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学科分类 立项年度

边域文化视野中云南当代美术的图式特征与系统构建 重点项目 艺术基础理论研究 2016

云南彝族宗教艺术的心理治疗功能研究 一般项目 艺术基础理论研究 2015

云南髹漆艺术史研究 一般项目 艺术基础理论研究 2017

云南现代早期版画研究 一般项目 艺术基础理论研究 2017

滇青铜文化女性遗产研究 一般项目 艺术基础理论研究 2018

云南地方民间博物馆对传统民族艺术的凝炼和创造性转化研究 一般项目 艺术基础理论研究 2019

西南联大的云南民族艺术调查的研究 一般项目 艺术基础理论研究 2020

《南诏中兴画卷》历史文化之研究 青年项目 艺术基础理论研究 2016

云南观音形象变化与信仰变迁研究 青年项目 艺术基础理论研究 2017

滇剧当代发展进程研究 重点项目

戏剧（含戏曲、话
剧、歌剧、音乐剧
、曲艺、木偶、皮
影）研究

2016

滇剧戏班史研究 重点项目 戏剧研究 2019

京剧“关（肃霜）”派表演艺术风格的形成 一般项目 戏剧研究 2017

云南彝剧发展史 一般项目 戏剧研究 2017

云南省滇西皮影戏传承人口述史研究 一般项目 戏剧研究 2017

当代云南城市戏剧实践中的“田野”问题研究 一般项目 戏剧研究 2018

改革开放四十年云南省话剧院原创剧作研究 一般项目 戏剧研究 2019

建国七十年来滇剧史学研究 一般项目 戏剧研究 2020

云南彝族民间仪式戏剧的人类学阐释 青年项目 戏剧研究 2016

戏剧手段在昆明市自闭症核心利益相关者中的应用 青年项目 戏剧研究 2018

云南彝剧"程式化"演剧体制探索 青年项目 戏剧研究 2020

云南民族影像志研究 重点项目
电影、广播电视及
新媒体艺术研究

2017

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发展史 一般项目
电影、广播电视及
新媒体艺术研究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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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澜湄区域电影跨文化传播研究 一般项目
电影、广播电视及
新媒体艺术研究

2017

云南影视剧发展史 一般项目
电影、广播电视及
新媒体艺术研究

2018

基于“互联网+”高校教学空间新媒体文化氛围营造研究——以
云南省艺术类工作室为例

一般项目
电影、广播电视及
新媒体艺术研究

2018

云南影视制片服务业发展的域外参照研究——以泰国为例 一般项目
电影、广播电视及
新媒体艺术研究

2018

影视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建构云南少数民族故事的多模态艺术研
究

一般项目
电影、广播电视及
新媒体艺术研究

2019

生态美学视域下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研究 一般项目
电影、广播电视及
新媒体艺术研究

2019

西双版纳少数民族语译制电影研究 一般项目
电影、广播电视及
新媒体艺术研究

2020

网络语境下云南题材影视剧创作研究 一般项目
电影、广播电视及
新媒体艺术研究

2020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影视剧作教学研究 青年项目
电影、广播电视及
新媒体艺术研究

2015

区域国际语境下云南题材影视创作研究 青年项目
电影、广播电视及
新媒体艺术研究

2016

云南影视剧面向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文化传播及认同研究 青年项目
电影、广播电视及
新媒体艺术研究

2016

云南少数民族微电影发展与传播研究 青年项目
电影、广播电视及
新媒体艺术研究

2017

云南动画发展史 青年项目
电影、广播电视及
新媒体艺术研究

2019

云南现实题材电视剧研究 青年项目
电影、广播电视及
新媒体艺术研究

2019

清代云南庙学释奠礼乐传承述考 一般项目 音乐研究 2015

云南少数民族簧管乐器的“在场”传承与数字化保护研究 一般项目 音乐研究 2016

滇、黔、桂毗邻区域水族民俗音乐比较研究 一般项目 音乐研究 2016

云南壮族民歌“刻木图符”的音乐图像学阐释 一般项目 音乐研究 2017

跨境语境中的中缅“阿数瑟”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 一般项目 音乐研究 2017

