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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计 划

  TWINMOTION：
设计一个公交站

绿地空间由ART-MODELS提供



学生将利用3D CAD软件和Twinmotion设计一个公交站。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将：
• 学习设计素描，开发原创设计
• 结合3D CAD模型形成最终的设计
• 将CAD模型导入Twinmotion，创建一个漫游动画
• 了解形式与功能、制图、绘图原理
• 在迭代设计流程中提出并测试各种假设

建 筑 | 美 术
1 1 年 级

三 周 / 每 天 7 5 分 钟

图片由Pawel Ramsza提供

你的工作是要为每天早上通勤上班的人们改善生活
质量。往常的公交站已经好多年没有更换了。大多
数公交站只有一个简单的顶蓬和一把长椅。为什么
不给每天早上等公交的人们创造一个更有吸引力的
环境呢？早晨的心情会影响大家一天的情绪。让我
们为通勤上班的人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早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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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作者|课堂信息

课程信息

课程标题：设计一个公交站
课程内容：建筑或美术/11年级
课程时长：三周/每天75分钟

作者联系方式

作者，组织/角色：Mike Santolupo，John Paul II Secondary School/老师
电子邮箱：msantolupo@ldcsb.ca

课堂|学习环境说明

建筑设计——这一课程以项目为基础，以学生为主导，旨在通过探索、调研和应对所面临的挑战来帮
助学生学习知识和技能。教室已为每一位学生配备工作台和计算机。

课程概述

学生将利用3D CAD软件和Twinmotion设计一个公交站。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将：

• 学习建筑素描，开发原创设计
• 结合2D和3D CAD模型形成最终的设计
• 将CAD模型导入Twinmotion，创建一个漫游动画
• 了解制图、绘图原理
• 在迭代设计流程中提出并测试各种假设

期望的成果

基本问题/大胆想法

• 为什么现在的公交站和以前的不一样？
• 公交站对一个街区来说有什么作用？
• 公交站可以融入哪些环境效益？
• 如何让公交站的设计更加赏心悦目？
• Twinmotion如何优化最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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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目标

学生将能够： 

• 了解并应用设计过程的具体步骤。
• 收集和应用与设计规划有关的信息
• 计划和组织项目
• 绘制概念草图和按比例将设计创意绘制成草图
• 使用适当的设计工具绘制CAD图纸
• 使用Twinmotion创建漫游动画
• 报告和回顾设计过程及体验感受，要求语言得体，形式规范 

课 程 计 划

设计流程

启发  发现问题或机会
研究  分析问题或机会，了解要求和限制。
概念  提出可以解决问题的想法，选择最佳的方案并进一步开发。
开发  寻找形式特征
成型  创建建筑漫游、模型、原型。通过多次迭代改善和精进上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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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计简介 
 
目标：设计一个公交站 

设计公交站时必须遵守以下准则：

设计准则 规格

大小 应该考虑位置和人口密度

座位 大小比例

无障碍设计 解决移动性问题

使用材质 应该考虑经久耐用、经济实惠的材质

环境 太阳能电板、绿色屋顶

路线信息 时刻表信息、考虑便捷性和Wi-Fi

照明 内部和外部，考虑安全性

垃圾处理 垃圾箱、回收箱

审美 提升空间美感的元素

除了上述设计准则之外，你制作的3D CAD模型还应该包括：

• 水泥地基/站台
• 邻近的人行道
• 附近的街区
• 人
• 车
• 树木/植物
•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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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草图

• 至少要有10-15张设计草图。
• 可以用铅笔或者马克笔绘制（不要用钢笔）。
• 为最终选定的设计草图上色。
• 草图中的颜色应尽可能地展现最终设计，包括实际的材质，例如木头、塑料或金属。
• 使用马克笔或者彩色铅笔。
• 概念草图不是按比例绘制的。
• 概念草图需手绘。

按比例绘制的平面布局草图

• 所有按比例绘制的平面布局草图都应绘制在方格纸上（已提供）。
• 每一张草图都应按照½英寸=1英尺的比例绘制。
• 需要使用比例尺、三角板、圆形模板/椭圆形模板、曲线板还有圆规 
• 来绘制准确的平面布局草图。
• 草图还应包含所有尺寸。
• 按比例绘制的草图只能用铅笔绘制。

3D CAD

学生将利用按比例绘制的草图创建3D CAD模型。
3D CAD将导入Twinmotion。学生将在Twinmotion中选择背景（环境）、材质（模型具体的组成部分）
。在创建漫游效果前，需先调整光照和阴影，操纵摄像机，选择漫游浏览时要用的图像片段。

使用TWINMOTION创建漫游动画

定义

与静态3D渲染图像相比，3D建筑漫游动画可以更好地展现你的项目设计。就目前来说，动画是宣传、营
销和推售设计产品最有效的方式。 

漫游动画目标

通常，漫游动画有一到两个大致目标：让观看的人更了解你的设计，获取有关设计元素的反馈。漫游动
画的过程一般是从外到内，因此必须考虑以下事项：

• 从设计的公交站外部视角开始
• 设计一条引导观众围绕设计外部浏览的路径。
• 着重突出外部特点。
• 设计一种进入公交站的方式
• 突出内部特征
• 设计一种离开公交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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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nmotion学习资源：
https://www.unrealengine.com/zh-CN/blog/twinmotion-community-free-training-on-real-time-
rendering-for-archviz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r8uvKPeM4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Gg7Xsdh4x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CNGYSSYsdk

