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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城市历史理论》考试大纲 

层次：硕士 

考试科目代码：789 

适用招生专业：建筑学 

考试主要内容： 

一、 考试的基本要求 
要求考生了解、掌握中、外建筑、城市历史发展过程、基本史实，以及各个历

史阶段的特征及其相关理论学说和代表人物。要求考生具备学习观察和分析建筑现
象的观点和方法，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和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 考试方式 

闭卷考试；总分 150 分；考试时间为 3 小时。时间安排详见考试时的具体要求。 
三、 考试内容 
（一）中国古代建筑 
1、 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 
（1） 建筑的多样性与主流 
（2）木构架的特色 
（3） 单体建筑的构成 
（4）建筑群的组合 
（5） 建筑与环境 
（6） 建筑类型 
（7）工官制度 
2、 古代建筑发展概况 
（1）原始社会建筑 
（2） 奴隶社会建筑 
（3） 封建社会前期建筑 
（4） 封建社会中期建筑 
（5） 封建社会后期建筑 
3、 城市建设 
（1） 概说 
（2） 汉至明清的都城建设 
（3） 地方城市的建设 
4、 住宅与聚落 
（1） 概说 
（2） 实例 
5、 宫殿、坛庙、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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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宫殿 
（2） 坛庙 
（3） 陵墓 
4、 宗教建筑 
（1） 概说 
（2） 佛寺、道观及清真寺 
（3） 佛塔经幢 
（4） 石窟摩崖造像 
5、 园林与风景建设 
（1） 概说 
（2） 明清皇家苑囿 
（3） 明清江南私家园林 
（4） 风景建设 
6、 建筑意匠 
（1）营造活动中的观念形态 
（2） 选址与布局 
（3） 审美与建筑设计 
7、 古代木构建筑的特征与详部演变 
（1） 台基、踏道、栏杆、铺地 
（2） 大木作 
（3）墙壁 
（4）屋顶 
（5）装修 
（6）色彩与装饰 
8、 清式建筑做法 
（1）大木作 
（2）石作与瓦作 
（3）小木作 
（4）彩画作 
（二）外国古建史（十九世纪末以前） 
1、古代希腊的建筑 
（1）圣地和庙宇的演进 
（2）柱式的演进 
（3）雅典卫城 
（4）开拓新领域 
2、古罗马的建筑 
（1）光辉的券拱技术 
（2）柱式的发展与定型 
（3）维特鲁威与《建筑十书》 
（4）古罗马建筑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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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广场的演变 
（6）剧场和斗兽场 
（7）庙宇 
（8）公共浴场 
3、拜占庭的建筑 
（1）穹顶和集中式形制 
（2）装饰艺术 
（3）圣索菲亚大教堂 
（4）东欧的小教堂 
4、西欧中世纪建筑 
（1）从修道院教堂到城市教堂 
（2）以法国为中心的哥特式教堂 
（3）意大利的中世纪建筑 
（4）西班牙中世纪的伊斯兰建筑 
5、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 
（1）春讯——佛罗伦萨主教堂的穹顶 
（2）曲折的历程 
（3）众星灿烂 
（4）广场建筑群 
（5）活跃的理论 
（6）施工设备和技术 
（7）圣彼得大教堂和它的建造过程 
（8）意大利的巴洛克建筑 
6、法国古典主义建筑 
（1）初期的变化 
（2）古典主义的根据和理论 
（3）绝对君权的纪念碑 
（4）君权衰退和洛可可 
7、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筑 
（1）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筑 
（2）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筑 
 
