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觉艺术学院

2022 届高职生毕业设计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加强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毕业设计工作的指导

意见和毕业设计抽查指南精神，在 2021 届我校毕业设计合格率 100%的良

好基础上，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教学内涵建设，切实提高 2022 届高职毕业

生毕业设计质量，视觉艺术学院根据湖南民族职业毕业设计方案制定如

下工作方案：

一、毕业设计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院部成立毕业设计指导小组，负责毕业设计工作的组织与管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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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设计指导小组组长由院长担任。

组 长：李 昕

副组长：柴彬彬 刘永强

督 导：吴 军 潘金星 李悠然 杨惠婷

成 员：陈旭武 周峥 邬幸 夏忠军

联络员：陈碧晖 李环 易煊 周觅

二、毕业设计对象

2021年 7月 11日至 2022年 7月 10日期间在教育部学信网学历注册

标注为“毕业”状态的全日制三年制高职毕业生。视觉艺术学院三年制

高职毕业生总人数为：743 人。

三、毕业设计内容

毕业设计内容为毕业设计任务书、毕业设计成果两大部分。

四、毕业设计实施要求



（一）毕业设计内容要求

1.毕业设计任务书

每名学生的毕业设计任务书须明确具体目的、任务、实施步骤、方

法、时间安排和成果表现形式等。毕业设计任务书必须有指导老师亲笔

完整签名（扫描），下达任务书的时间必须与毕业设计成果时间合理对

接。

2.毕业设计成果

（1）毕业设计成果展示

学生毕业设计成果应表现为物化产品、软件、文化艺术作品、方

案等形式。其中，表现形式为物化产品、软件、文化艺术作品的，须另

附说明（内容包括毕业设计思路、毕业设计成果形成的过程及特点等）。

学生毕业设计成果不得以论文、实习总结、实习报告等形式替代。关于



毕业设计成果展示，室内艺术设计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以及艺术设计

三个专业上传毕业设计成果时不少于 10张图片（如下图服装毕业生为示

范）。动漫设计专业上传毕业设计成果时动漫短片不能少于 30秒，多格

漫画版面不少于 10版，并且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微电影时长单人不少于

3分钟，组合不少于 5分钟。

设计时间与形成成果的时间必须有间隔，并且前后间隔时间合理。

成果名称必须与选题名称和任务书保持一致。成果内容中的图表图标必

须清晰。毕业设计成果必须有学生亲笔完整签名（扫描）。

（2）毕业设计成果说明（如下图服装毕业生为示范）





3.毕业设计选题名称必须字句完整，一目了然，但不要超过 18个字。

五、毕业设计上传方式

我院设立“毕业设计任务书”和“毕业设计成果”及“其它”三个

一级栏目，其中，“毕业设计任务书”栏目上传有关毕业设计任务书文

件；“毕业设计成果”栏目上传学生毕业设计成果，物化产品、软件、

文化艺术作品等形式的成果和毕业设计成果说明，成果为方案形式的，

可以不做成果说明；“其它”栏目上传毕业设计成绩评定表，点击条目

须直接显示相应内容。例如：

1.毕业设计任务书

2.毕业设计成果

２.１毕业设计成果

２.２毕业设计成果说明

3.毕业设计成绩评定表

各教研室按毕业证书编号顺序建立学生毕业设计成果列表（毕业证

书编号、姓名、专业代码、专业名称、选题名称），并将毕业证书编号

链接到对应学生的“毕业设计成果展示”栏目，按照《学生毕业设计展

示网址列表》填写完整（附件 4），表格中的“毕业设计展示网址”须直

接对应学生毕业设计展示网页。

学生“毕业设计成果展示”及与指导老师的交流互动均在该平台进

行。

六、毕业设计时间安排

1.2021 年 12 月 4日前，各教研室完成毕业设计工作方案。

2.2021 年 12 月 13 日前，院部对应各专业安排并落实好指导老师，

指导学生完成选题工作并下达任务书。

3.2021 年 12 月 20 日前，院部培训学生学会使用超星网络泛雅平台。



4.2022 年 1 月 7 日前，组织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方案、毕业设计作品

初稿。

5.2022 年 5 月 1 日前，学生完成毕业设计终稿，并将毕业设计所有

材料上传至超星网络平台。

6.2022 年 5 月 10 日前，指导老师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空间美化。

