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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

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代码：710210）

二、教育类型及学历层次

教育类型：职业教育

学历层次：中专

三、招生对象

招生对象：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者

四、标准学制

学 制：三年

五、职业目标

（一）毕业生面向的企业

1.电商美工 40%

2.数码照片处理 30%

3.电商运营助理 20%

4.短视频制作 10%

（二）主要职业岗位群

1.电商美工

2.影楼数码修图员

3.电商运营助理

4.短视频制作

六、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立足湖南面向长三角等企事业单位、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牢固掌握必需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培养适应平面广告设计、图片处理、图片合成、短视频制作、电商运营等。掌

握一定计算机平面设计知识能从事主要从事平面广告设计、图文处理、数码影

楼、排版印刷等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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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职业能力

（一）岗位描述

表 1 职业定位与能力要求

岗位名称 岗位描述 素质与能力要求

淘宝美工
从事电商美工的

相关工作

1、有较强的美术功底，能熟练运用

Photoshop 等图片处理软件；

2、具备良好的文字解析能力，思维开阔，

能够根据要求及时设计、完成作品；

3、熟悉网店装修和页面设计，能结合商

品属性制作成图文并茂的描述模板；

4、对待工作有热情，责任心强，能适应

一定的工作压力；

影楼数码修图员
从事影楼数码

修图相关工作

1、具备一定广告营销知识，及一定的审

美观及评判能力；

2、良好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具备团队

思维；

3、有较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分析能力；

细致、负责的工作态度；

4、熟练操作 potoshop，掌握一定的美术

设计、能独立完成修图工作。

电商运营助理
从事电商网店的

运营相关工作

1、了解天猫/京东/淘宝规则，基本知道

整个购物流程。

2、注重工作效率，对工作认真负责。电

脑打字速度快，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3、对待工作,积极主动有责任感；具有良

好的学习能力及沟通能力。

4、有过客服经验和运营经验的优先录取。

5、订单发货，客诉与退换货工作。

短视频制作
从事短视频制作
相关工作

1. 视频剪辑技巧成熟，独立完成影片的后期剪

辑、后期合成、音乐音效字幕等技术

2. 喜爱互联网视频文化，尤其喜爱电影、搞笑、

综艺、美食、美妆、旅行、健身类节目；

3. 能发掘现在流行的热点，对娱乐，搞笑方面

非常了解，思维敏捷，敢于创新；

4. 熟练使用 AE 等包装软件进行剪辑包装制

作，掌握 PS 等图像处理软件。具有优秀的美

术功底与视觉感，对构图、色彩及镜头语言有

清晰的认识



4

（二）典型工作任务及其工作过程

表 2 典型工作任务及其工作过程

序号 典型工作任务 工作过程

1 素材处理

常用存储设备的使用；

挑选合格素材；

图片格式的转换；

文档的归类和提交。

2 数码图片处理

图片格式的转换；

图片校色；

照片美化；

通道应用；

抠图及合成。

3 徽标设计制作

利用相应软件进行图形绘制；

颜色效果的应用；

卡通形象的绘制；

格式的输出及应用。

4 素材制作

滤镜的应用；

手绘应用；

自定义图形及符号；

格式转换及应用。

5 折页制作

折页大小及成本了解；

各折页版面及颜色的设计；

拼版；

印前处理。

6 展厅效果设计

透视效果处理；

立体图形绘制；

颜色及灯光设计；

作品输出及格式应用。

7 产品外观设计

企业文化的了解；

颜色调配；

产品手绘技巧；

效果图设计。

8 图文广告设计

视觉了解；

颜色调配；

产品了解；

版式设计。

9 短视频制作

相关选题、素材整理。

短视频编辑剪辑。

对制作的节目效果有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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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与素质总体要求

表 3 能力结构总体要求

专业能力 社会能力 方法能力

办公室一般文档处理、数

码照片处理、平面广告设计制

作、排版编辑应用能力。

团队协作、交际与沟通

能力、信息技术能力、创新

与解决问题能力、项目理解

能力、环境保护意识等。

独立学习能力，获取新知

识能力，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法律意识，正确

对待自然、社会、他人、自己，

良好的职业道德，健康的身心。

八、毕业资格与要求

（1） 所修课程（包括实践教学环节）的成绩全部合格。

（2） 参加半年以上的顶岗实习并成绩合格。

（3） 参加高新技术相关认证考试。

九、课程体系设计

1、课程体系设计的思路与依据描述

（一）典型岗位群调研。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因此社会需求分析与调查是课程设计开发的出发点，根据国家教育部下文，中

