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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

国 家 制 造 业 信 息 化 培 训 中 心

全国3D技术推广服务与教育培训联盟

中 国 图 学 学 会

光 华 设 计 发 展 基 金 会
3D 大赛通字[2018] 05 号

关于举办

“第 11 届全国 3D 大赛年度总决赛

暨 DigitalShow2018 数字科技文化节玉溪“的通知

各赛区组委会、参赛院校，各有关院校、企业、单位：

当前，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席卷全

球！人类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共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要求“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加快科技创新，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

之后，数字经济新时代，正步入全新的高速发展阶段!

VR/AR/AI/3D 等数字化技术是工业化信息化两化深度融合与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

动发展的推动力，是 DigitalTwin 与 CPS（Cyber-Physical Systems）及数字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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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是工业界与文化创意产业广泛应用的共性工具技术，贯穿于产品设计、制

造、管理、市场、服务、消费等各个环节，是实现中国制造 2025、“以信息化培育新

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的基础支撑和保障。

全国 3D 大赛（全称“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是在国家大力推进创

新驱动、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创造大国”转变的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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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引导、培养、选拔、认证“数字工

匠”、推进“创新文化”、“工匠精神”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新平台，是大众

创新、万众创业的具体实践。

全国 3D 大赛自 2008 年发起举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至第 11 届，受到各地方、

高校和企业的重视，赛事规模稳定扩大，参赛高校连续每届超过 600 所、参赛企业每

年超过 1000 家，初赛参赛人数累积突破 700 万人、省赛表彰获奖选手累积突破 13 万

人、国赛表彰获奖选手累积突破 1.3 万人；参赛作品水平不断提升，涌现出了一大批

优秀设计作品与团队，并快速成长为行业新锐与翘楚, 备受业界关注；同时大赛一头

链接教育、一头链接产业、一头链接行业与政府，产教融合不断深化，政产学研用资

互动不断加强，技术、人才与产业项目合作对接及产业生态平台作用日益突显，已成

为全国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水平最强、影响最广的全国大型公益品牌赛事与“互联

网+创新”行业盛会，被业界称为“创客嘉年华、3D 奥林匹克、创新设计奥斯卡”。

全国 3D 大赛由国家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中国科协等部门指

导，国家制造业信息化培训中心、全国 3D 技术推广服务与教育培训联盟、中国图学

学会、光华设计发展基金会等单位共同主办，全国总决赛由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

第 11 届全国 3D 大赛年度总决赛暨 DigitalShow2018 数字科技文化节定于 2018

年 12 月 6 日至 12 月 9 日在云南省玉溪市盛大举办。本届大会以“数字经济，身临其

境”为主题,内容包括“3D/VR 数字秀、创客集市、峰会论坛、考察交流、全国 3D 大

赛年度总决赛、龙鼎颁奖、合作签约”等板块。沉浸、触碰、感受 VR、AR、AI 人工

智能、3D 打印、机器人、GlS/BIM、5G、区块链、智慧城市、智能家居、传感器/物联

网 IoT、工业 APP、智能制造、DigitalTwin、CPS 等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黑

科技、新应用、炫世界、嗨体验！

现将相关活动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 活动与日程安排

地点：云南省玉溪市委党校、聂耳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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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 7 日(周五) 8 日(周六) 9 日(周日)

3D 数

字秀

报到

布展

预备会

-3D/VR/AR/AI人工智能·数字游艺场

-3D/VR/AR/AI人工智能·数字科普园

-3D/VR/AR/AI人工智能· 数字服饰主题秀

（3D打印服饰/VR试衣/3D量体定制服装/鞋帽/T台秀）

-3D/VR/AR/AI人工智能·数字文旅主题秀

（数字电影/动漫/游戏/旅游/文物复原/工艺品）

-3D/VR/AR/AI人工智能·数字城市主题秀

(数字交通/物流/应急/家居/民居/小镇/BIM/GIS)

-3D/VR/AR/AI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主题秀

(制造业/机器人/传感器物联网/工业 APP)

