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 勇 简介 resume  

 

 

博士生导师 

中央美术学院 设计学院 教授 

英国伦敦艺术大学 客座教授 

北京 2008 奥运奖牌主创设计师 

国际艺术设计院校联盟(Cumulus)理事 2016－2019 

国际艺术设计院校联盟(Cumulus)理事 2008－2010 

国际平面设计联合会 ICOGRADA 副主席 2009-2011 

英国传达设计杂志 国际顾问 

 

法国设计家联盟会员//楚天学者 

中国艺术研究院视觉设计研究委员 

 

担任客座教授：英国伦敦艺术大学、泰国国王 KMUTT 大学、山东大学、山西

大学、湖北工业大学、天津美术学院、山东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吉林艺术学

院、内蒙古大学、耿丹国际设计学院、济南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湖北经济学

院、三峡大学、延边大学等 

 

山东青岛/济南人，曾就读山东工艺美院 

1991-1995 留学 芬兰/德国柏林艺术大学/丹麦设计学院, 

芬兰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现阿尔托大学） 国际设计管理硕士课程 

1994 芬兰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现阿尔托大学) 平面设计 艺术硕士学位 

1999 德国 DAAD 学术交流基金会/斯图加特国立美院访问学者 

2004 法国巴黎画室 访学 

 

经历： 

国际平面设计联合会 ICOGRADA 副主席 2009-2011 

曾任国际艺术设计院校联盟(Cumulus)理事 2008－2010 

1996 年起担任国家重要社会文化活动的标志及招贴评委 

1997 香港回归/中国艺术大展艺术总监 

2003 乌克兰环保国际招贴展国际评委 

2006 俄罗斯标志竞赛评委 

2010 上海世博国家电网馆艺术顾问 

2010 法国招贴竞赛评委 

2011 芬兰 Martela 国际家具竞赛评委 



2014 英国传达设计杂志 国际顾问 

 

2008 北京申奥主题招贴展艺术总监/评委 2001, 

《艺术与设计》杂志特约主编 2001-2003, 

《设计辞典》《中国设计年鉴》《中国创意百科》编委. 

2006-2008《现代广告》视觉总监,策略顾问 

cnsigns《标识》栏目主持 

 

曾在中国、欧、美、亚洲的三百多所设计院校讲学和授课。 

游访 54 多个国家和地区。 

 

任教课程和工作坊： 

美国洛矶艺术设计学院 

丹麦科林设计学院 

德国不莱梅设计学院 

德国 Schwebisch Gmund 设计学院 

法国巴黎 IntuteLab 设计学院 

法国平面设计中心 

英国诺丁汉大学 

墨西哥 ITESO 理工大学 

马来西亚 one Academy 

马来西亚达尔尚设计学院 

吉隆坡万达学院 

泰国国王大学 

立陶宛维尔纽斯艺术学院（2015） 

印尼建国大学 2016 

北京大学 

鲁迅美院 

广州美院 

吉林艺术学院等 

 

1998 捷克布尔诺国际平面演讨会 演讲嘉宾 

2003 美国平面设计学会 AIGA 演讲嘉宾 

2004 韩国首尔亚洲设计师论坛 演讲嘉宾 

2005 马来西亚吉隆坡 hear&say 设计师论坛 

2006 德国不莱梅跨媒体国际设计大会 演讲嘉宾 

2007 墨西哥设计节演讲嘉宾 

2008 芬兰广告论坛演讲嘉宾 



2009“世界经济论坛"夏季达沃斯年会（演讲主题：设计与经济） 

2010“世界经济论坛"夏季达沃斯年会（演讲主题：设计与可持续发展） 

2014 中国标识年会 

2015 移动的字体国际会议（维尔纽斯） 

2015 孟买 cumulus 会议演讲嘉宾 

2016 印尼建国大学设计研讨会 

2016 创意昆明国际研讨会 

2016 俄罗斯设计院校研讨会 

 

设计交流／策划和组织： 

北京国际商标节 

2000 珠海平面设计大会 

2002 国际平面设计教育论坛 

2005 墨西哥中国招贴展 

2006 中英国设计论坛 

2007 芬欧蓝泰标签设计大赛 

2008 古巴中国招贴展 

2009 世界设计大会 

2009 国际设计教育论坛 

2009 世界设计大会 IDE 国际设计院校展 

2010 融合－CAFA 李宁设计展 

2012 中德文化海报展（北京／科隆）   

2015 芬兰赫尔辛基艺术节中国设计展 

2015 新加坡设计展中新工作坊 

2015 立陶宛字体设计展 

2016 中国－比利时设计工作坊（展览） 

2016 印尼建国大学工作坊（雅加达展览） 

2016 主持“出门问问”Ticwatch2 手表界面设计 

2016 北京设计周系列展览 

2017 美国汉字字体展览 

 

