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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能实训目的与要求

为了提高广告设计专业学生广告策划动手和实践能力，使所学的理论知识能

够熟练的应用于实际，提高学生的整体广告策划水平。我们为广告设计与制作专

业专门开设《广告策划》实训课程。本实训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在学习理论的同时，

力图通过实训对企业广告活动有一个全面直观的了解。使学生自觉的把所学理论

知识融会贯通，用于具体操作中，增强其动手能力。

通过实训，巩固学生所掌握的广告与策划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并学习广

告与策划业务的基本工作程序与操作规程，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增强自己

在广告专业的实际操作能力，将在学校三年的广告学理论知识结合并付诸到实践

中，以便能够达到拓展自身的识知面，扩大与社会的接触面，获得更多在社会竞

争中的经验，锻炼和提高自己的能力。同时亲身感受一个正规广告公司运作模式，

体会并理解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广告人，为以后自己毕业能够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

而打好基础。

二、技能实训内容

结合某企业实际情况，为某一企业进行广告策划活动，以此增强学生的实践

动手能力。通过本实训课程，要求学生在掌握现代广告策划的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重点掌握广告策划实训过程中各阶段的方法和技巧，通

过对经典影视广告的欣赏和经典广告策划案例的赏析，学习和巩固现代广告策划

的有关理论知识，并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为某企业产品上市、产品促销或企业形

象进行专业的广告策划，包括广告调查与分析、制定广告目标、确定广告任务、

广告媒体策划、编制广告预算、编制广告计划书、广告创意表现，并根据需要完

成广告策划的设计制作，最终编制一份比较详实全面的广告策划书（H5）。

三、技能实训材料准备

1、多媒体设备

2、手机/电脑 H5 制作程序3、方案

稿纸



四、参考课时

序号 技 能 实 训 内 容 时间

实训一 市场调研方案的确定 6课时

实训二 品牌广告策划 22 课时

五、考核办法

序

号
考核主要内容 考核关键点 评分标准 分数分配

1 小组报告

▪ 市场调研评

估

▪ 品牌竞争对

手分析

每点准确完成 10 分，完成不

好酌情扣分
20%

2
广告策划书展

示

▪品牌立项及市

场分析

▪ 产品特征分

析

▪消费人群分析

▪ 广告文案

▪ 广告媒体选

择

▪ 市场推广预

算

60 分以上合格，80 分以上优

秀
50%

3 平时表现

迟到、早退、课

堂表现及作业

完成情况

表现良好满分，表现不好酌情

减分
30%

合计 100%

六、要求

1、每次实训前，学生应根据实训内容，做好以下工作：

（1）阅读教材相应章节内容，熟悉所用的原理与策略；

（2）可将班级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成员应做好实训前的准备工作，明确本次实

训要达到的目标；

（3）制定合理的实施计划。组长应对小组成员的分工与协作工作负责。

2、按照实训要求，实际开展工作，并对所收集资料进行汇总、整理，撰写实

训报告。



技能实训项目一：市场调研方案的确定

一、 技能实训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次项目实训，能够对广告调研的方法进行了解和运用，并能够针对不

