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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是学校品牌形象的核心，体现品牌价值，彰显学校文

化的核心要素。标识作为整个形象中最重要的识别元素，

在任何情况下不得随意更改。

本手册在下面的章节中严格规范了标识图形，以确保传播

使用时学校视觉识别形象的完整统一。

标识LogoA1_1
学校标识标准彩色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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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是学校品牌形象的核心，体现品牌价值，彰显学校文

化的核心要素。标识作为整个形象中最重要的识别元素，

在任何情况下不得随意更改。

单色的使用也较为常见，如传真、复印及单色印刷等。标

志的单色特性，使其在使用时更为方便。

标识LogoA1_2
学校标识标准黑白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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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中间为橄榄枝围绕着盾牌的形象，象征学校发展军

工、捍卫和平的理念。

●盾牌上方装饰线组成书本的形象，表明学校教学、科研

的基本职能，同时也形成翅膀意向，比喻放飞和平梦想。

●盾牌内是学校校风碑的形象，上书南京理工大学“团结、

献身、求是、创新”八字校风，是学校的精神象征。

●盾牌下方文字“1953”是南京理工大学建校年份，标

示学校的发展历史。

●标识外围，上方使用江泽民同志题写中文校名，下方环

绕现代风格字体英文校名，体现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的

发展目标。

●标志色彩取自紫金色，学校位于南京城东，紫气东来；

也是校园二月兰（又名和平草）的颜色，承载了浓郁的校

园文化；紫色也是高品质的象征，激励师生员工在教学科

研工作中不断摘取更高的成果。

标识LogoA1_3
学校标识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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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作为学校品牌形象的核心要素，其使用必须严格遵循

标准制图法的规范，以求统一的视觉识别形象，避免误用，

错用。本页为标识标准网格制图规范，主要应用于标识牌、

户外看板等大型制作项目的精确绘制。（X为一个基本计

量单位）

标识LogoA1_4
学校标识标准制作网格图

40x
40x



本页为标识最小使用规范及不可侵入范围规范。

标识的高度应不小于8mm，以便标识在最终成品中清晰

展示，如图01。

在标识单独使用时，对标识周围的不可侵入范围的界定，

是为了保证标识的完整性和最大的视觉冲击力。这个不可

侵入范围(图2青色区域)内应该没有任何文字、图形、视像

元素、线条或图片。(X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如图02。

标识LogoA1_5
学校标识最小使用规范
学校标识不可侵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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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一色彩情形下，标识的使用方法应该是将黑色标识放

置在浅色背景上,如图01;或把白色标识放置在深色背景上,

如图02。

本页为标识墨稿及反白稿示例，主要应用于传真、单色印

刷等介质中。

标识Logo

学校标识单色使用规范／单色反白 图01

图02

黑

RGB

PANTONE BLACK C

C.0 M.0 Y.0 K.100CMYK

R.0 G.0 B.0

标识墨稿

白

RGB

PANTONE WHITE C

C.0 M.0 Y.0 K.0CMYK

R.255 G.255 B.255

标识反白稿

A1_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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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色是指学校指定某个或某组色彩运用在所有视觉传达

设计的媒体上,通过色彩的知觉刺激与心理反应来体现学

校的理念或特质。标准色在学校的整个VI系统中具有强烈

的识别效应，是发展战略的有力工具。

色彩表现比较微妙，细微差异产生的视觉效果有很大不同，

因此使用色彩时，必须严格遵循本章所规范的内容。

为了进一步保证色彩在不同印刷材质上的色彩效果，特规

定常用纸张的印刷输出精度：

1.铜板纸张印刷/175dpi

2.胶印纸张（国产）/133dpi

3.新闻纸张印刷/100dpi

4.胶版纸张（进口）/150dpi  

学校标准色

标准色Primary Colors

C54  M96 Y0 K0
R153 G0 B153
PANTONE PMS248
#99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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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色是为丰富学校品牌形象、进一步完整地表达形象诉

