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校企合作开发课程标准样本 

《Adobe Illustrator》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编码 03102L08 课程性质 必修课 课程类别 b 适用专业 
视觉传达

设计 

开设学期 第 3 学期 学时/学分 72/4 
编制人 隋嫦婉 审核人 张幼晖 

编制时间 2021-3 审核时间 2021-3 

企业参与人员

及单位名称 

1.美术指导 

2.广州普莱斯特礼品有限公司 

课程定位 

Adobe illustrator 是一种应用于出版、多媒体和在线图像的工业标准矢量插画的软件，作为一

款非常好的图片处理工具，Adobe Illustrator 广泛应用于印刷出版、海报书籍排版、专业插画、多

媒体图像处理和互联网页面的制作等，也可以为线稿提供较高的精度和控制，适合生产任何小型

设计到大型的复杂项目。所以对将来从事计算机应用的学生来说，学习 Adobe illustrator 方面的知

识是十分必要的。 

知识目标： 

（1）掌握基础的平面设计制作原理及概念。 

（2）掌握基本的软件工具应用。 

（3）掌握软件项目管理的基本流程。 

能力目标： 

（1）能够使用软件的基础工具。 

（2）能够使用软件对各种图片素材进行处理并得到想要的效果。 

（3）能够软件制作简单及复杂的插图 

（4）能够软件排版打印 

（5）能够使用软件制作简单的网页 

（6）能够准确的归类素材文件 

（7）能够让学生掌握与人协作、知识共享。 

（8）能够让学生掌握基本的表达能力。 

（9）能够让学生掌握与创新能力、自我学习、模仿能力。 

课程目标 

课程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工学结合，强化学生的操作技能，学生在训练设计技能的同时，还

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协作能力、沟通能力与协调能力，加强学生的团队意识，提高学生职业岗

位适应能力，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通过“理论—实训—设计”

教学模式的实施，要求学生掌握熟练掌握 Illustrator 计算机辅助软件的操作，培养学生的综合设计



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以及艺术修养，最终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使用 Illustrator

软件辅助视觉传播设计完成其他专业课的设计内容，及制作与表现及后期的输出，并能够灵活应

对一些突发情况，如，客户临时改变方案和要求，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应变能力的技能型、应用

型专门人才。 

二、课程对应的岗位及能力要求 

岗位任务 能力要求 

电商视觉设计师 
具备对公司店铺店面整体形象设计，网店风格及商品展示设计，首页广告图片制

作及美化、整体布局、活动广告和相关图片的制作及处理的能力 

平面广告设计师 能掌握视觉语言与图形创意创意的相结合 

品牌视觉设计师 能掌握图形的设计、logo设计、色彩的搭配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与制作的能力 

三、课程基本目标 

能力描述 知识目标 职业技能目标 职业素养目标 

专业能力 

1、具有一定的设计理念 

2、掌 握 Adobe 

Illustrator软件的操作 

3、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工

作态度和创造性工作能力 

1、熟练操作本软件及应用快捷方式的

专业技能 

2、掌握卡片、宣传单张、包装盒、标

志、海报、动画角色、VI手册等设计

制作方法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科学态

度和创新意识 

2、提高创新能力和审美观 

3、具有获取一定信息的能力 

社会能力 

1、团队管理能力 

2、与人沟通交流能力 

3、市场方向把握能力 

1、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职业素养、职业道德和职业判断能

力的提高 

3、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团队协作的

精神 

1、了解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及

规章制度 

2、具有敬业爱岗、富有责任心的

优良思想品质 

3、养成良好的职业安全习惯 

方法能力 

1、培养知识的融会贯通和

举一反三的能力 

2、培养动手实践的能力 

3、培养自主学习和创新能

力 

1、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和职业形象 

2、具有自觉的规范意识和团队精神，

并具有良好的沟通和交流能力 

3、身心健康，能精力充沛地工作 

4、思维敏捷，反应速度快。 

1、具有严谨的科学作风和踏实的

工作态度，积极的求知欲和进取心 

2、灵活应变能力 

职业技能证书考核要求 无 

四、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内容说明 

本课程的学习内人包括视觉设计基础知识、视觉设计元素的处理与制作、电商广告设计与制

作、电商首页设计与制作、店铺整体装修及电商视觉设计综合实训等六个部分，其中有电商视觉

设计的基本概念及范畴、店铺的产品主图、产品海报图、产品详情页、店铺首页等创意与设计美

化。  

教学内容 序号 知识模块 考核目标 学时分配 



1 
Illustrator基础知识 

 

（1）安装与启动  

（2）文档操作  

（3）操作的还原与重做  

（4）辅助工具 

4 

2 绘制简单图形 

（1）使用绘制工具  

（2）直线段工具及隐藏菜

单  

（3）矩形工具及隐藏菜单  

（4）对象的复制 

（5）图形填色与描边 

8 

3 
绘制复杂图形 

 