等职业教育应首先服务地方区域经济的要求，我们在长三角地区的电商行业和

岳阳临港新区跨镜电商园进行了调研、具体对平面设计人才的知识结构需求的

调查，就人才规格的需求、毕业生的工作岗位、工作任务、职业能力等方面进

行了调研，得出企业所需的典型岗位群。

（二）典型岗位工作任务分析。通过工作岗位调研，形成与工作岗位相适应的

工作任务与实训项目设计。以平面设计员这一工作任务为例，其核心工作任务

包括：搜集制作设计资料、数码图片处理、制作作品、修改设计。完成这一任

务需要的岗位能力包括：数码照片处理、完成海报设计与制作、完成短视频的

拍摄与制作、完成设计与制作产品包装、完成设计与制作网页界面、完成电商

行业的美工、运营工作任务；具有未来创新的潜在能力；具有一定组织协调能

力等社会能力；具有一定的自主学习、开拓创新等方法能力。

（三）课程模块的类化。课程开发团队（含教育专家、行业专家、企业人力资

源专家）将分析完成的课程模块根据、工作任务类型、知识认识和技能形成规

律，将相近的作业任务重组，形成专业培养的课程模块。根据“工作任务”的



6

独立性、课程模块的关联性、学生学习渐进性、课时分配的合理性、教学的规

律性和教学资源共享和优化的原则，将课程模块“类化”为课程。根据岗位调

研制定出计算机平面专业的主干课程如下：《llustrator 数字图形设计》、

《Photoshop 图形图象处理》、《电商运营》、《企业形象视觉识别系统设计》、

《影像艺术设计》、《电商短视频+直播》等专业课程。

（四）课程的体系化。本专业执行国家平面设计专业体系课程计划大岗，根据

岗位的工作流程、知识认识和技能形成规律、教学规律，将本专业的课程进行

排序，课时量有所增减并分配到不同的学期，形成本专业的课程体系。

（五）考核与评价机制，根据每个项目教学的内容，平时将学生的评价与考核，

期末进行考试。

2、专业课程体系（教学进程表）

http://www.so.com/link?m=aAdAlc7+ZH+PU7BMJ5zxcqih/8PbXRxjOO9tWm9qSU6FkaepSyA5sJWU0B8bssf7lXTCdF/t+NU41p3u6dd+Nj9gOzUKnRPQBJ5IZWQ==


表 4 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课程体系

序号 分类 课程名称
评价方式

学时
参考学时（周数×周课时数）

考试组织 考试形式 1 2 3 4 5 6

1

公共

课程

军事训练 过程考核 考查 80 2×40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过程考核 考查 36 18×2

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 过程考核 考查 18×2

哲学与人生 过程考核 考查 18×2

职业道德与法治 过程考核 考查 16×2

3 历史 过程考核 考查 36 18×2

4 体育 过程考核 考查 140 18×2 18×2 18×2 16×2

5 数学 过程考核 考查 68 18×2 16×2

6 语文 过程考核 考查 140 18×2 18×2 18×2 16×2

7 英语 过程考核 考查 104 18×2 18×2 16×2

8 计算机应用 过程考核 上机考试 72 18×4

9 素质拓展 过程考核 144 18×2 18×2 18×2 18×2

小计 924

1 Photoshop图形图像处理 过程考核 上机考试 108 18×6

2 llustrator 数字图形设计 过程考核 上机考试 108 18×6

3 平面构成 过程考核 考 试 72 18×4

4 Photoshop高级特效处理 过程考核 上机考试 108 18×6

5 电商运营 过程考核 上机考试 108 18×6

6 CoreDRAW图形设计 过程考核 考 查 72 18×4

http://www.so.com/link?m=aAdAlc7+ZH+PU7BMJ5zxcqih/8PbXRxjOO9tWm9qSU6FkaepSyA5sJWU0B8bssf7lXTCdF/t+NU41p3u6dd+Nj9gOzUKnRPQBJ5IZ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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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色彩构成（艺术） 过程考核 考 试 72 18×4

