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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十届全国大学生数字媒体科技作品及创意竞赛

参赛指南

2022 年第十届全国大学生数字媒体科技作品及创意竞赛（以下简称“竞赛”），

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主办，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女科技工作者工作委员会、中国计算机学会虚拟现实与可视化专委会共同协办，由全国

大学生数字媒体科技作品及创意竞赛组委会具体管理。

本竞赛主要目的是为选拔、推荐优秀传媒科技及其相关学科人才创造条件，促进

高等学校传媒科技及其相关学科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激发大学生对数

字媒体作品创作的兴趣与潜能，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实践能力，以及团队协同实战

精神。

本指南为参赛学生、指导教师和高校如何参与本次竞赛提供具体指导。

一.参赛注册

1. 凡教育部批准设立的普通高等学校（含高职高专）各类在校生不限专业均可报

名参赛。其中：虚幻（UE4）作品创作，近 5年以内的毕业生个人及团队参加。

2. 各高校学生自由组队，每支参赛队一般不超过 5 名学生，每支参赛队须设 1-2

名指导教师，负责参赛队伍的指导、管理等工作。

3. 参赛注册：

参赛团队在竞赛官网 mit.caai.cn完成参赛注册及提交参赛作品。

4.注册截止时间：2022 年9 月16 日。

二.参赛作品

本次竞赛采用指定命题和自主选题两种方式。其中：指定命题部分竞赛可以由主

办方及组委会根据竞赛工作开展情况做出适当调整。

（一）指定命题

1.虚幻引擎（UE4或 UE5）创意作品创作

1）背景介绍

作为 VR/AR/XR应用开发最为广泛的平台，虚幻引擎（Unreal Engine,UE）是一

套完整的开发工具，面向所有使用实时技术的开发者，为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带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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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创作自由和空前的掌控力。让创作者可以更关注内容创作本事，从前沿娱乐内容、精

美的可视化还是沉浸式虚拟世界。各行各业都已将虚幻引擎用于建筑设计、电影摄制、

航空航天和汽车等领域的非游戏性应用，正在创造各种各样的模拟、VR体验和实时可

视化。

如果你一直在关注可视化技术，那么很可能听说过数字孪生。所谓的数字孪生简

单来说，就是结合了物理实体的 3D模型和实时数据流送，使用来自现实实体的实时

数据驱动模型的动画和屏幕显示。

2）参赛主题

本创作作品主题为“数字孪生 重塑场景与体验”。参赛团队需注意以下两点：

① 创作平台

参赛团队需使用游戏引擎 UE完成参赛作品创作，其他诸如建模、贴图绘制类等

辅助软件不限，参赛作品中的所有音效素材及软件需取得使用权；

② 参赛作品要求

参赛团队根据主题要求，利用 UE4或 UE5创作完成诸如：数字人设计、动画案

例、建筑可视化案例、场景设计、虚拟影片等作品案例等。

各参赛团队成员可以通过虚幻引擎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相关技术及案例，《网络研讨

会：通过虚幻在数字孪生中实现数据可视化》。

备注：欢迎近5 年毕业后大学生创业和成立的工作室及公司报名参赛。

2. “辉彩中国”——再现千年运河之美

（1）背景介绍

京杭大运河是一条绵延千年的文化纽带，以探寻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不同城市的

特色文化为出发点，贯穿不同城市的文化/历史/建筑/科技/人文/社会风貌。“再现千

年运河之美”——活动为面向全球开展的人文交流活动之一。通过深入调研运河沿线城

市文化传承、生态环境、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情况，借助征集：短视频、短视频、

VR 作品、游戏、微信小程序等多样的传播形式，把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

落到实处，活化大运河这一“流动的遗产”，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2）参赛主题

科技创新，助力再现千年运河之美

https://mp.weixin.qq.com/s/1pn_5WbHJEJtUeMvS9fv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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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赛作品类型

影视类、设计类、科技类等。

② 参赛作品形式

非遗文化、动画视频、绘画设计、虚拟游戏、程序开发、智能交互、实物产品等。其

他创作：虚拟现实及游戏、移动应用开发、数据可视化等作品呈现方式；但需

围绕“京杭大运河流经的浙江、江苏、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八个省

市及大运河沿线城市（县、区）”主题展开作品创作。

3. “科幻与未来”创意作品征集

1）背景介绍

2021 年是元宇宙元年，元宇宙的概念的提出和内涵的升华，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是

