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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导学

VI全称VisualIdentity,即企业视觉识别系统,是将CI(CorporateIdentity,企业识别)的非

可视内容转化为静态的视觉识别符号。一份设计到位、实施科学的VI系统,是传播企业经营

理念、建立企业知名度、塑造企业形象的便捷途径。企业通过VI设计,对内可以增强员工的认

同感、归属感,加强企业凝聚力,对外可以树立企业良好的整体形象,进行资源整合,有效地将企

业的信息传达给受众,通过视觉符码不断强化受众的意识,从而获得认同。

VI设计一般包括基础部分和应用部分两大内容,VI系统分为基本要素系统与应用要素系

统两方面。基本要素系统主要包括企业名称、企业标志、标准字、标准色、象征图案、宣传口语、
市场行销报告书等;应用系统主要包括办公事务用品、生产设备、建筑环境、产品包装、广告媒

体、交通工具、衣着制服、旗帜、招牌、标识牌、橱窗、陈列展示等。

Photoshop和Illustrator这两个软件对于制作VI系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标志、标
准字、名片、信纸、招贴、网页等元素都是由这两个软件制作出来的。此外,还包括处理合成VI
视觉系统使用的相关素材等。

本教材以一个企业的VI系统中相关内容设计作为主线进行贯穿,每一章节都对应着 VI
系统中的一个构成要素。在章节的构成上,首先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实际项目对其制作过程进

行讲解,使学生掌握软件的使用技巧和项目的制作方法,然后以VI系统中的相关内容为课后

实践,强化学生掌握所学软件的应用技能和操作方法,同时也使学生了解通过所学的内容如何

完成具体的任务。通过对本教材的学习,学生能够运用平面设计的核心软件制作企业VI视觉

识别系统中的大部分要素,增强实战技能。这种独立的实战项目教程与VI系统中的构成要素

制作相结合的方式,既能使学生充分地掌握这两款软件,又使学生在掌握了软件使用的相关技

能后,能够进行具体的设计工作,达到在“授之以鱼”的同时,也“授之以渔”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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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企业标志设计与制作

单元概述

本单元以掌握标志设计方法和制作方法为主要内容。培养学生Illustrator软件操作能力,
初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分析问题能力,了解作品制作流程。

教学重点及难点

重点:
项目构思:分析、整理资料;
项目设计:标志设计;
项目实施:Illustrator软件制作标志的功能。
难点:
项目构思:资料再分析设计;
项目实施:Illustrator软件制作标志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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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企企业标志设计概述

在企业识别(VI)系统的视觉设计要素中,应用最广泛、出现频率最高,就是企业标志

(Logo)。它是整个视觉设计的核心,是视觉设计要素的主要力量,是企业经营哲学、生产技术、
商品内容的象征,是消费者心目中企业、品牌的统一物。因此,标志设计开发的成功与否,对于

整个识别系统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如图1-1所示是洽洽食品新标志,是香港著名设计师陈幼

坚的作品。新标志以洽洽英文名称ChaCha的字首C字造型为原型:一方面是以手的造型描绘

吃着休闲食品的轻松状态;另一方面也可联想为一个充满活力和阳光的健康的吉祥物;还可以

联想为用嘴巴品尝食品分享美食的快乐气氛。

图1-1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标志

企业标志图形的题材主要分为图形标志和文字标志两大类,如图1-2所示。其中文字标志

又可分为中文、英文、具象和综合等。企业标志主题素材是企业标志设计的基础,只有在明确主

题素材之后,才能进行造型要素、表现形式和构成原理的创作活动,因此,对于标志主题素材的

选择应根据企业特点、所要表现的企业精神、经营状况等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企业标志的设计

主题形式分类如下:
(1)以企业和品牌名称为题材

直接表现企业或品牌的名称,传达企业的情报信息,这种设计方法近年来比较盛行,即通过

文字标志来表现。设计时将全名之中的其中一字进行独特性的处理,使其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

力和个性特点,这一点也是文字标志设计的重点。
(2)以企业名称或品牌名称的字首为题材

从企业的名称或品牌名称中,选取第一个字母作为造型设计的题材。以字首为题材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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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企业标志

