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设计专业 2021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 

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

发〔2019〕4 号）和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加强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湘教发〔2018〕38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

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毕业设计工作的指导意见》（湘教发[2019] 22 号）

精神，为进一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综合素质和创新精神，规范毕业

设计指导工作，提高毕业设计质量和我校学生职业能力，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特对工业设计专业 2021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工作，做出如下安

排： 

一、毕业设计的组织与管理 

（一）毕业设计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胡军林  

 副组长：欧阳小妮 

 成  员：魏雪琪、肖曼、汪盈、曹琼文、罗玄 

（二）专业教研室职责 

专业教研室具体负责毕业设计工作的组织与实施，主要职责是： 

1.制订（修订）本专业毕业设计标准。 

2.安排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提报并审查毕业设计课题和毕业设计任

务书。 

3.检查毕业设计进程和指导教师的指导情况；成立毕业设计答辩小

组，进行毕业设计考核；向本二级院部推荐优秀毕业设计，对本专业

毕业设计工作进行总结。 

4.收集整理教研室毕业设计工作和学生毕业设计的所有过程材料



和成果资料，统一交本二级院部存档。 

5.完成本二级院部、学校和教育厅对毕业设计的检查与考核相关工

作。 

（三）指导教师职责 

指导教师负责所指导学生毕业设计的指导和考核工作，对指导教

师的要求及指导教师的主要职责是： 

1.指导教师须具备一定教学和实践经验，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

务或研究生学历，熟悉所指导的课题内容。 

2.为保证毕业设计教学质量，每位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最多不超过

15 人，第一次指导毕业设计的教师应配备有经验的教师协同指导。指

导教师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换。 

3.指导教师必须认真履行指导职责，坚持教书育人，从严要求，加

强思想教育、安全教育、考勤等方面的学生管理工作。 

4.指导教师负责向教研室申报毕业设计课题，指导学生选题并编制

毕业设计任务书，任务书应明确目标、任务、实施步骤和方法、时间

安排和成果表现形式等。 

5.指导教师全程督促和指导学生按计划完成毕业设计，形成毕业设

计成果，及时解决学生在毕业设计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6.指导教师按规定对所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过程和毕业设计成果

进行考评，收集所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资料。 

7.毕业设计工作实行指导老师负责制。负责学生设计的指导、学生

上传资料电子、纸质稿的备份、学生资料上传的指导。毕业设计不合

格学生的重修指导由原指导老师负责。 

（四）毕业生职责 

1.学生应高度重视毕业设计，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勤于实践、勇



于创新，按质按量完成毕业设计。 

2.严格遵守规章制度，虚心接受指导老师的指导和检查，定期向指

导教师汇报毕业设计工作进展情况。 

3.独立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不得弄虚作假，不准抄袭他人内容。 

4.无故拖延毕业设计，不准参加答辩，其成绩以不及格计算。 

5.答辩前，学生必须按照毕业设计的相关规定高质量完成毕业设计，

及时上传所有资料，并将纸质文档一式两份提交所在二级学院。 

 二、毕业设计工作进度安排 

时间节点 工作任务 

2020 年 10 月 31 日 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选题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提交毕业设计任务书 

2021 年 3 月 1 日 提交毕业设计初稿 

2021 年 4 月 1 日 提交毕业设计二稿 

2021 年 5 月 1 日 提交毕业设计设计答辩稿及答辩 ppt 

2021 年 5 月 15 日 毕业设计答辩 

三、具体要求   

（一） 毕业设计作品形式及内容的要求 

1.成果表现形式 

产品设计类毕业设计成果通常包括产品设计图纸与表单（如主效果图、辅效

果图、三视图（标注基本尺寸）、扫描的草图、产品使用方式和使用场景的图解、

色彩方案等，有能力的或需要者可配置爆炸图和详细的公称尺寸图。提倡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制作产品（样品）实物，成果主要以设计说明书、PPT、AI 展板（根

