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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1904123

课程性质 必修课 课程类型 综合实践课

学分 3 总课时 72

考核形式 考查 开设学期 第五学期

二、课程性质和功能定位

1.课程的性质

本标准依据《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对《毕业设计》课程培养目标的要

求制定。《毕业设计与答辩》课程为艺术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2.课程的功能定位

本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基本训练。掌握资料的收集和分析、

相关规范的选择和运用；掌握设计方案的绘制、设计材料以及印刷工艺的选择、设计

文本的编制全过程。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设计是全面检查

学生所学理论知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相结合的一次综合实践过

程，基本学会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或解决某些技术问题的方法，要求体现

项目的整合性，表现的丰富性与创意性，为学生的就业打下一定的基础。

三、课程目标与内容

1.课程总目标

通过项目驱动的学习，熟练掌握平面广告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装帧设计、企业

形象设计以及装饰画等课程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并能结合设计材料、成本核算以及印

刷工艺等进行设计思维与表现，能基本胜任平面设计师助理的岗位。在毕业设计的过

程中，培养诚实、守信、坚韧不拔的性格，培养善于沟通表达、善于自我学习、具备

团队协作的能力；并养成严谨的工作作风、按时完成设计项目等良好的工作态度。



· 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良好的自我表现、与人沟通能力；

（2）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3）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培养学生勇于创新、敬业乐业的工作作风；

（5）培养学生对项目设计方案的策划能力；

（6）培养学生诚实、守信、坚韧不拔的性格；

（7）培养学生掌握自主、开放的学习能力；

（8）培养学生对项目设计的综合表现与制作能力；

·知识目标

（1）培养学生针对项目进行广告策划、设计与制作的能力；

（2）培养学生对于包装设计和书籍装帧设计的结构及装潢的设计与表现能力；

（3）培养学生结合企业文化设计并制作企业形象设计方案的能力；

（4）培养学生装饰画或插画的设计与绘制能力；

·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学过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并在毕业设计

研究设计过程中拓宽、深化、升华；

（2）培养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能力；文献资料收集、阅读和整理、使用的

能力；

（3）初步掌握本专业科研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4）培养学生对专业的综合策划、设计、表现以及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

（5）培养创新意识、专业技能，以及独立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课程具体目标及内容

艺术设计专业的毕业设计需要根据学生各自的能力特点与专业方向进行选题，并

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针对某具体设计项目进行市场调研、资料分析、概念提炼、设计

元素的搜集与处理、创新性设计、反复优化调整、定稿、制作、布展等具体环节。在

毕业设计的实施过程中，突出指导教师对学生的思维引导及设计表现，旨在培养学生



对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使学生成为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较强的独立动手

能力的应用技能型人才。

四、课程实施要求

1.教学团队

（1）课程负责人

尚冬华，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副教授，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高级广告设计师，主

要研究方向：平面广告设计与实践。近年来主要讲授平面广告设计、数字媒体设计

CDR、图形创意、毕业设计等课程。近年来，公开出版专著一本，公开发表论文十余

篇，主持湖南省教学科学课题一项，主持国家级培训一项，参与（第一参与人）湖南

省社科课题一项，参与（第一参与人）湖南省教育厅课题一项，参与湖南省社科评审

委课题一项，多次指导学生的设计作品获得湖南省大学生技能竞赛和全国大学生广告

设计大赛一、二、三等奖，个人多次获得“优秀指导老师”荣誉，参与过多项横向课

题并顺利通过评审。

（2）课程团队结构与规模

艺术设计专业成立毕业设计指导小组，负责毕业设计工作的组织与管理，毕业设

计选题、指导教师资格审核、组织答辩等工作进行管理和督查。

毕业设计指导小组成员：柴彬彬、邬幸、尚冬华、衣琨、蒋云巧、陈瑾东、赵畅。

毕业设计答辩小组成员：邬幸、尚冬华、高培、向晶晶、郑思、姜菁菁、王伉伉、

彭显喻、张优维、李梦云。

（3）教师专业背景与能力要求

该课程教学及指导由“双师”结构的专业教学团队组成。其中，本校指导教师主

要由高级、中级职称且有丰富设计经验及毕业设计指导经验教师担任，岗位指导教师

主要由行业企业一线知名设计师、设计总监、设计负责人担任。

1．具有艺术设计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

2．具备艺术设计专业实践操作的技能；

3．具备丰富的实际项目的设计、管理能力；

4．具有较强的教学与科研能力。



2.教学设施

该课程要求在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室（多媒体教室）完成，以实现教、学、做合一，

同时要求安装多媒体教学软件，方便下发教学任务和收集学生课堂实践结果。

3.教学资源

参考的教学资源有：

（1）王艺湘 《信息可视化展示环境与视觉导识系统设计》.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宋春燕 《包装设计》[M]. 河北美术出版社.