求而选用的色彩，它与标准色相得益彰，为设计应用展开

更大的创作空间。

色彩表现比较微妙，细微差异产生的视觉效果有很大不同，

因此使用色彩时，必须严格遵循本章所规范的内容。

为了进一步保证色彩在不同印刷材质上的色彩效果，特规

定常用纸张的印刷输出精度：

1.铜板纸张印刷/175dpi

2.胶印纸张（国产）/133dpi

3.新闻纸张印刷/100dpi

4.胶版纸张（进口）/150dpi  

学校辅助色系列

标准色Primary Colors

C54 M96 Y0 K0
R153 G0 B153
PANTONE PMS248
#990099

C0 M0 Y0 K40
R180 G180 B180
PANTONE 877 C
#CCCCCC

C90 M70 Y0 K0
R28 G79 B161
PANTONE PMS 293
#0066CC

C0 M0 Y0 K100
R0 G0 B0
PANTONE BLACK C
#000000

C0 M0 Y0 K0
R255 G255 B255
PANTONE WHITE C
#FFFFFF



58 x

标准制作网格图

A3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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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字体确立了同等的视觉传达效果,在对外宣传及事物

中，不可用其它字体代替,但在学校文件等的正文中可使

用本手册指定的印刷字体，使用时请以电子文件，或标准

样本为依据，保证与企业整体形象统一。

标准字体方格图：主要用于快速、准确的绘制出中文标准

字体，在相等的方格中规范其造型比例、结构、空间、距

离等相互关系，在制作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并以此作为

监督标准。为了保证正确使用，一般在可以实现的情况下。

以电子文件或标准样本为使用依据。

在标准字体单独使用时，对标准字体周围的不可侵入范围

的界定，是为了保证标准字体的完整性和最大的视觉冲击

力。这个不可侵入范围内应该无任何文字、图形、视像元

素、线条或图片。

中英文标准字体的应用不建议单独使用，而应以双语组合

的方式出现。

学校标准中英文全称横排

标准字体Standard Font

16x

1a

0.5a

0.5a

0.5a

0.5a
不可侵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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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字体确立了同等的视觉传达效果，在对外宣传及事物

中，不可用其它字体代替，但在企业文件等的正文中可使

用本手册指定的印刷字体，使用时请以电子文件,或标准

样本为依据,保证与企业整体形象统一。

标准字体方格图：主要用于快速、准确的绘制出中文标准

字体，在相等的方格中规范其造型比例、结构、空间、距

离等相互关系，在制作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并以此作为

监督标准。为了保证正确使用，一般在可以实现的情况下。

以电子文件或标准样本为使用依据。

在标准字体单独使用时，对标准字体周围的不可侵入范围

的界定，是为了保证标准字体的完整性和最大的视觉冲击

力。这个不可侵入范围内应该无任何文字、图形、视像元

素、线条或图片。

中英文标准字体的应用不建议单独使用，而应以双语组合

的方式出现。

学校标准中文全称横排

标准字体Standard Font

1a

0.5a

0.5a

0.5a

0.5a

标准制作网格图

不可侵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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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字体确立了同等的视觉传达效果，在对外宣传及事物

中，不可用其它字体代替，但在企业文件等的正文中可使

用本手册指定的印刷字体。使用时请以电子文件，或标准

样本为依据，保证与企业整体形象统一。

标准字体方格图：主要用于快速、准确的绘制出中文标准

字体，在相等的方格中规范其造型比例、结构、空间、距

离等相互关系，在制作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并以此作为

监督标准。为了保证正确使用，一般在可以实现的情况下。

以电子文件或标准样本为使用依据。

在标准字体单独使用时，对标准字体周围的不可侵入范围

的界定，是为了保证标准字体的完整性和最大的视觉冲击

力。这个不可侵入范围内应该无任何文字、图形、视像元

素、线条或图片。

中英文标准字体的应用不建议单独使用，而应以双语组合

的方式出现。

学校标准英文全称横排

标准字体Standard Font

120x

4x

1a

1a

1a

1a

标准制作网格图

不可侵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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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字体确立了同等的视觉传达效果，在对外宣传及事物