同的广告要求选择适合的调查方式。最终能够小组完成一份完整的调查问卷并攥

写调查报告。

二、 技能实训内容、步骤与方法：

以小组为单位，为某一品牌进行前期调研分析→讨论及网上、市场搜集资料

→报告品牌营销环境分析→竞争对手分析→目标定位→产品定位→确定广告对

象→撰写一份调查问卷→进行数据统计→做最终调研评估报告。

序

号
步骤 内容 方法

1 营销环境分析 了解现有市场宏环境、微观环境分析 小组讨论、记录

2 竞争对手分析

▪市场上同类产品竞争对手有哪些，特点是

什么

▪与竞争者相比，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

▪竞争者与自己的产品定位策略是什么

小组讨论、记录

3 广告目标确定 迟到、早退、课堂表现及作业完成情况 小组讨论、记录

4

产品定位

▪产品有什么特性

▪产品的形象如何

▪产品的生命周期怎么样

▪包装及名称怎样

依据是否合理

小组讨论、记录

5

确定广告对象

▪现在消费群体有何特点，生活层次

▪现有产品购买者的消费行为和动机

▪潜在消费群体基本特征，年龄、职业、性

别、文化程度、收入、社会地位

▪购买者受众的分布地区、分类及选择

小组讨论、记录

6

产品定位

▪产品有什么特性

▪产品的形象如何

▪产品的生命周期怎么样

▪包装及名称怎样

依据是否合理

小组讨论、记录



7 撰写调查问卷 针对某品牌推广做一份调研问卷（纸质版

或电子版）

实操、教师指导

8 问卷调查数据

评估

对已有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小组报告、教师指导

三、 考核办法

本次实训以小组为单位，采取小组操作及展示成果讲演的评估方式，由教师

直接评分，本部分实训成绩为 20 分，占总成绩的 20%。

四、 思考与练习

在制作调查问卷上，选择哪些问题能够直观地统计出一个品牌最想了解的问

题。以什么样的方式把问卷发布处出去能得到最真实的数据？

技能实训项目二：品牌广告策划

一、 技能实训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次项目实训，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为某企业产品上市、产品促销或企

业形象完成一份完整的广告策划书，包括广告调查与分析、制定广告目标、确定

广告任务、广告媒体策划、编制广告预算、编制广告计划书、广告创意表现，并

根据需要完成广告策划的设计制作（H5）。

二、技能实训内容、步骤与方法：

以小组为单位，为某一品牌制作完整的策划方案。包括完成品牌立项→竞争

对手分析→产品特征分析→消费人群分析→广告文案及创意表现→广告媒体的

选择→广告投入的预算及评估→最终以 PPT 或者 H5 的方式把策划书展现出来。

序

号
步骤 内容 方法

1 品牌立项 了解现有市场宏环境、微观环境分析 小组讨论、演讲报告

2 竞争对手分析

▪市场上同类产品竞争对手有哪些，特点是

什么

▪与竞争者相比，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

▪竞争者与自己的产品定位策略是什么

小组讨论、演讲报告

3
产品特征分析

▪产品的形象、功能如何 小组讨论、演讲报告



▪产品的生命周期怎么样

▪包装及名称怎样

4

消费人群分析

▪消费群体基本特征，年龄、职业、性别、

▪文化程度、收入、社会地位

小组讨论、演讲报告

5

广告创意表现

影视广告分镜镜头的撰写

平面广告文案撰写

小组讨论、演讲报告

6

广告媒体的选

择

选择使用的媒介方式

媒体的成本及宣传方式

媒体评估及预算

小组讨论、演讲报告

7 广告目标的预

测

广告投入的成本及广告推出之后的市场效

应如何

小组讨论、演讲报告

8 策划书展示 制作 PPT 或者 H5 小组报告、教师指导

三、 考核办法

本次实训以小组为单位，采取小组操作及展示成果讲演的评估方式，由教师

直接评分，本部分实训成绩为 50 分，占总成绩的 50%。

四、 思考与练习

在制作广告策划书上，把握住撰写策划书的流程与格式。在 PPT 演示过程

中，把握好自己的举止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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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能实训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室内设计最新的设计理念、知识、方法、技术、工艺，