（三）外国近现代建筑史 
1、十八世纪下半叶～19 世纪下半叶欧洲与美国的建筑 
 （1）工业革命对城市与建筑的影响 
 （2）建筑创作中的复古思潮——古典复兴、浪漫主义、折衷主义 
 （3）建筑的新材料、新技术与新类型 
 （4）面对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城市矛盾而提出的探索 
2、19 世纪下半叶～20 世纪初对新建筑的探求 
 （1）欧洲探求新建筑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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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美国的芝加哥学派与赖特的草原式住宅 
 （3）法国对钢筋混凝土的应用 
 （4）德意志制造联盟 
3、新建筑运动的高潮——现代建筑派与代表人物 
 （1）战后初期建筑探新运动的持续及其流派 
 （2）新建筑运动走向高潮——现代建筑派的诞生 
 （3）格罗皮厄斯与“包豪斯”学派 
 （4）勒·柯比西埃 
 （5）密斯·范·德·罗 
  （6）赖特和他的有机建筑 
 （7）阿尔托 
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城市建设与建筑活动 
（1）战后的城市规划与实践 
  （2）高层建筑、大跨度建筑与战后建筑工业化的发展 
5、战后 40-70 年代的建筑思潮——现代建筑派的普及与发展 
  （1）进程中的反复与建筑既有物质需要又有情感需要的提出 
  （2）对理性主义进行充实与提高的倾向 
  （3）粗野主义倾向与勒柯布西耶的广泛影响 
  （4）讲求技术精美的倾向 
  （5）典雅主义倾向 
  （6）注重高度工业技术的倾向 
  （7）讲究人情化与地域性的倾向 
  （8）第三世界国家对地域性与现代性结合的探索 
  （9）讲求个性与象征的倾向 
6、现代主义之后的建筑思潮 
  （1）从现代到后现代 
（2）后现代主义 

  （3）新理性主义 
  （4）新地域主义 
  （5）解构主义 
  （6）新现代 
  （7）高技派的新发展 
  （8）简约的设计倾向 

建议参考书目： 

[1] 陈志华.外国建筑史（19 世纪末叶以前）.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2] 罗小未.外国近现代建筑史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3] 潘谷西.中国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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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规划快题设计（6 小时快题）》考试大纲 

层次：硕士 

考试科目代码：501 

适用招生专业：建筑学 

考试主要内容： 

一、考试的基本要求： 

1、要求考生运用建筑设计或规划设计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独立完成一项

包括外部环境设计在内的建筑设计或规划设计方案。 

2、要求设计方案能综合体现考生的创新能力、分析能力和知识储备，方案应

正确处理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做出环境设计，并依据设计任务的要求达到合理的功能

区化和流线组织。 

3、设计方案应具有较好的空间组合，并能体现建筑的性格特征，达到形式与

功能的统一。 

4、设计方案应体现考生对相关设计规范的掌握程度，具有工程技术方面的可

能性，功能布局合理，构造得当。 

5、设计造型较好，图面表达准确，具有较熟练的表现技巧，符合制图规范要

求。 

二、考试形式及时间： 

1、采用绘图、闭卷考试；总分:150 分；考试时间:连续 6 小时。考生须自备不

透明图纸（A2）、图板及绘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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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生需将“姓名、考生编号、报考专业”写在图纸左侧 3 厘米以内，在图

纸的其它处书写姓名、考生编号等视为无效答卷。时间安排详见考试时的具体要求。 

三、试题内容： 

1、建筑设计：中小型民用建筑设计。以建筑单体设计为主，包含一定量的总

平面，涉及外部环境设计、单体建筑设计（平、立、剖面及透视）、细部节点设计、

设计说明等内容。 

2、规划设计：中小规模地段规划设计。以城市规划设计内容为主，包含规划

设计构思、规划设计分析、规划设计意图表达，技术经济指标及规划说明等内容。 

四、绘图要求 

最终提交正式图 1~2 张；表达方式不限。草稿纸及考卷在考试后一律上交收回。 

 

建议参考书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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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理论》考试大纲 

层 次：硕士                                                            

考试科目代码： 783                                                              

适用招生专业：设计学                                                       

考试主要内容：                                                          

一、要求和目的 

要求考生掌握世界现代设计史的基本理论，熟悉设计风格、代表人物及思想流派，

掌握中国工艺美术史中的各阶段代表性作品及其特点，对设计发展的内外动因以及

设计学科演变的内容与形式有一定的了解，能够把握设计趋势。针对学科议题，能

够逻辑且合理地阐明自我观点。                                        

   二、考试方式                                                                    

采用闭卷笔试考试，考试时间为 3 小时。时间安排详见考试时的具体要求。                                                                        

三、考试内容                                                               

（一）世界现代设计史部分 

1、现代设计概述 

2、工业革命前的设计 

3、现代设计的前奏：“工艺美术”与“新艺术”运动 

4、带装饰的现代设计：“装饰艺术”运动 

5、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萌起 

6、工业设计的兴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3%85%E9%A5%B0%E8%89%BA%E6%9C%AF/199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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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消费时代的设计 