（3）楼正国 《品牌与 CI 设计》.河北美术出版社.

（4）吴 桥 《型录设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设计网站：酷站、花瓣网、包图网、千图网等。

五、毕业设计选题

序

号
名称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参考

课时

模

块

一

平面广告（招

贴、海报）设

计

以自选主题为创作

对象，进行广告设

计创作，包含商业

广告、公益广告和

文化广告等

海报结合主题进行创作，原创性强，具

有一定的视觉表达感，诉求明确。

1.标准海报制作尺寸: 制作尺寸

120*90cm，系列感强，系列作品不少于

3张；

2.设计说明不少于 300 字。

72

模

块

二

包装设计

自选一品牌商品进

行系列包装设计

（也可以是概念包

装设计）

1.系列包装作品盒型不得少于 9 个，总

数不得少于 15 个，形式多样，必须有

产品手提袋、大包装系列、小包装系列、

单个系列、周边等，总产品量不得少于

36 个；

2.包装设计作品符合主题要求，系列感

强，有较好的设计表现；

3.要求制作实物。

72



模

块

三

书籍装帧设

计

命题书籍进行书籍

装帧设计

1、主题概念书设计，从观念、文本、

图像、文字及制作手段都必须具有独特

性，选题观念独特，经过导师同意后，

可以独立作为毕业设计选题。

2、系列精装书籍设计，包括环衬、内

页、正文版式、扉页、目录页、封面、

护封等，要求整体结构合理且风格统

一。

72

模

块

四

装饰画/插画

设计

根据选题进行系列

插画设计或者装饰

画设计与表现

在艺术构思上，寻找最有表现力的构图

形式。并能灵活运用构图知识准确生动

地表现自己的独特构思，创意独特新

颖，能鲜明突出主题，做到形象感人、

形式新颖、手法独特，色彩合理配置、

归纳和装饰色彩恰当表现整体氛围，整

体关系协调、主次关系分明,画面完整

富有美感。

1.按系列主题绘制，系列装饰画不少于

4幅，（半开大小不少于 4幅，4 开大小

不少于 8 幅，8开大小不少于 16 幅，16

开大小不少于 24 幅）大小自定；

2.图纸工作量要求：系列主题文案、主

要形象及场景设计草图、插画形象相关

拓展的设计图；

3.至少一个展示海报，大小为：

120*90cm。

72

模

块

五

企业形象设

计(VI 设计)

自选企业品牌，依

据其企业文化、经

营理念、市场调查

1.设计包含视觉识别核心要素以及应

用要素；

2. 至少一个展示海报，大小为：

72



等进行视觉形象之

别系统的设计(VI

设计)