能综合运用学过的专业基础知识，独立完成系列化室内设计与施工管理工作，要求设计的图

纸规范、标准，达到投标要求，设计方案具有独创性、潮流性和可实施性。通过任务引领型

的项目活动，要求掌握室内设计发展风格和流派、室内设计的基础理论知识及工艺、室内家

具陈设与照明，能够使学生独立的进行室内空间设计并能根据市场需要提出正确的设计方

案、设计构思及实施方案、材料选取、施工验收等一系列的流程。1、养成诚实、守纪、吃

苦耐劳的品德，养成善于动脑，勤于思考，及时发现问题的学习；2、具有善于和业主沟通

及与其他设计施工人员共事的团队意识，能进行良好的团队合作/3、养成保守企业商业秘密

的良好习惯；具较高的自主创业意识。

4、能将所学理论知识在实践中进行综合运用，把掌握知识与提高技能结合起来，提高学生

分析与解决市场问题的能力。

二、技能实训内容

本实训的内容包括整套家居空间设计方案流程学习。主要内容有：

1、了解国内室内设计家居空间设计行业的现状，学会认识家居设计风格；

2、学习各种室内设计风格表达技法；

3、能够根据客户要求选择不同设计风格进行家居空间设计；

4、掌握方案制作流程；

5、能独自解决设计方案时出现的问题；

三、技能实训材料准备

1、准备方案流程

2、准备绘图工具《马克笔、彩铅等》

四、参考课时

序号 实 训 内 容 时间

实训一 家居空间设计方案一 8课时

五、考核办法

序

号
考核主要内容 考核关键点 评分标准 分数分配

1 方案表现效果 ▪ 手绘效果图展 每点准确完成 15 分，完成不好酌 30%



示

▪ 3D 效果图以及

CAD 效果图

情扣分

2
整套家居空间

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流程理

论知识的掌握，

方案前期构思掌

握情况

60 分以上合格，80 分以上优秀 40%

3 平时表现

迟到、早退、课

堂表现及作业完

成情况

表现良好满分，表现不好酌情减

分
30%

合计 100%

六、要求

1、每次实训前，学生应根据实训内容，做好以下工作：

（1）阅读教材相应章节内容，熟悉所用的原理与策略；

（2）可将班级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成员应做好实训前的准备工作，明确本次实

训要达到的目标；

（3）制定合理的实施计划。组长应对小组成员的分工与协作工作负责。

2、按照实训要求，实际开展工作，并对所收集资料进行汇总、整理，撰写实

训报告。



技能实训项目一：家居空间设计风格确定与设计流程制作

一、技能实训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设计程序与方法，对设计与施工环节有一个全面充分