又有双字首或多字首的表现形式。
(3)以企业名称或品牌名称或字首与图案组合为题材

此类设计形式是文字标志与图形标志的结合,既有文字的说明性,又有图案表现的优点,具
有视觉、听觉同步的效果。

(4)以企业名称或品牌名称的意义为题材

依照企业名称或品牌名称的意义,将文字转化成具象化的图案造型,既可直接表现,又可象

征表现。此种标志图形的设计形式,以具象化的居多。
(5)以企业文化或经营理念为题材

依据企业独特的经营观念与精神文化,采用具象或抽象的符号,使之具体的传达并体现出

来,通过单纯的图形符号,领会认识企业文化的内容意义,唤起社会大众的共鸣。
(6)以企业经营内容、产品造型为题材

通过图形造型符号,直接来表达企业的经营内容、产品造型,具有直接说明经营品种、服务

性质、产品特色等信息的特点。
(7)以企业或品牌的传统历史或地理环境为题材

这种题材着重强调了企业品牌悠久的历史传统或独特的地域环境,以引导消费者产生权威

性、认同感或新鲜感。这种设计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和说明性。此类标志常以写实的造型或卡通

化的图案作为表现形式。

1.2 阳光公司标志设计与制作

1.2.1 阳光公司标志项目构思

1.前期调研

阳光公司是从事装饰、装修的公司,在北京、天津、成都、重庆、武汉、南京等25个大中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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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立了直营分公司,拥有70余家的加盟分公司,在业内享有良好的口碑和用户知名度,连年

被北京市装饰协会和中国装饰协会评为“优秀装饰企业”“优秀家装公司”。  
2.项目分析

本项目的标志不仅仅是一个图形或文字的组合,它结合了企业的结构、行业类别、经营理

念,并充分考虑了标志接触的对象和应用环境,然后为企业制定标准的视觉符号。在设计之前,
首先要对企业做全面深入的了解,包括战略、市场分析以及企业最高领导人员的基本意愿,这些

都是标志设计的重要依据;对竞争对手的了解也是重要的步骤。标志的识别性,就是建立在对

竞争环境的充分掌握上。
对阳光公司调研了解到,公司主要从事室内装修设计业务,提倡绿色、环保的设计理念。公

司标志意向动感活泼,能表现公司朝气蓬勃的状态。
根据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设计需以企业名称意义为题材,提炼出标志的结构以太阳为主形,

色彩取向为金黄色系,体现公司朝气蓬勃的精神和特点。应挖掘与太阳相关的图形元素,找出

标志的设计方向,使设计工作有的放矢,而不是将文字和图形进行无目的的组合,图1-3为设计

思路联想图。

图1-3 设计思路联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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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阳光公司标志项目设计

1.项目草图设计

根据调研及分析,绘制了9种以太阳为主体而演变的标志草图,如图1-4所示,经过反复推

敲和沟通,确定“方案5”为最终稿。其设计理念是:将阳光设计公司名称的含义转化成标志的

核心图形“太阳”图案造型,创意点在“太阳”图案中心的三圆重叠设计,突破了传统的造型理念。
标准字是公司的英文名,字体采用“胖娃娃”特殊字体,字体圆润,区别于其他字体。

图1-4 阳光公司标志草图

2.项目颜色设定

颜色主要采用太阳的金黄色系,在金黄色系中变化使标志整体颜色协调统一。具体颜色色

号如图1-5所示。

图1-5 标志颜色设定

1.2.3 阳光公司标志项目实施

本项目使用Illustrator软件制作,项目设计流程如图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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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项目设计流程图

(1)创建一个新文件,页面设置为“A4”,单位为“毫米”,根据需要可选横向或纵向,颜色模

式为“CMYK”,如图1-7所示。

图1-7 “新建文档”对话框

(2)选择工具箱中的椭圆工具 ,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在新创建的文件中绘制一个正

圆,颜色及大小如图1-8所示。

  

图1-8 标志中心部分绘制过程

(3)选择工具箱中的选择工具 ,选中该圆形,按住键盘上的【Alt】键移动圆形,复制出一

个新的圆形,颜色设置如图1-9所示。

图1-9 标志中心部分绘制过程

(4)选择工具箱中的椭圆工具 ,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绘制一个正圆,颜色及大小设

