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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Style3D杯”第六届浙江省大学生

服装服饰创意设计大赛的通知

各高校：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2023 年远景目标纲要》文件精神，响应激

发创造性、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号召，进一步服务

于浙江省万亿“时尚产业”的发展，助推国际一流的现代纺织、

服装产业建设，激发服装服饰创意设计的驱动力，经研究决

定举办 2022 年“Style3D杯”第六届浙江省大学生服装服饰创

意设计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 浙江省纺织

工程学会

承办单位：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理工大学

支持单位：浙江凌迪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二、组织机构

大赛设竞赛组委会，作为领导与决策机构，主要负责竞

赛章程、竞赛方案等制度的审定；设竞赛专家委员会，负责



确定竞赛内容、竞赛方式、赛事细则及竞赛评审等；设监察

与仲裁委员会，负责竞赛过程监督，处理竞赛过程中的争议

事项，确保竞赛公平公正实施；设竞赛办公室，负责大赛组

织实施、运行管理和各项赛务工作。

三、大赛主题与类别

1.大赛主题：“元动力”

将多元共生、多样共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时代精

神化为服装服饰创意设计的不竭“元动力”，在“元宇宙”时代

语境下，助力服装服饰设计与数字化科技的融合创新，开拓

时尚产业发展新境界。大赛涵盖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纺

织品创意设计、构成创意设计、科技创意设计、短视频创作、

数字化时尚创意设计六大类别，旨在依托浙江服装产业集群，

汇集高校设计人才，为时尚产业提供设计力量，为设计师提

供施展才华的舞台。

2.大赛类别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纺织品创意设计、构成创意设

计、科技创意设计、短视频创作、数字化时尚创意设计六大

类别。

第一类：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要求结合时尚趋势，以原创设计稿与实物形态表现作品

