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 设计

VI 手册分为基础要素系统和应用要素系统两部分。本例首先创建 A4 大小的

文件，并在页面上绘制页眉与标题，作为 VI 手册的底稿，然后绘制企业的标志，

并制作标志以及标准字的等形式，然后制作 VI 的应用部分。

在对公司进行 VI 系统设计之前，要对 VI 系统包含的内容进行分析首先做好

基础要素部分，为应用要素部分设计做好的准备工作

一、 关于 VI 设计

1、概述

VI 即（Visual Identity），通译为视觉识别系统，是 CIS 系统最具传播力

和感染力的部分。是将 CI 的非可视内容转化为静态的视觉识别符号，以无比丰

富的多样的应用形式，在最为广泛的层面上，进行最直接的传播。设计到位、实

施科学的视觉识别系统，是传播企业经营理念、建立企业知名度、塑造企业形象

的快速便捷之途。

VI 设计一般包括基础部分和应用部分两大内容。其中，基础部分一般包括：

企业的名称、标志设计、标识、标准字体、标准色、辅助图形、标准印刷字体、

禁用规则等等；而应用部分则一般包括：标牌旗帜、办公用品、公关用品、环境

设计、办公服装、专用车辆等等。

2、作用

（1）明显地将该企业与其他企业区分开来的同时又确立该企业明显的行业

特征或其他重要特征，确保该企业在经济活动当中的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

（2）传达该企业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以形象的视觉形式宣传企业。

（3）以自己特有的视觉符号系统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并产生记忆，使消费者

对该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产生最高的品牌忠诚度。

（4）提高该企业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提高企业士气。

3、VI 设计的基本原则：

（1）风格的统一性原则 2

（2）强化视觉冲击的原则

（3）强调人性化的原则

（4）增强民族个性与尊重民族风俗的原则



（5）可实施性原则

（6）符合审美规律的原则

（7）严格管理的原则

本节案例主要讲述“乐聪文具公司”整套 VI 设计制作过程。

11.4.1 标志设计

标志是 VI 系统的最重要的部分，是 VI 的核心，是 VI 系统应用要素部分的

基础。企业的标志不仅是图案设计，而是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符号，标志体现了

公司的理念和文化，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所以，本套 VI 系统设计中，首先讲

述标志的设计制作。

步骤 1、按住 ctrl+N 快捷键，新建 A4 大小文档，设置像素为 300，CMYK 色

彩模式，如图所示。

步骤 2、选中工具栏中【椭圆工具】，绘制圆形，为圆形填充深棕色（C45 M50

Y80 K40），得到效果如图所示，按照同样方法，再绘制一个圆形路径，并未该

路径填充黄色（C0 M25 Y100 K0），得到效果如图所示。选中黄色圆形，按住

alt 键，同时按住鼠标左键向右拖拽，复制一个圆形，并为复制得到的圆形填充

橙色（C0 M25 Y100 K0），如图所示。选中橙色圆形，按住 ctrl+ [ 快捷键，

将橙色圆形移动到黄色圆形后面，完成如图所示。



步骤 3、选中工具栏中【钢笔工具】，用【钢笔工具】绘制路径，并未路径

填充白色，如图所示。按照同样方法绘制橙色圆形上的白色路径，如图所示。

步骤 4、用【钢笔工具】在黄色原型上绘制路径，并填充白色，如图所示，

用【选择工具】选中该路径，调出【透明度】面板，点击面板右上角按钮，在弹

出的下拉列表中，选则【建立不透明蒙版】命令，为该路径添加不透明蒙版，如

图所示。点击面板中右侧矩形框，进入不透明蒙版的编辑状态，并取消【剪切】