据自己的选题确定展板的数量）形式呈现，必要时可另附产品功能展示视频等。 

2.成果要求 

（1）构思草图不少于 5 个方案，效果草图不少于 3 个方案，效 



果图不少于 1 个方案，人机分析图，外形图，外形尺寸图、爆炸图，主要零件的

工程图等； 

（2）产品设计构思方案应尽可能多，不低于 3 种方案，有造型形态的构思

结构原理的构思等；构思草图要求透视准确、线条流畅清晰；整体构思要有创造

性，结构设计应周密具体； 

（3）效果图形体表达清晰、准确，便于细化； 

（4）最终产品效果图可以手绘，也可以用电脑;必要时也可以用其它手段来

表达设计思想，如动画、多媒体等； 

（5）论文层次清晰，语言通顺，有独特的见解，有创造性、先进性和可行

性，内容完整，图文并貌。 

（二）选题与指导老师 

序号 题目 指导老师 

1 电动牙刷创新设计 肖曼 

2 自助口罩机售卖机设计 欧阳小妮 

3 布丁蜗居露营帐篷设计 汪盈 

4 “侠骨柔情”灯具设计 欧阳小妮 

5 一种新型便携式担架床设计 魏雪琪 

6 “树清风”——多功能可持续产品设计 肖曼 

7 智能卷尺设计 魏雪琪 

8 角落打扫扫地机器人设计 汪盈 

9 新概念车辆外观设计 肖曼 

10 家用手持灭火器设计 肖曼 

11 医疗组装床设计 汪盈 

12 智能雨伞烘干机设计 魏雪琪 

13 “元宝”蓝牙音响设计 欧阳小妮 

14 新时代智慧云凉亭设计 肖曼 

15 充电宝仿生创新设计 肖曼 

16 装饰品摆件创意设计 魏雪琪 



17 “胶囊”输液加热器设计 汪盈 

18 多功能蓝牙耳机设计 魏雪琪 

19 中国文化印象系列家具设计 汪盈 

20 多功能盲人助行产品设计 肖曼 

21 装饰性节能排插设计 欧阳小妮 

22 一款可“分解”的书桌设计 汪盈 

23 多功能空气净化器设计 肖曼 

24 共享单车智能停放点设计 汪盈 

25 常德红茶包装设计 欧阳小妮 

26 便携式鞋架设计 欧阳小妮 

27 儿童趣味性淋浴喷头设计 欧阳小妮 

28 共享单车智能停放点设计 汪盈 

29 城市候车亭优化设计 肖曼 

30 洗脸皂的创意设计 欧阳小妮 

31 北京故宫文创灯具设计 肖曼 

32 三文治机设计 魏雪琪 

33 餐饮外卖盒的包装改良设计 欧阳小妮 

34 可调节式抽纸盒设计 魏雪琪 

35 电脑音响设计 汪盈 

36 “閤”的创意书架设计 魏雪琪 

37 仿生智能药盒设计 汪盈 

38 神器之手-清洁隔触一体化产品 汪盈 

39 便携式户外椅床设计 魏雪琪 

40 概念飞行滑板的创新设计 欧阳小妮 

41 “天目”空间站模型设计 肖曼 

42 儿童仿生家具设计 魏雪琪 

43 电动清洁刷设计 魏雪琪 

（三）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要求中级职称及以上，每名指导教师指导毕业 生人



数不超过 15 人；并要求探索双导师制，毕业设计体现两名指导

教师。 

（四）导师评语及毕业设计答辩评分表 

要求指导教师、答辩组长等手写签名，并拍照上传。 

四、答辩与成绩评定 

（一）毕业设计答辩与成绩评定是毕业设计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各系（部）毕业设计领导小组负责本系（部）的答辩工作，制订答辩