中不可用其它字体代替，但在企业文件等的正文中可使用

本手册指定的印刷字体，使用时请以电子文件或标准样本

为依据，保证与企业整体形象统一。

标准字体方格图：主要用于快速、准确的绘制出中文标准

字体，在相等的方格中规范其造型比例、结构、空间、距

离等相互关系，在制作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并以此作为

监督标准。为了保证正确使用，一般在可以实现的情况下。

以电子文件或标准样本为使用依据。

在标准字体单独使用时，对标准字体周围的不可侵入范围

的界定，是为了保证标准字体的完整性和最大的视觉冲击

力。这个不可侵入范围内应该无任何文字、图形、视像元

素、线条或图片。

中英文标准字体的应用不建议单独使用，而应以双语组合

的方式出现。

学校标准中英文全称竖排

标准字体Standard Font

100x

18x
1a

0.5a

0.5a

标准制作网格图 不可侵入范围

0.5a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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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不同场合、环境、工艺材料、尺寸范围、文化需要

把标识、标准字进行多种组合，使视觉形象在不同情况下

始终保持统一。

本页为标识与企业中英文全称横排组合规范，配有标准制

图和方格制图。

制作时请严格按照提供的方法绘制，为使组合在传播中不

与其他元素混淆。

特规定此组合四周的不可侵入范围，对标准字体周围的不

可侵入范围的界定，是为了保证标准字体的完整性和最大

的视觉冲击力。这个不可侵入范围内应该无任何文字、图

形、视像元素、线条或图片。

标识与中英文全称横排组合

标识和标准字体组合Logo & Standard Font

110x

19x

1a

0.5a 0.5a

标准制作网格图

不可侵入范围

0.5a

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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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不同场合、环境、工艺材料、尺寸范围、文化需要

把标识、标准字进行多种组合，使视觉形象在不同情况下

始终保持统一。

本页为标识与企业中英文全称横排组合规范，配有标准制

图和方格制图。

制作时请严格按照提供的方法绘制，为使组合在传播中不

与其他元素混淆。

特规定此组合四周的不可侵入范围，对标准字体周围的不

可侵入范围的界定，是为了保证标准字体的完整性和最大

的视觉冲击力。这个不可侵入范围内应该无任何文字、图

形、视像元素、线条或图片。

标识与中英文全称横排组合

标识和标准字体组合Logo & Standard Font

58x

60x
1a

1/6 a

标准制作网格图 不可侵入范围

1/6 a

1/6 a

1/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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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不同场合、环境、工艺材料、尺寸范围、文化需要

把标识、标准字进行多种组合，使视觉形象在不同情况下

始终保持统一。

本页为标识与企业中英文全称横排组合规范，配有标准制

图和方格制图。

制作时请严格按照提供的方法绘制，为使组合在传播中不

与其他元素混淆。

特规定此组合四周的不可侵入范围，对标准字体周围的不

可侵入范围的界定，是为了保证标准字体的完整性和最大

的视觉冲击力。这个不可侵入范围内应该无任何文字、图

形、视像元素、线条或图片。

标识与中英文全称竖排组合

标识和标准字体组合Logo & Standard Font

220x

14x
1a

0.5a

0.5a

标准制作网格图 不可侵入范围

0.5a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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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素在应用中通常会受一些习惯行为或主观意见影响

不当地使用组合规范讲影响企业对外标识形象的一致性。

本页讲容易混乱的错误组合列举，避免造成标识形象传达

的不良效果。

除本手册中规定允许的要素组合外，禁止对标识做任何变

形使用。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应避免以下预先演示的错误使用方式及

有重复的相关使用方式。

标识与中英文禁止组合规范

标识和标准字体组合Logo & Standard Font

比例失调 中英文颠倒组合颠倒

色彩错误 字体错误

组合颠倒 组合颠倒

不可侵入区错误

反白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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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视觉形象更加统一，所有传媒所用文字，均应选用以