选项的勾选。在添加不透明蒙版路径的外侧绘制形状相近的路径，并未该路径填

充黑白渐变，如图所示。选中【渐变工具】，调整黑白渐变的填充角度等参数。

不透明蒙版编辑完成后，点击【透明度】面板左侧方形，退出不透明蒙版的编辑，

得到如图所示效果。

步骤 5、按照步骤 4的方法，绘制其他位置的图形，完成效果如图所示。



步骤 6、选中【钢笔工具】，在黄色圆形上方绘制帽子形状路径，并为该路

径填充暗红色（C35 M85 Y80 K0），如图所示。按照相同的方法，为橙色圆形绘

制帽子形状，完成效果如图所示。

步骤 7、选中【钢笔工具】 “乐聪文具”四个字造型的路径，并未路径填

充黄色（C0 M285 Y100 K0），描边色为无，如图所示。然后用【钢笔工具】沿

“乐聪文具”的外轮廓绘制路径，作为外边框，并为路径填充深棕色（C45 M50 Y80

K40），描边色为无，如图所示。按照步骤 4方法绘制文字的反光图形，完成效

果如图所示。

提示：在用【钢笔工具】绘制“乐聪文具”路径时，如果把握不好路径的结

构和造型，可以先用手绘制出线稿草图，然后将草图拍成图片置入到



illustrator 软件中，如图所示，按照草图线稿绘制钢笔路径，得到的造型更精

确。

步骤 8、将绘制完的标志图形和文字全部选中，然后按住 ctrl+G 快捷键，

将标志图形编组，如图所示。然后将文件存储为“乐聪文具标志”文件，为后面

制作 VI 备用。

11.4.2 制作 VI 底稿部分

VI 手册的底稿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影响 VI 手册版式重要的因素，底稿是

VI 手册每一页面中出现的同样的元素，相当于 VI 手册的模板，

步骤 1、按住 ctrl+N 快捷键，新建 A4 大小文档，设置像素为 300，CMYK 色

彩模式，如图所示。

步骤 9、调出【图层面板】，在图层面板中点击【创建新图层】按钮 ，

得到新建图层 2，如图所示，在图层 2中绘制圆形。选中工具栏中【椭圆工具】，

按住 shift 键，同时按住鼠标左键在页面中拖拽得到正圆形路径，并为路径填充

颜色（C40 M75 Y100 K5），描边色为无，如图所示。按照同样的方法绘制若干



个大小不等的圆形路径，并分别填充颜色并调整好圆形的位置，完成效果如图所

示。

步骤 10、将绘制的圆形全部选中，调出【透明度】面板，在透明度面板中

设置路径【混合模式】为【正片叠底】，【不透明度】为 90%，得到效果如图所

示。

步骤 11、选则【圆角矩形工具】 ，点击页面，在弹出的【圆角矩形】对

话框中设置各项参数，如图所示。得到圆角矩形效果如图所示。

步骤 12、选中【矩形工具】，按住鼠标左键拖拽，绘制如图所示矩形，调

整好矩形的大小和位置，如图所示，将圆角矩形和矩形全部选中，然后点击【路

径查找器】面板中【减去顶层】按钮，如图所示，得到效果如图所示。



步骤 13、将圆角矩形和圆形路径全部选中，如图所示，然后点击菜单栏【对

象】|【剪切蒙版】|【建立】命令，或者按住 ctrl+7 快捷键，创建剪切蒙版，

得到效果如图所示。

步骤 14、选中【钢笔工具】，绘制出如图所示路径，并填充白色，选中该

路径，调出【透明度】面板。按照步骤 4的方法，为路径建立不透明蒙版，进入

不透明蒙版编辑状态后，创建路径，为路径填充黑白渐变，如图所示，编辑完成

后点击左侧对话框，退出不透明蒙版的编辑，得到效果如图所示。

步骤 15、将矩形和建立不透明蒙版的图形选中，按住 ctrl+G 快捷键将选中

对象编组，如图所示，调整编组图形大小和位置，得到效果如图所示。



步骤 16、选中【文字工具】，在页面上方上方单击鼠标，出现闪烁光标后，

输入文字“基础要素系统，”并在字符面板中设置文字的字体、字号等选项，如

图所示，并设置文字颜色为黑色，得到效果如图所示。

提示：为了精确确定图形和文字的位置，可以按住 ctrl+R 调出标尺，并按

住鼠标左键拖拽出参考线，如图所示。



步骤 17、选中【椭圆工具】，绘制圆形路径，并为路径填充颜色（C20 M50

Y20 K0），如图所示。用【选择工具】选中该圆形路径，按住 alt 键，当鼠标变

