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全国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 

江苏省级大赛的通知 

 

江苏省各相关院校： 

    “全国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由教育部全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

育研究会（国家一级学会）主办，于 2018 年举办了首届赛事。为了推进江

苏省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提高与发展，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促进现代教

育技术技能与专业教学更好的融合，培养教师的实践应用能力，提升教学

艺术感染力，推动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能力提升，总结和检阅高等学校教

育技术培训与考试的经验与成果,在广泛征求我省各院校意见的基础上，借

鉴首届全国教学技能大赛的模式和成功经验，经全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

研究会数字创意委员会批准，现举办首届“全国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

江苏省级大赛”。 

    欢迎江苏省内高校相关教师参加。 

 

 

 

 

 

全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数字创意委员会 

全国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江苏省组委会 

                                      2019 年 2 月 20 日 

 

 

附： 

1、大赛批复文件 

2、大赛章程 

3、参赛报名表 

 



关于举办全国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江苏省级赛的申请 

 

全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数字创意委员会： 

    2018 首届全国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开赛后，在全国艺术类高校

产了强大的影响力，极大地促进了高校教师研究教学的积极性，并为教师

取得高层次的教学成果开辟了一个珍贵通道。自 2018 届大赛的动画等类别

作品评审工作会在江苏进行后，江苏省内高校教师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

表示了参加大赛的意愿。作为我国的教育大省，江苏省高校众多，为了更

好的鼓励教师参赛的积极性并更好的为省内教师提供更多的获取机会，经

数字创意委员会江苏省委员会的研究，特申请举办“全国高校数字创意教

学技能大赛江苏省级大赛”，意在省级奖项上为教师提供更多获奖的机会，

并为国家级的赛事做好铺垫工作。故此，特向全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

究会数字创意委员会提起申请，请批准为盼。 

    附：大赛活动及大赛章程 

 

 

         全国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江苏省组委会 

                                      2019 年 2 月 20 日 

 

 

 

 

 

 

 

 

 

 

 



关于举办全国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江苏省级赛的批复 

                         

全国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江苏省组委会： 

 

   你们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发来的申请已收悉，感谢江苏省委员会的积极响

应及前期的推进工作。江苏省是我国教育大省，高校林立，并拥有大批在国内行

业中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教授和一线专业教师和从事数字艺术创意专业教学的

教师数量庞大，教育资源雄厚。江苏省委员会能根据本省教师教学建设的要求，

及时提出举办“全国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 框架下的江苏省级大赛，

为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促进专业教师的学术交流、推动江苏省数字创意教

学水平的整体提升有着重大积极的意义。经全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

会数字创意委员会研究，同意你们的申请，并希望将其建设成为有特色、

有一定示范效应的、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2019 年 2 月 22 日 

 

 

 

 

 

 

 



     全国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江苏省级大赛章程 

 

江苏省各相关院校： 

“全国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由教育部全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

育研究会（国家一级学会）主办，于 2018 年举办了首届赛事。为了推进江

苏省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提高与发展，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促进现代教

育技术技能与专业教学更好的融合，培养教师的实践应用能力，提升教学

艺术感染力，推动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能力提升，总结和检阅高等学校教

育技术培训与考试的经验与成果,在广泛征求我省各院校意见的基础上，借

鉴首届全国教学技能大赛的模式和成功经验，经全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

研究会数字创意委员会批准，现举办首届“江苏省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

大赛”。 

 

一、大赛组织工作： 

本次大赛在全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数字创意委员会的指导下

展开，是“全国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省级大赛的有机组成部分。 

主办：全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数字创意委员会 

承办：全国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江苏省组委会 

江苏省品牌专业动画专业建设中心 

      江苏省重点建设实验室数字艺术创意与应用实验室 

      江苏省一级建设学科设计学建设中心 

参办：金陵科技学院动漫学院 

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南京工业大学工业与艺术设计学院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学院 



南京邮电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 

南京财经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南京工程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南京晓庄学院美术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三江学院艺术学院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中国矿业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徐州工程学院艺术学院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信息传媒与艺术学院 

常州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理工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常州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创意学院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 

苏州科技大学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 

苏州市职业大学艺术学院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常熟理工学院艺术与服装工程学院 

南通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淮海工学院艺术学院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学院 

盐城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盐城工学院设计学院 

淮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江苏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美术学院 

二、时间（暂定）： 

1、收稿：2019.2.22-2019.3.10 

2、评审时间：2019.3.15 

3、颁奖时间：2019.3.22 

三、关于证书： 

大赛获奖证书奖项名称为“全国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江苏省级

大赛 XX 组（金银铜）奖”并盖有全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印章。 

五、评选专家组成 

邀请省内外专家教授担任评委工作。 

六、参加人员范围及参赛类别 

1、参加人员范围：高等院校动漫游戏、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创意类

各相关专业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2、参赛类别设置：视觉传达类、动画视效设计类、数字媒体交互类、

