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产品及其视觉创意创新设计竞赛”结果的通知

为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专

业综合素养和组织团队意识，增加科研意识，增强自学习能力,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课程教学与技能竞赛结合起来，增强学

生理论知识和与实际问题结合的能力，特举办产品及其视觉创意

创新设计竞赛。

本次活动围绕产品及其视觉创意创新展开，学生参与的竞赛

重点内容在于创新思维能力与创意的表达能力，学生可独立或小

组组参赛，从生活研究出发，根据实际存在的问题进行创意与表

现，比赛重在考察学生的创意与软件制作表现的效果，参赛范围

为产品设计、视频或平面设计作品，题目不限。

本次大赛收到 7 类 56 组作品，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评出

一等奖 6 组，二等奖 9 组，三等奖 11 组，优秀奖 30 组。现将比

赛结果予以公布。

附件 1：产品及其视觉创意创新设计竞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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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产品及其视觉创意创新设计竞赛获奖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获奖学生姓名 学 号 获奖等级 指导教师

1 公共设施设计 高嘉璇 1707210105 一等奖 马志军

2 公共设施设计 王赫鹭 1707210120 二等奖 马志军

3 公共设施设计 徐圣捷 1707210223 二等奖 马志军

4 公共设施设计 黄巧 1707210204 三等奖 马志军

5 公共设施设计 李维婷 1707210209 三等奖 马志军

6 公共设施设计 王明旭 1707210222 三等奖 马志军

7 公共设施设计 刘恺轩 1707210212 优秀奖 马志军

8 公共设施设计 赵悦 1707210228 优秀奖 马志军

9 公共设施设计 陈明慧 1707210202 优秀奖 马志军

10 产品改良设计 徐义泽 1807210217 一等奖 张艳平

11 产品改良设计 宋昊 1807210316 二等奖 张艳平

12 产品改良设计 姜晓宇 1807210208 三等奖 张艳平

13 产品改良设计 李宁 1807210108 优秀奖 张艳平

14 产品改良设计 黄修洋 1807210106 优秀奖 张艳平

15 产品改良设计 姜鑫雨 1807210306 优秀奖 张艳平

16 广告设计 张嘉琪 2007210225 一等奖 张艳平

17 广告设计 杨凤玉 2007210222 二等奖 张艳平

18 广告设计 张廷 2007210227 三等奖 张艳平

19 广告设计 丁芳婷 2007210203 优秀奖 张艳平

20 广告设计 钱陈 2007210210 优秀奖 张艳平

21 创意字体设计 迟欣然 1807210202 一等奖 李波

22 创意字体设计 陈知行 1807210101 二等奖 李波

23 创意字体设计 王泊鸥 1807210319 三等奖 李波

24 创意字体设计 武峻竹 1807210321 优秀奖 李波

25 创意字体设计 姜晓宇 1807210208 优秀奖 李波

26 创意字体设计 赵祺 1807210323 优秀奖 李波

27 创意字体设计 郎玉娇 1807210210 优秀奖 李波

28 产品创新设计 赵艺纯 1807210122 二等奖 李波

29 产品创新设计 黄家铭 1807210105 优秀奖 李波

30 产品创新设计 姜鑫雨 1807210306 优秀奖 李波

31 产品创新设计 孙依琳 1807210215 优秀奖 李波



32 产品创新设计 李学良 1807210211 优秀奖 李波

33 产品创新设计 刘翔 1807210310 优秀奖 李波

34 产品创新设计 杨健昂 1807210118 优秀奖 李波

35 Ps 鼠绘扁平化插画 李振兴 1907210109 一等奖 胡月

36 Ps 鼠绘扁平化插画 侯西禧 1907210204 二等奖 胡月

37 Ps 鼠绘扁平化插画 程天一 1907210101 二等奖 胡月

38 Ps 鼠绘扁平化插画 邢琛迪 1907210315 三等奖 胡月

39 Ps 鼠绘扁平化插画 付传熙 1907210203 三等奖 胡月

40 Ps 鼠绘扁平化插画 康馨予 1907210206 三等奖 胡月

41 Ps 鼠绘扁平化插画 张欣宇 1907210221 优秀奖 胡月

42 Ps 鼠绘扁平化插画 蒋思晴 1907210108 优秀奖 胡月

43 Ps 鼠绘扁平化插画 朱晴晴 1907210222 优秀奖 胡月

44 标志设计 李毅帆 1807210307 一等奖 付治国

45 标志设计 刘伊晓 1807210109 二等奖 付治国

46 标志设计 鲁婧怡 807210311 二等奖 付治国

47 标志设计 马悦童 1807210313 三等奖 付治国

48 标志设计 牛浩楠 1807210314 三等奖 付治国

49 标志设计 秦辛 1807210315 三等奖 付治国

50 标志设计 佟禧龙 1807210318 三等奖 付治国

51 标志设计 李宁 1807210108 优秀奖 付治国

52 标志设计 刘有鹏 1807210110 优秀奖 付治国

53 标志设计 王佳琳 1807210116 优秀奖 付治国

54 标志设计 纪云开 1807210107 优秀奖 付治国

55 标志设计 范传军 1807210103 优秀奖 付治国

56 标志设计 黄修洋 1807210106 优秀奖 付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