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VI概述



第一节、CIS 基本概念

1. CIS是英文“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的缩写，中文翻译为

“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它包括三个部分:

① 企业理念识别(Mind Identity, MI)，

② 企业行为识别(Behavior Identity, BI) ，

③ 企业视觉识别(Visual Identity, VI) 。



• VI是指运用视觉手段，通过标志的造型和特定的色彩等表现手法，

使企业的经营理念、行为观念等形成一种整体形象，以最快的速度、

最深的印象，让社会和公众注意自己，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从而

塑造出企业的最佳形象，获得社会的认同感，达到营销的目标。



• 经济社会中“印象时代”的到来,消费者购买的是什么？物质

还是精神？

Q1. 标志的价值是什么？





• 你是根据什么下载你的手机APP的？

Q2. 标志的价值是什么？



1. 标志是品牌视觉识别系统中最核心的要素。

2. 在消费大众的心目中，标志就是企业、产品。

3. 标志的设计与创新离不开对用户需求和行为的分析。

• 标志的价值是什么？



2. CIS的基本构成要素 :

① 企业理念识别 MI：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哲学、企业精神

的集中表现。也是整个企业识别系统的核心和依据。

② 企业行为识别 BI：是企业在内部协调和对外交往中应该有

一种规范性准则。

③ 企业视觉识别 VI：几乎就是企业全部信息的载体。分两大

要素：
a基础系统、b应用系统。



• 1908年，德国现代设计的重要奠基人贝伦斯Peter Behrens为德国通用电

器——无线电器工业公司（AEG）设计出西方最早的完整企业标志和形象，

并将公司标志印在信纸、信封等办公用品上。

• 是现代企业形象设计系统化的开端，但还不是真正的CIS设计系统。

3. CIS的历史 :

1908

2000



• 1947年，意大利平面设计家平托里为另外一个欧洲大型企业olivetti设计了新

的企业标志。它的商标历经多次变化，但都非常注重统一识别。

• 这是继AEG之后，西欧设计出的最完整和最具视觉效果的企业形象系统CIS应

用的雏形。



• 1956年，美国IBM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公司导入CI，新标志

的设计师保罗.兰德（Paul Rand）,IBM由此成为世界计算机界的“蓝巨人”。

• 总体看来，当时的企业识别设计仅停留在公司和商品的标志上，尚未意识到

企业识别系统的整体概念。



• 1970年，可口可乐公司导入CI，整合革新了世界
各地的可口可乐标志，采用了统一化的识别系统，
并进行一系列推广活动，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CI
热潮。

• 大规模的企业识别系统首先在美国产生发展。



• 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马自达、第一劝业银行、松屋百货等先后导入CI，吸
取美国式CI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特色。进入80年代，日本企业界对CIS的认识
和实际运作产生质的变化，掀起了量的飞速发展。CIS成熟。



• 20世纪80年代末，CI传入中国大陆，先后出现创意的有太阳神、中国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北大方正等具有个性特征的企业形象。



太阳神企业的标志设计
• 太阳神商标的图案设计，以简练、强烈的圆形

与三角形构成基本定格，用圆与三角构成对比

中力求和谐的形态。

• 圆形是太阳的象征，代表健康、向上的商品功

能与企业经营宗旨。三角形的放置呈向上趋势，

是APOLLO的首位字母，象征“人”字的造型，

体现出企业向上升腾的意境和以“人”为中心

的服务及经营理念。 

• 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记载中，早就有了太阳神

的美好传说。“APOLLO”在古希腊神话中是

赋以万物生机、主宰光明的保护神，亦是诗歌、

音乐、健康、力量的美好象征。

•   以“APOLLO”为企业、商标、产品的命名，

充分地展现了热情、欢乐、健康、智慧、保护

和创造。





• 今天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使得同类产品之间的质量差异日趋缩小，企业

之间的竞争，已从价格竞争、服务竞争，走向形象竞争。世界上众多著名

品牌能够长盛不衰，在竞争中取得成功，凭借其产品的质量、价格和服务

是一方面，更能重要的是依赖企业形象，企业形象是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

• 塑造企业形象虽然不一定马上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但它能创造良好的社

会效益，获得社会的认同感、价值观，最终会由社会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

• 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品牌建设更成为市场竞争的必要手段。品牌包装也逐

渐向个性化转变。CIS也更呈现多样性、趣味性、灵活性，在VIS上更注重

个性，功能上更注重实效。

4. CI的现状 :



• 1996年，一家成立将近20年的公司，亏损

10亿美元左右，濒临倒闭；2011年，它的

总市值为3500亿美元，是全球市值最高的

公司；1984年，第一台Mac机面市；

1998年， iMac成为美国最畅销个人电脑；

1999年，苹果推出iBook、G4和iMac DV；

2007年，乔布斯在Mac World上发布了

iPhone与iPod touch；2008年，乔布斯

在Mac World上发布了MacBook Air，这

是当时最薄的笔记本电脑； 2010年，1月

27日苹果公司平板电脑iPad正式发布…… 



2013年全球IT公司市值排行榜



2018年全球IT公司市值排行榜



包括企业经营理念、

企业精神、

企业文化等。

• IBM的经营理念：“科学、进取、卓越”，企业精神：“IBM就是最佳服务”

