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贵州赛区
3D 大赛通字〔2022〕20 号

关于举办 2022 年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贵州赛区组委会工作启动会议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有关单位：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Digital-Design-Dimensions Show，

简称：3D 大赛，3DDS 或 3DShow）是在国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开展的一项大型公

益赛事，体现了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要求，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具体实践。经研究，贵州赛区组委会于 2022 年 5 月 29 日线上举办 2022

年全国 3D 大赛贵州赛区工作启动会议，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启动会安排

会议时间：2022 年 5月 29 日（星期日）上午 10:00-11:30；

线上会议：腾讯会议（ID:554144345 密码：4203）。

二、主要参会人员

1、贵州省教育厅/全国组委会/赛区组委会/院相关领导等；

2、赛区组委会及专家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等；

3、各高校大赛指导教师/教学部门负责人等；

4、各相关企业负责人及技术人员等。

三、会议主要议题与内容

1、领导致辞；

2、大赛主题报告与解析；



3、赛区组委会 2022 年 3D 大赛组织工作报告；

4、赛区组织工作交流与研讨。

四、其他事项

各高校统一填写参会回执表（附件 1），于 2022 年 5月 27 日（周

五）下午 17:00 前发送到指定邮箱进行登记。

办公地址：贵州赛区组织委员会/贵州师范大学

联系人：杨佳 王群立

联系电话：0851-88902228、18585059624

联系邮箱：scxw@gznu.edu.cn

特此通知！

附件：

1、2022 年全国 3D 大赛贵州赛区工作启动会议回执表

2、2022 年全国 3D 大赛贵州赛区工作启动会议日程安排

3、关于举办 2022 第 15 届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贵州赛区

选拔赛的通知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贵州赛区组委会

2022 年 05 月 25 日



附件 1：

2022 年全国 3D 大赛贵州赛区工作启动会议回执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

及电话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电话 邮箱



附件 2

2022 年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贵州赛区

工作启动会议日程安排

时 间：5月 29 日（星期日）10:00-11:30

方 式：腾讯会议（ID:554144345 密码：4203）

主持人：周 勋 贵州师范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

议 程：

一、10:00-10:05 主持人介绍参会嘉宾；

二、10:05-10:10 刘晓青 全国 3D/VR 技术推广服务与教育培训

联盟（3DDL）秘书长，3D动力常务副总裁 致辞；

三、10:10-10:40 白 银 全国 3D 大赛组委会副秘书长，国家制

造业信息化培训中心3D办院校服务中心主任介绍全国3D大赛以及赛

什么？怎么赛？

四、10:40-10:45 白 银 全国 3D 大赛组委会副秘书长 宣读全

国 3D大赛贵州赛区组委会成立批复函;

五、10:45-10:55 周 勋 贵州师范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贵州

省高校学科竞赛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介绍赛区组委会 2022 年 3D 大赛

组织工作计划；

六、10:55 赛区组织工作互动交流;

七、11:30 会议结束。



附件 3

关于举办 2022 第 15 届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贵州赛区选拔赛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有关单位：

根据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关于举办“2022 第

15 届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的通知》(3D 大赛通字〔2022〕

01 号)文件安排，为进一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设计能力,激励

广大学生踊跃参加课外科技实践活动,经省教育厅和全国三维数字化

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授权，由贵州师范大学承办 2022 第 15 届全国三

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贵州赛区选拔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大赛简介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Digital-Design-Dimensions

Show，简称：3D 大赛）是在国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

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开展的一项大型公益赛

事，体现了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要求，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具

体实践。全国 3D 大赛秉承“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用、以赛

促新”宗旨，已列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

赛排行榜。

二、参赛对象

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教师等。

三、时间安排

（一）报名/初赛/网络海选：即日起—6月 30 日；

（二）复赛/省赛项目提交：7月 15 日-8 月 20 日；

（三）复赛/省赛选拔：9 月 1日-10 月 31 日；

（三）国赛/全国总决赛：11月-12 月。

四、报名方式



参赛人员统一在官方网站（https://3DDS.3DDL.net）上注册、

组队报名，并按要求完整、真实地填报相关信息(省赛不收取任何费

用）。

五、赛项介绍

（一）开放赛项

1、数字工业：项目应包含且不限于以下方向或环节：工业产品

设计/外观与人机工程设计、机电工程设计、工程分析计算、工业过

程仿真、模具/工装设计、数控编程/3D 打印/数字制造等。

2、数字人居：项目包含且不限于以下方向或环节：数字城市、

美丽乡村、特色小镇，规划设计（城乡规划、建筑设计、居住区设计）、

BIM 设计、室内外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智能家居等，以及文化、空

间、功能、视觉、可持续等要素。

3、数字文化：项目包含且不限于以下方向或环节：文化创意、

数字艺术、新媒体艺术、微电影与动漫、游戏设计、数字文旅、数字

文博等，引导文化、艺术、视觉、交互、数字等要素的融合创新；鼓

励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鼓励多元文化融合创新。

4、元宇宙：项目包含且不限于以下方向或环节：数字人、工业

模型与数据驱动、元宇宙概念建筑等。

（二）命题挑战赛

命题挑战赛是为了引导与时代同频，与热点和拍，与需求导向，

引导关注“社会关注”，引导结合“行业/企业应用”，关切“急难

愁盼”！面向实用急用的数字化创新设计实践，体现出命题性、时效

性、热点性、针对性、灵活性、趣味性、参与性。

1、元宇宙·XR创新应用命题挑战赛；

2、Revopoint 元宇宙·3D 扫描「3D 拍客」命题挑战赛。

六、其他事项

全国 3D 大赛的参赛对象、报名事项、赛事类别、作品提交等具



体要求详见大赛官网或附件。

办公地址：贵州师范大学创新创业学院 GS4203

联系人:杨 佳、王群立

联系电话：0851-88902228、18585089624

电子邮箱：scxw@gznu.edu.cn

省赛交流 QQ 群:565690519

特此通知！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贵州赛区组委会

2022 年 0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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