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第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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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美大学 集美们 水运仪象台数字化复现 王素、吴碧金
李超勇、陈忠和、林景良

、祝振宇、

太原理工大学 TYUT匠坊204队 天坛——文旅之巅 任杰宇、韩嘉宇 齐玉洁、郝宇杰

皖西学院 汪汪望海潮 汉宫建筑 谢轩、段然 王梦凡、黄蕾、陈子健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逐字未来 寻文逐字 刘刚、段安琪
程宇、李恒建、张昱雯、

许宇玢、

湖北工业大学 智慧校园项目组 虚拟校园数字系统 韩旭、谭保华 马宇骁、凌晗、黄虎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
院

徐来清风。 VR展览馆——黄河文化VR展览馆 李艳静、姜锐 赵祥栋、齐之萌、白晓坤

兰州理工大学 绮梦艺创 《梦中一境》 郑敏、任丽娜
李祖麒、孙多瑞、宋俊锋

、张锋、

山东大学（威海） 匿光派对 太空博士 王春鹏、
秦鸣远、孙启立、许云森

、李俊钢、游静蕾

西华大学 动物守护者 记忆中的“她”们 赵春、
秦子涵、王铁颖、兰菲、

邓楷、蔡玉佳

东北电力大学 彩虹呼啦队 境 邰昕然、 孙雨颜、王紫阳、关春林

西安工业大学 强国军工 刀片导弹 马国亮、
刘涛、徐春麒、赵挺扬、

逯通、许彦杰

西南石油大学 挂路灯
中华诗词文化3D新解读——醉翁

亭记复现
周幂、王丹东

余雨航、杨蒙键、魏东林
、王森弘、侯玉川

大庆师范学院 理想_三旬 春·归 邹红、
曹航、张岩、韩雪冰、王

怡人、姜绍华

海军军医大学 苯妥英钠 新冠科普与防控指导系统 郑奋、 孙晓宇、张伊宁、孙相宇

南京工业大学 熬夜协会 大报恩寺文旅IP全案孵化 吴捷、
郭婧怡、赵王娇、任思远

、苏晴、黄嘉怡



东北电力大学
醉在君王怀，梦回

大唐爱
唐之韵-唐潮数字文化展示平台 娄建楼、霍光

梁丰、赵一凡、孙芃岳、
赵映杰、金琦

2022第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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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工业大学 ZGCX UNBREAKABLE RABBITS 张煜鑫、
章尧、高琳珊、蔡成、周

传鑫、

河北科技大学 蜗牛与黄鹂鸟 蜗牛与黄鹂鸟 郭凯、
韩子璇、郭笑、毛翠婷、

许洪裳、肖敏

江苏理工学院 魅力榫卯 魅力榫卯 郭丹、李奇林
陈漪雯、胡傲雪、丁蕊、

周晴、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礼坏乐崩Studio 基于重构引擎的虚拟战术训练场 吕锋、
吴家昊、黄远滨、乔雪桐

、梁泽蔚、

山东华宇工学院 节南山 《奥运精神》 李深森、
赵建航、高操坤、王志飞

、于梦越、马驰骋

河南城建学院
平顶山博物馆虚拟

漫游
平顶山博物馆虚拟漫游 王斌斌、吴孝丽 尹曦、李超亚、韩潇毅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炽热 航空工程综合实训中心虚拟制作 刘震磊、齐纪
朱万安、李闯、戚明轩、

李月月、杨孟环

太原理工大学 TYUT匠坊205队 穿时空隧道，游洪武古楼 任杰宇、韩嘉宇 朱荣薪、李毅成、黄祚勇

曲阜师范大学 领筑时代 领筑视界 刘智斌、
武骏豪、刘悦扬、刘文静

、孔雪婷、孔梦宇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
院

挽梦 VR重走长征路 胡鹏、
余显飞、刘中欣、李艳珍

、刘纪龙、冯金宝

贵州民族大学 星辰数遗 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项目 符柯、邹璿
刘雨、卢平、王镇、黄忠

