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全国3D大赛年度总决赛榜单-
数字文化设计大赛一等奖名单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飞跃队 维WIN
张舒涵、葛文

彬
李晴、孙绍涵

皖西学院 CLH 梦回大唐——含元殿 谢轩、朱珊珊 蔡玥、梁悦、胡沈惠

四川师范大学
Ninth Design-
Crape_myrtle

“百味人生”太平猴魁
品牌茶包装设计

曹阳、何志明
景银、王健、赵思民、周

洋、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sweet03 《ECOLOGICAL》 刘刚、张庆 郭可枫、马新维、赵李顺

淄博职业学院 阿诺德 手机的诱惑 王琳、 王辰、李丽莎、卜祥凤

大连海事大学 船舶vr队
船舶vr仿真虚拟漫游系

统
杨晓、

李东珉、缪昊辉、李扬韬
、来源、邓梦月

西南石油大学 大多数 《家》 王婧、 李博源、岑宇峰、曾雨肖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给力团队 《子非鱼》
张明宝、王长

志
张景铭、肖一航、许晓艺

、惠淇、宋浩然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光映互动 时光之影 谢菁、韩艳
刘海、邱鹏、郭雄、沈凯

特、陈婷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随心所建队 忆江南
王孟博、丘丽

琼
陈汝恒、林树洽、彭晓骏

、张燕兰、蔡智豪

山东大学（威海） 五仁 星球计划 王春鹏、
孙正凯、唐彪、毕晨哲、

胡珺、白雪

湘潭大学 又忠又义 vanish 熊明、 田东亮、谭楚薇

2020全国3D大赛年度总决赛榜单-
数字文化设计大赛二等奖名单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往生重忆”——人像
复原和体感及交互概念

设计制作团队

“往生重忆”——人像
复原和体感交互概念设

计
吕锋、 刘钰林、佐元培、罗铭哲



江苏理工学院 “photo”制作小队
“Photo”三维动画设计

与制作
郭丹、戴仁俊

蔡鹏程、崔昊远、郭伟、
符蓉蓉、

东北电力大学 123组 幻梦 邰昕然、
陈昱彤、孙雨颜、范雄、

闫博、高红叶

黄淮学院
2020炫光数字动画第五

队
《管理与服务》

从继成、王春
华

路冰、练璐瑶、陈德轩

海军军医大学 800号小分队
健入佳境——体感交互

式康复系统
郑奋、

徐梁、顾晶雯、罗振东、
程本智野、王广杰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
学院

CWYDZ 韵秀可园 吴晓波、
陈佳炜、曾梦美、邓诗韵

、王建秋、余春霖

南京工业大学 NJT
“墓道迷踪”3D游戏场

景设计
吴捷、

史初宇、汪成、贡宇濛、
施鑫、丁康

华中科技大学 NX已停止工作 华科折叠
李升辉、孙祥

仲
崔京科、扆国庭、陈俊玮

、董国庆、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VRAR与交互
虚拟现实在线作品交互

系统
顾艺、章颖芳 许王旭宇、贾明豪

西藏大学 邦锦梅朵
拉萨古建筑仿真漫游软

件
索南尖措、曲

珍
古入次仁、李红、陈浩、

尼玛顿珠、邱吏源

南华大学计算机学
院

雕虫小技 机械母神——莉莉丝 李望秀、
薛子扬、黄敏、易闽娇、

陈舒琪、文荣峰

南京工业大学 发量可观小分队
敦煌142窟《伎乐图》天

宫3D场景交互设计
吴捷、

周亦杨、余洁、赵玉、朱
开业、朱黎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寒来暑往 寒来暑往 吴磊、陈伟 刘甲益、安明琴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 黑马女王队
“凉泉理想村”数字化

建设
邵磊、王忠厚

李慧、史慧敏、韩岳君、
王文英、董朕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狐狸爸爸队 了不起的刺猬爸爸 赵永伟、 张志鹏、陈慧敏、张建洲

黄冈师范学院 黄师动画系 《雨》 徐娴、 陈诗雨、刘顺依

河南城建学院 蓝灵三维队 等
张向娟、王斌

斌
于浩君、陈若璠、陈红

牡丹江大学 牡大影视动画战队 保护绿色家园
童德富、韩娟

娟
刘立超、王露晓、李雨澎

许昌学院 慕墨队 水下世界虚拟交互展示 罗俊丽、路凯 杨亚静、李明慧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南弦 回到未来
齐传辉、李梦

真
路健平、李康、张成博、

李昊天、刘梦颍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 破壁小分队 Rhapsody狂想曲 邵磊、田雪葳
李雨桐、方敬、谌红林、