-3D/VR/AR/AI人工智能·数字教育主题秀（产教合作/教育装备/人才服务）

-玉溪科技文化成果主题展秀

创客

集市

-文化类创客创新创业项目产品体验展销

-科技类创客创新创业项目产品体验展销

-其它类创客创新创业项目产品体验展销

-玉溪出品

峰会

论坛

- 3D/VR/AR 分论坛

地点：九龙池•玉溪市委党校

- 数字科技文化人才教育发展

分论坛

地点：九龙池•玉溪市委党校

- AI+5G 分论坛

地点：九龙池•玉溪市委党校

- 数字经济高峰论坛

地点：九龙池•玉溪市委党校

交流

考察

组织与会嘉宾对玉溪市创新企业、产业园、高校、科教新城等参观考察，实

地调研科教创新生态环境，交流洽谈合作

全国

3D大

赛年

度总

决赛

【数字工业/数字文化/数字人

居项目路演·星图大阵】

「大学生组」「青少年组」「职业组」三

大方向三大组别年度总决赛入围团队作品

路演/专家评审/大众点评；

【现场擂台挑战赛·银河之光

/天罡北斗】

龙鼎

颁奖
/ 3D 数字秀+龙鼎奖颁奖盛典

合作

签约
/

合作项目签约/人才签约/产教合

作签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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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国总决赛办法与奖项设置

开放自主命题-数字工业设计大赛、数字文化设计大赛、数字人居设计大赛总决

赛包含参赛团队现场作品介绍和评审答辩两个环节。作品介绍内容应包含作品展示

（图片、视频、数据模型等）、作品创意、原理说明（重点）、设计思路、设计任务

流程展示、作品创新点与技术难点等部分。

行业/企业热点命题-逆向设计大赛现场总决赛采用命题赛，竞赛内容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 3D 扫描,参赛团队现场对命题物体进行 3D 扫描），第二部分逆向与创新设

计，在计算机上使用任意逆向设计软件完成数据处理与逆向设计，在逆向设计数据基

础上进行创新设计。竞赛现场 3D 扫描环节，各参赛团队派 2 名代表分批次，轮流完

成。逆向设计及创新设计环节，每个参赛团队只允许派 2名代表。完成该环节任务所

用电脑参赛团队自备（建议使用笔记本电脑），并提前调试好应用软件。

行业/企业热点命题-数字化创意设计与 3D 打印大赛，现场总决赛采用命题赛，

竞赛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参赛团队派2名代表在计算机上进行作品数字化创新、

创意设计，并对设计好的作品进行打印数据预处理。完成该环节任务所用电脑参赛团

队自备（建议使用笔记本电脑），并提前调试好设计软件。第二部分参赛团队派 2名

代表现场使用桌面 3D 打印机打印创意设计作品。各参赛团队分批次，轮流完成。在

熟悉赛场、调试设备时参赛团队同时需将复赛作品（3D 打印实物）及作品创意说明书

（A4 纸一页）提交给组委会，以便集中安排展示交流。

行业/企业热点命题-工业 APP 大赛、新能源电动车设计大赛、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创新大赛、VR/AR 创新创意设计大赛、交互设计大赛，包含参赛团队现场作品介绍和

评审答辩两个环节。作品介绍内容应包含作品展示（图片、视频、数据模型等）、作

品创意、原理说明（重点）、设计思路、设计任务流程展示、作品创新点与技术难点

等部分。

“少年数字工坊”杯青少年数字科技创新大赛，入围决赛团队自选主题完成作品

/项目。作品或项目内容应当是数字科技创新、创意成果或数字科技实践内容（例如

可以是工业、文化创意的数字化设计过程或展示内容，3D 打印制作，数字编程机器人

等）。鼓励青少年将数字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和生活，利用数字科技技术综合设计或

开发制作以解决实际问题。现场决赛包含参赛团队现场作品介绍和评审答辩两个环

节。作品介绍内容应包含作品展示（图片、视频、数据模型、实物模型等）、作品创

意（重点）、原理说明、设计思路、设计任务流程展示、作品创新点与技术难点等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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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包含参赛团队现场作品介绍和评审答辩两个环节。项目介绍