设计： 

 北京 2008 奥运奖牌主创设计 

 北京 2008 奥林匹克博览会 

 “2008 从北京到伦敦”“2010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邮票／邮品 

 2009 中国邮册设计 

 为国家旅游局、文化部、民政部、商务部、中国邮政、中央电视台等平面

设计； 



 为中外机构设计标志 300 余枚，如芬兰国家标准局、国际绿色教育奖、感

受芬兰、纯净芬兰、中国文联、中国家政等。 

 为企业设计，包括芬兰诺基亚，芬欧蓝泰，芬欧汇川、中信银行、世博会

芬兰馆等； 

 2000 年创办了肖勇设计顾问公司和爻艺术坊； 

 形象设计：如首届奥林匹克文化节、奥林匹克艺术研究中心、北京 2008 奥

林匹克博览会、爱康君安、2014 纯净芬兰、上合马拉松等。 

 会议形象设计：2006 亚洲美术馆论坛、2006 中英设计论坛、2007 国家建

筑教育大会等。 

 文化机构：2010 世博芬兰馆、首都规划展览馆、大都美术馆、齐博物馆

等。 

 品牌与包装：昭贵、香雪制药、爱康君安、导医通、民生社、恒丰银行、

中住家园、上清饮、维维、古汉养生精、京酒、霍氏茶叶、味央、黑六、

寨里黑等。 

 产品／礼品设计：中信银行、海尔、李宁、格力、中国重汽、德邦奖牌、

网易大话西游奖牌等。 

 环境与标识：首都规划展览馆、中粮广场、日照港展览馆,山东友谊出版

社、中央美院、北京服装学院、耿丹学院等。 

 

获奖： 

1998 莫斯科国际平面设计金蜂奖 

1998 香港设计节招贴设计铜奖 

教育部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7 芬兰广告推广金奖 

2007 霍英东基金会第十届高校教师奖 

2008 光华龙腾“中国设计贡献奖” 

2008 中国创意年度贡献奖 

2008 肖勇设计顾问－最受关注十大创意企业 

2008 中国最受关注十大设计师之一 

2009 光华龙腾 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人物 

2009 阿尔托大学杰出校友 

2012 年度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13 山东工艺美院杰出校友 

TTF 画册获美国印刷设计大奖 

 

教学课题： 

2002 中丹对话 02/03/04 网络课题／出版 

2003 中法“符号横渡”法国展出／出版 



2004 NOKIA Only Planet 国际课题/在芬兰展出 

2005 与北大传播学院联合开设“品牌传播” 

2005 Index05 七国联动课题/在哥本哈根展出 

2007 Seasons In Design“品味四季”课题/在意大利展出 

2009 中芬建交／芬兰使馆博物馆标志项目 

2012 气候变化 课题（德国 日本出版） 

2013 中德交流课题（北京／科隆展出） 

2013 中央美院建筑学院十年专辑 

2013 《中央美院教学》 

2013 ／2014 ／2015 ／2016《中央美院毕业作品集》 

2014 绿色设计 中外工作防（深圳） 

《中央美院校报》《空间》《就业指导报》改版 

2014 国际院校调研报告系列 

2015 中国／新加坡联合工作坊 

2015 指导的《走在和谐的道路上》中选由中宣部的核心价值观系列海报 

2015 深圳 主持“水与可持续亚洲”九校联合工作坊 

2016 立陶宛艺术学院工作坊 

2017 中国－比利时丝路工作坊 

2017 界 国际工作坊（北京） 

 

出 版  

 作品、论文数十次发表和出版,百余次入选国际重要设计展览和设计杂志和

设计年鉴。 

 2011 教育部人文研究课题－美学与传播课题主要成员，包括华沙国际招贴

双年展，墨西哥／莫斯科国际招贴双年展，布尔诺国际平面双年展等。 

 作品被包括中国美术馆在内的众多国家设计博物馆收藏。  

 编著有《芬兰设计》《标志设计》《1998 国际商标节作品集》《国际传真

图形》《招贴设计》（人民美术出版社）。 

 《国际招贴设计》《国际标志设计》《对话 02/03》》《图形男女》《信息

设计》《信息图形设计》《Vi 设计模板》《导示设计》《肖勇招贴设计教

程》《动觉构成》（人民美术出版社）等 20 余本。 

 主编的《Vi 设计模板》列为教育部设计学科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