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第14届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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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大学 皮影小分队
《皮影戏的秘密》——交互式立

体书系统设计
傅燕翔、余祥杰 谢杰妮、周筱禹、宋思璇

江西财经大学 大漠 Solitude·漠 唐睿、 陈靖文、张锦全、徐世婷

河南理工大学 天霸动霸cua VR冬奥之梦 代军、刘群坡
刘一鸣、吴佳欣、杨浩洋、

白轶华、施子晗

四川师范大学 狮子山队 川剧经典剧目舞台布景仿真 何武、
郑欣茹、阳明珠、刘湘渼、

徐艾琳、

中北大学 好家伙队 古物新美——文物修复的践行者 孙连成、曾志强 籍子淇、杨江超、范展诚

东北电力大学
黑着眼眶熬着夜二

队
归宿 邰昕然、卢禹臣 孙雨颜、宫妍、关春林

成都理工大学 五哈 蒹葭 马腾、
陈金隆、符瑞、李亚菲、刘

星雨、黄玥

南京工业大学 人中之龙 兽世三国 吴捷、
史初宇、王旭、吕祝、高四

洋、熊丹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军医大学

雷霆半月斩队
雨中冥想——交互式智能心理疏

导系统
郑奋、

肖宁、王皓珏、孙玺钧、苏
欣、

山西大同大学 文杰地灵 追溯平城 麻淑芳、
杨文杰、张倩、冯紫龙、阴

银凤、姚璐

湖北工业大学 虚拟东湖开发团队 醉美东湖 韩旭、谭保华
霍承伊、王祥、余画、陈旭

、

2021第14届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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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南理工学院 输了想你的夜 "像" 黄志彬、 季宇轩、张诗妮



滨州学院 航天梦 “星球探索”航空文创产品设计 李天镐、 郑艳、陈丽君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Toyworld 《Toyworld》 王润、沈丹
黎毅敏、黄鑫宇、孙贺文、

童浩、张欣雨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一往无前呀
《催化裂化工艺中吸收稳定系统

虚拟教学平台》
葛文彬、 金澳、严鑫

黄淮学院 炫光第一小队 《夺烟大战》 郑来文、从继成 马蓉、张啸寒、刘海祥

安徽大学 未来·已来 《君临姑苏》 李纤纤、陈晨
胡冰冰、杨青豪、黄晶晶、

乔跃辉、夏晓然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勇往直前呀
《免费的午餐“光盘行动”公益

宣传片》
陈吉、葛文彬 赵新元、金澳

聊城大学 壹贰叁团队 VR虚拟云展厅 徐牧、 孙明秀、路慧凝、朱国晶

新乡学院 永远的红光 百年红船智能音箱 孙爱丽、张涛 郑铭豪、马中英、肖帅磊

西南民族大学
我觉得你说的就是

不队
当我走向天河 贺飞、 陈裕、栾璐杰

火箭军工程大学 中矩
方圆之中——建党百年红色印象

工艺品设计
芦静、

邓双瀚、符乃心、曹天宇、
孙坤、

西南石油大学 user_l 光明的未来 周幂、胥林 周富霖、曾静

华东交通大学 云中车 轨道车辆虚拟设计系统 周生通、肖乾
高雪山、付至晨、史开志、

李卓航、马晓毅

梧州学院 蹴鞠小将 华夏古韵沙场蹴艺 贺杰、许才顼
廖静洁、杨钰铃、周万龙、

陈雪婷、林明顺

四川师范大学 大大大飞侠
基于AR技术中国古代体育运动的

传承与发展
张军、何志明

刘卜菠、赵思民、王萧砚、
王梦吉、王健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共产主义接班儿 阑栅-长安八景文创 张鹏、 马晨、王彦伶

河北科技大学
数字环绕声微电影

创作团队
数字景声-5.1电影短片《猋》创

作
居佳英、韩晗

李家和、牛海朝、刘晓政、
刘佳欣、刘秭含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理学院

天孙机杼传人间——织布机 胡锐、郑伟博
崔莹、刘希、叶和樽、赵艺

、张璇

西华大学
全国芭比少女模型

收藏协会
网师园时空云旅游 陈倩、 李竟语、徐浩可、吴悠



吉林大学 弹跳碰撞 小球音盒 于立娟、
刘佳欣、赵怡婷、王倩、周

艺萍、王怡欣

浙大城市学院 保护发际线协会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王晓霞、
朱婕、沈晨琪、吴心仪、虞

