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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博思远教育集团成立于2008年，总部设在北京， 目前有北京、南京、大连三个校区。 

作为一个集艺术专业研究生升学教学、留学服务、艺术教育在线平台、艺术教育大数据研究等项目为一体的教育、文化、
科研服务平台，美博思远每年为数千名来自全国的大学生提供学习深造的机会，无论是中国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
美术学院还是海外的圣马丁、帕森斯，都有美博思远学员的足迹。目前美博思远已经开设了包含建筑设计、景观设计、
服装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工业设计、交互 设计等50余个专业方向的辅导课程，并开发了全国首个艺术研究生升学在线
学习APP平台——美博考研APP。 
 
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社会美育联盟的成员单位，美博思远的使命是“Make a difference”。 在当今的社会里，资源、机会永

远在向占据主流的社会精英们倾斜，因此能力和学历的重要性日益彰显。我们愿意成为助您扶摇直上的东风，进入艺术
圣殿的向导，最大限度选择人生的一个砝码。帮助所有的学员改变人生，实现梦想才是我们的价值体现。 

关于美博思远 
About us 

400 808 7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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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的教研团队 

● 教研专家团队：来自国内顶尖艺术高校(清美/央美/北电/中传/南艺等)硕士研究生。 

● 核心教研团队：超过80%均来自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硕士及博士。 

● 遍及全国的高校教师资源，渠道覆盖全国130余所重点高校和全部重点艺术院校。 

● 艺术研究生升学培训，是艺术教育领域含金量最高、专业度最高、培训难度最大的
业务。美博思远可以胜任艺术教育全产业链的各个培训业务。 

完善的教学体系 

根据不同的学生需求有不同的课程设置：畅学无忧初试协议班、全年序列套餐、精品
私教课、协议保分班、复试无忧班等等。 
在面授课程方面，美博思远独家研发艺术考研教学体系。 
在线上课程方面，美博思远开发了全国首个艺术研究生升学在线学习APP平台。 

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 

● 艺术类高校教师资源极为丰富，覆盖全国数百所高校的千名艺术导师。 

● 美博思远成立十多年来，培养了近万名学员，其中约30%的学员毕业后在各大高校任
教，且都与美博思远有着良好的沟通。 

● 美博思远是北京电影学院留学培训项目的合作方。 

● 美博思远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教育中心美育教育横向课题合作伙伴。 

机构优势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艺术考研数据库 

● 覆盖全国200余所高校的研究生招考大数据。 

● 美博思远对于全国各高校的招生及考试信息获取及时、准确。 

400 808 7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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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阶段 课程班别 参考日期 辅导内容 课时/H 学费/元 课程内容  

1-初阶 

寒假先锋班 
12天 

1月15日 
（视各专业具体情况） 

专业设计手绘 72 5000 

 1 艺术设计考研概况  
 2 备考院校的风格特征  
 3 备考复习时间规划  
 4 专业手绘基础表达、构图、设计  
 5 联谊团建 

春季网络班 3月-6月 专业理论+专业设计手绘 TBA 2500 
 1专业理论知识串讲 
 2专业手绘专题性设计训练 
 3复习规划指导与作业点评 

2-中阶 

暑假集训班 
20-25天 

7月6日 
（视各专业具体情况） 

专业理论+专业设计手绘 120 7500 

 1后半年复习备考规划  
 2手绘表达进阶，设计手法、色彩强化  
 3专业理论框架极致梳理  
 4联谊团建 

国庆特训班 
10天 

10月1日 
（视各专业具体情况） 

专业设计手绘 60 6000 
 1冲刺期复习备考规划  
 2手绘表达精细化，卷面效果、设计概念  
 3全面提升专业素养，打造设计手绘优势 

3-高阶 

考前强化班 
15天 

11月10日 
（视各专业具体情况） 

专业理论+专业设计手绘 90 6500 
 1战前复习备考规划  
 2手绘表达高分强化，优化制图流程，设计思路，表达效果  
 3专业理论查漏补缺，高强度模拟，万无一失 

冲刺点题班 
5天 

12月13日 
（视各专业具体情况） 

专业理论+专业设计手绘 30 5000 
1甩开对手的高分解题思路  
2消灭对手的私密应试技巧  

序列课程 
Regular courses 

400 808 7969 



序列套餐 包含课程 原价/元 套餐价/元 教辅服务 

序列1 寒假先锋班+春季网络班+暑假集训班+国庆特训班+考前强化班+冲刺点题班 45200 18900 

 1、报名即送整套网络精品课程，辅助课下复习； 
 2、报名即可进入班级学员群，定期学习打卡与作业点评； 
 3、报名即送专业参考书单与工具单，赠送部分专业电子书； 
 4、随堂发放课堂讲义及内部资料； 
 5、随堂发放专业科目历年真题； 
 6、专职班主任老师全程跟进复习进度； 
 7、在线答疑，报考流程全程服务； 
 8、凡过线学员均赠送复试精英班。 