的了解和把握。了解室室内设计的文件编制。

教学重点：掌握室内设计的设计程序与文件的编制及对合同的认识把握。室内设

计的实施程序

教学难点：文件的编制、运用以及实际操作，概念设计和方案设计阶段 扩初

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

二、技能实训内容、步骤与方法：

一、室内设计的方法

室内设计的方法，这里着重从设计者的思考方法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

1、大处着眼、细处着手，总体与细部深入推敲大处着眼，即是如第一章中所叙

述的，室内设计应考虑的几个基本观点。这样，在设计时思考问题和着手设计的

起点就高，有一个设计的全局观念。细处着手是指具体进行设计时，必须根据室

内的使用性质，深入调查、收集信息，掌握必要的资料和数据，从最基本的人体

尺度、人流动线、活动范围和特点、家具与设备等的尺寸和使用它们必须的空间

等着手。

2、从里到外、从外到里，局部与整体协调统一建筑师 A·依可尼可夫曾说：“任

何建筑创作，应是内部构成因素和外部联系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从里

到外’、‘从外到里’。”室内环境的“里”，以及和这一室内环境连接的其他室内

环境，以至建筑室外环境的“外”，它们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设计时

需要从里到外，从外到里多次反复协调，务使更趋完善合理。室内环境需要与建

筑整体的性质、标准、风格，与室外环境相协调统一。

3、意在笔先或笔意同步，立意与表达并重意在笔先原指创作绘画时必须先有



立意，即深思熟虑，有了“想法”后再动笔，也就是说设计的构思、立意至关重

要。可以说，一项设计，没有立意就等于没有“灵魂”，设计的难度也往往在于

要有一个好的构思。具体设计时意在笔先固然好，但是一个较为成熟的构思，往

往需要足够的信息量，有商讨和思考的时间，因此也可以边动笔边构思，即所谓

笔意同步，在设计前期和出方案过程中使立意、构思逐步明确，但关键仍然是要

有一个好的构思。对于室内设计来说，正确、完整，又有表现力地表达出室内环

境设计的构思和意图，使建设者和评审人员能够通过图纸、模型、说明等，全面

地了解设计意图，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设计投标竞争中，图纸质量的完整、精确、

优美是第一关，因为在设计中，形象毕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图纸表达则是

设计者的语言，一个优秀室内设计的内涵和表达也应该是统一的。

二、室内设计的程序步骤

室内设计根据设计的进程，通常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设计准备阶段、方案设计

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和设计实施阶段。

1、设计准备阶段

设计准备阶段主要是接受委托任务书，签订合同，或者根据标书要求参加投标；

明确设计期限并制定设计计划进度安排，考虑各有关工种的配合与协调；明确设

计任务和要求，如室内设计任务的使用性质、功能特点、设计规模、等级标准、

总造价，根据任务的使用性质所需创造的室内环境氛围、文化内涵或艺术风格等；

熟悉设计有关的规范和定额标准，收集分析必要的资料和信息，包括对现场的调

查踏勘以及对同类型实例的参观等。在签订合同或制定投标文件时，还包括设计

进度安排，设计费率标准，即室内设计收取业

主设计费占室内装饰总投入资金的百分比。

2、方案设计阶段

方案设计阶段是在设计准备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分析、运用与设计任务

有关的资料与信息，构思立意，进行初步方案设计，深入设计，进行方案的分析

与比较。确定初步设计方案，提供设计文件。室内初步方案的文件通常包括：1、

平面图，常用比例 1：50，1：100；

2、室内立面展开图，常用比例 1：20，1：50；



3、平顶图或仰视图，常用比例 1：50，1：100；

4、室内透视图；

5、室内装饰材料实样版面；

6、设计意图说明和造价概算；

初步设计方案需经审定后，方可进行施工图设计。

3、施工图设计阶段

施工图设计阶段需要补充施工所必要的有关平面布置、室内立面和平顶等图

纸，还需包括构造节点详细、细部大样图以及设备管线图，编制施工说明和造价

预算。

4、设计实施阶段

设计实施阶段也即是工程的施工阶段。室内工程在施工前，设计人员应向施工单

位进行设计意图说明及图纸的技术交底；工程施工期间需按图纸要求核对施工实

况，有时还需根据现场实况提出对图纸的局部修改或补充；施工结束时，会同质

检部门和建设单位进行工程验收。为了使设计取得预期效果，室内设计人员必须

抓好设计各阶段的环节，

充分重视设计、施工、材料、设备等各个方面，并熟悉、重视与原建筑物的建筑

设计、设施设计的衔接，同时还须协调好与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设计意图和构思方面取得沟通与共识，以期取得理想

的设计工程成果。

三、考核办法

1、形成性考核：

按每个单元的规定项目设计累计形式，六个单元分别占 15%,项目设计量占 

10% 。

2、终结性考核：

作 品 构 成 ：项目设计＋项目汇报 成绩参评人员：指导教师及企业专家

成绩给定方式：以小组总成绩的方式进行给定，由组长进行分配

成绩给定依据： ① 市场调研报告：10％ ② 设计表现：20％ ③ 创意构

思：20％ ④ 项目整体效果：40％ ⑤ 学习态度：10％



主条目 赋分 次级条目 赋分 评分内容

项目策划 15
项目沟通 5 能良好地与客户进行沟通

设计创意 10 设计创意新颖，能体现项目主题及设计师意图

项目设计 20
设计草图 10 具备良好的手绘能力

设计正稿 10 图纸布局合理，功能合理

项目制作 40

平面图 15 能熟练运用 AutoCAD 平面图绘制软件

效果图 15 能熟练操作 3DMAX 三维效果图制作软件

后期处理 10 能熟练操作 Photoshop 进行后期图像处理

项目展示 15
设计确认 10 图纸符合国家标准，各项数据准确无误

结课整理 5 能完成项目文件的整理与保存

附加评分 10 学习态度 10
学习积极，并能发现问题、勤于钻研、解决问题

讲述流利，自信

四、思考与练习

思考：家居空间设计的设计流程是否可以运用到其他空间里面。

练习：一套家装施工图，（以功能和人的生理、心理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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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能实训目的与要求

商业广告设计是专门为高职院校视觉传达，广告设计与制作，艺术设计等专

业方向开设的综合性实践课程。培养学生拥有以商业目的为出发点，利用艺术设

计加工手段，进而结合现代化印刷技术与材料生产出实际设计品的多元模块综合

技能的应用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实训，使学生们了解并认识商业广告设计流程，

通过现场计算机辅助实操，实现商业广告画面设计且加强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能

力；后续通过高清写真喷绘机的操作培养学生制作设计成品的认知和操作技能。

本指导书立足于高职高专的培养目标，从广告行业的特征出发，强调理论联

系实际，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模拟项目教练式教学法；把学生动手能力、

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放在突出的地位；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