院部完成“学生毕业设计展示网址列表”的链接。

7.2022 年 5 月 15 日前，院部组织专业教师对本院所有高职毕业生的

毕业设计内容进行评审考核，并保证百分之百的合格率。

8.2022 年 5 月 18 至 20 日，学院教务办组织专家对所有专业毕业设

计进行逐一检查。

9.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期间，指导老师应不定期与学生交流、指导，

学校将不定期对学生毕业设计情况进行督查。

10.2022 年 5 月 30 日前，院部汇总“学生毕业设计展示网址列表”，

确保无遗漏。

11.2022 年 6 月 10 日，教务办组织进行第二次毕业设计抽查工作。

七、毕业设计环节的工作程序

毕业设计主要环节含有选题、开题、指导、答辩、成绩评定等。

（一）选题阶段

1、各教研室负责人明确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及相应的任务书指导书，

经院部审批后发布。

2、公布选题方向进行选题工作，经过双向选择，根据学生意愿和教

师情况进行平衡，确定最终指导教师及学生名单。

3、学生在确定选题方向后，确定具体毕业设计题目。

4、学生毕业设计题目确定后由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填写

《毕业设计任务书》，下达给每一个学生。任务书中应明确具体要求，



包括：专业方向、毕业设计题目名称、完成条件、具体任务及时间安排

要求等方面。

5、选题原则

（1）学生应在相关行（企）业进行调研或岗位实践后，结合自己的

专业，从用人单位或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中与指导教师一起确定选题。

(2)选题应紧扣高素质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能使学生获得专业岗位

的综合能力训练。

(3)选题要考虑学生的专业基础和实际水平，项目不宜过大，以学生

在短期内经过努力能基本完成或者相对独立地完成阶段性成果的课题为

准。选题实行教师指导与学生自选相结合的办法。原则上每位学生独立

完成一个选题的设计。

(4)各专业要严格把好审题关，确保选题的可行性和实效性。

(5)在毕业设计期间，如果有学生提出调整或更改选题，须经指导教

师批准。

（二）开题阶段

1、学生在接到《毕业设计任务书》后，在通过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拟定毕业设计进度安排及设计框架，并向指导教师提交。

2、各指导教师组织开题汇报工作。

3、毕业设计开题报告经指导教师审阅，院部同意后方可实施。

（三）设计指导阶段

1、学生开始收集资料开展设计工作，对设计框架及部分进行修订，

提炼出个人观点。

2、要求学生定期同指导教师联系，认真做好记录。每位指导教师指

导每个设计的时间原则上不低于２学时／人。

（四）中期检查阶段



1、中期返校，学生向指导老师进行中期汇报，指导教师检查学生毕

业设计。

2、由院毕业设计工作小组组织对各班 20%学生的毕业设计进行抽查，

包括学生完成情况、教师指导情况等，并进行及时反馈。

3、学生继续修改，并提交毕业设计作品及各类记录表格。

（五）毕业设计初审

1、学生完成毕业设计初稿，提交指导教师。

2、教师提出初审意见，学生进行整改。

对老师的要求：老师必须到校指导，对每一个学生进行面对面初审，

指导时间至少保证 1 学时/人。

对学生的要求：学生必须按时到指定地点集合，凡迟到或未到者扣

相应的平时分。

（六）答辩准备阶段

1、成立答辩委员会，一般由 5～10 人组成，负责组织答辩工作，制

订答辩规则、程序、要求以及时间、地点安排等，审定答辩小组评出的

学生毕业设计成绩并写出审定意见。院部将答辩委员会的组成情况及答

辩日程、地点安排于答辩前一周向学生公布。

2、指导教师对毕业设计进行最后审阅，确定进入答辩的名单。

3、毕业设计经指导教师审阅后，在答辩前三天交答辩小组负责人，

毕业设计作品（或照片）及文本成果，由其指定答辩小组成员进行评阅。

评阅人根据设计涉及内容的要求，准备好答辩时的提问。

4、答辩小组对学生进行资格审查，凡不符合资格的学生不能参加答

辩，其成绩为不及格。答辩小组中应有专人负责评阅学生选题成果及相

关材料，必要时召开答辩的预备会，对答辩进程及评分标准进行研究，

对选题成果进行审阅。



（七）答辩

1、答辩时学生就课题的目的、要求、设计特点、主要依据和结论、

设计中的体会、见解等作出说明，时间一般控制在 10-15 分钟。

2、答辩小组对课题关键问题及与课题密切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设

计方法等方面的提问一般为 5分钟左右。

3、答辩小组评议，根据学生毕业设计及答辩情况填写《毕业设计答

辩成绩评定表》。毕业设计答辩完成后，学生按要求改正设计中存在的

错误。按要求装订，交指导教师。

（八）成绩的评定

毕业设计必须经过“审阅”、“评阅”、“答辩”等环节，由指导

教师、答辩小组评阅教师、答辩小组分别写出评语并给成绩，最后由答

辩组长综合评定学生的成绩并填写《毕业设计成绩评定表》。

毕业设计的成绩采取五级记分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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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等级一般控制在 5%以内。

八、抽查结果及运用

学校高度重视毕业设计工作，已专门发文确定将毕业设抽查合格率

100%通过作为院系工作年度目标。

1.毕业设计相关管理与奖惩严格依据《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关于建立

学生毕业设计问责机制的规定》处理。

2.学生未按时按要求提交相关毕业设计资料的，均按“不合格”计，

并与各院系绩效考评挂钩。

3.毕业设计成果及表格严禁剽窃或抄袭，如有雷同，作零分处理。

4.学生按小组开展毕业设计的，其任务书和毕业设计成果要体现不

同的工作任务和特点，不可雷同。



5.毕业设计作品（产品）严禁以论文、实习总结、实习报告等形式

替代。

九、其他

1.各专业应高度重视学生毕业设计抽查工作，认真组织，精心准备，

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2.毕业设计抽查期间，须保持相关平台网络畅通，确保所有上传至