（1）钢笔工具 
（2）画笔工具 

（3）曲率工具 

（4）橡皮擦工具 

（5）透视图工具组 

（6）形状生成工具 

8 

4 

 

对象变换 

 

（1）选择方式  

（2）变换对象 

（3）封套扭曲 

8 

5 文字 

（1）创建文字 

（2）字符面板 

（3）段落面板 

（4）文本绕排 

（5）文字编辑操作 

（6）图表 

8 

 6 对象的管理与操作 

（1）对象排列与分布 

（2）隐藏、编组、锁定 

（3）图层面板 

（4）图像描摹与转换位图 

（5）对象变换工具 

（6）整形工具 

（7）路径查找器 

（8）编辑路径对象 

（9）混合工具 

（10）剪切蒙版 

8 

 7 其他模式及效果 （1）不透明度 8 



（2）混合模式 

（3）不透明蒙版 

（4）效果 

（5）3D 

（6）风格化 

（7）切片与网页输出 

 8 综合实战 

（1）海报设计 

（2）VI设计 

（3）UI设计 

12 

学习基础 

1. 前导课程：构成基础、图形创意设计、字体设计、板式设计、Photoshop CorelDRAW 

2.服务课程：包装设计、平面广告、品牌视觉设计 

3.学生基础：学生具有软件设计能力、图形设计和色彩搭配能力，且具有自学能力和终身学习能

力。 

考核评价 

考评项 1 考评项 2 考评项 3 考评项 4 考评项 5 考评项 6 考评项 7 考评项 8 

任务与综

合考核 

任务与综

合考核 

任务与综

合考核 

任务与综

合考核 

任务与综

合考核 

任务与综

合考核 

任务与综

合考核 

任务与综

合考核 

5 11 11 11 11 11 11 16.6 

课程教学效果评价方法：本课程为考查科，采用平时成绩与作品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平时考

核视平时上机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学习态度、团队协作能力给分，占考核总成绩的 50%；作品考

核以完成一项课题的作品作为评分依据，占总成绩的 50%；综合考核以平时成绩加上考核成绩的

总和。 

五、教学设计及教学方法 

1、总体

教学设

计 

1、采用多媒体投影教学或视频共享教学，结合黑板教学，综合运用课件，使学生接受更全面。 

2、在讲课中结合实践经验，讲练结合，采用例案教学的方法，通过各种优秀设计的案例讲解，使教学内

容融会贯通。 

3、在教学过程中，安排一定的作业，使学习的内容能及时消化，做出好的设计作品。 

2、项目

/情景教

学方法 

序号 教学任务/情景实施 教学方法 

1 

Illustrator 基础知识： 

任务一：认识软件操作界面； 

任务二：使用“置入”命令制作风

景拼贴画； 

任务三：使用“新建”“置入”“储

存”命令制作饮品饮料。 

 

 

通过案例演示，提出问题，给出知识点，讲解案例应用

背景，给学生一个切入点，建立感性认识。目的是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感到学有所用，从而明确本次课的教学

目标。 

 

 



 

2 

绘制简单图形： 

任务一：绘制矩形网格； 

任务二：绘制桔子切面； 

任务三：使用“矩形工具”制作极

简风登录界面； 

任务四：“圆角矩形工具”与“多

边形工具”制作名片；  

任务五：使用多种绘图工具制作卡

通广告； 

任务六：使用多种填充方式制作网

页广告。 

 

实施教、学、做结合，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每学完一个

案例都进行核心技能实训，此时学生是在校内课堂中完成（非

真实工作环境，称为“假做”）教师精心设计的涵盖核心技能

的实训题（非真实工作任务，称为“假题”）进行“假题假做”。 

设计学习情境，每个学习情境按由易至难、循序渐进的教学

规律进行传授，随着教学过程的进行举一反三，构建学习情

境的项目复杂度递增（学生的技能水平越来越高)。 

 3 

绘制复杂图形： 

任务一：使用“钢笔工具”绘制折

线图；  
任务二：使用画笔描边制作水墨板

式； 

任务三：使用“剪刀工具”制作多

彩标志； 

任务四：制作汽车宣传三折页。 

 

实施教、学、做结合，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每学完一个

案例都进行核心技能实训，此时学生是在校内课堂中完成（非

真实工作环境，称为“假做”）教师精心设计的涵盖核心技能

的实训题（非真实工作任务，称为“假题”）进行“假题假做”。 

设计学习情境，每个学习情境按由易至难、循序渐进的

教学规律进行传授，随着教学过程的进行，构建学习情境的

项目复杂度递增（学生的技能水平越来越高)。 

 

 4 

对象变换： 

任务一：使用“旋转工具”制作倾

斜广告；  

任务二：使用“自由变换工具”制

作立体书籍；  

任务三：使用“封套扭曲”制作带

有透视感的文字海报和节庆文字； 

任务四：商务名片设计。 

 

 