下规定字体。

允许向右倾斜20度，允许长体80%-90%，允许扁体

120%-130%，禁止使用其他字体，特殊表现（如节日、

庆典设计）例外。

同时，为求得运用方便，在刊物、媒体等内文及封面的排

版上，除特殊要求外，使用的中文字体必须为本手册所规

定的微软雅黑字体。

中文专用印刷字体规范

印刷字体Font

微软雅黑 适用于大标题、内文范畴

适用于大标题、内文范畴

适用于文章、内文范畴

黑体 

新宋体 

专用中文印刷字体

专用中文印刷字体

专用中文印刷字体

楷体 适用于文章、内文范畴

专用中文印刷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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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视觉形象更加统一，所有传媒所用文字，均应选用以

下规定字体。

允许向右倾斜20度，允许长体80%-90%，允许扁体

120%-130%，禁止使用其他字体，特殊表现（如节日、

庆典设计）例外。

同时，为求得运用方便，在刊物、媒体等内文及封面的排

版上，除特殊要求外，使用的中文字体必须为本手册所规

定的微软雅黑字体。

英文专用印刷字体规范

印刷字体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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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名称与校名、校标组合规范

标识和标准字体组合Logo & Standard Font

为适应不同场合、环境、工艺材料、尺寸范围、文化需要

把标识、标准字进行多种组合，使视觉形象在不同情况下

始终保持统一。

本页为院系名称与校名、校标组合规范，配有示意图，使

用时根据院系名称字数多少作适当调整。

机 械 工 程 学 院

机 械 工 程 学 院

机械工程学院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VI应用部分
Application   Part
VI基础部分A Basic Part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1
学校名片标准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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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用名
Dai Yongming

职务/职称
Zhiwu/Zhicheng

江苏省南京市孝陵卫200号 
200 Xiaolingwei Street 
Nanjing,China [210094]

139xxxxxxxx

(86)25-8431xxxx
xxx@njust.edu.cn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院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规格：90mmx55mm

色彩：标识组合采用标准色彩；其他信息采用k80。

材质：300克刚古条纹超白。

工艺：四色印刷或专色印刷。

     左齐

      中文: 微软雅黑 10pt    

      英文: Arial 7pt

     左齐

      中文: 微软雅黑 8pt    

      英文: Arial  6pt

     左齐

      中文: 微软雅黑Bold 8pt 

      英文: Arial  6pt

     左齐

      中文: 微软雅黑 6.5pt    

      英文: Arial  6.5pt

1

2

3

4

4

11

4

3

1

223

49 6

代用名
Dai Yongming

职务/职称
Zhiwu/Zhicheng

江苏省南京市孝陵卫200号 
200 Xiaolingwei Street 
Nanjing,China [210094]

139xxxxxxxx

(86)25-8431xxxx
xxx@njust.edu.cn

代 用 名 处
Dai yong ming chu10

4

4

33

44 10

3

4

6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规格：96mmx58mm

材质：皮革或人造革。

工艺：烫金。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2
学校名片夹标准样式

NUST  | 2013 |  Application Part

10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本页列举了学校信纸的标准规范，展示了如何根据视觉识

别系统的规定来灵活运用关键元素进行版面设计。

规格：210mmx297mm

色彩：标志组合采用标准色彩；其他信息采用k80。

字体：采用印刷标准字体。

材质：80g进口双胶纸。

工艺：四色印刷或专色印刷。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3
学校信纸标准样式

NUST  | 2013 |  Application Part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孝陵卫街200号　邮编：210094

Add：200 Xiaolingwei Street, Nanjing, China  210094

电话/Tel：025-XXXXXXXX　传真/Fax：025-XXXXXXXX

Add：200 Xiaolingwei Street, Nanjing, China  210094

Tel：025-XXXXXXXX    Fax：025-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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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国内国际使用的信封，规格要求应该按照国家邮政部规定