雅至、蒋雨琪

西藏民族大学 一方 爷爷的木偶戏 郭霖蓉、 颜芳、薛伊宸

山西大同大学 黎明之光* 云岗的脉络 麻淑芳、
许亚丽、阴银凤、张敏、冯

紫龙、杨文杰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珍珠山水智能种植减压产品设计 高海涛、 胡雨琳、史昊冉、贺箫彤

许昌学院 太阳总冠军 中原农耕虚拟展示系统 路凯、罗俊丽
郭浩锐、刘若军、王佳乐、

曹金发、

江苏理工学院 青年先疯队 自然造物-阿兹海默症 史航、 荆文婷、邵烨楠、刘海荣

2021第14届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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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理工学院 17媒体
"DogandBoy"三维动画短片设计

与制作
郭丹、赵小荣 尤福太、赵巧敏、杨欢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 三三两两小队
“微小的世界”——vr虚拟生物

实验平台
邵磊、田雪葳

李雨桐、方敬、谌红林、王
一飞

西藏民族大学 瑞瑞婷 《当我成为您》 郭霖蓉、 张瑞琪、邓新婷

大庆师范学院 上扬的嘴角 《洛河水赋》 邹红、
刘东旭、薛喜千、李紫宸、

李旭、柳琳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Elric 《奇幻森林》 胡楠、
张海旺、宋雅萱、王茗、王

丹宁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南栀 《中国大运河》 齐传辉、冯涛
路健平、李康、刘梦颖、李

昊天、张成博

宁波财经学院 吟梦团队 FAVOUR 张磊、 嵇余詹、黄钰淳、章冰迪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东软数艺22队 OCEANPARK 李婷婷、 高翔、马蒙龙、高瀚斌

西南石油大学 一拖三 SweetDreamFactory 郝晓玲、周幂 王思捷、艾涵桢、陈仕芸

安徽工业大学 CG之光 百年华诞-致敬革命先烈 张煜鑫、佘醒 胡艺轩、吴智健

太原学院 般若世间 般若世间 李芳萍、 罗迪娜、卫雅婷、翟晓杰

成都东软学院 菲涅尔系数 沉默的守卫 孙源、 陈康林、秦一博、巨晨钰

皖西学院 你把握不住队 承德避暑山庄如意洲 谢轩、 孙文豪、杨雨欣、朱玥

新乡学院 发际线总是和我作
航天文创——长征5-B香薰加湿

器
张涛、杜培儒

张义、肖凯、肖帅磊、杨振
盈、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第二世界 环游校园 陈磊涛、徐宇玲
王俊来、曾绍文、谭泽城、

徐柳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free 建大拾光（笔记本） 王亮亮、
周晶、魏远琪、王勇勇、佟

昆宏、赵湘楠

大连海事大学 有龙则灵 箭穿七札--古代射箭VR体验平台 王静漪、
杨姣姣、胡泽、杨泇莹、刘

浩、杨健

青岛黄海学院 Tsia 交通安全伴我行 高超梦、 刘玉彦、史芯菲

华中科技大学 Real touch 荆天楚凤 夏卫生、
曹嘉鸣、吴宇森、胡瑞文、

王天赐、陈鹏程

三明学院 真的好好 抗疫-闯关 张帅、伍传敏
陈杰、陈达鑫、任德祺、林

宇轩、孔德水

西华大学 四十二 林木深境 黄襄念、
傅思程、曾毅、徐皓文、蔡

涛、

内蒙古工业大学 荔枝冲冲冲 蒙古部落头饰形制的颈枕设计 闫丽霞、徐明娜
孙莉、刘哲、宋鑫男、黄亚

宁、秦朗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光影视界 梦回古镇 谢菁、樊福利
向洪毅、陈思融、冯金敏、

李美铃、蒲少华

成都理工大学 召召木木 魔法狗狗制造工厂 柳丽召、 李嘉怡、龙方

广西科技大学 业倾 清宫茗韵茶具设计 农素玉、
林慧湄、王澳、吴自仪、覃

文芳



青岛黄海学院
黑虎阿福的创客之

旅
商务车产品动画演示 曹永莉、 孙梓淇、李晓萌

太原理工大学 这个设计非常队 兽面纹瓦当文创设计 姚静媛、 谢令瑶、张予馨、王宇璇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飞鸟集 榫卯式笔筒 甘世溪、许琼琦
杨东豪、刘彦成、陆昱祥、

陈苏杭、陈潇鸿

东北电力大学 青春飞翔 寻·梦 邰昕然、
闫博、谭瑶、朱悦、李亚南

、王文轩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安部就队 湛蓝迷航 吕锋、 刘晨、杨帆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

2021年1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