序列2 春季网络班+暑假集训班+国庆特训班+考前强化班+冲刺点题班 40200 17900 

序列3 暑假集训班+国庆特训班+考前强化班+冲刺点题班 37700 16900 

序列4 暑假集训班+考前强化班+冲刺点题班 31700 13900 

序列5 国庆特训班+考前强化班+冲刺点题班 30200 12900 

序列6 考前强化班+冲刺点题班 21700 8900 

美博思远全年序列课程是由面授集训课和线上网络课相结合的形式，且是一
个层层递进，环环紧扣的课程体系。从历年考取学员的反馈来看，选报我们
全年套餐课程不仅复习得更加系统全面，且对学生自身的学习体验和学习效
果也是更好更有保障的！ 
自报名之日起一直到考研结束，我们的整个教学服务也都是贯穿全年。 
 
我们也是鼓励大家考研早准备，这样复习也越充分。所以针对大二提前准备
考研的同学，我们特设置了超值学习套餐——雏鹰计划。交一年学费，可以
滚动学习2年的全年课程，夯实基础，考研成功几率也更高！ 

课程体系 
Course introduction 

400 808 7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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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学无忧 

初试协议班 

签订协议，通过讲、练、考、评、测多维度教学方法夯实基础、综合提升得分能力及效率，保你高分通过初试； 

 20000+的年咨询量，强大的院校专业数据库，精准分析国内各大艺术类院校信息及专业情况，为你量身定制学习

计划； 

 200+天督导教学，800+超长课时，全年阶段测评摸底，20000+海量题库，高效复习； 

美博独家签约名师+上岸学长学姐经验+教辅老师=美博考研优质教学力量，全面保障课程质量。 

1 
【畅学无忧初试协议班】保你过初试！ 

由名校导师专业指导，课程内容覆盖学生备考各阶段学习所需而设置的“成长式”保过计划。 

400 808 7969 



专业师资，全面突破 

2 
名校导师阵容：导师们均来自国内顶尖艺术考研院校（央美/清美/北影/中传/南艺等）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并在艺术考

研教学方面拥有8年以上教学经验，累计指导过100000+学生。 

最严教辅老师：提高学生与导师的沟通效率，保障学习效果，跟进并及时反馈学习问题，根据个人情况实时监督学习

进度. 

专业教研团队：由从业10年以上的艺术考研老师组成，坚持用严谨认真的态度把控每一次教学质量与讲课老师的服务

水平，一切都以学生为本。 

400 808 7969 



适合学员 
Suitable for students 

3 
 决定考研，但未确定目标院校的学生； 

 考研复习中需要专业辅导、全程跟进、及时检验复习效果的学生； 

 基础薄弱的三跨（跨学校/跨地区/跨学科）学生；  

 无备考规划，需“量身定制”个性化考研服务的考生；  

 决定报考名校且想一次成功的学生； 

 …… 

400 808 7969 



贴心服务，省心备考 
About the free learning program 

4 
套餐类型 畅学无忧班 

覆盖院校  全国艺术类考研院校 

配套教材  

报名即送专业参考书单与工具单，赠送专业电子书；  

随堂发放课堂讲义及内部资料；  

随堂发放专业科目历年真题；  

专属权益  

保过初试；  

全年阶段测评；  

精品教材、内部讲义、真题、模拟题，题题精析，外加考前高精度科目押题；   

对报名学生采取针对性指导，通过评分标准发布学习任务；   

线上线下课程结合，上万题集支持，缺课漏课也无需担心；  

专属服务  

VIP式一对一院校选择、专业课程指导；  

线上直播课：线上直播课程，可反复回看，解决专业学习的基础问题；  

线下面授课：线下面授，解决专业学习中的实际问题；  

线上实时辅导：课后辅导与作业讲评，实时跟进学习进度，把控学习质量；  

有针对性的课程安排，及时解决备考练习中的真实问题；   

全程陪伴式服务，专业教务团队实时监督，跟踪辅导至考试前一天，问题随时问，及时调整学习方向；  

400 808 7969 



课程体系——畅学无忧 

Course introduction 

5 
专业方向 班级类型 课程分类 课程天数 畅学无忧班课时 

文 化 课 
总课时 :310H 

直播课  

英语  32天  190课时  

政治  20天  120课时  

设 计 类 
总课时:517H 

（含私教课1V1:55H） 

录播 :导 学+强化  

手绘  ——  10课时  

理论  ——  42课时  

面 授课  

手绘  37天  222课时  

理论  13天  78课时  

直播课  

 

手绘  34天  70课时  

理论  21天  40课时  

VIP私教课  

手绘  6天  30课时  

理论  5天  25课时  

课程费用 79，800元  

400 808 7969 



课程体系——畅学无忧 

Course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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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班级类型 课程分类 课程天数 畅学无忧班课时 