8 电商短视频+直播 过程考核 上机考试 108 18×6

9 包装艺术设计 过程考核 上机考试 72 18×4

10 电商美工 过程考核 上机考试 72 18×4

11 立体构成 过程考核 考 试 72 18×4

12 AE视频编辑 过程考核 上机考试 64 16×4

13 企业形象视觉识别系统设计 过程考核 上机考试 96 16×6

14 高级办公软件应用 过程考核 上机考试 64 16×4

15 影像艺术设计 过程考核 上机考试 64 16×4

16 顶岗实习 成果评价 考 查 1080 18×30 18×30

小计 2340

1

拓展

课程

毕业设计 成果评价 考 查 56 2×28

2

3

4

小计 56

学时合计 3320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K00000K3Zd4fCW_uEGpyo_yxaNL9zt2HICxw-5idTWKQsj9vYHaTxtmKM6tAfUDWqQqVwb3fJmhUfViFAm8poBZRA0Ux8aBnB5nKXIlksTMr4rZ_yWOoy708pQp2TF9XZi7XCSWP02dckQWEU4Ku66FZq2UQdn2v7wFZhzRrakji1qgteoAdLhY4PPbeeSnx7XK7nDMwKEkTHBVzaCBE1VcE0Hhr.7R_iwdrkSNS56Cq8yEzCrksnLgsnG994oDkY4QPSl81_4TMZ-TMHzLp-9h9mLyUPqp6.U1Yz0ZDqfRR0TA-W5HD0TZPGuv3quyRsnWnzuHn4nyP9m16dPvnvmHndPADYmW7BmhNWmWb0Ijd9uTWVE5e5sVHm0A-V5HczPfKM5yq-TZns0ZNG5yF9pywdUAY0TA-b5HDL0APGujY1PWD0UgfqnH0kPdtznjmzg1DsnH-xn1Dzn7t1PW0k0AVG5H00TMfqPjc30AFG5HDdPNtkPH9xnW0Yg1ckPdtdnjn0UynqnHbsnjTYPj0kndtkg1Dsnj7xnH0zg100TgKGujYs0Z7Wpyfqn0KzuLw9u1Ys0A7B5HKxn0K-ThTqn0KsTjYs0A4vTjYsQW0snj0snj0s0AdYTjYs0AwbUL0qn0KzpWYs0Aw-IWdsmsKhIjYs0ZKC5H00ULnqn0KBI1Ykn0K8IjYs0ZPl5fK9TdqGuAnqujfVuLGCXZb0pywW5R9rf6KspZw45fKYmgFMugfqn17xn1DYg1m0IZN15HDdnHfLnjTkrHfYP1fsnj64njc0ThNkIjYkPWD4n1RkPjckPWbs0ZPGujY3m1nLnhmzPW0snj0YnvmL0AP1UHdAPjbvfHc1wbF7fYmYwH-K0A7W5HD0TA3qn0KkUgfqn0KkUgnqn0KlIjYs0AdWgvuzUvYqn7tsg1Kxn7ts0Aw9UMNBuNqsUA78pyw15HKxn7tsg1R1rjD4rjuxn0Ksmgwxuhk9u1Ys0AwWpyfqn6K-IA-b5HD4n6K9TLKWm1Ys0ZNspy4Wm1Ys0Z7VuWYs0AuWIgfqn0KGTvP_5H00XMK_Ignqn0K9uAu_myTqnfK_uhnqn0KbmvPb5Rf3fYDzfYNAnHR4wjbLPDfLwj0znbNjwW-7PWfvwbmvxj00IZF9uARqn0KBuA-b5HK7nRf1fRNarHfsfH97PHndfHc1fWf4nDmLwHRdf1Td0AFY5HD0Uv7YI1Ys0AqY5H00ULFsIjYsc10Wc10Wnansc108nj0snj0sc10WnansczYWna3snj0snj0Wni3snj0snj00TNqv5H08rHNxna3sn7tsQW0sg108njuxna3sr7tsQWn1g108PjFxnHc30AF1gLKzUvwGujYs0ZFEpyu_myTqn0KWIWY0pgPxmLK95H00mL0qn0K-TLfqn0KWThnqnWbzPj0&word=&ck=7200.8.0.0.0.530.145.0&shh=www.baidu.com&sht=62095104_23_oem_dg&wd=


十、专业主干课程描述

主干课程包括《CorelDRAW 图形设计》等 11 门课程。

（一）Photoshop 图形图像处理

学习领域 Photoshop图形图像处理

实施学期 第1学期 总学时 108 讲授学时 28 实训学时 80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8学时；

