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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交互方向-毕业设计标准

1、界面交互设计

界面交互设计包括交互式 App 设计、移动终端 HTML5 设计、系统界面设计、

交互程序设计，优秀的界面交互设计便于使用和识别，在界面交互设计中，需要

设计者有竞品分析能力，用户人群和使用场景分析能力、合理的界面布局及流程

设计能力、清晰的交互逻辑和良好的视觉表现能力。

1.1 具体要求如下：

（1）所设计的界面需要有明确的产品定位，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市场推广价

值，围绕某一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需要从心理学、设计学、经济学多角度进

行设计前期调研，作品需要有一定的设计深度。

（2）交互设计部分：界面设计需要根据已经确定的需求，站在用户体验角度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需要有明确的信息架构，产品核心功能突出，交互操作简便，

能提升用户体验。

（3）视觉设计部分：界面设计美观清晰，对界面布局、颜色、字体、控件、图

标等需要进行统一规范，设计避免比喻，元素表达直观易懂，减少用户对功能的

理解和思考时间，设计要表现质感和动感。

（4）界面的尺寸根据不同产品的尺寸决定，参数使用符合行业标准。

（5）用交互软件实现界面交互演示，录制演示视频，MP4 格式。

（6）根据需要设计完整作品的应用体验视频，须明确清晰地展示主要功能设计、

美术设计、画面清晰，视频分辨率不小于 1920*1080 像素，MP4 格式。

（7）需要有完整的设计过程文件，包括：设计需求市场调查报告、低保真原型

图、设计规范（如颜色、字体、图标）、高保真界面设计图，交互演示二维码等。

（8）设计 A3 规格的设计过程手册，包括封面，目录和设计过程，要求版面编排

精美，图文清晰，300dpi，保存为 pdf 格式，精装打印，用于毕业设计展览。

（9）设计 900*1200mm 展板，图文清晰，版面编排精美，保存为 jpg 格式，用于

毕业设计展览。

（10）制作文创产品及周边实物，用于毕业设计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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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交互设计多种参考案例

冯雪京，音乐类界面设计，获第二届“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展“三等奖”，

2017 届，导师：谢京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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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佳蔚，《心益》志愿者与义工 APP 界面设计，获第五届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

展示活动三等奖，2020 届，导师：谢京茹

2、网站交互设计

网站交互设计是将某品牌策划案中的内容、网站的主题模式，以及结合自己

的认识通过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符合该品牌定位、产品定位和用户定位，在该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827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48656/125071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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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视觉系统的基础上进行衍生。

2.1 具体要求如下：

（1）明确企业网站建设目的，结合企业的定位，诊断网站现状和行业市场竞品

表现，对企业受众进行用户研究和分析，确定网站的定位策略。

（2）以企业整体品牌形象建设需求为基础，对网站整体页面品牌识别风格创意，

结合各功能板块特点进行相关页面设计并精细处理页面中运用的各种图标和图

片。

（3）作品的尺寸可根据演示平台自行决定，页面需自行排版设计，总数不少于

10 个，并利用 html、css、javascript 等语言编写实现其动态效果，并按照 W3C

规范用 html 将其制作成网页格式，其中的网页布局应采用 DIV+CSS 技术实现，

能够用 IE、火狐等主流浏览器正常打开并使用。

（4）网页页面总数不少于 10 个，作品具有完整、合理的系统结构设计，层级至

少达到 3级，交互方便，各页面链接无差错，并且需提交 10 张以上 A4 设计草图。

（5）提交一张设计光盘，其中包含网站设计作品相关内容及所有图片和样式源

文件。并且光盘封面封套需结合主题进行设计。

（6）提交展板和 PPT，根据作品的主题和内容，设计 900*1200mm 的展板一块和

PPT 汇报（具体根据指导教师要求）。

（7）提交一本 A3 胶装设计手册，包括封面（设计题目、学生姓名、指导教师等），

目录（对应内容和页码），内容包括主题介绍（选题来源、内容框架），作品分析

（风格、色彩、元素、表现手法），主要页面设计思路（设计草稿到设计完成效

果产生的过程图展示过程），作品完成效果图等。

（8）实现网页交互演示，录制演示视频，MP4 格式。

http://baike.baidu.com/view/79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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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MA 汽车网站设计