规则、程序、要求以及时间、地点安排等，并提前一周将工作安排报

教务处。按专业成立答辩委员会（小组），审查学生答辩资格，组织学

生进行答辩，研究确定答辩意见和成绩等。 

1.答辩包括设计成果评审、毕业设计答辩、综合评议等程序； 

2.答辩以专业为单位实施，答辩小组由 3～5 人组成、不得少于 3 

人； 

3. 实施回避制度，毕业设计指导教师不得担任该学生 答辩评审老

师； 

4. 答辩时间控制在 30-40 分钟，其中学生介绍 10-15 分钟， 问

答 20-25 分钟。 

毕业论文完成后需要组织答辩， 以检查学生是否达到毕业论文的

基本要求。在毕业论文答辩前，教研室应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成立答

辩委员会。 

（二）毕业论文答辩工作由各院答辩委员会组织并主持，答辩委

员会由专家 3-4 人组成。答辩委员会及答辩小组成员必须由讲师（或

相当职称的科技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以上职称的人员担任。 根据需

要， 答辩委员会可决定组成若干答辩小组（一般由 3-5 人组成），具

体负责答辩工作。答辩小组负责向学生公布答辩时间及地点。 



（三）参加答辩的学生应向答辩小组汇报毕业论文工作情况， 回

答答辩小组成员的提问。每个学生的答辩时间控制在 20-30 分钟，其

中汇报 5-10 分钟，提问等 10-20 分钟。 

（四）答辩小组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综合考核学生的成 

1.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的情况；  

2.学生的业务水平（包括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动手能力、创新能

力等） ；  

3.毕业论文的总体质量（包括选题、总体思路、方案设计、设计说

明书、内容方法、计算及测试结果、文字表达、图表质量、格式规范、

结论正误、创新情况等）； 

4.答辩中自述和回答问题的情况；  

5.整个毕业论文过程中的工作态度及工作量大小等情况。 （五）毕

业论文成绩评定采用五级记分制：优秀（90-100 分）、良好（ 80-89

分）、中等（70-79 分）、及格（ 60-69 分）、不及格（ 60 分以

下）。 

（六）毕业论文成绩由三方面组成：  

1.平时成绩 占总成绩的 20%。考查学生在毕业论文期间的学习态

度、文献查阅和资料搜集、实验动手能力等。 

2.论文成绩 占总成绩的 60%，考查毕业论文撰写质量。论文是否

题文相符、结构严谨、立论有据、资料丰富可靠、 方法先进实用，是

否观点明确、概念清楚、文字通顺、无错别字，是否能理论联系实际、

有新的见解等。  



3.答辩成绩占总成绩的 20%。考查学生是否能充分表达

论文的主要思想、目的意义，方法是否得当，结论是否科学，

对自己的论文及参考文献是否熟悉，能否较圆满 地回答评

委的提问等。  

（七）毕业论文成绩优秀率控制在 10%-15%左右。  

（八）论文答辩结束后，由系答辩指导委员会进行复查。

在复查中发现问题，责令答辩组或指导教师即使整改、纠正。 

五、毕业设计工作总结与档案管理 

（一）各系（部）应组织毕业设计工作普查，并于毕业

设计结束后两周内向教务处提交毕业设计全面检查自查报

告和工作总结书面材料，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分析、主要特点、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意见和建议等，并及时整改。 

（二）普查结束后，毕业设计及相关材料由各系（部） 统

一保管，整理归档，作为教学评估的重要材料。 

（三）教务处组织毕业设计抽查，抽查比例一般不低于 

毕业设计总数的 10%。结果将作为系（部）年度绩效考核

重要内容。 

本教研室教师们在毕业设计的各个环节上严格按要求

执行。定期进行毕业设计进度检查和学生设计作品指导，随

时为学生解决各类问题，使毕业设计工作顺利进行。 

 本教研室指导的是 2021 届工业设计 1901 班 43 名同学

的毕业设计。毕业设计共分为六个阶段完成： 



 （1）毕业设计调研阶段 

（2）拟定任务阶段 

（3）开题阶段 

（4）任务实施阶段 

（5）毕业设计撰写和评阅阶段 

（6）成绩评定阶段 

 为了保证整个过程按计划执行，提高学生的毕业设计质量，

在拟定任务阶段，首先根据毕业设计选题原则和学生毕业设

计调研情况填写毕业设计任务书。经再与学生讨论，最后明

确毕业设计选题，并实施设计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