、

广州软件学院 发际线跟我们作队 《江南忆·狮子林》 吴晓波、
王洁、莫雨佳、吕泳琦、

江素欣、

河北科技大学 数字积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

工智能》
潘晓霞、 徐宁、牛清龙



河南城建学院 零启动 《节气》三维动画短片 张向娟、李忠 付梦薇、裴迎迎、许登科

合肥工业大学 RNGNB 物华天宝 巍巍华夏 束晓永、殷晓晨 王健、程都、周涵

华中科技大学 不想打瞌睡
《罗生万物》——非遗吴罗文化
宣传的数字三维模型动态化设计

龙韧、
李霄玥、秦鑫源、韦佳君

、符洛瑜、朱景安

贵州民族大学 Enter 拟化学实验平台 张佳佳、 刘昌禹、佘垚垚

兰州铁路技师学院 陇上一剪 化茧成蝶 张彩慧、李海英
黄凯龙、宋博涛、黄彦梅

、黄婵娟、梁晶晶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信息科大85周年校
庆视觉文创设计

高校85周年校庆视觉文创设计 高海涛、 胡雨琳、宋星原

广东白云学院 收手吧啊组
广法琅系列盲盒作品——广珐琅

的前世今生
刘昆、魏剑峰

黄佳芷、苏丽婷、何青蔚
、刘嘉豪、

石河子大学 不死鸟之眼 禁曜日 马晓亮、 孟子凡、孙婧怡、赵正航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 铁牛 《四季古船舫》 杭华亮、 郭子杰、孙远、代郑哲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后发制人 M4突击步枪 刘冕、 黄泽、唐鸿发

华东交通大学 彩虹小分队 掌中车 许期英、
邱俊航、王启祥、朱嵘、

杜云龙、石之慧

沈阳大学 凤凰传奇 丘末--古字今传科技馆 徐姝、 张恒威、王玺盟

扬州大学 觉醒青年 《乔氏东园》复原动画 何亭、
范姝纬、王亚莉、李源莹

、倪飞宇、

乐山师范学院 玛卡巴卡小分队 建筑漫游《布达拉宫》创作 李兴成、吴嘉川 李淋淇、吴姗、彭祎雅

长江师范学院 巾帼芳华
《巾帼英雄秦良玉IP形象的设计

开发》
彭凌燕、刘阁 邹彤瑾、阎弘静、李宇

闽南理工学院 西蒙大队 《拓补》 董庆伟、林新英
林宏达、张涵、黄骏豪、

李晓蕾、刘磊

太原工业学院
hanghang xing行

行行
天塔狮舞-山西非遗文化创新应

用
杨锦霞、

赵佳乐、张睿芳、吴文静
、畅翊如、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CUP创造传递
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三古之光 

——古钻井古管道古采盐
杨东杰、陈亮

栾予诺、郑伟博、叶和樽
、王鼎元、李君一

2022第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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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特等奖团队 鹊踏枝，鱼思渊 王发展、 赵湘楠、敖游林

青岛黄海学院 Ww. 防疫交互小游戏 姜鑫、
王景、陈思齐、李雪宁、

刘玉彦、孙琦荣

武汉工程大学 几年前的幻想 智慧星球 周耀胜、刘玮
刘倩、陈言璞、瞿文杰、

姚秀安、任荣鑫

西藏民族大学 鱼雁音书 推开盒子 郭霖蓉、 安敏、冯欣、王思敏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
军工程大学