杨嘉易、徐扬，国宝档案·铜器时代网页艺术设计，2021 届，导师：颜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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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荣昕，“梦回·故宫”故宫博物馆网页艺术设计，2021 届，导师：颜菲

3、多媒体交互设计

多媒体交互设计为集成视觉、声音、程序技术、视听艺术、三维建模、设计

融为一体的综合学科。通过当今科技技术的发展运用传感器、摄像头、激光雷达

等不同的硬件进行视觉内容的呈现，改编传统的展览模式，使观众可参与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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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呈现中，通过观众的手势、动作、声音、伫立的位置等方式来对视觉画面进行

改变。

3.1 具体要求如下：

（1）通过代码或游戏引擎方式制作影像交互装置。

（2）需要提供场景草图设计 1张，主要模型草图 3-5 张。

（3）虚拟现实场景操控前，应有 2-3 个镜头动画（10s~15s)以总览整个虚拟现

实场景。

（4）需设计一套符合该虚拟现实场景风格的 ui 按钮。

（5）需建立行走动画相机，予以操控整个场景游览，并提交 exe 文件。

（6）精确制作场景中所有模型的材质，烘培渲染模型和材质。

（7）作品应遵循对美以及设计的高品质、高品位、高审美的追求，坚决抵制一

切恶搞、丑陋、低俗、色情、暴力等，违反国家法律、社会道德、学术严谨话题

等不良元素出现在毕业设计作品中。

3.2 各阶段具体要求如下：

（1）前期要求：前期准备过程中，内容梗概（100 字内）每一个环节必须由指

导教师审核并通过才可进入下一环节。直接提交文学剧本的不予通过。

（2）内容要求：有美感度，内容与所使用的技术不唐突，以内容出发选择恰当

的技术进行视觉内容体现。

（3）内容必须改编或原创。如发现有抄袭等不正当行为，毕业作品不予通过。

（4）最后作为毕业审核上交的内容：包含完整数字内容的 DVD 光盘，作品宣传

片（30—60 秒），海报一张、作品照片十张，主创人员分工介绍等），页数与开

本不限，但至少 30p。

（5）答辩时播放作品宣传片并结合 ppt 进行展示。

3.3 展览内容：

（1）可在交互多媒体上播放的短片作品以及作品宣传片。

（2）900*1200mm 的展板一块。

（3）印刷品实物呈现的短片宣传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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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子轩老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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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空间方向-毕业设计标准

1、虚拟(增强)现实场景设计

虚拟现实是数字媒体专业的毕业设计方向，是多种技术的综合，不仅包含三

维建模的知识点，同时也包含贴图材质，烘培渲染等较为综合的三维设计。在毕

业设计中，可自行选择软件进行设计制作，制作形式主要分为 3 类,分别为三维

空间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原创作品创作和全景图虚拟现实。

1.1 三维空间虚拟现实

（1）需建立一个场景的模型，场景中主要模型数量不应少于 8个。

（2）需要提供场景草图设计 1张，主要模型草图 3-5 张。

（3）虚拟现实场景操控前，应有 2-3 个镜头动画（10 秒~15 秒)以总览整个虚拟

现实场景。

（4）需设计一套符合该虚拟现实场景风格的 UI 按钮。

（5）需建立行走动画相机，予以操控整个场景游览，并提交 exe 文件。

（6）精确制作场景中所有模型的材质，烘培渲染模型和材质。

（7）制作巡游动画，建议使用 Unity 3d 或者 UE4 引擎制作，制作 PC 端发布或

移动端发布或制作 HTC VIVE 虚拟现实头盔等发布，不少于 2分钟。

（8）设计衍生视觉展示方案。（如制作模型（实体）等方式）

在选题新颖且具有前瞻性的前提下，可进行 2-3 人小组设计。

1.2 增强现实原创作品创作

（1）请运用增强现实 Vurforia 或者 Easy AR 插件（SDK）做综合增强现实设计，

也可运用商汤（Sence AR）等制作手势、人脸识别、深度识别进行自行设计，不

得运用任何素材。

（2）技术规格运用可运用单目标识别、多目标识别、涂色识别、形状识别、虚

拟按键、手势识别、人脸识别等、可结合动画和音效以及粒子系统来综合体现。

（3）进行移动端发布 IOS 或者 Android 平台;

（4）制作一段不少于 2分钟的增强现实介绍演示视频。

具体要求如下：

（1）主题明确。

（2）完整的设计制作流程（草图、场景设计、交互代码、建模、贴图、动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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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粒子等）。

