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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特别是广告设计专业教育需要与市场接轨,了解市场行情,发现行业痛点,并
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本论文基于胶东经济圈一体化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在胶东文旅一体化发展的背景
下,以“畅游烟台”服务品牌为依托,重点探讨品牌建设路径。因此,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教育应以此为契
机,着力研究和化解“畅游烟台”服务品牌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和痛点,立足市场,着眼现状,提出解决问题
的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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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inkage between Design Education and Market in Colleges
--Take "Visit Yantai" Brand Building as an Example
SANG Yajie
Yantai Nanshan University
[Abstract] College art design majors, especially advertising design majors, need to integrate with the market,
understand market conditions, find industry pain points, and put forward ideas for solving problems. Based on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Jiaodong Economic Circle's integration,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Jiaodong's
integrated cultural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lies on the "Visit Yantai" service brand, and focuses
on the brand building path. Therefore, art and design education in colleges should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focus on researching and resolving the difficulties and pain points in the process of "Visit Yantai" service
brand building, base on the market, focuse on the status quo, and put forward ideas and suggestions for
solving problems.
[Key words] design education; market linkage; "Visit Yantai"; brand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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