学习重点 全面介绍了 Photoshop的主要特点及处理图像的应用知识。掌握处理图像的基本规

律与方法。

职业行动能力 对软件基础功能的初步理解。

学习素材 提供所有章节 PPT课件、教学案例、图库、题库等资源。

（二）Photoshop 核心技术与高级特效

学习领域 Photoshop核心技术与高级特效

实施学期 第2学期 总学时 108 讲授学时 28 实训学时 80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8学时；上机学时 80；

学习重点
涵盖了蒙版和通道的应用技巧、抠图技法的高级应用、数码照片的校色和美化、特

效文字的设计、滤镜特效、鼠绘技法、网页设计、图像合成等内容。

职业行动能力 快速掌握专业的图像处理和特效制作的方法与技巧，进而为进入印刷、广告设计、

网页设计等行业打下坚实基础。

学习素材 提供所有章节 PPT课件、教学案例、图库、题库等资源。



10

（三）平面构成

学习领域 平面构成

实施学期 第1学期 总学时 108 讲授学时 40 实训学时 68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0学时；

学习重点 面构成的基本概念、基本元素、构成法则、平面构成的表现手法以及平面构成的应

用

职业行动能力 掌握点、线、面这些抽象元素在实际作品中的地位和意义，以及如何在以后的设计

作品中体现出来

学习素材 提供所有章节 PPT课件、教学案例、图库、题库等资源。

（四）色彩构成

学习领域 色彩构成

实施学期 第2学期 总学时 72 讲授学时 30 实训学时 42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30学时；

学习重点
对色彩的认识、审美、整合和表现的创新能力；打破只注重色彩理论研究的传统,

能很好地与实践相结合

职业行动能力 利用色彩的知识对网页进行配色

学习素材 提供所有章节 PPT课件、教学案例、图库、题库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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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立体构成

学习领域 立体构成

实施学期 第3学期 总学时 72 讲授学时 20 实训学时 52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0学时；

学习重点 一是介绍了立体构成的基本知识；二是从立体构成的材质及造型美角度诠释其构成

特点；三是从半立体、线材、面材、块材构成形式进行深入剖析；四是对立体构成

在设计中的应用方面进行了探索。

职业行动能力 掌握立体构成这些抽象元素在实际作品中的地位和意义，以及如何在以后的设计作

品中体现出来

学习素材 提供所有章节 PPT课件、教学案例、图库、题库等资源。

（六）CorelDRAW 图像设计

学习领域 CorelDRAW图像设计

实施学期 第1学期 总学时 108 讲授学时 50 实训学时 58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实验学时 58学时；

学习重点 商标设计、标志制作、模型绘制、插图描画、排版及分色输出

职业行动能力 设计网站 LOGO

学习素材 提供所有章节 PPT 课件、教学案例、图库、题库等资源。

（七）电商运营

学习领域 电商运营

实施学期 第2学期 总学时 108 讲授学时 38 实训学时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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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实验学时 70学时；

学习重点 电子商务运营调研、产品定位、管理分类、开发规划、运营策划、产品管控、数据

分析、分析执行及跟进等。

职业行动能力 提高电商运营方面的综合能力；

学习素材 提供所有章节 PPT 课件、教学案例、图库、题库等资源。

（八）电商短视频+直播

学习领域 电商短视频+直播

实施学期 第3学期 总学时 108 讲授学时 38 实训学时 70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实验学时 70学时；

学习重点 内容涵盖内容营销应用，电商直播运营，短视频运营，图文营销。最后一章还讲解

了整合营销，讲解如何将以上几种内容营销手段合理化结合应用。

职业行动能力 能够电商短视频的知识，从事电商短视频制作与运营。

学习素材 提供所有章节 PPT 课件、教学案例、图库、题库等资源。

（九）企业形象视觉识别系统设计

学习领域 企业形象视觉识别系统设计

实施学期 第4学期 总学时 108 讲授学时 50 实训学时 58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50学时；实验学时 58学时；

学习重点 办公用品应用系统、企业员工制服应用系统、企业环境应用系统、指示应用系统、

企业旗帜应用系统、广告宣传应用系统、礼品设计与制作、交通运输应用

职业行动能力 标准字设计、标准字组合规范、标准色设计、辅助色设计、辅助图形设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7%E5%93%81%E5%AE%9A%E4%BD%8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E5%88%86%E6%9E%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E5%88%86%E6%9E%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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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素材 提供所有章节 PPT 课件、教学案例、图库、题库等资源。

（十）AE 视频编辑

学习领域 After Effects视频编辑

实施学期 第3学期 总学时 64 讲授学时 14 实训学时 50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14学时；实验学时 50学时；

