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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类别（以发文为准）

  1. 软件应用与开发，
2. 微课与教学辅助，
3. 物联网应用，
4. 大数据，
5. 人工智能，
6. 信息可视化设计，
7. 数媒普通组（主题：海洋世界），
8. 数媒专业组（主题：海洋世界），
9. 数媒动漫游戏（主题：海洋世界），
10. 数媒微电影（主题：1911 年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
11. 数媒民族元素（服饰、手工艺、手工艺品、建筑），
12. 计算机音乐创作普通组，
13. 计算机音乐创作专业组。



u数媒类大赛的观察

数媒在大赛13大

板块中占据五席

 1. 数媒普通组（主题：海洋世界），

2. 数媒专业组（主题：海洋世界），

3. 数媒动漫游戏（主题：海洋世

界），

4. 数媒微电影（主题：1911 年前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

5.数媒民族元素（服饰、手工艺、手

工艺品、建筑）



u数媒类大赛的观察

     数字媒体设计

（普通/专业）
参赛主题-海洋世界

参赛主题：海洋世界

内容分 5 个方面：

 海洋生物、海洋矿藏、海洋探索、海洋

环保、海洋开发。

引导学生关注海洋，了解海洋，利用海

洋，保护海洋。与此同时，给参赛者提

供想象、创新、创意、创作空间。



u数媒类大赛的观察

     数字媒体设计
（普通/专业）

包括以下小类：

（1） 计算机图形图像设计。

（2） 交互媒体设计。

（3） DV 影片。

（4） 环境设计。

（5） 工业产品

参赛主题-海洋世界



u数媒类大赛的观察

     数媒动漫游戏类

包括以下小类：

（1）动画。

（2）游戏与交互。

（3）数字漫画。 

（4）动漫衍生品（含数字、实体）。
           

参赛主题-海洋世界



u数媒类大赛的观察

     数媒微电影类

 包括以下小类：

（1）微电影。

（2）数字短片。

 （3）纪录片。

           

（主题：1911 年前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



u数媒类大赛的观察

     数媒微电影类

             说 明 ：

         （1）参赛主题为 1911 年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
① 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名胜古迹。

② 歌颂中华大好河山的诗词散文。

③ 优秀的传统道德风尚。

④ 先秦主要哲学流派（道/儒/墨/法等）与汉语言文学。

⑤ 国画、汉字、汉字书法、年画、剪纸、音乐、戏剧、戏曲、曲艺。

     （2）这一赛事，核心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这一主题。凡符合这一

主题的作品，都应该也必须投报此赛事。

（3）若有故事情节的，无论是否完整，主题内容、情节均严格限在 1911 年前，

人物、服饰、道具等应与作品主题、内容相符。作品既可由真人出演，也可采用

动画、皮影等方式制作。

（4）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应报赛微电影，故事情节不完整的应报赛数字短片。

（5）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名胜古迹等若没有故事情节穿插、不需要演员表演

的， 可拍成纪录片报赛。

（6）各小类作品时长不得超过 10 分钟。

           

（主题：1911 年前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



u数媒类大赛的观察

     数媒民族文化元素
 包括以下小类：

（1）计算机图形图像设计。

（2）计算机动画。

（3）交互媒体

           

（参赛主题：中华民族服
饰、手工艺、手工艺品、
建筑）



n创作思路及技艺融合 --以海洋世界主题为例
 

第一步   读懂主题-----海洋世界



n 创作思路及技艺融合  --以海洋世界主题为例

水下无人机

思路-------国家动向



海洋动态--海洋开发与保护方面的观察

马化腾建言生态环保：开展海洋国家公园试点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今年在2019
两会上再次关注国家公园议题，向两会递交了《关于推动深入开展
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的建议》。
。。。从研究层面，加大对于海洋国家公园的投入，并开展海洋国
家公园试点建设，争取在2020年设立的第一批国家公园中包含2-3
个海洋国家公园。