内容应包含项目简介、市场背景与用户痛点、产品介绍（图片、视频、数据模型等）、

团队情况、商业模式、社会价值等部分。

“北斗天罡”擂台挑战赛，所有国赛入围参赛团队、省赛一等奖团队，可参与“北

斗天罡”擂台挑战赛。各团队成员现场领取“北斗天罡”挑战赛手册，持手册到 3D

扫描、3D 正向（3D 建模）、3D 逆向、3D 仿真、3D 打印、3D 检测、3DVR 七大方向擂

台以团队名义报名，团队成员可分方向独立闯关，七大方向每个方向各团队只能闯关

一次，最终统计团队整体通关总数及总成绩。竞赛现场，团队成员须按指定账号登陆

抽题系统，随机抽取闯关题目，在题目限定时间内现场完成设计，经审核正确完成题

目者即擂台挑战成功。

结合现场评分与决赛作品评分，由评审专家委员会评审产生全国现场总决赛各奖

项。评审标准见附件《2018 全国 3D 大赛现场总决赛竞赛办法细则》。

2018 全国 3D 大赛年度总决赛具体奖项设置：

方向 特等奖 综合奖 单项奖

开放

自主

命题

数字工业设计大赛

1名

奖金 2万元

+奖杯证书等

一、二、三等奖

各若干名

工业设计、产品设计、机电工程

设计、工程分析计算、 工业仿真、

数字工厂、数字制造、模具设计、

数控编程奖

数字人居设计大赛

1名

奖金 2万元

+奖杯证书等

一、二、三等奖

各若干名

数字城市、美丽乡村、特色小镇、

规划设计、BIM 设计、室内外表现

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智能家居

奖

数字文化设计大赛

1名

奖金 2万元

+奖杯证书等

一、二、三等

奖各若干名

文化创意、数字艺术、新媒体艺

术、微电影与动漫、游戏设计、

数字旅游奖

行业

企业

热点

命题

逆向设计大赛

1名

奖金 2万元

+奖杯证书等

一、二、三等

奖各若干名
最佳创意奖、最佳逆向设计奖

数字化创意设计与 3D

打印大赛

1名

奖金 2万元

+奖杯证书等

一、二、三等

奖各若干名
最佳创意奖、最佳打印奖

工业 APP 大赛

1名

奖金 2万元

+奖杯证书等

一、二、三等

奖各若干名
最佳工业 APP 设计奖

新能源电动车设计大赛

1名

奖金 2万元

+奖杯证书等

一、二、三等

奖各若干名
最佳新能源电动车奖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

大赛

1名

奖金 2万元

+奖杯证书等

一、二、三等

奖各若干名
最佳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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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AR 创新创意设计