的潜能；避免单一的、满堂灌式的单纯理论讲授法。

通过实训，力图做到：

1、进一步巩固、掌握商业广告设计流程、广告画面设计元素的知识碎片整

合运用及设计后印刷加工材料，加工方式的印刷工艺等理论知识；

2、建立设计师岗位职责的意识，学会从用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缩短学生

适应工作岗位的时间；

3、能将所学理论知识在实践中进行综合运用，把掌握知识与提高技能结合

起来，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市场问题的能力。

二、技能实训内容

本实训的内容包括商业广告画面设计和设计成品制作。主要内容有：

1、了解国内广告行业的现状和需求，学会认识商业广告的设计流程步骤；

2、学习各种风格的图形、图案、字体、版式的设计，重点学习商业广告的

整合过程；

3、能够根据要求设计出广告画面并懂得评判标准；

4、掌握成品加工流程；

5、能对印制的产品质量进行鉴别并找出问题原因加以解决；

三、技能实训材料准备

1、多媒体计算机



2、高清写真喷绘机

3、喷绘纸张

四、参考课时

序号 实 训 内 容 时间

实训一 商业广告画面设计的制作 30 课时

实训二 高清写真喷绘制作及后期加工制作 8 课时

五、考核办法

序

号
考核主要内容 考核关键点 评分标准 分数分配

1
广告策划及广告

设计要点回顾
策划书编写 准确完成 30 分，完成不好酌情扣分 30%

2 计算机辅助实践

图形设计、文字设

计、配色设计、排版

设计

60分以上合格，80 分以上优秀 40%

3 平时表现
迟到、早退、课堂表

现及作业完成情况
表现良好满分，表现不好酌情减分 30%

合计 100%

六、要求

1、每次实训前，学生应根据实训内容，做好以下工作：

（1）阅读教材相应章节内容，熟悉所用的原理与策略；

（2）可将班级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成员应做好实训前的准备工作，明确本次实

训要达到的目标；

（3）制定合理的实施计划。组长应对小组成员的分工与协作工作负责。

2、按照实训要求，实际开展工作，并对所收集资料进行汇总、整理，撰写实

训报告。



技能实训项目一：商业广告画面设计制作

一、技能实训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次项目训练，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商业广告设计既商业广告策划后的设

计执行步骤及方法，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按照商业广告策划作为执行指导方

向，把广告画面设计的知识碎片进行整合及表现。

二、实训内容、步骤与方法：

编写好广告设计策划书→提出创意执行方案→文案设计→文字设计→图形设

计→图案设计→配色设计→版式设计。

序号 步骤 内容 方法

1
编写好广告设

计策划书

结合项目收集资料分析资料，编写好广

告策划书
小组讨论解决

2
提出创意执行

方案
确定设计创意执行方案 指导学生讨论

3 文案设计
编写广告文案（广告标题、广告正文、

广告口号、广告随文）等
指导学生操作

4 文字设计
广告画面中配合创意出现的文字字体设

计
指导学生操作

5 图形设计 广告画面中配合创意出现的图形设计 指导学生操作

6 图案设计 广告画面中配合创意出现的图案设计 指导学生操作

7 配色设计 广告画面的色彩系统商榷 指导学生讨论

8 版式设计
将每部分视觉元素根据形式美法则为基

准进行画面编排设计
指导学生操作

三、考核办法

以小组形式完成，采取小组操作完成度以及完成效果的评估方式，由教师

直接评分，本部分实训成绩为 25 分，占总成绩的 25%。

四、思考与练习

在操作过程中，大家实际遇到的困难有哪些，分组进行讨论，并预习设计的

印刷加工制作流程及注意事项。



技能实训项目二：高清写真喷绘及简单裱板的操作

一、技能实训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项目的实训加深学生对电子设计作品加工成现实材质的实物的理论

知识理解，熟悉操作高清写真喷绘机系统操作、承印材料类别、操作方法及使用

时需注意的事项，掌握基本的高清写真喷绘的实训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

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掌握高清写真喷绘的流程，能够独立进行高清写真喷绘的

操作，及解决基本问题的处理能力。

二、技能实训内容、步骤与方法：

选择高清电子喷绘文件→调整喷绘机参数→选择喷画材质→晾干→裱板

序号 步骤 内容 方法

1
选择高清电

子喷绘文件

印前文件准备或源文件或图片的参数设

定检查。
指导学生操作

2
调整喷绘机

参数

根据图像大小在喷绘写真机输出系统设

置好输出事项

根据教师准备的呈印

材料指导学生进行选

择

3
选择喷画材

质

选择不同喷绘介质（喷绘布）放置喷绘

机上
指导学生操作

4 晾干 喷绘成品晾干。 指导学生操作

5 裱板 成品颜料自然干燥后进行简单装裱裱板 指导学生操作

三、考核办法

以小组形式完成，采取小组操作完成度以及效果的评估，采取学生评分及教

师评分相结合的方式，本部分实训成绩为 25 分，占总成绩的 25%。

四、思考与练习

在操作的各个环节中出现哪些问题，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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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能实训目的与要求

商业空间设计是接轨市场的应用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实训，使学生们了解并

认识各种商业空间的设计流程，通过现场实操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商业空间设计的

技能。

本指导书立足于高职高专的培养目标，从室内设计行业的特征出发，强调理

论联系实际，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练式教学法；把学生动手能力、实

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放在突出的地位；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