置如图1-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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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标志中心部分绘制过程

(5)选择已经绘制好的三个圆形,按【Ctrl+G】组合键,给三个圆形编组,如图1-11所示。

图1-11 标志中心部分编组

(6)选择工具箱中的椭圆工具 ,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绘制一个正圆,颜色及大小设

置如图1-12所示。

图1-12 小圆点设置

(7)选择第(7)步绘制的小圆,按键盘上的【R】键旋转,然后按住【Alt】键不放,单击三圆的

中心,按键盘上的【Enter】键输入旋转的角度为30°,再单击“复制”按钮,如图1-13所示。复制

后的结果如图1-14所示。

图1-13 小圆点旋转复制方法   图1-14 小圆点旋转复制效果

(8)按组合键【Ctrl+D】再次变换,重复多次【Ctrl+D】再次变换,效果如图1-15所示。

图1-15 再次变换使用方法

(9)选择工具箱中的椭圆工具 ,绘制一个椭圆,颜色及大小如图1-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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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椭圆绘制过程

(10)用移动工具选择椭圆,按住【Alt】键复制出一个新的椭圆,颜色更改如图1-17所示,再
复制出一个椭圆颜色更改如图1-18所示,调整三个椭圆的位置,效果如图1-19所示。

图1-17 颜色设定  图1-18 颜色设定   图1-19 椭圆组绘制过程

(11)选择工具箱中的选择工具 框选三个椭圆,右键选择编组,将椭圆“编组”,为复制

多个椭圆做准备,如图1-20所示。

图1-20 椭圆组编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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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选择(11)步绘制的三个椭圆组,按键盘上的【R】键进行旋转,然后按住【Alt】键不放,
单击三圆的中心,按键盘上的【Enter】键输入旋转的角度为“51.3°”,再单击“复制”按钮,如图

1-21所示。复制后的结果如图1-22所示。

图1-21 椭圆组旋转复制方法   图1-22 椭圆组旋转复制效果

(13)按组合键【Ctrl+D】再次变换,重复多次【Ctrl+D】再次变换,效果如图1-23所示。

图1-23 再次变换使用方法

(14)选择文字工具 ,输入“SUNSHINE”,设置如图1-24所示。

  

图1-24 标志文字设置

(15)将文字全部选中状态,选择菜单“对象/扩展”命令,单击“确定”,将文字转换为图形,如
图1-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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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5 文字扩展

1.2.4 阳光公司标志项目运行

按组合键【Ctrl+A】全部选择,按组合键【Ctrl+G】把所有图形成组,便于使用,最终效果如

图1-26所示。

图1-26 阳光公司标志最终效果

在阳光公司标志设计中主要涉及的软件操作知识点有:

•Illustrator中,椭圆工具 的使用方法;

•Illustrator中,旋转复制工具的使用方法;

•Illustrator中,文字转换为图形的使用技巧。

1.2.5 标志设计项目拓展练习

根据以下提示制作出大连东软信息学院的校徽设计方案,如图1-27所示。

  

图1-27 标志设计项目拓展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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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提示:钢笔工具、渐变工具、路径文字工具。

•制作提示:首先用钢笔工具勾出中心图形并且填充渐变;其次用椭圆工具绘制正圆制作

校徽图形;最后使用路径文字工具输入学校中英文名。

1.3 VP公司标志设计与制作

1.3.1 VP公司标志项目构思

图1-28 VP公司标志草图

1.前期调研

VP公司是一家连锁咖啡公司,也经营茶、西点及蛋糕

等商品。在学生与城市白领中非常受欢迎。该公司多与

超市、书店等其他行业结盟。

2.项目分析

对VP公司调研了解到,公司主要经营咖啡类、可可

类食品,提倡食物的天然美味。公司标志意向为图形能直

接表达企业的经营内容、经营品种、服务性质、产品特色等

信息。

1.3.2 VP公司标志项目设计

依照VP公司经营范围,提炼出该标志的结构为咖啡

杯图形造型、色彩取向为暗红色系,标志所要体现的精神

和特点是公司对天然美味的追求。挖掘与咖啡杯相关的

图形元素,找出标志的设计方向,公司名以半圆形环绕在

标志上方,与标志图形浑然一体。

1.项目草图设计

根据调研及分析,绘制了12种以咖啡杯为主体变形

而来的标志草图,最终方案由草图中的“方案2”演变而来,如图1-28所示。

2.项目颜色设定(图1-29)

