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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企业需求《图形图像处理》课程
教学内容的研究与设计

廖家莉 汪雪玲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四川 成都 611743）

摘 要 《图形图像处理》课程是我校计算机应用专业的专业技术课，该课程以 Photoshop软件为基础进行授课，

但 Photoshop的工具命令非常多，应用领域也非常广泛，不同专业授课时的侧重点应该有所不同。因此本人基于企

业需求，再结合人才培养方案，对《图形图像处理》课程具体教学内容进行研究与设计。本文将主要讲述 Photoshop

的主要应用领域和企业需求，以及《图形图像处理》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计划与详细内容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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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图像处理》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都非常强

的课程 [1]，该课程应系统讲授 Photoshop常用工具的使

用、图形图像基本编辑和特效处理等基本内容。职业

院校课程设计理念一般以职业需求分析为起点，不同

专业因基于企业需求，授课内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本人对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老师和同一专业不同老师

分别进行了访谈，有些老师主要讲基本工具的使用，

以工具为主线，使用每个工具做一些小案例；有些老

师侧重于平面设计方面，主要讲使用文字等相关工具

做网页相关案例；有些老师侧重于人像处理，主要讲

使用修复图像工具、调色命令等对人像处理的相关案

例；还有些老师则所有领域都涉及一点，各方面的案

例都讲。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本人比较注重培养

学生的职业能力，提高学生相关专业的就业率。因此，

基于企业需求对《图形图像处理》课程的具体教学内

容进行研究与设计。

1 Photoshop应用领域及企业需求

Photoshop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图形图像处理软件，

广泛应用于产品平面设计、包装的设计、广告设计、

海报设计、宣传单页设计、网页界面设计、UI设计、

手机图标设计、摄影后期处理、书籍杂志排版设计等

不同领域 [2]。其中，人像修图师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客户

要求对照片进行精修处理，注重摄影后期处理能力。

网页设计师的主要职责是根据需求设计首页、详情页、

列表展示等相关页面 ,注重页面设计与排版能力。UI

设计师的主要职责是根据需求设计相关 UI图标、UI界

面设计等，注重页面和图标设计能力。电商美工的主

要职责是对新拍摄商品图片进行拼接、颜色调整、产

品描述美化等相关处理，还对新上架所需商品的图片

进行抠图、背景合成处理等，注重商品处理能力。本

人对相关企业招聘要求进行了调查，发现企业的岗位

并没有分得这么细，网页设计师、平面设计师、UI设

计师、美工都需要根据促销计划、活动策划，设计相

关广告 Logo、Banner、海报、页面等，也需要对商品

进行相应的处理等。因此，基于企业需求，计算机应

用专业《图形图像处理》课程的教学内容可以根据平

面设计师、电商美工的要求进行设计，主要讲解页面

设计、商品处理等内容。

2 教学目标

了解了企业需求，教学前还需确定教学目标。目

标从大到小依次分为人才培养目标、课程目标、课程

模块目标。我校计算机应用专业开设的课程主要职业

面向软件开发企业、电子商务企业、政府等各类事业

单位。我校计算机应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侧重于电子商

务方向，则《图形图像处理》课程的技能目标应该重

点培养学生具备电商美工能力和平面设计的能力。《图

形图像处理》课程的知识目标是：为了解 Photoshop的

应用领域；掌握 Photoshop基本工具的使用；掌握图层

的基本操作；掌握图像的色调和色彩调整；掌握通道

与蒙版的使用等。能力目标为：具备使用 Photoshop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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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对图形图像进行基本处理的能力；具备使用软件解