潜能；避免单一的、满堂灌式的单纯理论讲授法。

通过实训，力图做到：

1、进一步巩固、掌握商业空间设计基础知识等理论知识；

2、建立设计师岗位职责的意识，学会从用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缩短学生

适应工作岗位的时间；

3、能将所学理论知识在实践中进行综合运用，把掌握知识与提高技能结合

起来，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市场问题的能力。

二、技能实训内容

本实训的内容包括商业空间设计。主要内容有：

1、了解国内商业空间设计的现状，学会认识商业空间设计；

2、学习各种类型的商业空间设计；

3、能够根据要求进行方案设计并绘制施工图；

4、掌握商业空间设计流程；

三、技能实训材料准备

1、商业空间实训项目。

2、电脑设备。

四、参考课时

序号 实 训 内 容 时间

实训一 专卖店设计 20 课时

实训二 餐厅设计 25 课时

五、考核办法



序号 考核主要内容 考核关键点 评分标准 分数分配

1
任选一商业空间

设计

▪ 商业空间平面功

能布置

▪ 设计图纸

▪ 效果图

每点准确完成 15 分，完成不好酌情扣

分
45%

2 理论知识

对商业空间理论知

识的掌握，及对商业

空间理论知识的学

习情况

60 分以上合格，80 分以上优秀 30%

3 平时表现
迟到、早退、课堂表

现及作业完成情况
表现良好满分，表现不好酌情减分 25%

合计 100%

六、要求

1、每次实训前，学生应根据实训内容，做好以下工作：

（1）阅读教材相应章节内容，熟悉所用的原理与策略；

（2）可将班级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成员应做好实训前的准备工作，明确本次实

训要达到的目标；

（3）制定合理的实施计划。组长应对小组成员的分工与协作工作负责。

2、按照实训要求，实际开展工作，并对所收集资料进行汇总、整理，撰写实

训报告。



 

 技能实训项目一：专卖店设计  

一、技能实训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项目的实训完成专卖店各个界面设计方案设计，绘制专卖店施工图。 

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专卖店设计的流程，能够独立进行专卖店的方案设计

及解决基本问题的处理能力。 

教学难点：文件的编制、运用以及实际操作，概念设计和方案设计阶段 扩

初 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 

二、技能实训内容、步骤与方法：  

 

序号 步骤 内容 方法 

1 
专卖店平面图

布置 

专卖店功能分区合理、专卖店交通流线

合理 

指导学生进行平面布

置 

2 
专卖店方案设

计 

能完成专卖店各个界面的设计并根据设

计图画效果图 

根据教师指导学生进

行设计修改 

3 
专卖店施工图

设计 
根据方案图纸绘制施工图 

指导学生根据方案图 

纸绘制施工图 

4 汇报方案 点评学生设计方案 评价学生 

三、考核办法 

以小组形式完成，采取小组操作完成度以及效果的评估，采取学生评分及教

师评分相结合的方式，本部分实训成绩为 25分，占总成绩的 25%。 

四、思考与练习 

   在操作的各个环节中出现哪些问题，如何解决？ 

 

 

技能实训项目二：餐厅设计  

一、技能实训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项目的实训完成餐厅各个界面设计方案设计，绘制餐厅设计施工图。 

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掌握餐厅设计的流程，能够独立进行餐厅的方案设计及解



决基本问题的处理能力。 

教学难点：文件的编制、运用以及实际操作，概念设计和方案设计阶段 扩

初 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 

 

二、技能实训内容、步骤与方法：  

  

序号 步骤 内容 方法 

1 
餐厅平面图布

置 
餐厅功能分区合理、餐厅交通流线合理 

指导学生进行平面布

置 

2 餐厅方案设计 
能完成餐厅各个界面的设计并根据设计

图画效果图 

根据教师指导学生进

行设计修改 

3 
餐厅施工图设

计 
根据餐厅方案图纸绘制施工图 

指导学生根据餐厅方

案图纸绘制施工图 

4 汇报方案 点评学生设计方案 评价学生 

三、考核办法 

以小组形式完成，采取小组操作完成度以及效果的评估，采取学生评分及教

师评分相结合的方式，本部分实训成绩为 25 分，占总成绩的 25%。 

四、思考与练习 

   在操作的各个环节中出现哪些问题，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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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能实训目的与要求 

印刷材料与工艺是接轨市场的应用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实训，使学生们了解

并认识各种印刷及流程，通过现场实操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印刷操作的技能。 

本指导书立足于高职高专的培养目标，从印刷行业的特征出发，强调理论联

系实际，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练式教学法；把学生动手能力、实践能

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放在突出的地位；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潜能；