图1-29 VP公司标志颜色设定

1.3.3 VP公司标志项目实施

本项目使用Illustrator软件制作,项目实施流程如图1-3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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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0 项目实施流程图

(1)在Illustrator文件下拉菜单中创建一个新文件,页面设置为“A4”,单位为“毫米”,根据
需要可选横向或纵向,颜色模式为“CMYK”,如图1-31所示。

图1-31 新建文档对话框

(2)选择工具箱中的椭圆工具 ,在新创建的文件中绘制两个椭圆形,颜色及大小如图

1-32所示。

图1-32 椭圆大小及颜色设定

(3)将绘制的椭圆形进行重叠,并调整至适合位置,黄色椭圆形放在上,将两个椭圆形保持

选中状态,选择菜单“窗口→对齐”命令,调出“对齐”调板,单击水平居中按钮 ,如图1-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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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对齐工具使用方法

(4)选择菜单“窗口/路径查找器”命令,调出“路径查找器”面板,单击与形状区域相减按钮

,再单击扩展按钮 ,如图1-34所示。

图1-34 路径查找器使用方法

(5)选择工具箱中的钢笔工具 勾出如图1-35所示的两个图形,黄色图形放在上面,所

有图形选中,在路径查找器面板中单击与形状区域相减按钮 ,再单击扩展按钮 ,最
终效果如图1-35所示。

图1-35 路径查找器使用方法

(6)选择工具箱中的钢笔工具 勾出如图1-36所示图形,使用钢笔工具时配合【Alt】键,
可以切换为转换描点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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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6 钢笔工具制作图形

(7)选择工具箱中的椭圆工具 绘制椭圆形,互换填色和描边后得到一个圆环,设置圆环

描边粗度为“7pt”,如图1-37所示。

  图1-37 描边设置

(8)选择圆环上半部分删除,得到半圆环,选择菜单“对象/扩展”命令,将得到的半圆进行扩

展,弹出扩展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使之变成一个可以修改的图形,便于下一步进行局部调

整和修改,如图1-38所示。

图1-38 路径扩展

(9)选择工具箱中的直接选择工具 ,将图形和半圆环同时选中,在路径查找器面板中,

单击分割按钮 ,选择多余部分删除,调整后效果如图1-39所示。

 

图1-39 路径查找器分割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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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选择工具箱中的椭圆工具 ,绘制一个椭圆,互换填色和描边后得到一个圆环,设
置圆环描边粗度为“60pt”,如图1-40所示,做标志中间部分。

图1-40 描边设置

(11)选择工具箱中的椭圆工具 ,再绘制一个椭圆,位置如图1-41所示,和上一步得到

的图形同时选择,单 击 路 径 查 找 器 面 板 中 与 形 状 区 域 相 交 按 钮 ,再 单 击 扩 展 按 钮

,结果如图1-41所示。

图1-41 路径查找器与形状区域相交设置

(12)选择工具箱中的钢笔工具 勾出图形,如图1-42所示,和(11)步得到的图形同时选

择,单击路径查找器面板中与形状区域相减按钮 ,再单击扩展按钮 ,结果如图1-44
所示。

图1-42 路径查找器与形状区域相减

(13)选择工具箱中的钢笔工具 勾出火焰形状,如图1-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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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钢笔工具制作火焰

(14)选择工具箱中的椭圆工具 绘制一个椭圆,互换填色和描边后得到一个圆环,删除

圆环下半部分如图1-44所示。

(15)使用路径文字工具 ,单击上一步制作的半圆,输入文字,文字大小及间距如

图1-45所示。

图1-44 圆环制作   图1-45 路径文字工具

(16)将文字全部选中,选择菜单“对象/扩展命令”,单击“确定”,将文字转换为图形。如图

1-46所示。

图1-46 文字扩展

1.3.4 VP公司标志项目运行

最后在字母E上绘制圆形,按组合键【Ctrl+A】全部选择,按组合键【Ctrl+G】把所有图形

成组,便于使用,最终效果如图1-4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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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7 VP公司标志最终效果