（3）保留每一个流程的源文件。

（4）上交完整的 Unity 作品和 apk 文件，每个流程的源文件，刻录成 DVD 光盘，

并对光盘套进行设计。

（5）900mm*1200mm 的展板一块。

（6）制作一本实物说明手册（具体根据指导教师要求）。

（7）跟踪识别方式设计衍生展示方案。2-3 平方米。

在选题新颖且具有前瞻性的前提下，小组设计原则上不超过 2人。

沈如一，《见微知著》-增强现实设计，获第五届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展示活动

三等奖，2020 届，导师：成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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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景图虚拟现实

（1）请自行挑选一个场景或者空间制作全景图虚拟现实。

（2）建立符合需要的浏览交互框架。

（3）建立制作一个桌面发布终端以及移动网络发布终端（类似微信）。

（4）全景图中需包含至少 10 个以上的静态场景(或 5个以上的动态场景）。

（5）制作一段不少于 1分钟的全景图介绍视频。

具体要求如下：

（1）主题明确。

（2）完整的设计制作流程（草图、场景设计、环境设计、建模、贴图、动画制

作、渲染、全景展开图等）。

（3）保留每一个流程的源文件。

（4）上交完整的动画作品，每个流程的源文件，刻录成 DVD 光盘，并对光盘套

进行设计。

（5）900mm*1200mm 的展板一块。

（6）制作一本实物说明手册（具体根据指导教师要求）。

（7）设计衍生视觉展示方案。2-3 平方米。

在选题新颖且具有前瞻性的前提下，可进行 2-3 人小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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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诗慧，“霓虹之夜”手绘全景图制作，获第三届汇创青春数字媒体动画类二等奖，2018 届

导师：徐子卿

2、新媒体展演设计

新媒体展演设计是一门融合了新媒体艺术与演艺空间设计的毕业设计方向，

学生在选择该方向须结合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相关课程展开。伴随着新媒体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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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一般意义上的空间设计正悄然发生着的改变，越来越需要依托各类新媒体

技术的支持，如：4D 投影技术、全息影像技术、数字光雕、交互装置等技术等。

新媒体展演设计是数字媒体艺术作用于空间环境的设计方向。

学生在探索这一领域时，可做相关的概念性研究，但必须结合新媒体，在技

术上可依托三维软件（3dsmax 、maya、C4d）虚拟现实引擎（vrp、unity 3d、

UE4）、非编软件（AE、PR）、交互软件（processing、maxmsp）的支持，在选题

新颖且具有前瞻性的前提下，可进行 2-3 人小组设计。

2.1 选题范围大致如下：

（1）新媒体光雕（Mapping）设计。如：数字光雕投影实物或者建筑等。

（2）新媒体演艺空间设计。如：新媒体舞蹈、真人与投影交互装置结合等。

（3）学生也可结合新媒体艺术的发展，大胆创新，依托空间艺术，在新媒体艺

术上做探索。如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头盔、互动装置等。

2.2 具体要求如下：

（1）展演空间面积控制在 25 ㎡之内。

（2）有至少二套方案的草图，包括设计方案。

（3）A3 大小的设计图册一本，包含灵感来源、设计构思、制作过程与最终效果

等。

（4）在运用新技术和新媒体的表现上可制作空间模型等实物加以辅助。

（5）将所有文件刻录成 DVD 光盘，并且对光盘套进行设计。

（6）指导教师可根据学生的个人情况，适当调整对作品的要求，如：现场展示

方案等。

（7）900*1200mm 的展板一块和多媒体 PPT 汇报（具体根据指导教师要求）。

（8）拍摄一部能表现作品的宣传片，时长为 2-5 分钟。

参考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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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然、沈翊昕，《与尘共书》影像装置，获第六届汇创青春数媒动画（交互类）三等奖，

2021 届，导师：陈如华 成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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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启晨，《戏·字》新媒体艺术装置设计，获第四届汇创青春交互类一等奖，2019 届

导师：陈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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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山海情深》多媒体设计，北京国家大剧院，传统艺术融合新媒介展演工作室，2020-2021

原创新媒体舞剧《尘缘如梦》，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传统艺术融合新媒介展演工作室，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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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凡 董涛，“回力·九〇”回力鞋业新媒体展示，获第三届“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