实施教、学、做结合，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每学完一个

案例都进行核心技能实训，此时学生是在校内课堂中完成（非

真实工作环境，称为“假做”）教师精心设计的涵盖核心技能

的实训题（非真实工作任务，称为“假题”）进行“假题假做”。 

设计学习情境，每个学习情境按由易至难、循序渐进的

教学规律进行传授，随着教学过程的进行，构建学习情境的

项目复杂度递增（学生的技能水平越来越高)。 

 

 5 

 

文字： 

任务一：使用“文字工具”制作时

尚杂志封面；  

任务二：使用创建轮廓制作变形艺

术字；  

 

实施教、学、做结合，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每学完一个

案例都进行核心技能实训，此时学生是在校内课堂中完成（非

真实工作环境，称为“假做”）教师精心设计的涵盖核心技能

的实训题（非真实工作任务，称为“假题”）进行“假题假做”。 



任务三：制作茶文化宣传页； 

任务四：医疗主题三折页设计； 
任务五：带有图表的商务画册内

页。 

设计学习情境，每个学习情境按由易至难、循序渐进的

教学规律进行传授，随着教学过程的进行，构建学习情境的

项目复杂度递增（学生的技能水平越来越高)。 

 6  

对象的管理与操作： 

任务一：利用对齐功能制作简约文

字海报及作品展示页面；  

任务二：利用对齐与分布制作斑点

背景海报；  

任务三：旅行社宣传海报； 

任务四：使用“路径查找器”制作

创意人像； 

任务五：使用剪切蒙版制作电影海

报； 
任务六：使用多种变形工具制作抽

象感海报。 

 

 

 

实施教、学、做结合，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每学完一个

案例都进行核心技能实训，此时学生是在校内课堂中完成（非

真实工作环境，称为“假做”）教师精心设计的涵盖核心技能

的实训题（非真实工作任务，称为“假题”）进行“假题假做”。 

设计学习情境，每个学习情境按由易至难、循序渐进的

教学规律进行传授，随着教学过程的进行，构建学习情境的

项目复杂度递增（学生的技能水平越来越高)。 

 

 7 

其他模式及效果： 

对象变换： 

任务一：使用混合模式制作创意文

字海报；  

任务二：使用不透明蒙版制作倒影

效果；  

任务三：社交软件登录界面设计； 

任务四： 应用多种效果制作欧美

风格海报。 

 

实施教、学、做结合，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每学完一个

案例都进行核心技能实训，此时学生是在校内课堂中完成（非

真实工作环境，称为“假做”）教师精心设计的涵盖核心技能

的实训题（非真实工作任务，称为“假题”）进行“假题假做”。 

设计学习情境，每个学习情境按由易至难、循序渐进的

教学规律进行传授，随着教学过程的进行，构建学习情境的

项目复杂度递增（学生的技能水平越来越高)。 

  

综合实战： 

任务一：海报设计，国潮海报设计；  

任务二：VI设计，企业 VI 手册；  

任务三：UI 设计，运动健身 APP

设计。 

实施教、学、做结合，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每学完一个

案例都进行核心技能实训，此时学生是在校内课堂中完成（非

真实工作环境，称为“假做”）教师精心设计的涵盖核心技能

的实训题（非真实工作任务，称为“假题”）进行“假题假做”。 

设计学习情境，每个学习情境按由易至难、循序渐进的

教学规律进行传授，随着教学过程的进行，构建学习情境的

项目复杂度递增（学生的技能水平越来越高)。 

教学条件 
教学设施：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设施、网络教学资源，发挥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媒体技术的优

势，提高教学的效率和效果。 

教学资源 

 

课程思政

资源及素

材 

（1）多媒体教学设施、网络教学资源； 

（2）有关专业图书、期刊与杂志等纸质资源； 

（3）来自企业的有关视觉电商设计资料； 



 

 

其他资源 

 

站酷网、飞特网、中国素材网、中国设计师网、CND 设计师网。 

5 教学建议 

 

课程思政

方面的建

议 

 

应将知识传授与课程的文化背景相联系，文化背景包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有代表

性的现实生，开展课程思政要注重统筹联动，应案例的内容与国潮、传统纹样元素，

使二者互为推动，在掌握专业课知识的同时，了解和弘扬祖国的传统艺术，并深入落

实爱国情怀教育。 
项目内容及素材积极向上、健康，符合市场需求和正能量的传播。项目要求学生

自己创作完成，严禁学生抄袭、模仿等不道德行为。 

 

其他建议 

（1）在教学中应注意结合各教学内容，贯穿设计案例作品的欣赏与评析，以提高学

生的审美感受能力和审美判断能力，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2）本课程要求学生理解矢量图形设计的基本理论；理解并掌握插画绘制及技巧，

能够对插图作品进行正确地结构分析；在设计创作中熟练应用各项技能，进行插图思

维和创意设计。 

（3）教学方法与手段包括课堂讲授、范例讲解、应用作品分析、作业讲评等方法相

互结合进行教学。 

 

 


	2021年校企合作开发课程标准样本
	《Adobe Illustrator》课程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