造型创意。根据大赛主题进行系列服装与服饰类设计。参赛

作品 3-5套一个系列，男女不限（可男女装混合）、年龄不限、

季节不限。要求作品具有系列性，搭配巧妙，创意新颖，具

备设计美感，参赛作品为服装与服饰设计。



第二类：纺织品创意设计

根据大赛主题进行原创设计，以设计稿与实物形态表现

作品创意。参赛作品以图案创新设计和面料创意设计为主，

图案创新设计要求 1个主版（主纹样）和 3个以上配版（辅

纹样），面料创意设计要求 3-5块面料，图案创新设计和面料

创意设计都需展示其在服装、服饰或家居用品上的应用效果，

要求作品时尚新颖，具有整体感和系列性。

第三类：构成创意设计

以服装构成技术视角，通过结构、工艺、材料的创意设

计与应用，实现服装外观、机能、质感的创新或改进。参赛

作品包含 2-3套（成系列）立体裁剪服装，以实物及设计图

展示。

第四类：科技创意设计

利用新材料、电子电气、机械、信息等技术实现服装服

饰的功能化、智能化设计。参赛作品包括功能服装、功能服

饰品、智能服装及装备等。经初评后，入围决赛者制作实物

作品或模型参加比赛。参赛作品应设计合理，凸显功能性，

兼具未来科技感、绿色环保的特征，体现时尚与技术、创意

与产业融合的主旨。

第五类：短视频创作

结合大赛主题，用影像语言表达对时尚的理解，选手应

了解流行趋势，善于捕捉时尚热点和流行文化，具备时尚敏

锐度和洞察力，用镜头讲好时尚故事、传递文化自信。视频

内容必须与“服装和生活场景”相关，包括但不限于：服装变

革、潮流讲解、造型搭配、红色服饰、传统服饰、民族服饰，



要求短视频寓教于乐，在展示服装的同时，将与纺织服装有

关的科普知识、历史故事、文化脉络精准融入。

第六类：数字化时尚创意设计

应用数字化技术，结合时尚趋势，以虚拟形态表现展示

作品造型创意，根据大赛主题进行系列时尚服装服饰设计。

参赛作品 3-5套一个系列，男女不限（可男女装混合）、年龄

季节不限。要求作品具有整体系列感，创意新颖，凸显可持

续及数字化美学。

3.作品要求

作品内不得出现参加院校、指导老师和学生的相关信息。

各类别要求具体如下：

A．初赛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提交参赛作品彩色效果图一幅，

内容包括作品名称、设计创意、效果图、正背面款式图、面

料图样等，尺寸为 58cm×84cm（A1规格）、文件格式 JPG、

竖版、自由排版。

纺织品创意设计：作品包含创意面料设计或图案设计

（需包含一个完整花回）、模拟应用效果图（将图案或创意

面料应用于服装服饰或家居用品上）、创意说明（灵感来源、

设计思路、色彩方案，以及原料、结构等）。效果图尺寸为

58cm×84cm（A1规格）、文件格式 JPG、竖版、自由排版，

作品正面须体现：作品名称、创意说明，主题须标注清晰。

构成创意设计：提交参赛效果图一幅，要求单色、无图

案，突出正背面款式、结构及主要造型部位细节；文字说明

应包括作品名称、主要创意等；尺寸为 58cm×84cm（A1规



格）、文件格式 JPG、竖版、自由排版。

科技创意设计：初评作品以图片形式参评，尺寸为

58cm×84cm（A1规格）、文件格式 JPG、竖版、自由排版。

内容需包含：作品名称、设计主题、设计说明、核心技术、

实施方案、细节阐释、功能演示等。

短视频创作：初评作品要求提供影片创作的策划方案，

方案采用 PPT文件格式，PPT 文件小于 20页，文件大小不

超过 20M。内容包括：①创意说明：简短的文字说明影片的

创意点；②分镜脚本（包含文案）：每页提供八个分镜草图

或者参考图，每行四个草图，图案下面可以有文字描述以及

字幕表达；③影调参考：提供类似风格影调影片，并截取该

影片八个参考画面；④音乐提报：类似音乐风格；⑤制作进

度表：制作一份清晰的拍摄进度表甘特图。

数字化时尚创意设计：初评作品需要提交：①参赛作品

彩色效果图一幅，内容包括作品名称、设计创意、数字化设

计效果图、正背面款式图、面料图样等，尺寸为 58cm×84cm

（A1规格），文件格式 JPG、竖版、自由排版；②数字化设

计与实现策划方案，方案采用 PPT文件格式，内容包括数字

化制作的关键技术要点、使用软件、实施方案、细节阐述等，

PPT文件小于 20页，文件大小不超过 20M。

B．决赛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初赛入围者根据参赛效果图制

作 3套实物作品，服装及服饰搭配完整。

纺织品创意设计：初赛入围者根据参赛效果图制作 2套

服装或 3-5件服饰或家居用品，服装服饰或家居产品要成系



列。

构成创意设计：初赛入围者根据参赛效果图完成 2套实

物作品（白色面料、材质不限），并根据现场命题完成 1 套

立裁作品。

科技创意设计：初赛入围者根据参赛方案制作实物或模

型。

短视频创作：初赛入围者提供初赛影片创作的策划方案

和最终完整视频作品。最终视频文件大小在 200M 以内，时

长控制在 2-3 分钟，可采用横屏 16：9 拍摄，或者竖屏拍摄，

分辨率 720*1280 以上，H.264 编码 MP4 格式；码率：作品

输出码率不得低于 1M，保证播放器全屏模式播放清晰。短

视频拍摄制作过程中，需避免影响受访人及相关单位工作和

生活秩序；参赛者应保留视频原素材（未经剪辑的素材）。

数字化时尚创意设计：初赛入围者提供数字化时尚创意

设计作品视频，内容包括作品名称、系列服装/服饰品整体效

果的虚拟展示、沉浸式场景、音乐等。视频文件大小在 100M

以内，时长控制在 2 分钟以内，可采用横屏 16：9 录制，分

辨率 720*1280 以上，H.264 编码 MP4 格式；码率：作品输

出码率不得低于 1M，保证播放器全屏模式播放清晰。决赛

根据命题现场制作 1 套数字化时尚作品。

现场答辩环节：每个参赛组的答辩时间不超过 8 分钟。

先由参赛者陈述作品构思、设计过程、主要创新点、应用可

能性及带来的经济效益等内容，时间控制在 5 分钟，可使用

PPT、视频、展示版面等方式展示与说明；然后专家进行提



问并由参赛者回答。

评委根据评分规则进行评分，根据累计总分排序决定名

次。

四、参赛报名与作品提交

1.参赛对象：浙江省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含高职高专学

生、本科生、硕博研究生）；

2.参赛者可以单独报名也可组队报名，组队参赛者成员

不得超过 4人，每项参赛作品限 3名指导教师；

3.每个参赛类别中，参赛者参与作品数量不超过 3项（含

第一作者），以第一作者身份只能提交 1 项作品参加比赛。

所有参赛作品均系参赛者本人（或在老师指导下）自行设计

和开发的原创作品，未在报刊、杂志、网站及其他媒体公开

发表，未参加过其他比赛，参赛者须保证对其参赛作品拥有

完全的知识产权，大赛组委会不负责对参赛作品拥有权进行

核实，若发生侵权或违反知识产权的行为，由参赛者自行承

担法律责任。抄袭、盗用、提供虚假材料或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者，将被取消参赛和获奖资格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参赛