学习重点 掌握各种视频的合成效果、文字特效与其它基础特效。

职业行动能力 视频编辑

学习素材 提供所有章节 PPT 课件、教学案例、图库、题库等资源。

（十一）影像艺术设计

学习领域 影像艺术设计

实施学期 第3学期 总学时 72 讲授学时 22 实训学时 50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2学时；实验学时 50学时；

学习重点 用 Photoshop 进行人像修饰重点就是色彩调节。

职业行动能力 把自己学到的方法和色彩调整原理结合，完成对人物图片的精细化处理；

学习素材 提供所有章节 PPT 课件、教学案例、图库、题库等资源。

（十二）顶岗实习

参考学时 1080课时

开设学期 第 5、6学期

课程目标 广告设计、图文广告、数码照片处理、短视频制作+直播、电商运营等。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K00000K3Zd4fCW_uEGpyo_yxaNL9zt2HICxw-5idTWKQsj9vYHaTxtmKM6tAfUDWqQqVwb3fJmhUfViFAm8poBZRA0Ux8aBnB5nKXIlksTMr4rZ_yWOoy708pQp2TF9XZi7XCSWP02dckQWEU4Ku66FZq2UQdn2v7wFZhzRrakji1qgteoAdLhY4PPbeeSnx7XK7nDMwKEkTHBVzaCBE1VcE0Hhr.7R_iwdrkSNS56Cq8yEzCrksnLgsnG994oDkY4QPSl81_4TMZ-TMHzLp-9h9mLyUPqp6.U1Yz0ZDqfRR0TA-W5HD0TZPGuv3quyRsnWnzuHn4nyP9m16dPvnvmHndPADYmW7BmhNWmWb0Ijd9uTWVE5e5sVHm0A-V5HczPfKM5yq-TZns0ZNG5yF9pywdUAY0TA-b5HDL0APGujY1PWD0UgfqnH0kPdtznjmzg1DsnH-xn1Dzn7t1PW0k0AVG5H00TMfqPjc30AFG5HDdPNtkPH9xnW0Yg1ckPdtdnjn0UynqnHbsnjTYPj0kndtkg1Dsnj7xnH0zg100TgKGujYs0Z7Wpyfqn0KzuLw9u1Ys0A7B5HKxn0K-ThTqn0KsTjYs0A4vTjYsQW0snj0snj0s0AdYTjYs0AwbUL0qn0KzpWYs0Aw-IWdsmsKhIjYs0ZKC5H00ULnqn0KBI1Ykn0K8IjYs0ZPl5fK9TdqGuAnqujfVuLGCXZb0pywW5R9rf6KspZw45fKYmgFMugfqn17xn1DYg1m0IZN15HDdnHfLnjTkrHfYP1fsnj64njc0ThNkIjYkPWD4n1RkPjckPWbs0ZPGujY3m1nLnhmzPW0snj0YnvmL0AP1UHdAPjbvfHc1wbF7fYmYwH-K0A7W5HD0TA3qn0KkUgfqn0KkUgnqn0KlIjYs0AdWgvuzUvYqn7tsg1Kxn7ts0Aw9UMNBuNqsUA78pyw15HKxn7tsg1R1rjD4rjuxn0Ksmgwxuhk9u1Ys0AwWpyfqn6K-IA-b5HD4n6K9TLKWm1Ys0ZNspy4Wm1Ys0Z7VuWYs0AuWIgfqn0KGTvP_5H00XMK_Ignqn0K9uAu_myTqnfK_uhnqn0KbmvPb5Rf3fYDzfYNAnHR4wjbLPDfLwj0znbNjwW-7PWfvwbmvxj00IZF9uARqn0KBuA-b5HK7nRf1fRNarHfsfH97PHndfHc1fWf4nDmLwHRdf1Td0AFY5HD0Uv7YI1Ys0AqY5H00ULFsIjYsc10Wc10Wnansc108nj0snj0sc10WnansczYWna3snj0snj0Wni3snj0snj00TNqv5H08rHNxna3sn7tsQW0sg108njuxna3sr7tsQWn1g108PjFxnHc30AF1gLKzUvwGujYs0ZFEpyu_myTqn0KWIWY0pgPxmLK95H00mL0