滇南洞经音乐传统术语体系研究 一般项目 音乐研究 2018

彝族音乐文化生态研究 一般项目 音乐研究 2018

哈尼古歌的文化内涵及其传承保护研究 一般项目 音乐研究 2019

云南跨民族楔子鼓乐文化研究 一般项目 音乐研究 2019

云南音乐评论可持续发展研究 一般项目 音乐研究 2020

白剧音乐资料整理与研究 一般项目 音乐研究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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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流域哈尼族婚俗仪式音乐研究 青年项目 音乐研究 2016

云南临沧耿马傣族“坦弄”诵经仪式音声中的民族文化认同研究 青年项目 音乐研究 2017

云南当代音乐家口述及影像志 青年项目 音乐研究 2018

红河流域哈尼族民歌“同宗”现象研究 青年项目 音乐研究 2020

云南当代民族舞蹈创作研究 重点项目 舞蹈研究 2018

地域性框架下的壮族传统舞蹈研究—以文山为例 一般项目 舞蹈研究 2016

云南铜鼓舞蹈历史与现状研究 一般项目 舞蹈研究 2018

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独龙族的舞蹈生态文化调查研究 一般项目 舞蹈研究 2019

滇东南彝族壮族传统手巾舞的文化交流互鉴研究 一般项目 舞蹈研究 2020

红河南岸哈尼族舞蹈活态传承研究 一般项目 舞蹈研究 2020

民族舞蹈人才多元协同培养模式与质量标准构建 一般项目 舞蹈研究 2020

云南白族宗教舞蹈活态传承与保护研究 青年项目 舞蹈研究 2015

滇南特有少数民族动物仿生舞蹈研究 青年项目 舞蹈研究 2016

基于旅游背景下的云南民族舞蹈生存现状及传承机制研究 青年项目 舞蹈研究 2017

红河州当代舞蹈创作发展史 青年项目 舞蹈研究 2017

新世纪云南少数民族现实题材舞蹈创作研究——以小型舞蹈剧目
为研究对象

青年项目 舞蹈研究 2018

滇南彝族花灯舞蹈发展史研究 青年项目 舞蹈研究 2019

傣族孔雀舞区域性传承与发展对比研究 青年项目 舞蹈研究 2020

云南民间美术馆现状调查与研究 一般项目 美术研究 2016

云南绝版木刻文献研究 一般项目 美术研究 2016

云南甲马木刻活态技艺保护和传承研究 一般项目 美术研究 2017

南诏大理国写经书法整理与研究 一般项目 美术研究 2017

云南屋脊兽艺术研究 一般项目 美术研究 2018

袁晓岑雕塑艺术研究 一般项目 美术研究 2018

云南民族民间工艺美术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 一般项目 美术研究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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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视角下云南当代美术馆的形态、功能和作用研究 一般项目 美术研究 2020

建国后云南民族题材绘画研究 一般项目 美术研究 2020

云南苗图的版本源流及艺术特色 青年项目 美术研究 2015

城镇化背景下的云南民族民间美术活态传承机制研究 青年项目 美术研究 2015

美术学视野下的剑川石窟造像艺术研究 青年项目 美术研究 2016

云南民间泥塑创作现状调查与研究 青年项目 美术研究 2017

抗战时期云南战地摄影研究 青年项目 美术研究 2018

红尘一骑贡天家：缪嘉惠供奉内廷及相关绘事考 青年项目 美术研究 2019

云南少数民族摄影中的“当代性”实践研究 青年项目 美术研究 2019

“中国”想象与他者套式：文化学视野下的滇黔“苗图”图像研
究

青年项目 美术研究 2019

云南传统村落民居的保护研究 重点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7

云南土司府家具研究 重点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8

基于民族特色文化建设的云南少数民族社区空间设计策略研究 重点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9