的关于标准信封的统一标准制作，其基本格式必须按照本

项目标准严格执行。

规格：220mmx110mm

色彩：标志组合采用标准色彩；文字信息采用k80。

字体：采用印刷标准字体。

材质：120克进口双胶纸。

工艺：四色印刷或专色印刷。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4
中式信封标准样式

NUST  | 2013 |  Application Part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孝陵卫街200号　邮编：210094

Add：200 Xiaolingwei Street, Nanjing, China  210094

网址：http://www.njust.edu.cn/
15

26

5
8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国内国际使用的信封，规格要求应该按照国家邮政部规定

的关于标准信封的统一标准制作，其基本格式必须按照本

项目标准严格执行。

规格：220mmx110mm

色彩：标志组合采用标准色彩；文字信息采用k80。

字体：采用印刷标准字体。

材质：120克进口双胶纸。

工艺：四色印刷或专色印刷。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5
西式信封标准样式

NUST  | 2013 |  Application Part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孝陵卫街200号　邮编：210094

Add：200 Xiaolingwei Street, Nanjing, China  210094

网址：http://www.njust.edu.cn/
18

8

8

8

贴   邮

票   处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规格：100mmx100mm

色彩：标准色彩及辅助色彩。

字体：标志采用标准字体，文字资料采用制定印刷字体。

材质：样式一封面120g哑粉纸印刷裱糊，样式二封面人      

           造皮革，内页80g进口双胶纸。

工艺：样式二封面烫金，其他四色印刷或专色印刷。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6
学校便笺标准样式

NUST  | 2013 |  Application Part

7
7.5

7

7
7.5

7

封面

封面

样式一

样式二

内页

内页

35

35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孝陵卫街200号　邮编：210094

Add：200 Xiaolingwei Street, Nanjing, China  210094

电话/Tel：025-XXXXXXXX　传真/Fax：025-XXXXXXXX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本页列举了学校即时贴的标准规范，展示了如何根据视觉

识别系统的规定来灵活运用关键元素进行版面设计。

规格：根据实际应用成比例改变

色彩：标志组合采用标准色彩；其他信息采用k80。

字体：采用印刷标准字体。

材质：不干胶贴纸

工艺：四色印刷或专色印刷。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7
即时贴标准样式

NUST  | 2013 |  Application Part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规格：210mmx285mm

材质：皮革或人造革。

工艺：烫金。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8
学校笔记本标准样式

NUST  | 2013 |  Application Part

55

10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规格：230mmx320mm

色彩：标准色彩及辅助色彩。

字体：标志采用标准字体，文字资料采用制定印刷字体。

材质：220g冈古滑面超白(建议)

           220g进口哑粉纸

工艺：四色印刷或专色印刷。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9
学校档案袋彩色标准样式

NUST  | 2013 |  Application Part

CONTENTCONTENT

File BagFile Bag档案袋

编号 NUMBERNUMBER

日期 DATEDATE

内容

部门 DEPARTMENTDEPARTMENT

25

90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孝陵卫街200号　邮编：210094

Add：200 Xiaolingwei Street, Nanjing, China  210094

电话/Tel：025-XXXXXXXX　传真/Fax：025-XXXXXXXX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规格：400mmX290mmX90mm

色彩：标准色彩，辅助色彩。

字体：标准字体，制定印刷标准字体

材质：220g白牛皮纸、棉拎绳。

工艺：四色印刷或专色印刷、局部烫金。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10
学校手提袋标准样式

NUST  | 2013 |  Application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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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规格：290mm×120mm

色彩：标准色彩及辅助色彩。

字体：标志采用标准字体，文字资料采用制定印刷字体。

材质：250g紫兴哑粉纸或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工艺：简圈装。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11
工作台历标准样式

NUST  | 2013 |  Application Part

20 12

自由设计区域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规格：86mmx54mm

色彩：标准色彩及辅助色彩。

字体：标志采用标准字体，文字资料采用制定印刷字体。

材质：PVC或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工艺：四色印刷或专色印刷。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12
工作牌标准样式

NUST  | 2013 |  Application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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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本页列举了学校办公桌标识牌的标准规范，展示了如何根