qn0K-TLfqn0KWThnqnWbzPj0&word=&ck=7200.8.0.0.0.530.145.0&shh=www.baidu.com&sht=62095104_23_oem_dg&wd=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K00000K3Zd4fCW_uEGpyo_yxaNL9zt2HICxw-5idTWKQsj9vYHaTxtmKM6tAfUDWqQqVwb3fJmhUfViFAm8poBZRA0Ux8aBnB5nKXIlksTMr4rZ_yWOoy708pQp2TF9XZi7XCSWP02dckQWEU4Ku66FZq2UQdn2v7wFZhzRrakji1qgteoAdLhY4PPbeeSnx7XK7nDMwKEkTHBVzaCBE1VcE0Hhr.7R_iwdrkSNS56Cq8yEzCrksnLgsnG994oDkY4QPSl81_4TMZ-TMHzLp-9h9mLyUPqp6.U1Yz0ZDqfRR0TA-W5HD0TZPGuv3quyRsnWnzuHn4nyP9m16dPvnvmHndPADYmW7BmhNWmWb0Ijd9uTWVE5e5sVHm0A-V5HczPfKM5yq-TZns0ZNG5yF9pywdUAY0TA-b5HDL0APGujY1PWD0UgfqnH0kPdtznjmzg1DsnH-xn1Dzn7t1PW0k0AVG5H00TMfqPjc30AFG5HDdPNtkPH9xnW0Yg1ckPdtdnjn0UynqnHbsnjTYPj0kndtkg1Dsnj7xnH0zg100TgKGujYs0Z7Wpyfqn0KzuLw9u1Ys0A7B5HKxn0K-ThTqn0KsTjYs0A4vTjYsQW0snj0snj0s0AdYTjYs0AwbUL0qn0KzpWYs0Aw-IWdsmsKhIjYs0ZKC5H00ULnqn0KBI1Ykn0K8IjYs0ZPl5fK9TdqGuAnqujfVuLGCXZb0pywW5R9rf6KspZw45fKYmgFMugfqn17xn1DYg1m0IZN15HDdnHfLnjTkrHfYP1fsnj64njc0ThNkIjYkPWD4n1RkPjckPWbs0ZPGujY3m1nLnhmzPW0snj0YnvmL0AP1UHdAPjbvfHc1wbF7fYmYwH-K0A7W5HD0TA3qn0KkUgfqn0KkUgnqn0KlIjYs0AdWgvuzUvYqn7tsg1Kxn7ts0Aw9UMNBuNqsUA78pyw15HKxn7tsg1R1rjD4rjuxn0Ksmgwxuhk9u1Ys0AwWpyfqn6K-IA-b5HD4n6K9TLKWm1Ys0ZNspy4Wm1Ys0Z7VuWYs0AuWIgfqn0KGTvP_5H00XMK_Ignqn0K9uAu_myTqnfK_uhnqn0KbmvPb5Rf3fYDzfYNAnHR4wjbLPDfLwj0znbNjwW-7PWfvwbmvxj00IZF9uARqn0KBuA-b5HK7nRf1fRNarHfsfH97PHndfHc1fWf4nDmLwHRdf1Td0AFY5HD0Uv7YI1Ys0AqY5H00ULFsIjYsc10Wc10Wnansc108nj0snj0sc10WnansczYWna3snj0snj0Wni3snj0snj00TNqv5H08rHNxna3sn7tsQW0sg108njuxna3sr7tsQWn1g108PjFxnHc30AF1gLKzUvwGujYs0ZFEpyu_myTqn0KWIWY0pgPxmLK95H00mL0qn0K-TLfqn0KWThnqnWbzPj0&word=&ck=7200.8.0.0.0.530.145.0&shh=www.baidu.com&sht=62095104_23_oem_dg&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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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学项目 广告制作、策划方案、工作流程、电商运营、职业素养、