最终报告
学生需要写一份有关项目工作的最终报告。要求语言得体、格式规范，并以第三人称叙述。由于这是一
份技术性报告，因此请使用正确的术语。报告的主要内容应是每一位学生经历的设计过程。
 
列出并说明设计一个公交站所需的主要步骤，提供CAD绘图，制作一系列渲染图像。报告中应说明以下
内容：

• 概念草图
• 3D CAD绘图
• Twinmotion漫游动画

在报告中附上绘图，用以说明设计过程。制作一个包含以下内容的标题页：

• 项目
• 提交人
• 提交至
• 课程和课程代码
• 日期

请在报告结尾回答下列反思问题：

• 公交站是否有需要更改或者重新设计的地方？
• 预测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一种交通系统。
• 指出并说明你最喜欢项目的哪个方面，以及最困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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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资源

公交站设计
https://www.pps.org/article/busshelters

25个最佳公交站设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aufV7JaimU

World Class Architects事务所公布了7种特别的公交车站设计
https://www.archdaily.com/506961/bus-stop-unveils-7-unusual-bus-shelters-by-world-class-
architects?ad_source=search&ad_medium=search_result_all

互动式艺术公交站
https://www.dezeen.com/2019/12/11/rombout-frieling-lab-arctic-bus-stop-umea-sweden/

公交站城市设计
https://pics.uvic.ca/sites/default/files/uploads/publications/Zhang_Thesis.pdf

SketchUP教程：如何利用SketchUP设计现代公交车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11oWch1zzk

3D AutoCAD公交站设计和渲染工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Ofemh9L_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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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评价量规

设计一个公交站

标准
第一级 
（50-59%）

第二级 
（60-69%）

第三级 
（70-79%）

第四级 
（80-100%）

知识/理解
漫游动画目标

不太了解漫游动画目
标。

大致了解漫游动画目
标。

相当了解漫游动画目
标。

深刻了解漫游动画目
标。

思考
创建一个兼顾外部特
征和内部特征的漫游
动画。

运用思考能力的效率
不佳。

运用思考能力的效率
尚可。

运用思考能力的效率
较高。

运用思考能力的效率
突出。

沟通
利用材质、纹理、颜
色优化漫游动画效
果。

整体外观的表现效率
不佳。

整体外观的表现效率
尚可。

整体外观的表现效率
较高。

整体外观的表现效率
突出。

应用
Twinmotion的使用

不太熟悉Twinmotion
的使用。
能够按照一系列步骤
完成漫游动画的创
建，但是没有探索新
的设计优化方案。

大致了解Twinmotion
的使用。
漫游动画为独创设
计，但基本上是按照
现有要求制作的。

熟练掌握Twinmotion
的使用。
漫游动画经过探索并
以独创方式呈现出
来。

十分精通Twinmotion
的使用。
漫游动画明显经过多
方面探索，充满想
法，并且以独创方式
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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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链接
共同核心标准
ISTE学生标准
NCSS标准
NGSS标准

ISTE标准

3 知识构建者

3a  学生计划和应用有效的研究策略去寻找信息和其它资源，以提高智力和创新能力。
 
4 创新设计者

4a 学生知晓并运用经过深思熟虑的设计过程来形成想法、测试理论、创造创新作品或解决真正的问  
 题。

4b  学生选择并运用数字工具来规划和管理设计流程，考虑设计限制并计算风险。 

6 创新沟通者

6c  学生通过创建或利用多种数字对象（例如可视化效果、模型或模拟）来清晰有效地表达复杂的理  
 念。

安大略省课程，12年级，技术教育

A3  在以图形方式呈现设计创意时，理解制图标准、绘图类型、惯例和指导原则。

B4  使用多种形式和工具进行报告，总结和评估设计过程，分析设计时所做的决定，充分说明最终的  
 设计。

D2  比较与技术设计相关的各种职业，包括相关的培训和教育要求，妥善保存作品集，用作未来教育  
 和就业资格的证明。

http://www.corestandards.org/
https://www.iste.org/standards/for-students
https://www.socialstudies.org/standards/national-curriculum-standards-social-studies-introduction
https://www.nextgenscie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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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学习和新时代的合作

本课程涵盖了与工程设计、理科及多媒体设计相关的领域。 本课程整合了STEM/STEAM的所有领域。
新时代的合作：

1. 批判性思维
2. 创意
3. 合作
4. 沟通
5. 技术素养
6. 适应力
7. 领导力
8. 主动性
9. 社交技能 

调整与设施

学习环境不会改变学习期望，但也应当考虑学生偏爱的学习形式、学生的强项和需求，还应为学生提供
合适的机会去展现他们的学习情况。有时候可能需要修改项目要求，以铅笔手绘代替计算机设计组件，
提供安静的工作空间，安排一名导师或者助教辅助他们的项目工作，详细记录学生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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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充 教 材