避免单一的、满堂灌式的单纯理论讲授法。 

通过实训，力图做到：  

1、进一步巩固、掌握印刷材料及各种印刷方式的印刷工艺等理论知识； 

2、建立设计师岗位职责的意识，学会从用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缩短学生

适应工作岗位的时间； 

3、能将所学理论知识在实践中进行综合运用，把掌握知识与提高技能结合

起来，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市场问题的能力。 

二、技能实训内容 

本实训的内容包括印刷材料及工艺。主要内容有： 

1、了解国内印刷行业的现状，学会认识印刷材料； 

2、学习各种印刷工艺，重点学习丝网印刷； 

3、能够根据要求选择丝网进行绷网及学会制版； 

4、掌握印刷流程； 

5、能对印制的产品质量进行鉴别并找出问题原因加以解决； 

三、技能实训材料准备 

    1、准备网框、丝网 

2、准备油墨、铜版纸 

3、准备有问题的样张 

四、参考课时 

序号 技 能 实 训 内 容 时间 

实训一 丝印版的制作 8课时 



实训二 丝网印刷操作 8课时 

五、考核办法 

序

号 
考核主要内容 考核关键点 评分标准 分数分配 

1 孔版印刷工艺 

▪ 丝印版的制作 

▪ 丝网印刷操作 

每点准确完成 50分，完成不好酌

情扣分 
50% 

2 理论知识 

对平版、凸版、

凹版理论知识的

掌握，及对丝网

印刷理论知识的

学习情况 

60分以上合格，80分以上优秀 20% 

3 平时表现 

迟到、早退、课

堂表现及作业完

成情况 

表现良好满分，表现不好酌情减

分 
30% 

合计 100% 

六、要求 

1、每次技能实训前，学生应根据实训内容，做好以下工作： 

（1）阅读教材相应章节内容，熟悉所用的原理与策略； 

（2）可将班级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成员应做好实训前的准备工作，明确本次实

训要达到的目标； 

（3）制定合理的实施计划。组长应对小组成员的分工与协作工作负责。 

2、按照技能实训要求，实际开展工作，并对所收集资料进行汇总、整理，撰

写实训报告。



技能实训项目一：丝印版的制作 

一、技能实训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次项目训练，使学生进一步掌握直接制版的步骤及方法，要求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学会制版工艺，及在制作中出现问题的解决处理能力。 

二、技能实训内容、步骤与方法：  

 选择设计好的版面→感光浆配置已绷网→脱脂→烘干→涂膜→烘干→曝光→

显影→烘干→修版→最后曝光→封网 

序号 步骤 内容 方法 

1 
选择设计好的

版面 

将前序课程版式设计课程设计好的版面

单张进行选择 
小组讨论选择 

2 
感光浆配置已

绷网 
在绷好的网版上涂布一定厚度的感光浆 指导学生操作 

3 脱脂 
利用脱脂剂除去丝网上的油脂使感光浆

与丝网完全胶合 
指导学生操作 

4 烘干 烘干水分，温度控制住 40—50℃ 指导学生操作 

5 涂膜 利用刮槽将感光剂均匀的涂在丝网上 指导学生操作 

6 烘干 再次烘干 指导学生操作 

7 曝光 适当曝光使感光浆感光聚合 指导学生操作 

8 显影 显影操作 指导学生操作 

9 烘干 烘干 指导学生操作 

10 修版 对针孔及部分 NPTH孔处加以修补和检查 
以小组讨论教师指导

进行操作 

11 最后曝光 再次曝光 指导学生操作 

12 封网 
用封网浆将网版空余部分填满，避免印

刷使漏油 
指导学生操作 

三、考核办法 

以小组形式完成，采取小组操作完成度以及完成效果的评估方式，由教师 

直接评分，本部分实训成绩为 25分，占总成绩的 25%。 

四、思考与练习 

   在操作过程中，大家实际遇到的困难有哪些，分组进行讨论，并预习丝网印

刷的制作流程及注意事项。 



 

 技能实训项目二：丝网印刷的操作 

一、技能实训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项目的实训加深学生对印刷工艺尤其是丝网印刷的理论知识理解，熟