在某企业标志设计中主要涉及的软件操作知识点有:

•Illustrator中,路径查找器的使用方法;

•Illustrator中,对齐工具 的使用方法;

•Illustrator中,钢笔工具 的使用技巧;

•Illustrator中,路径文字工具 的使用方法;

•Illustrator中,扩展命令的使用方法。

1.3.5 标志设计项目拓展练习

根据以下提示制作出某企业标志设计方案,如图1-48所示。

•工具提示:标尺、参考线应用、钢笔工具、直接选择工具、旋转复制。

•制作提示:首先将标尺打开,拖拽出两条参考线;其次用钢笔工具勾出一个图形的路径,

用直接选择工具调整路径形状;最后选择一个图形以标尺的中心为中心旋转复制。

图1-48 企业标志设计项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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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曼陀罗城市书房标志设计与制作

图1-49为曼陀罗城市书房标志。

图1-49 曼陀罗城市书房标志设计

1.4.1 曼陀罗城市书房标志项目构思

1.前期调研

曼陀罗城市书房是一家连锁城市休闲书吧品牌,以图书阅读售卖、艺术沙龙、艺术展览为主

要业务,营造文化休闲综合体。它在海滨城市大连非常受青年群体和白领的欢迎,通过举办艺

术展览和艺术讲座,促进文化的宣传,致力于为人们打造集休闲与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品牌。

2.项目分析

本项目为品牌标志设计,经前期调研了解到,该品牌以城市书房为载体,以文化和艺术为核

心,创造集休闲与文艺于一体的大众文化品牌。在设计中体现“曼陀罗”的形象,突出文化性的

品牌内涵,颜色选择符合曼陀罗花的色彩属性,将品牌调性与受众识别性进行深度结合,使标志

设计富有文化性、审美性和设计性。

3.项目资料收集

根据前期调研和项目分析确定了设计风格,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查找与设计风格相关的资

料,如图1-50所示。

图1-50 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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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曼陀罗城市书房标志项目设计

1.项目颜色设定(图1-51)

图1-51 标志颜色设定

2.项目设计流程(图1-52)

图1-52 项目设计流程图

1.4.3 曼陀罗城市书房标志项目实施

本项目使用Illustrator软件制作。
(1)在Illustrator的“文件”下拉菜单中创建一个新文件,页面设置为“A4”,单位为“毫米”,

根据需要可调整为横向或纵向幅面,颜色模式为“CMYK”,如图1-53所示。

图1-53 新建文档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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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工具箱中的“矩形工具”,左键点击弹出下拉菜单,选择“多边形工具”,如图1-54
所示。

(3)鼠标左键在画布中单击,在弹出的多边形设置对话框中设置半径和边数,如图1-55所

示,点击“确定”。

图1-54 多边形工具   图1-55 多边形参数设置

(4)将图形“描边”关闭,填充颜色为黄色,数值如图1-56所示。

图1-56 多边形颜色设置

(5)使用“直接选择工具”选中五边形顶点,再选择工具箱中的“钢笔工具”,左键点击弹出下

拉菜单,选择“锚点工具”,如图1-57所示。

 

图1-57 锚点工具

(6)选择“锚点工具”后,将鼠标放在五边形顶点左侧线条上,按住鼠标左键就可以拖拽线条

形成弧线效果。在“锚点工具”状态下,鼠标左键按住调整手柄,变换五边形形态,形成弧线形效

果,如图1-5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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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8 锚点工具调整图形

(7)使用“直接选择工具”,左键单击五边形左侧锚点,会在图形上出现“圆角”图标 。鼠

标左键按住圆角图标 拖动,形成弧线如图1-59所示。

图1-59 圆角工具

(8)使用“矩形工具”绘制一个矩形并叠加到五边形上,使矩形完全覆盖五边形的右侧区域,
如图1-60所示。

图1-60 图形叠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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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选择“窗口→路径查找器→分割”命令,将图形进行拆分后,删除矩形所覆盖的区域,如
图1-61所示。