人类在不断追求极致体验的过程中对技术不断提出更高要求的必然产物。回望过去 20 多年，

互联网已经深刻改变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经济结构。从科幻走进现实，无论是虚拟世界的新内

容的呈现方式，还是动物之森和虚拟社交，它们都是底层科技和核心 技术的迭代衍生出来

的“新内容”，虚拟与现实碰撞，更沉浸、更互动。这些新内容 与其对应的底层技术的进

步打开了元宇宙的大门，也激发了人们对互联网未来的展望。从 1979 年的游戏出现，到

现在的元宇宙的全过程，人们对于游戏体验的不断追求， 造就了游戏技术的不断进步。

当 3D 图形游戏成为游戏的标配的时候，人们又会追求更高的游戏体验，那就是沉浸式的、

可交互的、用户可编辑的、永久在线的、实时的 游戏体验。

2）参赛主题

科技创意，我和未来有个约

① 参赛作品类型

游戏类、影视类、设计类、特效视频类等；

② 参赛作品形式

动画视频、平面设计、虚拟游戏、程序开发、智能交互装置等。

4.云游戏的 AI交互设备及作品征集

1）背景介绍

目前，云游戏作为全新赛道，不但赋予了 5G 最直接的应用场景，也在内容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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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让 TV 厂商和运营商有了有了更深入的拓展空间，提供了一条让他们更加靠近风

口的新路径。因此各大 TV 厂商和三大运营商对于云游戏赛道的早早布局及大笔投入也

就不难理解。在云游戏行业从技术概念走向新基建，行业参与者从竞争走向合作的时间

节点下，全球云游戏产业大会成功将行业先行者们聚集在一起，打造出一个全产业链沟

通与合作的平台，无疑会对行业的未来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云游戏重回发展风

口，展现出巨大潜力，甚至有可能随着 TV 屏显和智能眼镜技术的演进，成为元宇宙

的重要入口之一。

而在基于 TV 的云游戏场景下，遥控器或新型的智能手柄类的交互设备发展迅速，

随着芯片和传感器技术技术的进步，在云游戏的体验过程中，逐渐出现带 AI 功能的

交互设备，比如眼球追踪，手势跟踪，人脸识别，表情识别等等。沉浸式的智能交互交互

设备，可能用到的传感器包括摄像头，语音，陀螺仪，甚至触觉，雷达等等新型传感器，

能够提升游戏沉浸感和体验，大大拓宽云游戏的可玩性。

2）参赛主题

云享智能 共创未来

3）参赛作品类型

云端游戏设计，AI 交互设备功能的创意设计，云游戏交互设备创意展示、支持云游

戏的外观设计等

（二）自主选题

参赛队伍可以自主选择作品开发平台及作品主要内容，但作品须围绕“智能改变

生活”和“创意提升品质”两个主题，自主选题参赛作品类型包括但不限于：

1.虚拟现实与游戏

本类参赛作品对于创作平台无特殊要求（虚幻引擎作品创作部分除外），所创作

的虚拟现实作品需利用 VR、AR、MR、XR、AI等各种虚拟交互技术创作技术完成，

作品具有较强的视效沉浸感、用户体验感和作品交互性；游戏类型、游戏平台和游戏

大小均无限制。但作品主题和核心内容必须积极向上；

2. 移动应用开发

本类作品主要包括：Web应用与开发、管理信息系统、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算法设计与应用等类型，非原型设计或 UI界面设计。参赛团队需要采用适当的技术

平台完成对于是上述类型作品的开发，提交的参赛作品可以运行在计算机（含智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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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网络、数据库系统之上的软件，提供信息管理、信息服务、移动应用、算法设计

等功能或服务；

3. 数字特效设计

本类参赛作品包括：微电影、数字短片、纪录片、动画（2D或 3D）、新媒体漫

画等类型。本类参赛作品对于创作平台及主题内容严格限制和要求，建议选择“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我的青春 我做主”、“党史百年”等为主题进行创作；