歌盛世 千年飞天梦 桑媛园、王鑫峰
刘钰琨、甘乐天、刘海林

、连方嘉、

兰州工业学院 IT 金城蘭州·百年老街 王军弟、
王浩洋、郭晓东、张迎东

、魏万祥、蒲云帆

成都师范学院 洋芋 书的世界 孙铭一、孙连海
刘东、李德威、胡翔清、

李艾林、阳清钰

太原学院 策马崩腾 太平春市图 马建英、 王硕、李德霞、乔娜

兰州工业学院 雕塑古不断 基于数字时代下皮影艺术的传承 郑刚、 李凯璇、李马存

东北电力大学 猎空小队 望 黎斌、
赵鹏皓、李亚南、朱治兴

、马田、

乐山师范学院 华兴集团 偃武修文 龚娟娟、
程芮、李颖颖、郭昌炎、

黄森国、

兰州理工大学 亿点点 魅力丝路 陈卫华、何天经
杨丹、梁博文、张雷、徐

振国、刘双园

河北医科大学 健康保卫小分队 奇妙的人体器官 王静、韩旭
赵晨曦、刘倩、容悦清、

鲁徐宁、任亚欣



浙大城市学院
往事随风 花开富

贵
忆江南 迎亚运 王晓霞、 李昊泽、鲁玥、杨佳琪

沈阳理工大学 New Bee “塑”战速绝 梁英、
夏靖坤、马尔卓、王守平

、王维涛、王正先

宁波工程学院 杭湾创客
“中国航天未来号”——娃娃的

零花钱规划大师
王飞、

肖文栋、马国鏊、乔子睿
、郭起华、钟柳强

宁波财经学院 京成 《将军》 孔素然、 张景森、毛杭彬

成都理工大学 张腾飞 守护者 柳丽召、秦悦 张腾飞、聂英旭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海底小纵 探索号 邱雅慧、徐静 林衍彤、施柯洁、巩傲轩

兰州理工大学 锐锐塔 甘肃盛展 魏兴春、吴卓
魏志旭、孙梦娇、张暖昕

、门思学、周行水

江苏理工学院 遗址考究团队
 “游河姆渡，知先人踪”三维

动画设计与制作
史航、倪庆婷 邵烨楠、孙蜜、唐妍

青岛黄海学院 立大功汪汪队
汽车外形与原理虚拟现实VR沉浸

式展厅
安颖、高超梦

李晓萌、孙梓淇、王陈一
凡、侯贺侯贺、

西南民族大学
蹦蹦叭弟弟蹦迪把

崩把
二次元3D渲染游戏《移日卜夜》

-西南民族大学
巩文斌、

吴韦婷、许云洲、李昊、
冯悦蓉、

南通理工学院 2022NIT3D16
基于3D打印的茶文化木盒个性化

定制
张捷、刘金金 刘振陈、薛琦、陈治行

西安石油大学 超凡视界 基于VR的校园地震逃生体验系统 杨文阳、 徐可欣、闫辰祥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岸上风景独好 翱翔天际 吕锋、
吕哲翰、严一航、刘晨、

蔡柳蓉、

大连海事大学 红云梦想 红色经典——党建密室云体验 王静漪、
杨姣姣、杨健、赵旭云、

鹿世博、王依群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
院

慈星VR健身游戏开
发组

力玄甬动单车 王璋、胡旭昶
朱杰鑫、于佳斌、罗嘉楠

、周安源、郑凯芯

太原学院 鸿运当头队
归·汉——文化自信视角下的数

字动画创新设计
马莎、成坤

王君瑶、张冰妮、张鹏威
、史津阁、朱颖

沈阳大学 辽之印象 磁电智库 徐姝、 李泽明、张恒威



山东华宇工学院 三枝花 绿色救赎 闫鹏、张进
张学秀、张珂丹、刘子涵

、王启洁、

青岛大学 行走的汉语文化 古代人居艺术文化 邵磊、
杨舒童、张磊、于怡、郭

凤琳、张萌

成都理工大学 传党史谱新篇 VR智慧党史馆 吴静、王淼 孟源、张思文、李依婷

长春工业大学 Three D Show 长白山神 顾煜新、 何依洋、张鑫龙、周美艳

黄淮学院 炫光三小队 Primordial heart 李恩泽、从继成
成真珍、张逸桐、龚真奇

、姜小倩、牛琳琳

四川师范大学 拂衣
嘿呀·赋予周易文化的文物潮流

IP
何竹媛、 王萧砚、张云浩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格兰芬多魔法师 ADVENTURE TOUR 朱金华、 王羚懿、周远源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

2022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