创意作品展数字媒体动画类“二等奖”，2018 届，导师：成煜

徐镇业、俞海河，《始知无正色》交互装置作品，2021 届，导师：陈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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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维图像（CG）

三维图像设计（3D CG），即通过计算机软件开展三维建模、三维渲染等方面

的设计制作与艺术创作。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三维图形图像技术从成像效果上

讲已经发展到“以假乱真”的阶段。在制作中需要考虑的元素有：模型的比例造

型、空间结构、合理的布线分面等、自然界的成像原理，光线、材料方面的知识，

以及计算机软件的操作和摄影摄像方面的知识等。以三维图像为依托电子游戏、

广告、科教演示、影视动画、辅助设计、虚拟现实、现代艺术等的表现方式及呈

现的效果有了巨大的飞跃。常用软件有 3DS MAX、MAYA、C4D 等，希望选择该毕

业设计方向的学生充分利用三维图像的特性，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探索三维图像

技术为艺术创作和设计服务，争取做出令人满意的视觉效果。

该方向题材选定不限，对所选主题制作一系列的三维图像作品，表现方法也

可丰富多样,一般可分为场景类、人物类、工业产品类这三大类。（也可在现当代

艺术领域做实践性探索）。

3.1 具体要求如下：

（1）题材的确立。在选题上有明确的主题，题材健康，有完整的选题依据与资

料，方可开题，制作流程规范，需要保留布线、贴图、拓扑等流程。

（2）绘制草图。要求完整保留绘制过程和搜集的素材，绘制草图约 12-20 张。

（3）最终成品要求。制作 3-5 张分辨率长边不小于 2048 像素的的三维图像。尺

寸可根据画面构图需要做适当调整，工作量也可根据画面难易度略作调整。

（4）请制作一段不少于 1 分钟，内容不重复的作品展示动画并结合相关文字介

绍（可以是全息影像展示或视频介绍形式）。

（5）需要有作品图册为 A3 不少于 20p，将三维图像作品、参考资料以及草图收

入其中，并做概括性的设计说明。并将上述所有制作文件刻录成 DVD 光盘（包括

三维源文件、贴图、资料草图等），需对光盘套进行简单设计。

（6）场景设计系列作品中的主要作品需要高分辨率出图并装裱 1-2 幅，人物角

色或工业产品类作品需进行实物模型（雪弗板制作 3D 打印或泥塑）制作便于展

示。

（7）指导教师可根据学生的个人情况，适当调整对作品的要求。

（8）制作 900*1200mm 的展板一块或 PPT 汇报（具体根据指导教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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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小组完成同一个主题，最终成品要求三维图像与作品展示动画时长为以

上（3）和（4）的标准乘以小组人数。

徐越，“暗影猎手”次时代游戏角色设计，获第六届汇创青春数媒动画静态类二等奖，2021 届

导师：周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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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紫豪，《荒废小城》三维场景创作，获第六届汇创青春数媒动画静态类一等奖，2021 届

导师：周亮

徐越，《女战士》，周亮老师指导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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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越，《赛博朋克女侠》，周亮老师指导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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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繁星，《黑水城》三维图像创作，2020 届，导师：汪宗哲

4、三维动画设计

三维动画设计可独立完成或由2至 3位同学为一组完成一段三维动画短片作

品，如果三维动画以小组完成每位学生应该有明确的工作内容，独立完成三维动

画的时长不少于 1分钟，两位同学的组合动画时间不少于 2分钟，三位同学的组

合动画时间不少于 3分钟。

4.1 具体要求如下：

（1）三维动画短片作品具有明确的主题，主题不得包含违法内容或错误价值导

向。

（2）动画中应包含镜头动画、角色动画等多种三维动画表现形式。

（3）动画作品最终成片画面分辨率不小于 720P，不小于 1920*1080 像素。

（4）最终提交包含三维动画所有设计制作流程（剧本、分镜头、角色设计、环

境设计、建模、贴图、动画制作、渲染、合成、配音等）的源文件的 DVD 光盘，

并对光盘套与光盘表面效果进行设计。

（5）制作 900*1200mm 的展示用展板一块与汇报用 ppt（具体根据指导教师要求）

（6）完成一本 A3 大小的设计手册的设计与能制作，页数不少于 30 页，设计手

册应当包含封面、封底、目录、版式的设计。设计手册的内容基本包括：脚本的

编写、分镜头设计、构思草图、制作过程的介绍、分镜场景的单帧效果图展示、

模型展示、设计创意说明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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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剑虹，《火柴人生》-三维动画 短片设计（傀儡篇），获第八届全国数字艺术大赛全国总决