海洋动态--海洋攻势

日前，青岛即墨区召开“工作落实年”
部署动员大会，明确19 大方面 83 项
重点工作，全面打响“五大重点突破”
攻坚战，其中，将以建设世界蓝谷为
目标定位，争创以海洋为特色的国家
级高新区，打造海洋经济融合发展先
导区。



海洋动态   勇立潮头，以鼓为声打造中国海洋文化名片

2018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第十届中国海洋文化节主

场活动，于6月8日至10日在舟山市举办，本届大会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舟山市人民政府、

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中国海洋报社、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

心、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联合承办。这也是浙江省首次承办世

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场活动。



海洋动态--大赛

“生态海洋”为主题，体现保护海洋生态、人与海洋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最新理念。作品设计可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海洋生态现状、海洋生

态保护、海洋生态建设、海洋可持续发展、人与海洋和谐共生。

http://www.sohu.com/a/166404491_282265



n创作思路及技艺融合--海洋世界

第二步  调研---寻找问题（通过查阅资料、访谈、观察生活等）

关心问题

海洋资源开发---（旅游、海洋经济等）

海洋公园

海洋文化

海洋食品
。。。。。



n创作思路及技艺融合--海洋世界

第三步  团队的头脑风暴

-----创意无限



n创作思路及技艺融合--海洋世界

第三步  团队的头脑风暴

-----创意无限



n创作思路及技艺融合--海洋世界

第三步  团队的头脑风暴
-----创意无限



n创作思路及技艺融合--海洋世界

   第三步  团队的头脑风暴
-----创意无限



n 创作思路及技艺融合 --海洋世界

 第三步团队的头脑风暴
-----创意无限



n创作思路及技艺融合--海洋世界

第三步  团队的头脑风暴
-----创意无限



n创作思路及技艺融合--海洋世界

第三步  团队的头脑风暴
-----创意无限



n创作思路及技艺融合--海洋世界

可能用到的工具

编程语言（小开发工具ih5,APP交互设计软件）

绘画工具

建模工具

引擎----UNITY,虚幻引擎
。。。。。

第四步  选择技术实现工具



n创作思路及技艺融合--海洋世界

可能分工 UI设计

程序

。。。。。

第五步  团队分工

素材

策划



n创作思路及技艺融合--海洋世界

要注意的问题

作品内容介绍

设计思路

技术路径

重点

。。。。。

第六步 作品创作及实现---测试

难点



以交互媒体设计为例------



交互媒体设计明确要求

交互媒体设计 ， 需体现

一定的交互和互动性，

不能仅为版式设计。



交互媒体特点

交互媒体的7大特点是：交互性、非线性（实时性、

多态性、非线性）、趣味性、现场性、多媒体性（声

音、光线、影像等）、跨学科性、前瞻性等。



从周围发现需求

从生活体验互动

从概念衍生设计

从产品激发灵感

从探索体会乐趣

从失败悟出成功

引--李四达教授交互媒体设计 
       新媒体：Flash 小游戏-电子图书-视频网站-交互设计



交互媒体设计案例----海豚小站（2017）

n 作品分析 



案例--海豚小站（2017）



作品介绍

 作品分为四个模块，包括海豚小屋、奇妙海

豚、海豚与人、海豚影像四部分，为总分结构。

详细介绍关于海豚的各种知识的同时，还有知识

问答、游戏、动画、视频等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

和观赏性。作品设计美观，应用价值高，已在小

学课堂上试用



设计思路

作品分为四个模块，为总分结构。主页面海豚小屋有大

量交互，场景中每个物件都有对应链接和动作。分页面

是关于海豚的各种资料，有音频影像，知识问答以及小

游戏等。













设计重点与难点

    重点在于“结构紧凑”“原创风格”“强交互性”。将

作品以一个活泼新颖的方式展现出来，各个元件绘制要求原

创且美观，作品具有整体性，交互性强。

    难点在于“原绘手绘”和“交互代码”。flash动画全部

手绘，工作量大。交互代码和游戏代码较为复杂。



与海洋世界相关的VR/AR游戏片段欣赏

数媒动漫游戏类



数媒微电影类

     数媒微电影类

 包括以下小类：

（1）微电影。

（2）数字短片。

 （3）纪录片。

           