决日常生活中问题的能力；具备电商产品后期商务应

用处理的能力；具备界面布局、版式设计、界面美化

和平面设计能力；具备对产品调色、创意设计、美化

等能力等。

教学目标不仅需要有知识和技能目标，还需要有

情感目标和核心素养目标。比如：自主发展方面培养

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对学习感兴趣，学会学习、

健康生活；文化基础方面给学生讲中国博大精深的文

化，人文底蕴，科学精神；社会参与方面让学生要有

责任担当、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爱岗敬业、精益

求精、勇于创新。还需培养学生形成独特的思维理念，

充分发掘学生的创造潜能。

3 教学方法与计划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职业教育与

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现在教学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如忽视学生创造力的

培养，教学方法传统与单一，教学实践性不强，师资

力量较为薄弱等 [3]。三教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学

生“把头抬起来、坐到前排来、提出问题来”。教师

是主体，“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教师需要

有课程开发能力、教学科研能力、教学设计能力、专

业实践能力。教师是知识整合者、学习引导者、课程

开发者、资源汇聚着、意见交换者。教材是载体，上

课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不能照本宣科，我们需

要对教材的内容进行重构整合，用好教材。教法是路径，

以学生为中心，我们可以用项目化教学，让学生能学

以致用。学生完成作品后可以进行现场答辩，形成思

维碰撞，促进学生反思实践。还可以以赛促教，激发

学生更强的学习欲望，让学生走出学校，认准自己的

定位，鼓励学生学以致用，提高实践能力 [4]。

因此，《图形图像处理》课程将主要采用项目教

学法。由于学生都是零基础，分为两大部分进行教学，

首先对基本工具的使用进行讲解，然后以电商网站实

例为主线，把 Photoshop入门教学与电子商务行业应用

结合起来，增强教学的实用性 [5]。以学生学习为主，教

师指导为辅，完成教学项目。其教学项目包含三个页面：

首页、列表页、详情页。该项目将拆分为多个小任务：

Logo、店招、导航、Banner、轮播图、精品推荐、版权、

列表页、产品图处理、商品详情介绍、评论列表等。

最终实现课堂教学与实际应用的无缝对接（教学计划

如表 1所示）。

4 教学内容

《图形图像处理》课程总共 64课时，参考教材

《中文版 Photoshop CS6应用技法教程》。该课程主要

内容分为两部分：基础知识讲解和实用综合案例。以

Photoshop软件为基础，系统讲授 Photoshop常用工具的

使用、图形图像基本编辑、特效处理等基本内容和电

商网站相关综合案例。

4.1 基本知识

俗话说“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所以一

定要上好第一堂课，在学生心中塑造一个完美形象。

第一堂课首先进行说课，说课程、说教材、说目标、

说教学方法、说考核方式；然后介绍 Photoshop应用

领域、企业需求、图片与色彩的基本知识；最后认识

Photoshop工作界面及其基本操作。第一堂课上好后，

再使用 12课时对基本工具的使用进行讲解，其主要内

容为：

1.图像的基本操作：图像大小、画布大小、图像

变化等；画笔工具、形状工具的使用；重点讲解渐变

表 1 教学计划

模块 主要内容 建议课时

基础模块
   文字、渐变、魔棒等基本工具的使用；
   图像处理、调色命令、图层基本操作等

14课时

网页设计模块
   首页（Logo、导航、轮播图、店招、Banner、精品推荐）；
   详情页（商品图处理、商品详情、评论列表）；列表页

26课时

UI设计模块
   UI图标设计；
   引导页、登录注册页、首页、个人中心页等相关页面的设计

10课时

扩展模块    人像处理、包装设计、海报设计、广告设计、户型图 8课时

创新模块    电商美工、电商网站设计、淘宝店铺设计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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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文字工具，输入编辑文字、栅格化文字、设置