图1-61 路径查找器工具

(10)使用上一步同样的方法,再次通过矩形和路径查找器拆分图形,如图1-62所示。

图1-62 分割工具

(11)使用“选择工具”在图像上左键单击,在弹出的功能列表中选择“变换→对称”命令,如
图1-63所示。

图1-63 对称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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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弹出的设置对话框中,选择“镜像”命令、“垂直”选项,最后单击“复制”按钮,如
图1-64所示。

图1-64 对称命令设置

(13)将复制的图形使用“移动工具”对接到原图形一侧,如图1-65所示。
(14)选中两个图形,使用“路径查找器→联集”命令,使两个图形合并为一个整体,如图1-66

所示。

图1-65 元素对称效果   图1-66 联集命令合并元素

(15)使用“窗口→变换”命令,将角度设置为15°,如图1-67所示。

图1-67 旋转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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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图形上单击“右键→变换→旋转”命令,如图1-68所示。

图1-68 旋转命令

(17)设置完毕后点击“复制”按钮,具体设置如图1-69所示。

图1-69 旋转设置

(18)使用快捷键【Ctrl+D】重复上一命令,重复四次,会复制出五个旋转相同角度的图形,
使用移动工具将图形进行拼合,然后绘制五边形填充中间空白部分,如图1-7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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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0 重复命令使用方法

(19)对图形使用“路径查找器→联集”命令,使多个元素合并为一个整体。按住【Alt】键复

制一个图形,将填充色改为黑色,进行大小缩放,最后使用“窗口→对齐”命令中的“水平居中对

齐”和“垂直居中对齐”命令将两个图像对齐,如图1-71所示。

图1-71 对齐命令

(20)制作标志中的书签元素,使用“圆角矩形工具”,创建圆角矩形,描边设置为黄色,通过

圆角设置将圆角设置为最大。使用“对象→扩展”命令,将描边元素转换为图形。具体数值设置

如图1-72所示。

图1-72 扩展工具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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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选择“窗口→路径查找器→分割”命令,将图形进行拆分后,删除矩形所覆盖的区域,如
图1-73所示。

图1-73 路径查找器工具

(22)将书签元素描边为白色、1px,放置到标志主元素右侧,将黑色花形元素使用快捷键

【Ctrl+Shift+]】置于元素顶层,如图1-74所示。

图1-74 书签元素效果

(23)使用“矩形工具”创建辅助元素,并使用“文字工具”输入标志名称和英文,放置于书签

元素内部,如图1-75所示。

图1-75 文字设置与标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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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曼陀罗城市书房标志项目运行

最后使用快捷键【Ctrl+A】全部选择,使用快捷键【Ctrl+G】把所有的图形元素编组,便于

使用,最终效果如图1-76所示。

图1-76 曼陀罗城市书房标志最终效果

在曼陀罗城市书房标志设计中主要涉及的软件操作知识点有:

•Illustrator中,多边形工具的使用方法;

•Illustrator中,对齐工具的使用方法;

•Illustrator中,路径查找器工具的使用方法;

•Illustrator中,文字工具的使用方法;

•Illustrator中,扩展命令的使用方法;

•Illustrator中,变换命令的使用方法。

1.4.5 标志设计项目拓展练习

根据以下提示制作出曼陀罗城市书房标志设计方案,如图1-77所示。
• 工具提示:椭圆工具、路径查找器、填充与描边、钢笔、旋转复制、直接选择工具、文字工

具、排列命令等。
• 制作提示:首先使用椭圆工具绘制基本元素,用钢笔工具勾画出外形;其次使用路径查找

器合并元素并填充渐变颜色,使用直接选择工具修正造型;最后使用排列命令将元素叠加为最

终的前后顺序,输入文字完成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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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7 曼陀罗城市书房标志效果图

1.5 标志设计实践环节

根据以上所学的标志设计与制作知识,制作东软集团 VI视觉识别手册中的标志,如
图1-7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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