（主题：1911 年前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



数媒微电影类明确要求

数字短片

微电影

纪录片



微电影明确要求

数字短片

微电影

纪录片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

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

与展现的，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

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纪

录片的核心为真实。



微电影明确要求

数字短片

微电影

纪录片

它们之间的不同点

从时长来看：微电影的概念时间一般在30秒-5分钟？之内，而

短片的、概念时间在40分钟以下都可以称呼为短片（抖音(微

视频)--是数字短片？）

从故事性来看：微电影更具故事性，故事情节完整，而短片范

围很广，纪录片的核心为真实。



微电影特点

一是微时长放映，一般30秒—300秒？;

二是微型制作，投资成本从几万到几十万，准入门槛低，

参与者多为草根;

三是微平台播出，大多通过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视频平台

播放，贴近普通大众，普及度更高。多媒体网络、4G 无

线上网手机等新技术的应用，更是给了微电影艺术的发展

提供了宽阔的发展空间。



微电影制作要点要明确

1、要重视剧本创作
2、要注意表现细节
3、要注意表现背景

4、要注意构思

微电影的构思一要完整，二要新颖，三要科学，这是最基本的要
求。只有微电影构思精巧、制作精良，才能制作出内容、形式俱
佳的微电影。才能为大众所接受。



微电影（数字短片）案例--等风来（2018）

案例



微电影（数字短片）案例--<等风来>（2018）

作
品
评
价

1.拍摄技术处理方面
① 景别的运用与镜头的衔接度掌握的恰到好处；
② 在“对话镜头”中保持了对“轴线规则”的遵守与把握，因而带给观众流畅的观

影体验；
③ 在镜头焦距与焦点的控制与处理方面表现出拍摄者良好的拍摄技巧；
2.影视元素与构思应用恰到好处
① 运动镜头的使用恰当的迎合影片叙事的节奏；
② 影片调色与影片基调相符；
③ 全片利用自然光作为主光源，且恰当的运用光影关系进行影片情绪的渲染

与表达。 
不足：影片的叙事结构较松散，影片整体节奏太平淡，情绪的表现稍弱，相应
的，配乐的选用不适用于影片氛围的营造。



数字短片--案例分析-《拉魂腔》



数字短片--案例分析-《拉魂腔》

优点：
1. 故事的叙事结构完整，影片节奏处理得当；
2. 影片戏剧表现力强，主题明确，可以使观众
对故事产生共鸣；
3. 影片使用了丰富的景别，诸如跟拍与航拍等
镜头；
4. 镜头语言的使用与影片叙事的结合度高，有
些镜头的运用有经过细致的思考，比较好的塑
造了影片中的人物形象。比如影片中通过仰拍
镜头来塑造「父权至上」的形象；

5.影片在声音方面采用同期声与画外音，增强

了影片的叙事能力与表现效果。 

不足：影片故事略显单薄，故事线比
较单一。



动画作品--案例分析-《纸面人生》



动画--案例分析-《纸面人生》

 1.影片内容具有一定程度的哲学思考，能够为观众提供反
思「人生」的空间；
2.影片镜头运用流畅，整体表现力与感染力强；
3.配乐符合整体影片的情节与叙事节奏，张弛有度；
4.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以「纸」作为媒材进行动画制作
与所要表现之主题之间的关系比较模糊，不能很好的突出
此种表现形式的优势，有一点“为技术而技术”的意味。



纪录片作品--《丝路梦》



n 评委的视觉

不跑题

有创意，原创性强

能抓住眼球--设计感强

技术与艺术融合娴熟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