• 丰田公司的经营理念：“优良的产品、优良的思想、世界的丰田”。

• 苹果公司的经营理念之一：“销售的是梦想，而不仅仅是产品”。

5. 企业理念识别（MI）



• 企业理念的具体体现，从而在实践中体

现并贯彻企业精神理念，宣传树立企业

形象。包括对内和对外两部分，侧重于

用条款形式来塑造一种能激发企业活动

的机制，行为识别系统主要内容体现在

可操作性强的《员工手册》中。

• 企业形象行为识别是以员工的个体行为

表现出来的，在公众眼里，群化的员工

行为就是企业行为。

6. 企业行为识别（BI）



• VI又称为VIS，
• 指的是对企业的一切可视事物

进行统一的视觉识别表现和标
准化、专有化，将企业形象传
达给社会公众。

•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特定
的形象，企业也是如此，保证
使公众能从视觉上感受本企业
与其它企业的不同，并通过某
种视觉识别形成对企业特定的
印象，这就是视觉识别的目的
和任务。

7. 企业视觉识别（VI）



CIS 最有意义之处，就是：

一方面透过视觉设计将企业形
象传达出去；

一方面将企业理念、企业精神贯
彻到每一个员工的行为之中。



1. 背景——

① 树立便于识别的良好企业形象，以实施企业形象竞争战略。

② 企业形象低落，成为开拓新市场的障碍。需跟赶潮流，符合经营

战略。

③ 与其它公司合并，缺少能代表整体企业的标志，需要统一的企业

形象。

④ 商标与商品形象明显有不协调的分歧。

⑤ 与同行其它企业相比，活动性较差，在形象的竞争力及认知度上，

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节、VI导入的背景



2. 导入VI的时机与动机

① 新公司建立或扩大合并成企业集团。

②   企业创业周年纪念



③ 企业扩大经营内容，向多元化经营转化

④ 适应国际化需要，进军海外



⑤ 旧名称陈旧老化，消除陈旧的企业形象。

⑥ 改变经营机制

⑦ 鼓舞员工士气，改造企业氛围。



一． VI的设计原则

1.  同一性:

• 企业形象识别中的各项内容在设计元素和风格上都必须保持一致,
以标准化、同一的规范设计,同一的模式对外传播,并坚持长期应
用,不轻易变动,以达到整体形象对外传播的一致性.这样才有可能
获得大众的认同,才能集中和强化企业的形象,使传播更为有效迅
速,并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影响力。

2. 识别性

• 识别性是企业形象最基本的功能,借助独具个性的标志和强烈冲击
感的视觉符号,以及整体的规划,来增强本企业以及产品与其他企
业以产品的一个识别。标志(LOGO)是最具有企业视觉认知,信息
传达功能的设计要素。

第三节、VI设计的主要内容



3. 系统性
– 企业或品牌标志是在各种传播媒体上应用最为广泛,出现频率最高的视

觉传达要素.企业标志一旦确立,随即应该展开精致化作业,目的是对未来
标志的应用进行规划,达到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的科学管理.这样当
企业视觉结构走向多元化的时候可以用强有力的标志来统一各关系企
业.以集体化运作,品牌化经营,集约式管理来打造经典品牌.

4. 民族性
– 文化是视觉创造的源泉.设计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设计文化的观念层面

上,它直接反映整个民族的心理共性,不同民族,不同环境造成的不同的文
化理念,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设计的风格。



5. 可实施性
– 在策划设计中必须从企业自身的情况出发,在推行企业形象战略是确立

准确的形象定位,然后由此进行规划。
6. 前瞻性

– VI设计虽然是在当下的调研基础上产生设计,但是它要实现的目的是为
企业或品牌树立一个长久的稳定的形象,有利于企业的未来的发展。或
者也可以逐步演变，在继承旧标志的精髓基础上进行小的改进和更新。



二． VIS的构成

• 包括视觉识别的基础系统和应用系统.

1. 基础系统(核心)

• 企业与品牌的名称、 标志、标准字设计、标志与标准字的尺
度与制图、标志与标准字的组合、标准色彩与辅助色彩的设
计、 辅助图形、吉祥物设计、中英文印刷的指定字体。 

2. 应用系统

• 办公用品类、公务礼品类、员工服装规范、交通运输系统外
观类、内部环境系统类、外部环境系统类、展览指示系统、
包装产品类、大众传播类。



• 由基础系统与应用系统的组合



三． 视觉识别系统的多样性

1.     多变的应用系统：商业性企业



2.     多变的应用系统：工业性企业



3.     多变的应用系统：事业性企业



4.     多变的应用系统：社会性活动



VISUAL IDENTITY SYSTEM

• 结论：
1. VIS构架是一个严密的系统；
2. VIS构架要根据不同企业的组织、性质而定；
3. VIS构架的设定是预算的基础，也是搞好设计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