教学建议 项目教学法、现场教学。

考核办法 过程考核

十一、基本实训条件

（一）校内实训室

描述校内实训室设置的基本要求。

表 5、实训教学条件基本要求

项 目 条件要求

设施要求

1、教学实训室机房有四个，高配制机房有三个，满足平面设计专业教学实

训要求。

2、实训场所：采光、照明、 通风、消防、安全标志都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设备要求

1、各实训室电脑设备的配置数量，能满足 65 人同时进行实训。

2、配备的实训设备，其质量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并具有相

应的产品质量说明书和合格证。

3、实训设备的安装使用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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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要求

1、实训室有专人管理，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认真落实安全、消防及卫生

责任制。

2、师生进入实训室，必须严格执行实训室的各项规章制度，遵守安全操作

规程。

3、实训室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剧毒和危险品。

4、师生进入实训室时一律穿工作服，不准穿拖鞋。

5、实训室指导教师、实训室负责人应对实训室的安全做不定期的检查，认

真填写“实训室安全检查记录表”。

表 6、主要实训分室基本配置要求

序

号

实训室

名称
主要功能

场地面

积(m
2
)

主要设备
数量

(台/套)

1
平面设
计实训
室

1、满足学生平面设计教

学训练；

2、满足学生计算机等级

考试模拟训练。

120mm
2

英特尔 第三代酷睿 i3-3220

技嘉 B75M-D3V

8 GB ( 金士顿 DDR3 1600MHz )

西数 WDC WD5000AAKX-00U6AA0

英特尔 Ivy Bridge Graphics

飞利浦 PHLC048 Philips 193E

70

2
平面写
真实训
室

满足学生作品写真输出
训练

80mm2

Lecal 写真机 1

玉樵夫条福机 1

3
平面设
计实训
室

1、满足学生平面设计教

学训练；

2、满足学生计算机等级

考试模拟训练。

120mm2

英特尔 第三代酷睿 i3-3220

技嘉 B75M-D3V

8 GB ( 金士顿 DDR3 1600MHz )

西数 WDC WD5000AAKX-00U6AA0

英特尔 Ivy Bridge Graphics

飞利浦 PHLC048 Philips 193E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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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程序设
计实训
室