成双箭头时 ，按住鼠标左键向右拖拽，复制得到该路径，如图所示，选中复制

的圆形，为其填充淡黄色（C15 M20 Y55 K0），如图所示。

步骤 18、选中淡黄色圆形，如图所示，按照步骤 17 的操作方法，复制圆形

路径，如图所示。按住 ctrl+D 快捷键，重复复制路径的操作，得到如图所示效

果。为圆形路径填充不同的颜色，得到效果如图所示。



提示：复制得到的圆形路径填充的颜色参考步骤 9中为圆形路径填充的颜

色。

步骤 19、选中【钢笔工具】，绘制页面右侧的路径，并为路径填充颜色（C55

M60 Y80 K10），如图所示。调出【透明度】面板，设置路径的不透明度为 50%，

如图所示。



提示：为了避免现有路径对后面操作的干扰，可以将暂不编辑的路径锁定，

选中要锁定的路径，然后按住 ctrl+2 快捷键，即可将路径锁定。也可以在【图

层面板】中在锁定列点击，出现锁头图标，表示该路径锁定，如图所示。

需要解锁锁定路径，只需点击【图层面板】中锁头图标即可解锁，也可以按

住 ctrl+alt+2 快捷键，将所有锁定路径解锁。

步骤 20、选中【椭圆工具】，在右侧位置绘制若干个圆形路径，并分别为

圆形路径填充颜色橙色（C0 M50 Y80 K0），黄色（C0 M25 Y100 K0），选中所

有圆形，并按住 ctrl+G 将选中路径编组，如图所示。调出【透明度】面板，将

编组圆形路径设为“正片叠底”模式，不透明度设为 50%，如图所示。得到效果

如图所示。

步骤 21、用【选择工具】选中步骤 19 中绘制的路径，按住 ctrl+C、ctrl+F

快捷键，复制该路径并原位粘贴到前面，如图所示，此时默认选中前面路径，按

住 ctrl+shift+] 快捷键，将复制的路径置于顶层。将移动到顶层的路径和编组

圆形路径全部选中，如图所示。然后点击菜单栏【对象】|【剪切蒙版】|【建立】

命令，或者按住 ctrl+7 快捷键，创建剪切蒙版，得到效果如图所示。



步骤 22、选中页面上方的圆形路径，将路径复制到下方，如图所示，然后

按照步骤 18 的方法，复制圆形路径，得到如图所示效果。将下方圆形路径全部

选中，按住 ctrl+G 快捷键将选中的路径编组。

步骤 23、选中【文字工具】，在下方输入“乐聪文具有限公司 Lecong Children

Stationery Co. LTD”，选中文字，在【字符】面板中设置文字字体、字号等参

数，如图所示。得到效果如图所示。选中【直线工具】，在文字左侧绘制直线路

径，并为路径添加黑色描边，描边粗细为 1pt，得到效果如图所示。



步骤 24、选中【文字工具】在页面右上方输入字母 A，调整字母的大小和位

置，设置文字颜色为（C45 M50 Y80 K40），得到效果如图所示。

步骤 25、点击菜单栏【文件】|【存储】命令，弹出【存储】对话框，输入名称

和选择类型，如图所示，点击【确定】按钮将制作完成的文件存储“VI 基础部

分底稿”，如图所示。

11.4.3 制作基础系统部分

VI 系统的基础部分是标志及标准字的各种应用规范，本节述基础部分重点

内容的制作。

步骤 1、点击菜单栏【文件】|【打开】命令，在 illustrator 软件中打开

存储好的“VI 基础部分底稿”，如图所示。



步骤 2、点击图层面板中【新建图层】按钮，修改新建图层名称为“变动图

层”，如图所示。选择【文字工具】，输入“公司标识诠释”文字，在【字符】

面板中设置字体、字号等选项，如图所示。为文字填充白色，移动到合适位置，

如图所示。

步骤 3、在页面的左上方输入“图 01. 公司标识”文字，在【字符】面板中

设置文字各选项如图所示。得到文字效果如图所示。



步骤 4、打开“乐聪标志文件”，选中文件中的标志图案，按住 ctrl+C 快

捷键，进入“VI 基础部分底稿”文件页面，按住 ctrl+V 快捷键，将标志图案粘

贴到“VI 底稿”文件中，调整标志图案的大小和和位置，得到效果如图所示。

步骤 5、在页面中绘制圆形路径，并为圆形填充颜色（C45 M58 Y80 K40），

如图所示。在圆形右侧输入文字“公司标识内涵诠释”，设置文字各选项如图所