字符样、路径文字、变形文字等，并讲解一些简单的广

告设计，让学生具备网页文字和广告文字设计的能力。

2.基本抠图工具的使用和图层的基本操作、图层

样式、滤镜的基本应用，其中抠图工具主要包括：魔

棒工具、快速选择工具、磁性套索工具、蒙版抠图、

通道抠图等。再讲解一些简单的图片的合成和海报设

计，让学生具备海报设计和能对商品图片进行抠图、

背景合成处理的能力。

3.修图工具的使用：仿制图章工具、图案图章、

污点修复工具、模糊、涂抹、加深减淡、液化、操控变形、

并讲解一些人像处理、去水印等相关案例。让学生具

备人像处理和商品处理的能力。

4.图像的调色处理：替换颜色、自然饱和度、色

相 /饱和度等相关命令的使用，并讲解一些商品颜色替

换，商品饱和度、对比度等方面的基本处理的相关案例。

让学生具备商品颜色调整和商品美化能力。

4.2 综合应用

掌握基本工具的使用后，还需要做一些综合案例，

教学生一些能学以致用的案例。可以以一个电商网站

为例，将其拆分成很多小模块进行讲解，如：Logo设计、

水平导航、垂直导航、分类导航、店招设计、主图设

计与处理（轮播图）、精品推荐模块的设计、版权信息、

产品列表页、产品图处理、商品详情介绍、评论列表

等。讲相应模块的时候还可以补充一些网站相关的理

论知识，如网页常见布局设计：单列布局、双列布局、

三列布局、混合布局等；色彩搭配：色彩学基础、网

页配色方案、网页中不同颜色的含义、不同底色时字

体应设置为什么颜色等；尺寸规范：页面尺寸、Banner

尺寸、Logo尺寸、导航尺寸、字体大小设置等。最后

还可以讲解切片工具的使用，教学生如何切图，再如

何用这些图片快速生成网页原型。

电商网站的设计做为本课程的重点讲解部分，然

后再讲解一下 UI设计，如：手机图标设计、引导页、

首页、登录注册页、个人中心页等。接着还可以拓展

一下 Photoshop在人像处理、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等方

面的应用实例，如：相对复杂的婚纱照、儿童写真、

寸照、蛋糕盒、冷饮店广告设计、户型图等相关案例。

最后让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创新，设计出一电

商网站的主要页面。

通过综合案例的讲解，使学生具备使用 Photoshop

软件对图形图像进行基本处理的能力；具备使用软件

解决日常生活中问题的能力；具备电商产品后期商务

应用处理的能力；具备界面布局、版式设计、界面美

化和平面设计能力；具备对产品调色、创意设计、美

化等能力等。在进行案例讲解的时候，鼓励学生多思考，

多分析，要学会举一反三，勇于创新，做出不一样的

页面。

5 结论

《图形图像处理》是一门比较基础的课程，教学的

知识点不难，但其应用非常广泛，想上好这一门课不

容易。职业院校的课程设计一般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所以课程内容尽量基于企业需求来设计。比如让学设

计出身的老师来教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不一定教得好，

不同的专业侧重点不一样。《图形图像处理》还是一

门应用性和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一定要多给一点时

间让学生进行操作。Photoshop广泛应用于网页界面设

计、包装的设计、广告设计、海报设计等，如果只讲

基本工具的使用，学生可能不感兴趣，学了后很容易忘，

而且实用性不是很强。如果按企业需求为导向，来给

学生授课，学生可以学以致用，还可以提高学生相关

专业的就业率。因此，基于企业需求，再结合人才培

养方案和学情分析，《图形图像处理》课程的主要内

容可以为两大部分：基本工具的使用和电商网站相关

页面的设计。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的职责不仅仅是

知识的传授，还要注重思想教育和核心素养的培养。

教学不仅仅局限于教室里的教学，还可以拓展教学时

空，给学生提供一些网络教学资源，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作业布置不能局限于低阶思维方面，只布置一些记忆、

理解、应用方面的作业，还可以布置一些高阶思维方

面的作业，如分析、评价、创造方面的作业，鼓励学

生多思考，提出问题来。考核标准也不仅仅是试卷或

期末作品，可以进行多方面的考评，激励学生全方面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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