赛一等奖，2020 届，导师：成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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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储雯、陈冬玥，《物以类聚》三维动画，获第六届汇创青春数媒动画（动画影像类）三等奖，2021 届

导师：汪宗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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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佳雯 钟子怡，《Candy》三维动画，获第五届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展示活动

二等奖，2020 届，导师：汪宗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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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影视方向-毕业设计标准

1、影视短片

影视短片类包含纪录片、故事片、实验片、MTV 四类。

1.1 设计内容要求如下：

（1）时长：5—15 分钟

（2）视频格式：标清或者高清，宽纵比为 16：9。

（3）剧本要求：故事情节完整，体现矛盾冲突，情节紧凑，线索清晰，叙述流

畅，艺术表现风格独特，事件、人物关系逻辑合理，人物性格鲜明，主题明确，

作品能充分表明作者的思想和创作目的，并能够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深度或意识形

态。

（4）影像要求：表现手法不限，可以用多种手法进行创作，比如实拍、动画或

者多种创作手段结合，拍摄镜头运用有一定艺术表现力，画面清晰流畅，构图合

理，光线、色彩处理得当。

（5）剪辑要求：能够良好的运用影像语言，符合电影（电视）的叙事规律，剪

辑流畅，符合蒙太奇理论，声音处理能够加强画面的表现力，特效使用合理，对

片头片尾进行设计包装，综合运用后期制作技术，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

（6）创作要求：可以个人独立创作完成，也可以以小组为单位集体创作，集体

创作人数不超过 3人。个人创作，短片时间长度不少于 5分钟（不包括片头、片

尾部分）；小组创作，短片时间长度不少于 10 分钟（不包括片头、片尾部分）。

主创人员为导演、编剧、摄像、后期制作，除此之外，其他创作人员不计入成绩。

1.2 各阶段具体要求如下：

（1）前期要求：前期准备过程中，故事梗概（100 字内）、分场大纲、文学剧本

每一个环节必须由指导教师审核并通过才可进入下一环节。直接提交文学剧本的

不予通过。

（2）拍摄要求：拍摄前需向指导教师提供分镜头脚本，审核通过方可进入拍摄

环节。保证画面质量的前提下，也要有美感度。

（3）剧本必须改编或原创。摄影、灯光、编辑、配音器材自行解决。作品应有

本人在场工作及拍摄的动态花絮。短片所有素材必须是原创，由自己拍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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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现有抄袭等不正当行为，毕业作品不予通过。

（4）最后作为毕业审核上交的内容：包含完整数字节目的 DVD 光盘，作品宣传

片（30—60 秒），短片宣传手册（包含故事梗概、分场大纲、文学剧本、故事板

(不少于 20 个镜头) 、海报一张、剧照十张，主创人员分工介绍等），页数与开

本不限，但至少 30p。

（5）答辩时播放作品宣传片并结合 ppt 进行展示。

1.3 展览内容：

（1）可在交互多媒体上播放的短片作品以及作品宣传片。

（2）900*1200mm 的展板一块。

（3） 以印刷品实物呈现的短片宣传手册。

李皓林 沈其璘，微电影《The City The Lights》,获第六届汇创青春综合类影视二等奖，

2021 届，导师：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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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一儒，朱文辉，吴佳凡，《书客长安》，获第五届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展示活

动二等奖，2020 届，导师：刘恋

2、影视包装

影视广告后期是传统平面类广告的动态化表达，包含造型、色彩、动作、

声音等各项技术和能力的综合表达。

（1）选题：针对某一个主题或产品进行影视广告创造，即可以是公益影视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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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是商业影视广告。

（2）以三维动画或二维动画的创作为主要手段，结合后期特效进行表现；也可

以是动画和后期特效为主或结合少量自己拍摄的视频素材进行创作（视频素材不

可超过总时间的 1/3）。

（3）影视作品主题自拟风格的表现手法，请结合创作主题进行自行设定总时长

5分钟以上。

（4）撰写脚本和分镜头，画面大小必须达到 1920*1080 像素以上。

（5）900*1200mm 的展板一块或 PPT 汇报（具体根据指导教师要求）。

网上参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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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诗佳，老上海风情文化（食行篇）——MG 动画制作设计，2021 届，导师：周亮