示，设置文字颜色为黑色，如图所示。在下面输入标识诠释文字，设置文字各选

项如图所示，设置文字颜色为黑色。操作完成后，将文件存储，如图所示。



步骤 6、重复步骤 2、3的操作，分别输入“标识规范网格制图”、“图 04

标识基本形”文字信息，文字各选项设置与步骤 2、3中文字设置一致，如图所

示，并参照步骤 4的方法，将“乐聪标志”文件中的标志图案粘贴到“标识规范

网格制图”文件中，得到如图所示效果。

步骤 7、选择工具栏中【矩形网格工具】 ，单击页面弹出【矩形网格工

具选项】对话框，设置选项如图所示。点击【确定】按钮，得到矩形网格，并未

矩形网格添加黑色描边，描边粗细为 0.5pt，并按住 ctrl+ [ ，将网格移动到标

志后面，并调整好位置，如图所示。



步骤 8、运用【直线工具】和【椭圆工具】，在网格中标出标志的精确尺寸，

设置描边色为红色（C0 M100 Y100 K0），描边粗细为 0.5pt，并以 A为基本标

出各部分尺寸，得到效果如图所示。

步骤 9、在标志下方输入对应文字内容，文字的各参数设置与步骤 5中设置

一致。完成效果如图所示。操作完成后，将文件存储为“标识规范网格制图”文

件。

步骤 10、在 VI 基础要素部分还需要确定标志的标准色、标识的不可侵入范

围、最小使用尺寸、组合使用规范等，完成效果如图下图所示。其他部分操作方

法基本一致，在此不再一一赘述，完成效果参见光盘 11 章内容。





11.4.5 应用系统部分制作

应用系统将是基础系统部分内容应用到视觉项目中的设计，主要包括办公用

品、产品、包装、交通运输工具、广告、制服等项目，下面讲述应用系统部分的

制作过程。

步骤 1、点击菜单栏【文件】|【打开】命令，在 illustrator 软件中打开

存储好的“VI 基础部分底稿”文件，如图所示。选中【文字工具】，将“基础

要素系统”改为“应用要素系统”，将字母“A”改为“B”，完成效果如图所示。

将文件存储为“VI 应用要素底稿”，如图所示。

步骤 2、选择【文字工具】，在页面输入“图 25.高层领导名片”文字，文

字各项参数设置如图所示，设置文字颜色为黑色，完成效果如图所示。

步骤 3、选择【矩形工具】，单击鼠标左键，弹出【矩形对话框】，在对话

框中输入矩形尺寸，如图所示。为矩形填充白色，描边色设为无，如图所示。点

击菜单栏【效果】|【风格化】|【投影】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投影参数，

得到效果如图所示。



步骤 4、将用【直线工具】和【文字工具】绘制名片的尺寸，作为名片正面，

完成效果如图所示。将尺寸和矩形全部选中，然后按住 ctrl+G 快捷键，将选中

图形编组，如图所示。

步骤 5、将选中编组图形，将其复制粘贴，并移动到该图形组的下方，下方

矩形作为名片背面，完成效果如图所示。

步骤 6、选中【矩形工具】，在正面名片上方位置创建矩形，并为矩形填充

渐变色，如图所示，最终得到效果如图所示。用【钢笔工具】在矩形下方位置绘

制路径，选中该路径，用【吸管工具】点击填充渐变色的矩形，为路径填充同样

的渐变色，得到效果如图所示。



步骤 7、打开“乐聪文具标志”文件，并将标志图案粘贴到正面名片举行向

上，调整好大小，如图所示。

步骤 8、选择【文字工具】，在右面输入文字信息，并在【字符】面板中设

置文字各选项，完成效果如图所示。并用【椭圆工具】绘制圆形路径，作为装饰

图形，填充颜色为（C20 M30 Y75 K0），完成效果如图所示。



步骤 9、按照上述操作方法制作名片背面，图形填充渐变色与名片正面辅助

图形填充渐变色相同，完成效果如图所示。

步骤 10、在页面下方位置输入关于名片的文字，并进行编辑，完善页面信

息，最终完成效果图如图所示。

步骤 11、在 VI 应用要素部分还包括信封信纸、吊旗、广告牌、制服等方面，

完成效果如图下图所示。其他部分操作方法基本一致，在此不再一一赘述，完成

效果参见光盘 11 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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