网上的资料均可在线打开。对在评审期间不能打开的资料，按未提交资

料处理。

3.所有毕业设计所需表格均按本次所发附件表格执行，毕业成果为

方案的专业，方案模板自行设计，但是必须严格符合省厅关于毕业设计

成果的要求。

视觉艺术学院

2021 年１０月２5 日

附件 1：2022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答辩方案

附件 2：毕业设计任务书

附件 3：毕业设计成果说明

附件 4：毕业设计成绩评定表

附件 5：学生毕业设计展示网址列表



附件 1：2022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答辩方案

视觉艺术学院

2022 届高职生毕业设计答辩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学校教务处工作安排，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组织各专业学生

进行毕业答辩工作，特制订方案如下：

一、毕业设计答辩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院部成立毕业设计答辩指导小组，负责毕业设计答辩工作的组

织与管理，对毕业设计答辩工作进行管理和督查。毕业设计指导小

组组长由院长担任。

组 长：李 昕

副组长：柴彬彬 刘永强

督 导：吴 军 潘金星 李悠然 杨惠婷 潘婷 罗玲

雪

成 员：陈旭武 周峥 邬幸 夏忠军

联络员：李环 陈碧晖 易煊 周觅

二、毕业设计对象

2021年 7月 11日至2022年 7月 10日期间在教育部学信网学历

注册标注为“毕业”状态的全日制三年制高职毕业生。视觉艺术学

院三年制高职毕业生总人数为：743 人。

三、毕业设计内容

毕业设计内容为毕业设计任务书、毕业设计成果两大部分。

四、答辩阶段



本学期主要采取线上答辩，由答辩负责老师根据课题的目的、

要求、设计特点、主要依据出三道答辩题目，学生任选两道题目进

行答辩，学生时间一般控制在 5-8 分钟完成线上题目答辩。

答辩小组评议，根据学生毕业设计及答辩情况填写《毕业设计

答辩成绩评定表》。毕业设计答辩完成后，学生按要求改正设计中

存在的错误。按要求装订，交指导教师。

五、成绩的评定

毕业设计必须经过“审阅”、“评阅”、“答辩”等环节，由

指导教师、答辩小组评阅教师、答辩小组分别写出评语并给成绩，

最后由答辩组长综合评定学生的成绩并填写《毕业设计成绩评定

表》。

毕业设计的成绩采取五级记分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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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等级一般控制在 5%以内。

视觉艺术学院

2021 年 10 月 25 日



附件 2：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毕业设计任务书

毕业设计题目

学生姓名 所属院系

专 业 班 级

指导教师姓名 职 称

任务起始日期 任务结束日期

设计目的

设计任务

设计要求

实施进程

（步骤、方法及

时间安排）

成果表现

形 式

主要参考

资 料

指导老师签名：

年 月 日

教研室意见：

签名（章）：

年 月 日

院/系意见：

签名（章）：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一式两份，学生自己一份，交院/系部保存一份（含纸质和电子文档）。



附件 3：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毕业设计成果说明

学生姓名 班级 学号

所属学院 专 业

设计题目 成果表现形式

设计思路

成果的

形成过程

成果特点

收获与反思

说明：本表一式两份，学生自己一份，交院/系保存一份（含纸质和电子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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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毕业设计成绩评定表

说明：1.毕业设计评价指标及权重，具体指标内涵参见按湘教通（2018）132 号

文件，并按其执行。2.“等级”指优秀（90-100）、良好（80-89）、中等（70-79）、

及格（60-69）、不及格（60 以下）。2.凡参加答辩的设计，“设计指导小组评

定等级”栏不填。凡未参加答辩的设计，“答辩小组评语”栏不填。

院/系部 班级 专业

姓名 学号 指导老师

设计题目

毕业设计评价指标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权重（%） 得分

1.设计任务

1.1 专业性 5

1.2 实践性 3

1.3 可行性 10

1.4 工作量 2

2.成果质量

2.1 科学性 25

2.2 规范性 15

2.3 完整性 25

2.4 实用性 15

总分值

指导教师评语：

建议评定等级：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评阅教师评语：

建议评定等级： 评阅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答辩小组评语：

评定等级：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设计指导小组评定等级：

设计指导小组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院/系部（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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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学生毕业设计展示网址列表

注：1.按毕业证书编号顺序升序排列此表；

2.专业代码、专业名称按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 年）》填写。

3.链接地址为“学生毕业设计展示”栏目地址，每个地址对应一名学生的材料；

4.涉及国家安全信息或企业核心机密的毕业设计成果，可以不提供链接地址，但需在链接地址栏内注明“涉密”。

序号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毕业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学制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毕业设计选题名称 毕业设计展示网址 指导教师

1

2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