3、动画短片设计

3.1 设计内容要求如下：

（1）二维电脑、手绘动画可由 2至 3位同学合作完成。

（2）时长：至少三分钟时间，包括不多于 20 秒钟的片头和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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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画面效果流畅，分辨率不小于 1280*720px，24 帧/秒，内容不限，题材需

具有创意。

（4）动画制作过程工作包括：1）动画文字剧本。2）人物设计（片中出现的主

要人物不少于四个转面和次要人物不少于二个转面的人物设计）。3）场景设计（片

中出现的主要场景的正面和反面景的草图和彩稿）及道具设计。4）根据文字剧

本和人物及场景设计画出分镜脚本。5）先期音乐和先期对白。6）原画、动画设

计与制作。7）合成动画。8）后期制作

（5）制作一本 A4 胶装设计手册，包括封面（设计题目、学生姓名指导教师等），

目录（对应内容和页码），内容包括剧本分析，场景设定，角色设定、道具设定，

分镜头，原画和中间画，上色图稿效果等。

3.2 上交文件要求如下：

（1）将 A4 设计手册，设计过程源文件、完整的动画作品，设计说明等刻录成

DVD 光盘，对光盘套进行设计。

（2）对设计作品进行演示并用 PPT 汇报。

3.3 展览内容：

（1）可在交互多媒体上播放的二维动画短片作品。

（2）900*1200mm 的展板一块。

（3）以印刷品实物呈现的 A4 设计手册。

商业项目案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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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佳祺 潘思敏-谢京茹老师指导作品

陈丽婕，《预言》——网页电子童话绘本宣传动画，2021 届，导师：邵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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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字艺术方向-毕业设计标准

数字艺术是运用数字技术和计算机程序等手段对图片、影音文件进行的分析、

编辑等应用，最终得到完美的升级作品。它广泛应用于平面、雕塑、音频等数字

化教学和商业设计等用途，并随科技进步被大众接受和认可，其文艺气息和表现

力受到越来越多从业人员的喜爱。针对我院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设计方向主要包

括数字绘画、创意摄影、数字音频等几个板块。

1、数字绘画

数字绘画作为毕业设计是指利用数字绘画工具来进行数字绘画创作,一般

常用于数字艺术绘画创作、商业插画、概念主题性绘创作、电影数字背景（matte

painting）等，表现上手法丰富多样。充分利用数字绘画的的特性，利用专业绘

画软件模拟传统绘画的表现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现代数码艺术创作的手段来

加以丰富和完善。

在题材的选定上可自拟主题，对所选主题绘制一系列的绘画作品，表现方

法也可丰富多样,一般分为场景性绘画作品和人物类绘画作品两大类。（个别学

生也可在现代绘画艺术上做实践性探索）

1.1 具体要求如下：

（1）在选题上有明确的主题，要求题材健康，有完整的选题依据与资料，并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作品应遵循对美以及设计的高品质、高品位、高审美的追求，

坚决抵制一切恶搞、丑陋、低俗、色情、暴力等，违反国家法律、社会道德、学

术严谨话题等不良元素出现在毕业设计作品中；

（2）本着尊重毕业设计原创的要求，不得使用他人具有版权的绘画、摄影、影

视、游戏设定等形象，并对其进行图片拼贴、涂改、滤镜等处理方式；

（3）系列主题绘画作品要求风格统一，构图合理，色彩运用和谐，细节精致，

画面完整。可适当运用自然界图片素材，如：天空、水面、沙漠、戈壁、野生动

物等，但该素材不得涉及一切人为创意元素；画面主体框架必须由毕业生本人组

织并绘制完成。

注意：由于数字绘画的特殊性质，以及对艺术作品的普遍认知，每一幅数

字绘画作品应分别具有独立的艺术审美，如需拼接组合阐释完整画面者，将按 1

幅作业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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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终成品 6-8 张，规格：尺寸 A2（420mm*594mm）分辨率 300dpi 以上，尺