悉印刷设备结构、工作原理、操作方法及使用时需注意的事项，了解各种丝印材

料的印刷性能，掌握基本的印刷实训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 

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丝网印刷的流程，能够独立进行丝网印刷的操作，及

解决基本问题的处理能力。 

二、技能实训内容、步骤与方法：  

 调墨→准备承印物→装版→准备刮板→承印物定位→上墨→印刷→校样 

序号 步骤 内容 方法 

1 调墨 进行调墨，调色时墨的加入要逐渐接近。 指导学生操作 

2 准备承印物 
准备不同克数的铜版纸，同时实物讲解

其他承印物如衣服、玻璃等。 

根据教师准备的呈印

材料指导学生进行选

择 

3 装版 

将网版固定在印刷平台上的夹框器上，

并调节网框位置及水平。注意丝网印版

与承印物之间要留有一定间隙。 

指导学生操作 

4 准备刮板 考虑刮板长度、刮板形状及硬度的选择。 指导学生操作 

5 承印物定位 

印版图文在承印物上的位置主要由承印

物在印刷台上的位置决定，一般需给承

印物进行前规与侧规定位。 

指导学生操作 

6 上墨 将油墨倒在网版的图像处，进行上墨。 指导学生操作 

7 印刷 实操进行印刷。 指导学生操作 

8 校样 对印刷成品进行校样 进行小组讨论 

三、考核办法 

以小组形式完成，采取小组操作完成度以及效果的评估，采取学生评分及教

师评分相结合的方式，本部分实训成绩为 25 分，占总成绩的 25%。 

四、思考与练习 

   在操作的各个环节中出现哪些问题，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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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能实训目的与要求

首饰制作工艺是接轨市场的应用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实训，使学生们了解并

认识各种首饰制作流程，通过现场实操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工艺操作的技能。

本指导书立足于高职高专的培养目标，从首饰行业的特征出发，强调理论联

系实际，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练式教学法；把学生动手能力、实践能

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放在突出的地位；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潜能；

避免单一的、满堂灌式的单纯理论讲授法。

通过实训，力图做到：

1、进一步巩固、掌握首饰材料及各种制作方式的制作工艺等理论知识；

2、建立设计师岗位职责的意识，学会从用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缩短学生

适应工作岗位的时间；

3、能将所学理论知识在实践中进行综合运用，把掌握知识与提高技能结合

起来，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市场问题的能力。

二、技能实训内容

本实训的内容包括首饰材料及工艺。主要内容有：

1、了解国内首饰行业的现状，学会认识首饰材料；

2、学习各种首饰制作工艺，重点学习锯功锉功；

3、能够根据要求选择金属进行焊接及学会制版；

4、掌握制作流程；

5、能对加工的产品质量进行鉴别并找出问题原因加以解决；

三、技能实训材料准备

1、准备锯、锉

2、准备焊枪、刻刀

四、参考课时

序号 实 训 内 容 时间

实训一 首饰的制作锯功锉功 36 课时

实训二 首饰制作焊接 36 课时

五、考核办法



序

号
考评主要内容 考核关键点 评分标准 分数分配

1 素质考评
由教师根据学生

表现考评
根据上课纪律等情况考评 10 分

2 工单考评
由教师根据学生

表现考评

知识内容 10 分

项目操作过程记录 20 分
30 分

3 实操考评
由教师根据学生

表现考评

任务方案正确 10 分

工具使用正确 10 分

操作过程正确 30 分

任务完成良好 10 分

60 分

合计 100 分

六、要求

1、每次实训前，学生应根据实训内容，做好以下工作：

（1）阅读教材相应章节内容，熟悉所用的原理与策略；

（2）可将班级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成员应做好实训前的准备工作，明确本次实

训要达到的目标；

（3）制定合理的实施计划。组长应对小组成员的分工与协作工作负责。

2、按照实训要求，实际开展工作，并对所收集资料进行汇总、整理，撰写实

训报告。



技能实训项目一：首饰制作锯功锉功

一、技能实训目的与要求：

能认识首饰制作的基本设备。

能够认识常用首饰制作工具。

能够了解首饰加工材料。

能够有团队意识、规范意识、质量意识、诚信意识

二、技能实训内容、步骤与方法：

锉的种类与认识

锯弓的认识

掌握锯弓的操作方法。

掌握各种锉的操作方法

三、考核办法

由教师根据学生表现考评

四、思考与练习

可将班级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成员应做好实训前的准备工作，明确本次实训

要达到的目标



技能实训项目二：首饰制作焊接技术

一、技能实训目的与要求：

能够了解首饰加工材料。

能够有团队意识、规范意识、质量意识、诚信意识。

二、技能实训内容、步骤与方法：

焊接工具的认识

焊药的认识与使用。

掌握焊接工具的使用方法

三、考核办法

由教师根据学生表现考评

四、思考与练习

可将班级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成员应做好实训前的准备工作，明确本次实训要达

到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