1、满足学生平面设计教

学训练；

2、满足学生计算机等级

考试模拟训练。

120mm2

英特尔 第三代酷睿 i3-3220

技嘉 B75M-D3V

8 GB ( 金士顿 DDR3 1600MHz )

西数 WDC WD5000AAKX-00U6AA0

英特尔 Ivy Bridge Graphics

飞利浦 PHLC048 Philips 193E

65

5
程序设
计实训
室

1、满足学生平面设计教

学训练；

2、满足学生计算机等级

考试模拟训练。

120mm
2

英特尔 Xeon E5-2620 0 @

2.00GHz 双核

4 GB ( 金士顿 DDR3 1600MHz )

西数 WDC WD5000AAKX-00U6AA0

英特尔 Ivy Bridge Graphics

飞利浦 PHLC048 Philips 193E

65

（二）校外实训基地

主要有广洲就业基地、杭州就业基地、上海就业基地、武汉就

业基地等，保证了学生校外实习及顶岗实习的需要。

表 7 自备手提电脑配置要求

序号 手提配置

1 硬件

处理器：I5及以上配制 内 存：8GB及以上

硬 盘：1000G或加固态硬盘 显 卡: 2G及以上

尺 寸：14或 15.6英寸（不能低于 14寸）

2 软件

操作系统：笔记本自带WIN7或WIN10系统（建议安装WIN7 系统）

设计软件：1、Office2010 简体中文版、adobe photoshop CC 2019

简体中文版、Adobe Illustrator Cs5 简体中文版、CorelDRAW X7 简

体中文版、After Effect 2020、金山打字通 2010

3 应用课程

计算机应用、Photoshop图形图像处理、Illustrator数字图形创意设计、

Photoshop核心技术与攻略、电商运营、短视频制作、高级办公软件应用、

电商美工、AE视频编辑、影像艺术设计、CoreDRAW图形设计。

十二、师资要求

（一）、人员结构

平面设计专业团队现有教师 7人，办公软件教师 1人，美术教师 2人，影视制作教师 1
名、平面设计专业教师 3名。

http://www.baidu.com/link?url=DJ-XyMQvRl039RPHvyUtqTrWbtWJj9oNNxUEHcC2esCnXlX6qkD9BYvi6PSXpCd4IkqGptFYjpkx-GF6tFBxna
http://www.baidu.com/link?url=ZVrdEdfklBBKsUEudsbLIHzVPnaVttZNqowEiBuX9Wsjnilqk_Re1EyyUA1PJO0LrpxCw-uBkGR2X_P6hL4neK
http://www.baidu.com/link?url=21YwnCfKJglqbtfngSWGfJTnN_Ymn1fkT860KYbHVzphyKkbEYkKeSqUBj1z1LGYst16fKjZ14qJ5BGHT1mj7a
http://www.baidu.com/link?url=6bN9MseoCi_QtqOPZ4cyRYHnIC3SjYinDmxs6htmz5LpbTHQ7SWv_Qi2AcT-1JY0BnBt75ybLCO-n7YKuGlri_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K60000avpXkFvm720FgDveFSVMnk7ai4d2DJ02Ql0135QKr6ysmMuOv0r3ei18D68ljIb_3vAlbdgtvzR0bHuG1ktMDEnfxDvHjklSBCrn55jiQ_DxpiNWOqxBR-QBOXMphnWwImKv2w2ODoFM64EbGHPp8a2zLq2vqqUNPnAjq4gAuemcbgmxbvPQONniFKZoSYV1HF-gZEX0Z531Vf7ttowyW8.DY_imlO2Z93F_8Wb6vSOxikJTll5JzkTh6zSWZd9I7fH7f4THZ7i_nYQAeIY4r26.U1Yk0ZDqmyg2ktJzseHceU1S0ZKGm1Yk0ZfqmygceU1S1tQRv0KGUHYznWR0u1dEuZCk0ZNG5yF9pywd0ZKGujYkPsKWpyfqn1mk0AdY5HDsnHIxnH0krNt1nHcYg1nvnjD0pvbqn0KzIjYdn6KBpHYkPHNxnHR3g1csP7tznHIxPH010AdW5HD4njfLPHcsrjIxnH0snNtknjFxn0KkTA-b5H00TyPGujYs0ZFMIA7M5H00mycqn7ts0ANzu1Ys0ZKs5H00UMus5H08nj0snj0snj00Ugws5H00uAwETjYs0ZFJ5H00uANv5gKW0AuY5H00TA6qn0KET1Ys0AFL5H00UMfqn0K1XWY0mgPxpywW5gK1QyIlUMn0pywW5R9rf6KspZw45fKYmgFMugfqn17xn1DYg1b0IZN15HDkrHfLPHc3nW63nWbkPjTdn1T40ZF-TgfqnHmkrHRkP1f3nHndnfK1pyfquyDsuHnznHRsnj0snjcvP0KWTvYqn1czf1RzwjD3rDfLnHfknfK9m1Yk0ZK85H00TydY5H00Tyd15H00XMfqn0KVmdqhThqV5HKxn7tsg100uA78IyF-gLK_my4GuZnqn7tsg1RYnHnzPWKxn0Ksmgwxuhk9u1Ys0AwWpyfqn0K-IA-b5iYk0A71TAPW5H00IgKGUhPW5H00Tydh5H00uhPdIjYs0A-1mvsqn0KlTAkdT1Ys0A7buhk9u1Yk0Akhm1Ys0AwWmvfq0Zwzmyw-5H00mhwGujYdfHwawjTknbFjnH0kfRuDnW6knjD4nHb1nRPjrRmYn0KBIjYk0Aq9IZTqn0KEIjYs0AqzTZfqnanscznsc10WnansQW0snj0snansc10WnanVc108nj0snj0sc1D8nj0snj0s0Z91IZRqn1cYnWT1Pjc0TNqv5H08PHuxna3sn7tsQW0sg108nH-xna3kPNtsQWcYg108nWuxnHc30AF1gLKzUvwGujYs0ZFEpyu_myTqn0KWIWY0pgPxmLK95H00mL0qn0K-TLfqn0KWThnqPH6knjf&xst=mWYdfHwawjTknbFjnH0kfRuDnW6knjD4nHb1nRPjrRmYn0715HDvrjmdPjTzP1csn1cYP163rjnvg1czPNts0gTqmygceU1S1tQRv07k5y7-z_x2__rYzrvtO67d5HnzPjcLn1fz0gfqnHmkrHRkP1f3nf7VTHYs0W0aQf7WpjdhmdqsmsDznjD1n1D1n10s&word=&ck=5625.22.0.0.0.447.140.0&shh=www.baidu.com&sht=bai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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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职要求

1）专业带头人任职要求：

（1）具备专业发展方向把握能力、课程开发能力、教研教改能

力、应用技术开发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2）具备先进的教学管理能力；

（3）具备较强专业知识水平、技能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4）能成为专业建设的领头人，具备最新的建设思路，主持专

业建设各方面工作；

（5）能够指导骨干教师完成专业建设方面的工作；

（6）能够牵头专业核心课程开发和建设；

（7）有一定的相关企业经验，具有较强的现场实习管理组织经

验和专业技能。

2）专业教师任职要求

（1）具备双师素质；

（2）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

（3）具备较强专业课程教学能力和丰富的课堂管理经验；

（4）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操作能力；

（5）实践指导教师必须具备现场实际工作经历 3年以上；

（6）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

（7）具备教学组织能力、协调与沟通能力和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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