寸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进行调整。

（5）要求保留完整源文件，包括绘制图层信息和原始素材，以便评审时判断作

品的原创性；

（6）制作 A3 大小展示图册，并将相关素材资料、草图以及成果收入其中，并进

行适当设计。结合 PPT 等形式，便于答辩时充分展示。

（7）对系列作品中主要作品进行装裱和展示。展示分为实体装裱和显示屏滚动

播放两种方式。其中，实体装裱打印尺寸可根据当年布展空间以及指导老师意见

进行调整，毕业展示时应注重对实物展台的布置。突出文创产品及周边的制作。

往届优秀毕设作品：

王蒙凡，《蚀零之女》游戏人物设定数字绘画创作，2021 届，导师：王欢

袁泽，《飞天》系列数字插画创作，获汇创青春视传类三等奖，2021 届，导师：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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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逸豪，《末日之书》系列数字绘画，获第三届“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展“一

等奖”，2019 届，导师：黄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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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届数字绘画毕设学校展览现场

2、创意摄影

创意摄影是以数码相机拍摄或用胶片扫描仪采集得到数字图像文件，并通

过计算机对图像进行数字化处理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摄影方式。数字摄影方向毕业

设计要求学生作品为数码相机拍摄的数码照片。通过针对拍摄以及后期的数字化

处理，获得特殊的艺术效果和设计意味。数字摄影是拍摄者经过艺术构思和技巧

以及软件的合成进行艺术创作的作品，突出摄影师的主观情感，表达摄影者审美

意趣，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与审美价值的摄影合成作品。此类摄影作品要

求围绕同一主题或者风格进行创意设计，需形成系列风格。

具体要求如下：

（1）在选题上有明确的主题，要求题材健康，有完整的选题依据与资料，并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创意摄影作品应遵循对美以及设计的高品质、高品位、高审

美的追求，坚决抵制一切恶搞、丑陋、低俗、色情、暴力等，违反国家法律、社

会道德、学术严谨话题等不良元素出现在毕业设计作品中。

（2）本着尊重毕业设计原创的要求，不得使用他人具有版权的绘画、摄影、影

视、游戏设定等形象，并对其进行图片拼贴、涂改、滤镜等处理方式。

注意：完成过程中要求图像主体部分必须为本人所拍摄，如遇特殊主题需

要而无法实景拍摄的，可适当运用自然界图片素材，如：天空、水面、沙漠、戈

壁、野生动物等，但该素材不得涉及一切人为创意元素；画面主体框架必须由毕

业生本人组织并绘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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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列主题作品要求风格统一，构图合理，色彩运用和谐，细节精致，画面

完整。

注意：由于数字摄影的特殊性质，以及对艺术作品的普遍认知，每一幅数

字摄影作品应分别具有独立的艺术审美，如需拼接组合阐释完整画面者，将按 1

幅作业量计算。

（4）最终成品 8-10 张，规格：尺寸 A2（420mm*594mm）分辨率 300dpi 以上，

尺寸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进行调整，宽幅不小于 420mm。

（5）要求保留完整的制作图层信息和原始素材，以便评审时判断作品的原创性。

（6）制作 A3 大小展示图册，并将相关素材资料、草图以及成果收入其中，并进

行适当设计，结合 PPT 等形式，便于答辩时充分展示。

（7）对系列作品中主要作品进行装裱和展示。展示分为实体装裱和显示屏滚动

播放两种方式。其中，实体装裱打印尺寸可根据当年布展空间以及指导老师意见

进行调整，毕业展示时应注重对实物展台的布置。突出文创产品及周边的制作。

往届优秀毕设作品及艺术家作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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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欣雨，《美的不止是“城市”，更是“我们”》数字摄影，2020 届，导师：臧莹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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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付红，《盲·视》数字摄影，2020 届，导师：臧莹颖

3、数字音频

数字音频是一种利用数字化手段对声音进行录制、存放、编辑、压缩或播

放的技术，它是随着数字信数字音频号处理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的发

展而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声音处理手段。

在毕业创作中，学生从“整体艺术”创所思维出发，结合不同艺术形式进



40

行声音创作，设计声音方案。从音乐性设计、音效性设计、音乐音响造型设计三

方面进行声音设计，并最终根据动态平衡、频率分布已及声场营造方面进行混音。

3.1 具体要求如下：

（1）在选题上有明确的主题，要求题材健康，有完整的选题依据与资料，并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作品应遵循对美以及设计的高品质、高品位、高审美的追求，