如有其他教学资料，请以单独的文件形式提供（讲义等）。 

讲义1：Twinmotion快捷键



                             |  TWINMOTION：设计公交站 14

© 2020 Trimble 

Middle Button (Wheel) Scroll Zoom
Click-Drag Orbit

Shift+Click-Drag Pan
Double-Click re-center view

L R L R

Tool Operation Instructions
2 Point Arc (A) Bulge specify bulge amount by typing a number and Enter

Radius specify radius by typing a number, the R key, and Enter
Segments specify number of segments by typing a number, the S key, and Enter

Circle (C) Shift lock current inferences
Radius specify radius by typing a number and Enter

Segments specify number of segments by typing a number, the S key, and Enter
Eraser (E) Ctrl soften/smooth (use on edges to make adjacent faces appear curved)

Shift hide
Ctrl+Shift unsoften/unsmooth

Follow Me Alt use face perimeter as extrusion path
Expert Tip! first Select path, then choose the Follow Me tool, then click on the face to extrude

Line (L) Shift lock in current inference direction
Arrows lock direction; up = blue, right = red, left = green, and down = parallel/perpendicular
Length specify length by typing a number and Enter

Look Around Eye Height specify eye height by typing a number and Enter
Move (M) Ctrl move a copy

Shift hold down to lock in current inference direction
Alt auto-fold (allow move even if it means adding extra edges and faces)

Arrows lock direction; up = blue, right = red, left = green, and down = parallel/perpendicular
Distance specify move distance by typing a number and Enter

External Copy Array n copies in a row: move first copy, type a number, the X key, and Enter
Internal Copy Array n copies in between: move first copy, type a number, the / key, and Enter

Offset (F) Alt allow results to overlap
Distance specify an offset distance by typing a number and Enter

Orbit (O) Ctrl hold down to disable “gravity-weighted” orbiting
Shift hold down to activate Pan tool

Paint Bucket (B) Ctrl fill material – paint all matching adjacent faces
Shift replace material – paint all matching faces in the model

Ctrl+Shift replace material on object - paint all matching faces on the same object
Alt hold down to sample material

Push/Pull (P) Ctrl push/pull a copy of the face (leaving the original face in place)
Double-Click apply last push/pull amount to this face

Distance specify a push/pull amount by typing a number and Enter
Rectangle (R) Ctrl start drawing from center

Dimensions specify dimensions by typing length, width and Enter ie. 20,40
Rotated Rectangle Shift lock in current direction/plane

Alt lock drawing plane for first edge (after first click)
Dimensions, Angle click to place first two corners, then type width, angle and Enter ie. 90,20

Rotate (Q) Ctrl rotate a copy
Angle specify an angle by typing a number and Enter
Slope specify an angle as a slope by typing a rise, a colon (:), a run, and Enter ie. 3:12

Scale (S) Ctrl hold down to scale about center
Shift hold down to scale uniformly (don’t distort)

Amount specify a scale factor by typing a number and Enter ie. 1.5 = 150%
Length specify a scale length by typing a number, a unit type, and Enter ie. 10m

Select (Spacebar) Ctrl add to selection
Shift add/subtract from selection

Ctrl+Shift subtract from selection
Tape Measure (T) Ctrl toggle create guide or measure only 

Arrows lock direction; up = blue, right = red, left = green, and down = parallel/perpendicular
Resize resize model: measure a distance, type intended size, and Enter

Zoom (Z) Shift hold down and click-drag mouse to change Field of View

SketchUp Pro Quick Reference Card  |  Windows

Make Component

Dimensions

Rotated Rectangle

Zoom Window

Freehand

3D Text

Follow Me

Walk

Eraser (E)

Text

Push/Pull (P)

2 Point Arc (A)

Previous

Polygon

Pan (H)

Offset (F)

Section Plane

Select (Spacebar)

Tape Measure (T)

Circle (C)

Zoom (Z)

Line (L)

Axes

Rotate (Q)

Position Camera

Paint Bucket (B)

Protractor

Move (M)

Arc

Zoom Extents

Rectangle (R)

Orbit (O)

Scale (S)

Look Around

Large Tool Set

Intersect (Pro)

Split (Pro)

Subtract (Pro)

Outer Shell

Trim (Pro)

Union (Pro)

Solid Tools

3 Point Arc Pie

From Contours

Drape

Smoove

Flip Edge

From Scratch

Add Detail

Stamp

Sandbox (Terrain)

Iso

Front Right

Top

LeftBack

Standard Views

Interact

Component Attributes

Component Options

Dynamic Components

Add Location... Toggle Terrain

Location

Shaded  
with Textures

Back Edges

Hidden Line

X-Ray

Wireframe

Shaded

Style

Monochrome

3D Warehouse...

Share Component... Extension  
Warehouse...

Share Model...

Warehouse

Send to LayOut (Pro) Classifier (Pro)

讲义2：2020SketchUp参考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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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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