8、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 

9、当代汽车设计 

10、各国设计简史（现当代） 

（二）中国工艺美术史部分                                                        

1、中国历史上各朝代或阶段的工艺美术背景                                             

2、各朝代或阶段的代表性工艺美术品                                                

3、工艺美术品特点（艺术、文化、工艺等）                                    

四、试题类型                                                                      

试卷总分 150 分。                                                               

试题主要包括简答题，辨析题，论述题等题型。  

 

  建议参考书目：                                                                 

1，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第二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2， 尚刚，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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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史》考试大纲 

层次：硕士 

考试科目代码：768 

适用招生专业：艺术硕士（艺术设计领域）专业学位 

考试主要内容： 

一、要求和目的 

考察学生的设计理论研究基础，包括对设计历史和设计研究领域的熟知、对设

计趋势的把握，以及综合应用理论知识在相关方向展开研究的能力。对以西方为代

表的世界现代设计史，重点考察设计风格、流派思想及其时代背景、代表人物、代

表作品，对世界设计的影响和作用，设计学科的演变历程，当代设计及未来趋势，

并考察学生对设计思想的理解与把握等。 

二、考试方式 

采用闭卷笔试考试，考试时间为 3 小时。时间安排详见考试时的具体要求。 

三、考试内容 

世界现代设计史部分 

（一）现代设计概述 

（二）工业革命前的设计 

（三）现代设计的前奏：“工艺美术”与“新艺术”运动 

（四）带装饰的现代设计：“装饰艺术”运动 

（五）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萌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3%85%E9%A5%B0%E8%89%BA%E6%9C%AF/199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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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业设计的兴起 

（七）消费时代的设计 

（八）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 

（九）当代汽车设计 

（十）各国设计简史（现当代） 

四、试题类型 

试卷总分为 150 分。 

其中：设计史基础部分总 80 分，题型为名词解释和简答题；设计史论述部分

总 70 分，题型为论述题。 

 

建议参考书目： 

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第二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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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设计(3 小时快题)》考试大纲 

层次：硕士 

考试科目代码：869 

适用招生专业：设计学、艺术（艺术设计）专业学位 

考试主要内容： 

一、考试的基本要求 

专业设计是一门针对报考我院设计学、艺术硕士（艺术设计）专业各研究方向

的初试科目。该科目注重考核学生对设计主题及设计前沿理念的敏感性、设计方法

和技能运用的灵活性和设计思维的创造性。要求学生具备独立提出并解决设计问题

的思想方法和手段，掌握专业设计的基本工作流程以及设计表现技能。能够运用设

计学科体系的语言和思维，进行主题设计，并能够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

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二、考试方式 

采用笔试，自带相关绘图工具（除图纸外）；总分 150 分；考试时间为 3 小时。

时间安排详见考试时的具体要求。 

三、考试内容 

1、根据所学专业，从设计学关注的前沿主题与热点领域，运用相关设计理论、

设计表现和设计依据，分析论述该主题背景下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创造性的提出解

决问题的途径。 

2、根据 1 中的解决途径提出 3 套设计方案，要求每套方案都绘制草图并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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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创意说明。 

3、选择 2 中的一套方案，在深入优化此设计方案的基础上绘制效果图（包括

尺寸图、结构图，表达方式依各专业方向定）。 

四、试卷类型及比例 

试卷总分为 150 分。 

1、论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设计问题的途径（30 分） 

2、3 套设计方案（60 分） 

3、优化方案和效果图表达（60 分） 

五、图纸要求 

用考场提供的试卷纸作图。 

 

建议参考书目：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