仇萍、张汇萍

成都理工大学 上天揽月 消防员心中的"谎言" 王淳、
刘昕昕、赵勇辰、甘德强

、杜嘉恒、周子宓

哈尔滨工程大学 设计人
大型邮轮造型风格化概

念设计
李震、庄严

于丹彤、李海南、李茹钰
、苟青松、付之骥

曲阜师范大学 偷猪大队 黎明之徒 刘智斌、
孔凡浩、杜学智、彭菲、

王广哲、张晓佼

西华大学 肃清 肃清者 赵春、
郭志强、刘环宇、胥美琪

、李双宇、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
学院

天马行空队 虚拟校园VR漫游
刘珊珊、刘丽

爽
王伟山、张鹏辉、万鑫鑫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天翼队
天然气集输工艺流程的

可视化培训系统
何馨悦、葛文

彬
严鑫、秦茹茹

东北电力大学 小蜜蜂队 重相聚首 卢禹臣、
孙雨颜、闫博、杨广俊、

高红叶、毛艺璇

2020全国3D大赛年度总决赛榜单-
数字文化设计大赛三等奖名单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浙大城市学院 3C 夏异常神迹 王晓霞、 陈果、王佳晨、陈沛汝

湘潭大学艺术学院 HAHA怪 时间矢量 熊明、 谭楚薇、田东亮

西华大学 mamba 丝绸之路横板过关游戏 黄襄念、赖霞
陈红林、王宇、陈鑫、王

曼颖、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
校

Modular Design Modular Book 包立、梅瑞斌
孙孝辉、严寒、薛宁、裘

润民、徐艺楠

广东白云学院 白云飞行团 空中加油站 刘昆、陆丹 吴淑苗、汪逸行

广东白云学院 白云小逗号 城市鸿沟 刘昆、陆丹 王志涛、邓金鼎



山东大学 查尔生鲜批发 远行星行动 王春鹏、
汤润泽、张延浩、卢鸿锐

、魏忠航、李轶哲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超超超越队 机械城
张明宝、王长

志
张婷婷、关清予、王檬

宁波财经学院 乘风破浪NO1 崂山道士 孔素然、张磊
宋兆安、邵安婷、俞紫超

余燕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东方不败 “决•战疫”纪念公园 王建平、
敬国鑫、杨璐宇、蒲璠、

薛金文、龚朝阳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复读者联盟 海陆争霸：2077 王孟博、
李基伟、陈炫憧、朱尚友

、黄雨舜、颜浩飞

兰州交通大学博文
学院

娇韵锦筑
基于BIM技术的兰州至海
口国家高速公路临洮至
渭源段可视化信息模型

刘盼盼、雒晓
兵

张栓强、孙忠伟、王璐瑶

淄博职业学校 克士厂魔 【肆·美】 崔强、
张力水、杜伟强、黄鑫、

刘鹏飞、楚玥

兰州理工大学 兰理工1206
经转——藏族车载转经

筒造型设计
张书涛、

安宗琳、刘世锋、许娟娟
、王洪倩、张志鹏

宁波财经学院 轮回 轮回 张磊、孔素然 余燕、傅娅楠、宋兆安

江汉大学 觅林队
觅·林—儿童兴趣爱好

体验空间
李瑾瑞、王云

龙
胡铭烨、金舒铭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泥土记忆 瓦当的故事 王亮亮、屈超
王澳萱、董丹成、骆凇霖

、高亮、刘晨昕

成都理工大学 你说的什么都队 逐 陈卓威、 吴欣莹、戴妍玥

山西大同大学 起凡 古有佳偶·北魏风 赵慧勤、陈坤
王冠权、彭宇、陈思坷、

李晓香、郭鑫怡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
学院

时间管理不够专业 抗疫之战
刘庆龙、钟晓

韵
罗松峻、孙嘉琪、张燕婷

、陈旭锦、陈俊杰

聊城大学 拾光队 新型冠状病毒 徐牧、高凤燕
王雨、张勤强、温佳烁、

曾祥鑫、路慧凝

闽南理工学院 歲寒三友 东西二爻
黄志彬、许燕

青
林振发、赖兴智、游颖洪

太原学院 稳住我们能赢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
胡建功、高瑞

娟
邓翔宇、董华慧、金晓悦

、王振宇、郑子杭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瘾  《瘾》
 徐宇玲、 王

润
 黄传通、 邱梅、 袁可馨

、 张艺雯、 张慧澜



广西科技大学 宇宙访客
“河西走廊之梦”套装

丝绸首饰设计
王秦、 吴珊珊、梁心瑜、莫银婷

西京学院 追风少年队!
长安古韵文创中心空间

设计
邢伟伟、李晨

何嘉、杜睿、钱芳、万雪
洋、贾秋月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

2020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