自选参赛作品的主题和核心价值观必须积极向上，唱响时代主旋律；

4. 智能产品设计

本类参赛作品是采用一定的设计软件，实现具有一定智能性能或功能的产品功能

设计或外观设计能，所设计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智能家居、医疗与健康、运动与健身等，

参赛作品需提供作品的创意草图和技术原理图等；通过效果图、实体模型照片等方式客

观真实地表达设计效果与设计意图，版面要求图文并茂、内容完整、表达清晰；

5.人居环境设计

本类参赛作品主要包括：城市景观设计、风景园林设计、环境设计、室内设计等

人类居住环境的设计。所完成的作品应能够体现对人类社会与文化、历史及环境等方

面的关注,能够清晰地表达设计分析思路和设计思考过程，提交的参赛材料中除规定的

参赛说明文档外，还需包含符合国家相关专业规范要求的完整的设计图纸内容，通过

效果图、实体模型照片等方式客观真实地表达设计效果与设计意图，版面要求图文并茂、

内容完整、表达清晰；

6. 数字艺术表现

本类参赛作品要求参赛团队可以运用包括：多种数字技术和计算机程序等手段对

图片、UI界面等二维或影音文件进行的分析、编辑等创作的平面类海报类、2D/3D

场景模型、2D/3D人物及动物模型等数字艺术作品；

7. 数据可视化

本类参赛作品是指参赛团队采用开源框架或程序设计，使用图表、图形和设计元

素的数据呈现方式给用户，便于用户交互和理解数据背后的本质，要求作品采用的数

据源可靠，展现方式合乎逻辑、易于用户理解；

8. 智能硬件及平台开发

本类参赛作品要求采用适合的智能硬件开发流程与规程，完成包括：智能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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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智能车、自动驾驶等具有硬件或平台开发，实现自动化、智能

化等功能的硬件或软件作品；

9.微信小程序应用设计

本类参赛作品要求参赛团队基于腾讯微信小程序平台，设计实现结合实际应用需

求进行原创性的场景应用和功能设计与开发，完成作品必须遵循微信小程序设计指南、

开发标准和《微信小程序平台运营规范》等相关协议及规定；

10.其他参赛作品

本类参赛作品是指参赛团队提交参赛作品不能明确归属于前面的9类自命题参赛

作品类型；

各类参赛作品内容须符合《2022 年第十届全国大学生数字媒体科技作品及创意竞

赛参赛指南》要求。

三. 竞赛初赛

（一）赛程设置

结合 2022年疫情防控特殊要求，今年竞赛全部采用在线方式举行，赛程分为：

竞赛初赛、分赛区竞赛及全国总决赛三个阶段。其中：

1.初赛阶段：参赛团队在竞赛官网 mit.caai.cn 完成参赛注册及提交参赛作品，由

各学校自行组织推荐完成；学生参赛团队亦可自行报名，将由竞赛组委会安排评审专

家以学校为单位进行分类评审，推荐参加分赛区参赛作品名单；

2.分赛区竞赛：本次竞赛分为：华东、华南、华北、华中、西南、西北、东北、

港澳台地区和高职高专共九大分赛区分别评审。评审专家通过参赛团队提交的参赛作

品材料（含参赛文档说明及作品图片说明和视频展示等）进行网上评审各分赛区评审

专家组以不超过各区参赛团队数量 30%推荐进入全国总决赛；

3.全国总决赛：今年全国总决赛采用线上答辩方式进行，各参赛团队通过：在线

答辩、成果应用与展示相结合的方式，评审专家采用“线下集中+在线评审”对参赛

团队进行评审；所有入围全国总决赛的参赛作品，必须安排至少一名成员参加总决赛竞

赛作品的答辩；否则将取消答辩资格。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index.html?t=19012313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index.html?t=190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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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间安排