云南翡翠雕刻工艺体系构建研究 重点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20

云南景观设计与地域文化特性研究 一般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5

花腰傣织锦刺绣工艺生产性保护研究 一般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5

云南青花的瓷绘装饰艺术与创新设计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6

云南滇西北传统村落民居的保护性设计研究 一般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6

滇西传统绞缬工艺生产性保护及活态传承机制研究 一般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7

城镇化进程中云南滇西南传统村落民居保护与再生设计研究 一般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7

滇中地区传统村落民居的风貌保护研究 一般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7

云南藏族传统村落民居小木作匠艺及保护研究 一般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7

基于湿地载体的城市公共环境景观设计研究——以滇池东岸湿地
为例

一般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8

龙氏家祠、卢氏家祠的建筑艺术研究 一般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9

文化复合性视野下的鹤庆瓦猫研究 一般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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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建设中景观设计的乡土性与原生性研究 一般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9

基于混合现实技术的滇越铁路虚拟旅游设计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20

城市轨道交通出行服务创新设计 一般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20

数字乡村战略下彝族城子古村落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 一般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20

云南竹作手艺之现代传承与产品创新研究 青年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6

东巴文化符号在旅游产品设计中的运用研究 青年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6

楚雄彝族特色堆绣工艺生产性保护与堆绣产品的产业化开发研究 青年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6

三江并流地区傈僳族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对策研究 青年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7

傣族竹编工艺创新发展研究 青年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7

滇越铁路滇段建筑遗产再利用研究 青年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7

云南花腰傣服装服饰研究 青年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8

云南少数民族民间竹器设计特征研究 青年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8

滇西北传统木雕技艺保护与创新设计研究 青年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8

滇中都市农庄景观建设中的文化表达研究 青年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8

古滇青铜器装饰纹样及其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研究 青年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9

云南佛教园林保护与传承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青年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9

傣泰民族传统首饰的工艺与形制比较研究 青年项目 设计艺术研究 2019

云南民族音乐舞蹈图像文化艺术的资源保护、产业开发与国际交
流研究

重点项目 综合研究 2015

读图时代的视觉污染研究 重点项目 综合研究 2017

云南文化创意产业可参观性的生产研究 一般项目 综合研究 2016

南诏大理国佛教艺术多元特质研究——以《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
温画梵像》为中心

一般项目 综合研究 2016

云南花灯民间演出组织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一般项目 综合研究 2016

云南区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一般项目 综合研究 2017

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朵翀”民俗持续发展研究 一般项目 综合研究 2017

非遗传承视域下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创造性转化路径研究 一般项目 综合研究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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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藏区传统民居因应特征研究 一般项目 综合研究 2018

滇西北传统聚落旅游开发对公众景观评价的影响机制研究 一般项目 综合研究 2018

云南省艺术文化事业财政投入效率评价研究 一般项目 综合研究 2019

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关系研究 一般项目 综合研究 2019

文化传承与创新视域下云南少数民族童谣视觉转化与应用研究 一般项目 综合研究 2020

云南老字号传承与创新研究 一般项目 综合研究 2020

文化产业浪潮中的佤族民间歌舞艺人生存状态研究 一般项目 综合研究 2020

云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青年项目 综合研究 2015

云南民族传统村落保护及活化机制研究 青年项目 综合研究 2016

基于VR交互式新媒体的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数字化传承和应用
研究

青年项目 综合研究 2016

丽江东巴文字与动漫艺术的研究与应用 青年项目 综合研究 2016

大理白族布扎工艺的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青年项目 综合研究 2017

政策网络治理视角下云南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研究 青年项目 综合研究 2018

“一带一路”建设中云南与周边国家的民族艺术交流研究——以
柬埔寨《吴哥的微笑》为例

青年项目 综合研究 2018

滇西匠系乡土建筑营造技艺整体性研究 青年项目 综合研究 2018

基于生活方式变迁的云南古茶园景观演变研究 青年项目 综合研究 2018

农业文化遗产地三生空间景观基因图谱研究 青年项目 综合研究 2019

服务设计理论下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研究 青年项目 综合研究 2019

云南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中云南形象建构问题研究 青年项目 综合研究 2019

空间生产与文化再现：云南民族旅游地的艺术介入机制研究 青年项目 综合研究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