AI/VR/AR 游戏创意类、数字艺术综合实践类； 

   七、联系人、作品提交方式及作品形式： 

联系人：童教师  电话 18913805684（8：30——18：30 拨打咨询） 

作品提交方式：请将作品源文件提交至大赛组委会邮箱：       

              234614772@qq.com 

参赛作品形式： 

     1、演示文稿（PPT）课件 



演示文稿（PPT）课件，PowerPoint 简称为 PPT,是制作和演示幻灯片

的软件，它能够制作出集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以及视频等多媒

体元素为一体的软件。 

演示文稿（PPT）课件应针对的是某门课程，内容不少于一个教学单元。 

2、其他全媒体课件 

全媒体课件是指基于多媒体技术、程序开发技术和网络技术，将图、

文、声、像等多种媒体表现方式有机结合，表达和传递教学内容，同时赋

予其有效的交互性，辅助教师的教或学生的学，以完成特定学习任务的知

识型软件。其他全媒体课件可以针对某些知识点，也可以是一个教学单元

内容。单纯的教学媒体资源、程序软件（如题库）不属于课件范畴，具体

要求如下: 

a、如是网页形式课件，或需软件安装运行等特殊课件，请录制视频提

交。（提交文件格式：*.mp4，视频编码需要 H.264） 

b、素材格式要求：文档使用*.pdf 格式，图片采用*.jpg 格式，动画

采用*.mp4 格式，视频采用*.mp4 格式，音频采用*.mp3 格式。（*.mp4 文

件视频编码需要 H.264） 

3.微课短视频 

3、“微课”：“微课”是指以教学视频为主要的呈现方式，记录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围绕某个知识点或环节开展的简短教学活动。 

可自选一门高校课程中的某个知识点，充分合理运用各种现代教育技

术手段，设计制作微课，录制 10-15 分钟的教学视频，并配套提供教学设

计文本、多媒体教学课件等辅助材料。 

（1）教学视频要求。图像清晰稳定、构图合理、声音清楚，能较全面

真实反映教学情境，并能充分展示教师良好教学风貌。视频片头应显示标

题、作者和单位，主要教学环节有字幕提示。仅限于*.mp4 格式文件，视频

编码需要 H.264。 

（2）多媒体教学课件要求。要求围绕教学目标，反映主要教学内容，

与教学视频合理搭配，单独提交。其他与教学内容相关辅助材料如练习测

试、教学评价、多媒体素材等材料也可单独提交。素材格式要求:文档使用



*.pdf 格式，图片采用*.jpg 格式，动画采用*.mp4 格式，视频采用*.mp4

格式，音频采用*.mp3 格式。（*.mp4 文件视频编码需要 H.264）。 

（3）教学设计要求。教学设计应反映教师教学思想、课程设计思路和

教学特色，包括教学背景、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总结等方面内容，

并在开头注明讲课内容所属学科、专业、课程及适用对象等信息，单独提

交。文档为*.pdf 格式。 

（4）微课分类要求。参赛的微课要注明所在的学科。 

    （5）交互式微课程和课件 

“微课程”是一种新型的“课程”组成单元，是由若干个知识点构成

的微课单元，并组成微课的章节体系。这些微课单元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学

习活动和与网络平台的有机结合，最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微课程。他的核

心组成内容是教学视频，同时还包含与该教学主题相关的教学设计、多媒

体课件、教学反思、练习测试及学生反馈、教师点评等辅助性教学资源。 

采用 H5 或其他开发工具，选择一门课程的 10 个以上的知识点，分别

录制成微课视频，发布到相关微课程网络教学平台。微课内容包含课程简

介、教学大纲、教学日程、微课视频、微课自学测试题、互动交流、学生

作业等内容。微课程网络教学平台需提供微课程网址、账号和密码，参赛

选手还需提交利用微课进行教学的光盘一份，内容应能展现在微课程教学

中，有关教师、学生教学活动过程中的微观细节，时长控制在 30 分钟左右，

最长不超过 45 分钟。仅限于*.mp4 格式文件，视频编码需要 H.264。 

  八、评选标准： 

1、评选标准： 

评选指标  分值  评选要素  

教学设计  20 

教学目标、对象明确，教学策略得当；界面设计合

理，风格统一，有必要的交互；有清晰的文字介绍

和帮助文档。  

内容呈现  20 

内容丰富、科学，表述准确，术语规范；选材适当，

表现方式合理；语言简洁、生动，文字规范；素材

选用恰当，结构合理。   



技术运用  20 
运行流畅，操作简便、快捷，媒体播放可控；导航

方便合理，路径可选；新技术运用有效。  

创新与实用  20 
立意新颖，具有想象力和个性表现力；适于网络共

享，能够运用于实际教学中，有推广价值。  

教学互动  20 
教学管理功能方便、实用；具备良好的师生、生生

交互环境；过程可控，导航清晰、明确。  

   

   九、奖项设置（暂定）： 

各类：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12 名，优秀奖占每组数量的

5%。 

优秀组织奖 10 席：按学校投稿数量评选。 

   九、其他相关事宜 

1.每件参赛作品的主要作者最多不超过 3 人，每位参赛教师提交的作

品数量，每类参赛项目各限为 1 件。 

2.参赛作品及材料需为本人原创，不得抄袭他人作品，侵害他人版权，

若发现参赛作品侵犯他人著作权，或有任何不良信息内容，则一律取消参

赛资格。资料的引用应注明来源，参赛作品如引起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

其责任由参赛教师承担。 

3.参赛者享有作品的著作权和版权，须同意在高校之间进行专业交流

使用，但需标注作品的版权。 

4.承办方不向参赛教师或学校收取任何费用。 

     

 

                           

全国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江苏省组委会 

                      2019 年 2 月 20 日 

 

 

（报名表附后） 



全国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江苏省级大赛报名表 

所在学校  

姓  名  电  话  微  信  

地  址  QQ 邮箱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视觉传达类      □动画视效设计类      □数字媒体交互类  

  □AI/VR/AR 游戏创意类     □数字艺术综合实践类 

参赛作品简介：               

参赛人承诺书： 

1.参赛作品及材料需为本人原创，不得抄袭他人作品，侵害他人版权，若发现参赛作

品侵犯他人著作权，或有任何不良信息内容，则一律取消参赛资格。资料的引用应注明来源，

参赛作品如引起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其责任由参赛教师承担。 

2.参赛者享有作品的著作权和版权，须同意在高校之间进行专业交流使用。 

 

                                        参赛人签名： 

                                                 2019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