120*90cm；

3.成品展示。

学时合计：72 学时（其中实践教学学时比

例为 80%）

理论学时 14

实践学时 58

六、教学组织设计

该课程是根据艺术设计行业平面广告设计师（助理）的职业岗位要求，平面广告

设计师（助理）除了具备基本的美学素养、手绘能力、电脑绘图能力；还应具备专业

核心平面广告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装帧设计、企业形象设计等项目方案设计能力，

并能够进行效果的输出以及制作能力，为学生后续的工作与学习提供保障。

具体教学实施应根据学生的选择毕业设计的方向按照毕业设计方向从选题、设计

思路、设计执行以及后期制作等环节进行针对性指导。

七、课程评价方法

1.评价方式

该课程的考核主要采用过程考核和结果考核相结合、理论考试和实践考核相结合

的方法。理论部分考核学生对案例教学中各知识点的综合应用情况，实践部分考核学

生对教学案例的掌握情况以及综合设计项目实训的设计与表现能力。灵活多样的考核

方式可以全面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课程考核方式如表所示。

考核项目 考核方法 比例

过

过

程

考

核

态度纪律、

课堂参与度

根据作业完成情况、课堂回答问题、课堂实践示范情况，由

教师和学生干部综合评定学习态度的得分

根据上课考勤、课堂参与度由教师和学生干部评定纪律得分

40%

项目设计实践

根据学生完成情况由学生自评、同学评价和教师评价相结合

评定成绩

根据完成的时间、完成效果等由教师抽评形式评定成绩

50%



结

果

考

核

毕业答辩 由答辩委员会评定成绩 30%

合 计 100%

2.考核内容

（1）毕业综合设计实践成品一套。

（2）设计方案汇报多媒体课件一份。用于毕业答辩时方案陈述，要求设计版面，

根据答辩要求安排内容。

（3）毕业设计展板一张。规格：600mm×900mm，输出时最低分辨率：150dpi。

（4）毕业设计成果说明书需要包含学生基本信息及毕业设计内容，其中毕业设

计内容包括：毕业设计思路、毕业设计成果形成的过程及毕业设计特色与创新等。并

且按照要求及时上传毕业设计成果，包含过程性图稿。

3.评分等级

指导教师和答辩小组教师按百分制评定学生成绩，教务秘书按学院毕业设计成绩

汇总表要求，将其转换成等级制：优秀（90~100 分）、良好（80~89 分）、中等（70~79

分）、及格（60~69 分）、不及格（60 分以下）。优等成绩要从严掌握（人数控制在 10%

以内），院级优秀毕业设计的比例控制在 5%以内，良好的比例控制在 30%以内，其余

为中等、及格和不及格。

优秀（90-100 分）

(1)工作态度认真，遵守各项要求，运用各种设计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强，

设计效果好。能全面完成毕业设计任务，能灵活、正确、综合运用本专业基础理论，

在某些方面有独特见解或创新，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2)很好地完成任务书和规定的工作里，设计合理，创意新颖，设计观念表达清

晰。效果好，视觉冲击力强。设计图纸及相关资料内容质量好。

(3)专业操作技能好，动手能力强，毕业设计制作精良。

(4)在毕业设计过程中，勇于承担任务，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设计任务。



良好（80-89 分）

(1)工作态度较认真，能较全面完成毕业设计任务，运用各种设计方法分析和解

决问题能力较强，资料检索与使用能力较强。能灵活、正确、综合运用本专业基础理

论，专业技术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

(2)较好地完成任务书和规定的工作量，设计合理，创意新颖，设计观念表达较

好。设计元素表达基本全面。设计图纸及相关资料内容质量较好。

(3)手能力较强，毕业设计制作精良。

(4)在毕业设计过程中，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设计任务。

（5）答辩时概念较清楚，基本能正确回答提出的主要问题。

中等（70-79 分）

(1)工作态度尚好，能遵守纪律。能够运用各种设计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资料检索与使用能力较好，设计效果一般。能完成毕业设计任务，能运用本专业的技

术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

(2) 基本完成任务书和规定的工作量，设计较合理，创意符合要求，设计观念表

达一般。效果较好，视觉冲击力一般。设计元素表达较一般。设计图纸及相关资料质

量尚可。

(3)有一定的实验技能和动手能力，数据基本正确。

(4)在毕业设计过程中，在教师的指导下，基本能独立完成毕业设计任务。

（5）答辩时基本上能回答主要问题。

及格（60-69 分）

(1)工作态度一般，运用各种设计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一般，资料检索与使

用能力一般。能基本完成毕业设计任务，有一定的应用本专业技术理论知识解决问题

的能力。

(2)完成任务书和规定的工作里情况一般，设计基本合理，创意基本符合要求，

设计观念表达一般。效果一般，视觉冲击力一般。设计元素表达基本正确。设计方案

基本合理，考虑问题基本正确。

不及格（60 分以下）

(1)没有完成任务书和规定的工作量，设计不合理，创意不符合要求，设计观念



表达错误。效果差，视觉冲击力弱。设计元素有明显缺陷。

(2)设计实物不完整，有原则错误。

(3)最基本的专业理论知识不能掌握,经老师启发仍不能正确解决问题,达不到湖

南民族职业学院视觉艺术学院毕业设计的有关规定。

八、质量诊断与改进方法

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毕业设计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毕业设计选题过大；

（2）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较弱，缺乏前后的逻辑性，对理论的应用较欠缺，不

能很好地将理论和实践进行有机结合；

（3）毕业设计整体缺乏创造性，设计表现有待加强；

（4）毕业设计过程性的图稿过于草率，缺乏合理的整理与完善；

针对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毕业设计存在的问题给予一下建议：

（1）针对学生的选题范围进行选题具体化指导；

（2）指导学生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抽象与具象相结合，设计思维做基础，

强化设计表现；

（3）注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做到统一中求变化，变化中求统一；

（4）强化学生过程性的设计图稿的完善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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