据视觉识别系统的规定来灵活运用关键元素进行版面设计。

规格：根据实际应用成比例改变

色彩：标志组合采用标准色彩；其他信息采用k80。

字体：采用印刷标准字体。

材质：外架/3-5mm有机玻璃座。

工艺：有机玻璃座上丝网印刷或不干胶，纸卡印刷或3M   

           不干胶。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13
办公桌牌及名牌标准样式

NUST  | 2013 |  Application Part

侧面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规格：可根据实幅等比例缩放

色彩：标准色彩及辅助色彩

材质：纺织品

工艺：热转印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14
竖旗

NUST  | 2013 |  Application Part

自由设计区域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规格：可根据实幅等比例缩放

色彩：标准色彩及辅助色彩

材质：纺织品

工艺：丝网印刷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15
挂旗

NUST  | 2013 |  Application Part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规格：可根据实幅等比例缩放

色彩：标准色彩及辅助色彩

材质：纺织品

工艺：热转印或丝网印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16
吊旗

NUST  | 2013 |  Application Part

自由设计区域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标准2号旗：2400mmX1600mm

色彩：按照标准色、辅助色使用。

材质：推荐使用特多龙，人造纤维或其他旗帜材料。

工艺：四色印刷或单色印刷。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17
学校校旗

NUST  | 2013 |  Application Part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规格：91mmx60mm

色彩：标准色彩及辅助色彩。

字体：标志采用标准字体，文字资料采用制定印刷字体。

材质：PVC，尼龙挂带。

工艺：四色印刷或专色印刷。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18
学校胸卡标准样式

NUST  | 2013 |  Application Part

姓名 代用名

代用名

代用名

888888

Name

职位
Position

部门
Department 

编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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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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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孝陵卫街200号　邮编：210094

电话/Tel：025-XXXXXXXX　传真/Fax：025-XXXXXXXX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19
校徽

NUST  | 2013 |  Application Part

教职工

学生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应

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刷

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设

计印刷。

胸徽是学校师生体现统一理念的标识,能有效地提高成员对

VI的理解和参与意识，同时具有特定的功能性，体现了学

校的亲和力。

规格：圆形徽章25mmx25mm；长方形校徽63mmx17mm

色彩：镀金或镀银

材质：徽章采用金属材质。

工艺：徽章底磨砂、标志和边缘镜面抛光处理。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规格：95mm x 75mm

色彩：标准色彩及辅助色彩。

字体：标志采用标准字体，文字资料采用制定印刷字体。

材质：300克纸杯专用纸。

工艺：四色印刷或专色印刷。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20
学校纸杯标准样式

NUST  | 2013 |  Application Part

30



B1_21
聘书版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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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日

聘用岗位

聘用日期

聘用期限

聘 书
LETTERS OF APPOINTMENT

                          先生／女士

经过审核兹聘请您为南京理工大学

                        职位

代用名

代用名

代用名

2013年1月1日

2013年1月1日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规格：210mmX297mm

色彩：PANTONE874C。

字体：标准字体，制定印刷标准字体

材质：刚古纹路条纹白色220g。

工艺：专色印刷。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规格：120mmx80mm

色彩：标准色彩及辅助色彩。

字体：标志采用标准字体，文字资料采用制定印刷字体。

材质：PVC或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工艺：四色印刷或专色印刷。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22
会议代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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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 年 XX 月 XX 日

代用名会议

a a a

主 办：
承 办：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23
三角吊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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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

规格：可根据实幅等比例缩放

色彩：标准色彩及辅助色彩

材质：纺织品

工艺：热转印或丝网印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标准2号旗：2400mmX1600mm

色彩：按照标准色、辅助色使用。

材质：推荐使用特多龙，人造纤维或其他旗帜材料。

工艺：四色印刷或单色印刷。

办公系统Official SystemB1_24
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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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械 工 程 学 院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 械 工 程 学 院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环境系统Environmental SystemB2_1
欢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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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色彩：标准色彩、辅助色彩。