序号 日程安排 活动安排

1 2022年7月30日前，9月16日24点前 大赛报名及提交参赛作品

2 2022年8月8日—8月14日，9月17日—9月23日 竞赛初评

3 2022年8 15日—8月21日，9月24日—9月30日 分赛区评审

4 2022年8月22日—8月28日，10月1日—10月15日 公布全国总决赛入围名单

5 2022年9月2日—9月4日，10月21日—10月23日 全国在线总决赛

6 2022年9月6日—9月9日，10月25日—10月29日 公布全国总决赛获奖名单

7 2022年9月23日—9月25日，11月11日—11月13日 全国总决赛颁奖典礼

注：

以上为竞赛初步拟定时间，具体时间以最新通知为准；

全国总决赛将通过在线形式进行，具体信息以竞赛官网中国mit.caai.cn 总决赛通知

为准。

四. 竞赛说明

1.作品主题：大赛专家组将对参赛作品进行选题主题审核，组委会有权要求参赛

队伍修改不符合要求的作品选题，或取消其参赛资格；竞赛不接受任何与国家法律、

法规相违背的题目。

2.参赛要求：本竞赛中原则上要求每个参赛队伍入围的参赛作品不超过 2件，同

一团队成员参与不超过 2个入围参赛团队。

3.参赛材料

（1） 提交材料：参赛团队需提交参赛作品的创作过程、运行截图等方面 5-10张

图片（JPG格式）、作品演示视频（建议 5分钟以内），以及作品介绍文档（包括：

作品开发平台、主要软件、操作方法及作品的亮点与特色）。

（2） 作品要求：

所有参赛作品修需要保证提交的文件能够在播放设备上正常运行，如有特殊

的播放要求，请在参赛表备注栏中写明。

漫画类作品 1-3幅为一组，文件格式为 JPG，色彩模式 CMYK，最小规格不

低于 A3大小，分辨率 300dpi，单张图片大小不超过 20M。

提交视频要求，时长尽量不超过 3分钟（包含片头、片尾），画幅宽高比 16:9，

1

3



2022 年第十届全国大学生数字媒体科技作品及创意竞赛参赛指南

9

分辨率不低于 1920×1080，格式为MP4，应配有中文字幕，单个文件大小不超过 300M，

系列作品不超过 3件；鼓励制作 4K 超高清格式的作品，分辨率为 3840×2160（16:9 ），

码率不低于 15M／秒，格式为 MP4。

4.特别说明

（1）参赛队的参赛内容应该是参赛队员独立设计、开发完成的原创性作品，严

禁抄袭、剽窃等行为。凡发现抄袭、剽窃等行为，将取消参赛队伍的参赛资格，并追究

有关指导教师和高校的责任。

（2）凡已公开发布并已获得商业价值的产品不得参赛；凡有知识产权纠纷的作

品不得参赛；与企业合作即将对外发布的产品不得参赛。

为了能有更多大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本次竞赛中原则上要求：每个参赛队

伍提交的作品不超过 2 件；参赛作品内容须符合本指南。

五.奖项设置

1.本届竞赛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相关奖项由全国总决赛产生。

2.竞赛初赛评审委员会将根据参赛作品质量推荐不超过参赛团队 5%进入全国总

决赛；一等奖获奖比例原则上不超过进入中国决赛队伍的 10%；二等奖获奖比例原则

上不超过进入中国决赛队伍的队伍的 15%。

3.本届竞赛按照行业特色性/商业价值、技术创新、创意展示、作品前景等类别

设立不同奖项。

4.本届竞赛设优秀组织若干项。

5.同一参赛作品获奖由竞赛主办方和组委会颁发统一的获奖证书，组委会将依据

实际情况与竞赛支持单位共同为获奖团体中的优秀团队和优秀作品提供实习和就业

推荐等机会。

六.指导老师

1.指导教师必是参赛队伍所在高校（含高职高专）在职教师。

2.指导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选题，设计方案的论证，但具体的作品制作与作品简介

必须由参赛学生团队独立完成。

3.指导教师负责参赛作品的原创性。

4.本竞赛中全国总决赛的一等奖获奖作品的将同时获得“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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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联络信息

1.竞赛官网：mit.caai.cn，

2.官方邮箱：dmt_competition@vip.163.com 3.

参赛学生交流专用 QQ群

（群号为：881839600，838939812）。

4.竞赛秘书处：江苏理工学院计算机学院

联 系人： 卢老师 蒋老师

联系电话：0519-86953248

邮寄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中吴大道 1801号

八. 其它

本参赛指南的解释权归 2022 年第十届全国大学生数字媒体科技作品及创意竞赛

组委会所有。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2022 年第十届全国大学生数字媒体科技作品及创意竞赛组委会

二零二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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