《世界艺术-东方篇》 

《微电影创作编导概要》 

《动画设计与制作项目化教程》 

《原画与中间画技 法》 

《影视材质灯光制作》 

《动画创造灵魂之 动画分镜头脚本设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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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果 

优秀毕业生 

           乔海涛 
  魔格文化（北京）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COO 

           李浩 
 青岛乐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总经理 

           袁权 
上海赞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高鹏飞 
北京视觉灵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CEO 

       刘克晓 
河北美术学院动画学院 
       院长 

 

          张翔 
中视乐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总经理 

          夏博 
山西酷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健秋 
宿迁市启迪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郑旭颖 
       广州云图大连子公司 
             总经理 

          张永强 
 上海红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动画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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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毕业生 

           杜松强 
       河 南省门户网站商都网 
          视频总监 

         寇福军 
博朗盛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CEO 

          左艳明 
重庆巨蟹数码影像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 

           沈玉川 
          上海妙吧动画公司 

          执行导演 

            安宁 
吉林省“创意+”设计产业集团  
          联合创始人 

 

          李凌霄 
    杭州咕咚动漫公司 
         动画导演 

          杨曦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大区经理 

             曹旭 
北京伊诺艺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呈像（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总经理 



7 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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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 

        坚持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进一步深化“学研产一体化

”人才培养模式,以推进精准化人才培养机制改革为重点，以强化

专业核心课程建设为基础，以国际化人才引进和国际化交流合作为

突破点，完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以高端项目引领教学

变革，促进艺术、技术、市场的交叉融合，建设高水平的双师型教

师队伍，构建完善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加强专业内涵建设，不断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打造 “吉动动画”品牌，实现专业建设预期

目标。 

建设思路 

                                                     学院展厅 

校缘产业公司 



       欢迎报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