大赛

1名

奖金 2万元

+奖杯证书等

一、二、三等

奖各若干名
最佳 VR/AR 创新创意设计奖

交互设计大赛

1名

奖金 2万元

+奖杯证书等

一、二、三等

奖各若干名
最佳交互设计奖

“少年数字工坊”杯青

少年数字科技创新大赛

1名

奖金 2万元

+奖杯证书等

一、二、三等

奖各若干名
最佳青少年数字科技创新奖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1名

奖金 2万元

+奖杯证书等

一、二、三等

奖各若干名
最佳大学生创新创业奖

其它

“北斗天罡”擂台挑战赛

参与挑战赛的团队，每完成一项挑战有相应方向纪念

勋章通关奖励（限量）；完成五项以上挑战的团队获

纪念品奖励（现场颁发），完成七项挑战并且团队总

成绩前 10 名的团队获总决赛一等奖，12 月 8日颁奖

典礼颁发），总成绩 11-20 名的团队获总决赛二等奖，

总成绩 21-30 名的团队获总决赛三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奖
若干名

证书等

优秀组织奖
若干名

证书等

其它各竞赛方向及相关赛项全国总决赛安排与办法另行通知。

全国总决赛获奖团队将于颁奖典礼上，获得奖杯、奖品、奖金、证书等表彰奖励，

并有机会与知名企业签约就业，或获得大赛产业化种子基金支持。

“3D 产业年度风云榜 2018”通过“广泛提名推荐、专家综合评议”方式产生，

并在颁奖典礼上揭奖，并颁发奖杯、证书，进行表彰奖励和推广宣传。

三、参加对象与人员

1、全国总决赛入围团队、指导教师/教练、带队领导、观摩嘉宾等；

注：参赛团队需于 12 月 6 日 14:00 前报到，下午队员熟悉赛场，提交项目

路演材料，并举行领队会议；12 月 6 日下午逆向设计及 3D 打印团队参加设

备培训与调试。

2、全国总决赛评审专家；

注：评审专家需于 12 月 6 日 17:00 前报到，晚上举行评审专家预备会议。

3、院校观摩与注册嘉宾；

4、企业观摩与注册嘉宾；

5、行业协会、商会、联盟、政府部门与产业园区注册嘉宾；

6、注册参展企业/单位，参展创客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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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注册天使投资人（风投、创投、VC、PE 等）；

8、注册新闻媒体记者；

9、其它应邀来宾。

四、注册报名与会务咨询

1、全国总决赛入围参赛团队注册报名回执表须在 11 月 25 日前在大赛官网登录

填写提交（需用团队创建者帐号）。具体报到地点、行车路线、详细安排等，大赛秘

书处收到“回执表”后函电通知。

2、为帮助各入围团队备战全国总决赛，大赛秘书处近期将不定期举办多场全国

3D 大赛总决赛相关事项说明会议（视频网络会议），暂定 11 月 13 日、14 日下午，

详情请关注大赛官网 http://3dds.3ddl.net通知。

3、会务费每人 1500 元，含会议费、资料费等；活动期间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

理。会务工作由常州昆仑三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协助承办并开具发票。为便于会务安

排，会务费统一采用汇款方式提前缴纳。参赛团队各成员、带队领导、观摩嘉宾等请

于 11 月 28 日前将会务费汇至以下账户，并注明汇款单位名称（个人汇款也需注明院

校/单位名称），以便到玉溪报到时领取会务费发票。

开户行：工商银行常州科教城科技支行

帐号：1105039809000041843

户名：常州昆仑三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运村支行

账 号：6225880141025131

收款人：闫艳 （个人）

4、大会咨询服务：

院校嘉宾会务咨询：

姜宛辰：13810041272（吉林赛区、黑龙江赛区、辽宁赛区、内蒙古赛区）

许振涵：18910479436（山东赛区、江苏赛区、浙江赛区、上海赛区）

杨洪顺：17310305634 （广东赛区、广西赛区、海南赛区、云南赛区、江西赛区、

福建赛区）

刘 琛：18911127467 （贵州赛区、湖北赛区、湖南赛区、四川赛区、重庆赛区）

王义军：13810040151（北京赛区、安徽赛区、河北赛区、天津赛区）

张镭于：13810014272 （甘肃赛区、宁夏赛区、青海赛区、新疆赛区、河南赛区、

西藏赛区、陕西赛区、山西赛区）

http://3dds.3dd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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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 蔚：15601156159 （青少年组 “少年数字工坊”杯青少年数字科技创新大赛）

邮箱： qg3dds@vip.qq.com

企业/参展嘉宾会务咨询：

唐晓莹：18311362363 邮 箱：tangxy@3ddl.org

张佳奇：13811973635 邮 箱: zhangjq@3ddl.org

全国 3D 大赛微信公众号：ilove3dds

希望入围全国 3D 大赛总决赛的各院校/单位和参赛团队积极备战、做好参赛准

备，争取获得优异成绩！热忱欢迎各院校领导、企业家、行业精英、专业教师、技术

工程师共聚 DigitalShow2018 数字科技文化节，共襄“创客嘉年华、3D 奥林匹克、创

新设计奥斯卡”！

特此通知。

附件：

1、《2018 全国 3D 大赛年度总决赛入围团队名单》

2、《2018 全国 3D 大赛年度总决赛竞赛办法细则》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

国家制造业信息化培训中心

全国 3D技术推广服务与教育培训联盟

中国图学学会

光华设计发展基金会

2018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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