字体：标志组合采用标准字体，文字资料采用标准印刷字     

体。

材质：按实际情况而定。

工艺：印刷、写真喷绘。

自由设计区域h

0.1h

侧面



环境系统Environmental SystemB2_2
户外立式指示灯箱

NUST  | 2013 |  Application Part

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规格：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色彩：标准色彩 

字体：标准字体 文字资料采用制定印刷标准字体

材质：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工艺：烤漆。

h

1/16h

4/5a

4/5a

a

7/10h自由设计区域



环境系统Environmental SystemB2_3
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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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规格：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色彩：标准色彩 

字体：标准字体 文字资料采用制定印刷标准字体

材质：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工艺：烤漆。

自由设计区域

自由设计区域

自由设计区域

自由设计区域

h

0.1h



环境系统Environmental SystemB2_4
公共场所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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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标示牌作为环境导视系统的组成部分，能有效指

示校内个教学区域的分布情况。其设计制作要与学校形象

保持和谐统一，在应用时应考虑视觉环境因素，制作时应

严格遵守本手册所规定的尺寸比例关系。

规格：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色彩：标准色彩 

字体：标准字体 文字资料采用制定印刷标准字体

材质：底板采用拉丝不锈钢或ALUCOBOND铝复合板。

工艺：烤漆 图文丝印。

1.2a

a

自由设计区域



环境系统Environmental SystemB2_5
楼宇名称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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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层导示牌作为环境导视系统的组成部分，能有效指示校

内个教学区域的分布情况。其设计制作要与学校形象保持

和谐统一，在应用时应考虑视觉环境因素，制作时应严格

遵守本手册所规定的尺寸比例关系。

规格：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色彩：标准色彩 

字体：标准字体 文字资料采用制定印刷标准字体

材质：底板采用拉丝不锈钢或ALUCOBOND铝复合板。

工艺：烤漆 图文丝印。

a

1/2a

第一教学楼

1/2a



环境系统Environmental SystemB2_6
楼层导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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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层导示牌作为环境导视系统的组成部分，能有效指示校

内个教学区域的分布情况。其设计制作要与学校形象保持

和谐统一，在应用时应考虑视觉环境因素，制作时应严格

遵守本手册所规定的尺寸比例关系。

规格：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色彩：标准色彩 

字体：标准字体 文字资料采用制定印刷标准字体

材质：底板采用拉丝不锈钢或ALUCOBOND铝复合板。

工艺：烤漆 图文丝印。

2F0.3a
a 2F 1.2a

a

0.2a

0.2a



环境系统Environmental SystemB2_7
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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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规格：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色彩：标准色彩 

字体：标准字体 文字资料采用制定印刷标准字体

材质：底板采用拉丝不锈钢或ALUCOBOND铝复合板。

工艺：烤漆 图文丝印。
1/6h

h

1/10 h



环境系统Environmental SystemB2_8
学院/中心/部门/研究所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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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标示牌作为环境导视系统的组成部分，能有效指

示校内个教学区域的分布情况。其设计制作要与学校形象

保持和谐统一，在应用时应考虑视觉环境因素，制作时应

严格遵守本手册所规定的尺寸比例关系。

规格：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色彩：标准色彩 

字体：标准字体 文字资料采用制定印刷标准字体

材质：底板采用拉丝不锈钢或ALUCOBOND铝复合板。

工艺：烤漆 图文丝印。 机 械 工 程 学 院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 械 工 程 学 院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环境系统Environmental SystemB3_1
大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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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部分是体现南京理工大学品牌形象传播的延伸。

每一项应用都是学校品牌形象传播的载体，所以每一项应

用都散发着学校的气质与精神。为了保证学校形象的正确

传播，我们在应用部分对每一项应用进行标准化规范。

应用部分的所有设计项目皆为设计规范参考，而非制版印

刷文件。出现的所有图片及文字皆为替代使用，不得用于

设计印刷。

规格：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色彩：标准色彩 

字体：标准字体 文字资料采用制定印刷标准字体

材质：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工艺：涂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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