文 化 课 
总课时 :310H 

直播课  

英语  32天  190课时  

政治  20天  120课时  

造 型 类 
总课时:517H 

（含私教课1V1:55H） 

录播 :导 学+强化  

手绘  ——  10课时  

理论  ——  42课时  

面 授课  

手绘  37天  222课时  

理论  13天  78课时  

直播课  

 

手绘  34天  70课时  

理论  21天  40课时  

VIP私教课  

手绘  6天  30课时  

理论  5天  25课时  

课程费用 79，800元  

400 808 7969 



课程体系——畅学无忧 

Course introduction 

7 
专业方向 班级类型 课程分类 课程天数 畅学无忧班课时 

文 化 课 
总课时 :310H 

大课  

英语  32天  190课时  

政治  20天  120课时  

理 论 类 
总课时:230H 

（含私教课1V1:80H） 

直播课  

业务一  15天  50课时  

业务二  15天  50课时  

VIP私教课  

业务一  8天  40课时  

业务二  8天  40课时  

课程费用 79，800元  

400 808 7969 



常见问题 

Q 

什么是“畅学无忧”？ 

Q&A 

A：签订初试协议，通过讲、

练、考、评、测多维度教学方

法夯实基础、综合提升得分能

力及效率，助力每一位考研学

子最终完成升学梦想，保你高

分通过初试。 

Q 

畅学无忧班多少课时？ 

A：设计类/造型类方向共827课时，

含私教课1V1:55课时；理论类方向

共540课时，含私教课1V1:80课时，

具体视报考专业情况而定。 

Q 

畅学无忧班提供资料吗？ 

A：报名即送专业参考书单与工具单；

随堂发放课堂讲义及内部资料；随

堂发放专业科目历年真题；并赠送

美博考研APP题库训练。 

Q 

上课地点在哪？ 

A：线下课程主要集中在北

京校区或南京校区。 

Q 

会有随堂作业吗？ 

A：我们的课程作业测评安排主要分为

三大类：1.随堂布置作业：根据当天

课程要求随堂布置作业，课程中会对

作业内容进行穿插讲解；2.阶段测评，

包含理论、政治、英语三个科目，每

月进行一次，测试内容会在课程之中

穿插进行讲解；3.手绘作业讲评、模

拟试题讲解：课下完成，会单开讲评

课，进行详细讲解。 

400 808 7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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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教课一对一〇计划 

多对一专属指导，报名后10-15个工作日内即可安排课程； 

根据学生情况和需求量身定制教学计划，报考指导全流程服务； 

赠送全年序列课程中任意一期面授课； 

赠送价值7200元的全年网络精品课程； 

赠送价值3000元的复试精英班课程。 

60课时起报，费用29800元 

私教课一对一U计划 

多对一专属指导，报名后10-15个工作日内即可安排课程； 

根据学生情况和需求量身定制教学计划，报考指导全流程服务； 

赠送全年序列课程套餐； 

赠送价值7200元的全年网络精品课程； 

赠送价值3000元的复试精英班课程。 

120课时起报，费用59800元 

私教课程 

400 808 7969 

Private tuition 



VIP初试保分计划 

   立志名校，希望一次性考取理想院校的考生； 

 个人需求，有过线保障且有高分优势的考生； 

 基础比较薄弱，想系统提升专业能力的考生； 

 时间比较宽裕，但没有明确复习计划的考生； 

 信息短缺，没有方法，学习自制力较差的考生； 

 工作繁忙，没有大量集中复习时间的考生； 

   …… 

课程班型 针对内容 保分计划 费用/元 

初试保分-Ⅰ 专业理论 

115分 4.68万 

120分 6.68万 

125分 8.68万 

130分 12.68万 

初试保分-Ⅱ 专业手绘 

120分 6.88万 

125分 8.88万 

130分 12.88万 

135分 14.88万 

中央美术学院 19.8万 

※ 具体课程详情请联系美博思远专业课程顾问 

400 808 7969 

私教课程 
Private tuition 



复试无忧班 

          1、手绘点题训练；              2、设计要点提升； 

          3、面试礼仪与技巧；            4、自我介绍规范； 

          5、作品集指导；                6、复试模拟（笔试+面试） 

18课时，费用3000元 

复试精英班 

班型 课时/H 费用/元 备注 

复试无忧A 30 19800 签订协议，成功录取 

复试无忧B 30 69800 签订协议，成功录取(含调剂申请服务) 

※ 具体课程详情请联系美博思远专业课程顾问 

400 808 7969 



教学环境 

Learning environment 

为解决大家考研学习的后顾之忧，我们的住宿统一安排在校内学生公寓，独立卫浴带空调，安全卫生也都是有保障的！ 

400 808 7969 



美博校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9号Wework万科时代中心F座4层 

联系电话：010-82042713 

美博官网：www.mapleinstitute.com 

全 国 热 线 ： 4 0 0 - 8 0 8 - 7 9 6 9 

课程规划师 ·王老师 美博思远·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