来稿及作品、样品等参赛材料一律不予退还；

4.所有交送参评的作品必须符合大赛的主题、范围等参

赛要求，不符合要求者视为无效作品，不进入终评程序；

5.各院校指定一名教师负责大赛相关事宜。参赛作品须

由校方推荐，并提供推荐意见。参赛作品由各参赛高校统一

报送，报送时请填写作品汇总表格，并将所有参赛报名表、

参赛作品及相关附件文件以校为单位于指定日期前提交，将



所有电子文件统一发送至指定邮箱，文件夹以学校名命名，

如“**省**大学”；

6.为保证本次大赛评选的公正性，参赛作品、版面和电

子演讲稿上不得出现作者所在单位、姓名（包括英文或拼音

缩写）或与作者身份有关的任何图标、图形等个人信息资料，

违者将做无效作品处理；

7.各学校经初评上报后，由大赛专家委员会对参赛作品

进行初评和终评，评审结果通过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网

http://www.zjcontest.cn、浙江省大学生服装服饰创意设计大

赛 http://www.fzcydsw.com 进行公示，公示期满正式通知获

奖学生、单位；

8.大赛收取报名费 500元/组，由参赛单位统一转账到竞

赛指定账号（请在电汇或转账单上务必注明“浙江省大学生服

装服饰创意设计大赛报名费”），账号信息如下：

户名：浙江理工大学

帐号：1202026209014400967

开户行：工行杭州高新支行

参赛团队参加决赛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大赛日程安排

1.大赛启动（2022年 5月中旬）：大赛组委会面向高校、

参赛团队、参赛学生发布大赛通知；

2.大赛报名（2022 年 5 月 20 日至 6 月 10 日）：参赛个

人或团队填写相关信息进行报名，各高校报送大赛负责人信

息；



3.作品提交（2022 年 6 月 10 日至 6 月 25 日）：参赛个

人或团队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交参赛作品、各高校作品汇

总表（盖章扫描件），大赛组委会对各高校提交的参赛作品

进行有效性认定，认定结果进行公示；

4.作品初评（2022 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10 日）：大赛组

委会将统一组织评委对有效作品进行评审并公布入围总决

赛的作品名单；

5.总决赛（2022 年 10 月至 11月）：总决赛在浙江科技

学院小和山校区举行。晋级总决赛的队伍需要进行现场答辩

和评委问答环节。专家评委依据《浙江省大学生服装服饰创

意设计大赛决赛评分标准》评分。

六、奖项设置

由大赛专家委员会对各参赛作品与答辩情况进行评审，

根据参赛作品的综合评分设奖。分类别设立特等奖（可空缺）

及一、二和三等奖、优秀指导教师奖、优秀组织奖若干，比

例为一等奖 5％、二等奖 10％、三等奖 20％。由浙江省大学

生科技竞赛委员会颁发获奖证书。

七、大赛办公室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和路 318号浙江科技学院

邮编：310023

电子邮箱：2022fzds@zust.edu.cn

大赛官方 QQ 群：474358536

竞赛相关通知及各类信息发布见：

http://www.zjcontest.cn（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网）



http://www.fzcydsw.com（浙江省大学生服装服饰创意设计大

赛）

八、疫情防控

为确保参赛高校师生健康与安全，承办高校、各参赛高

校及各参赛队伍应按照上级和所在地市县及所在学校疫情

防控政策，做好防控措施。浙江省大学生服装服饰创意设计

大赛组委会将根据浙江省疫情动态防控要求相应调整竞赛

的举办形式，如有调整将会在竞赛网站及时公告。

九、其他事项

1.所有获奖作品的知识产权归参赛者所在单位，冠名赞

助单位可优先使用。大赛组委会有权无偿使用、复印、复制

参赛作品作为活动宣传推广用途，包含制作最终产品进行表

演和宣传。所有获奖作品将在承办单位展厅展示陈列，并逐

步推进省内外巡回展示获奖作品；

2.大赛组委会拥有最终解释权。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

2022年 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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