坚决抵制一切恶搞、丑陋、低俗、色情、暴力等，违反国家法律、社会道德、学

术严谨话题等不良元素出现在毕业设计作品中；

（2）本着尊重毕业设计原创的要求，不得使用他人具有版权的音乐与音效；

（3）主体音乐音效创作皆需原创，素材音乐音效的使用比例不得超过 10%；

（4）单人完成不得少于 2分半，2人小组完成不得少于 5分钟；

（5）最终提交：采样率 48kHz，采样精度 24Bit；wav 格式音频文件；如是音视

频制作，则需另外提交合成的音视频文件；

（6）要求保留完整的工程备份及原始文件，以便评审时判断作品的原创性；

（7）根据系内要求内容刻录成 DVD 光盘，并对光盘进行整体设计，封面及光盘

面设计原则上应与毕业设计作品有关；

往届优秀毕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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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轩，《宇宙的声音——八大行星数字声音设计》，获第八届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

三等奖，2020 届，导师：侯博奡

设计说明：

去年是登月 50 周年，我对星辰大海颇为向往。科学是超脱应用的存在。更多是源于人

类的好奇、兴趣，所以才会有不止境的探索。人类的意义，自从上个世纪，就已截然不同，

不仅仅是为了丰衣足食而努力，而是为了精神和意志而奋斗时代。我们是渺渺宇宙的沧海一

粟，人类要开拓眼界研究宇宙，就像我们每个人去各地旅游一样，在应用之外，是精神的满

足。自人类第一次迈入太空，人类就将目光聚焦在太空，卫星，空间实验室，深空探测不断

研发，人们对太空无限向往，总渴望能进入太空时代。现实却不是那么令人满意，苏联解体

后人类向太空探索的步伐渐渐地趋于平缓，人执着于经济收益，享受回报，失去了探索精神

的初衷。 在三维软件里建模、贴图、渲染成概念造型；探寻宇宙与行星的关系、行星与行

星的关系、人与行星的联系 。宇宙是与人们生活的空间有所不同的空间，无限的空旷，我

将运用可能的手法体现这种空间感。需要制作 8 款声音来体现八大行星不同的个体，还需要

制作两两之间的转折过度的声音来体现八大行星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另外要需要一个持久

的背景音，来体现八大行星所处于的空间——宇宙。在制作过程中，融入自身对于宇宙的理

解，融入自身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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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泽华，《无意志·无一致》——音频编制设计，2020 届，导师：侯博奡

设计说明：

《无意志·无一致》的创作想要最大化体验感，其中需要在沉浸式的把控以及空间造境

的处理上与受众全感官交互的产生协调关系,从中认识其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和影响

的。创新之处在于由通过两个不同的角度剖析沉浸式体验，这其中包括空间营造和受众体验，

以及沉浸式体验主观参与的表现。 通过研究设计制作沉浸式互动声音装置，由沉浸式体验

入手，在听觉和视觉上的体验传达一种无意识寻找的感受，摆脱依靠文字解释作品，利用整

个装置空间使观者感受其中的内容，从空间场域到心理场域的转化体验。

4、影像与声音设计

在游戏、电影、动画和媒体中，声音是互动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声音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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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包括且不限于音乐制作、传统录音、作曲编曲、混音或运用采样样本库工作等

内容。

在毕业创作中，学生还需要结合影像共同形成一个完整作品，影像包括但

不限于微电影、实验短片、原创音乐 mv、动画等内容。在完成有一定规模与内

涵的影像作品的构思、拍摄与后期之后，结合其内在意义与审美，进行不同艺术

形式的声音创作，设计声音方案。从音乐性设计、音效性设计、音乐音响造型设

计三方面进行声音设计，并最终根据动态平衡、频率分布已及声场营造方面进行

混音。

具体要求如下：

（1）在选题上有明确的主题，要求题材健康，有完整的选题依据与资料，并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作品应遵循对美以及设计的高品质、高品位、高审美的追求，

坚决抵制一切恶搞、丑陋、低俗、色情、暴力等，违反国家法律、社会道德、学

术严谨话题等不良元素出现在毕业设计作品中；

（2）本着尊重毕业设计原创的要求，不得使用他人具有版权的音乐与音效；

（3）主体音乐音效创作皆需原创，音乐部分不允许使用任何现有素材，音效的

使用比例不得超过 20%；

（4）单人完成不得少于 2分钟，2人小组完成不得少于 4分 30 秒，3人小组完

成不得少于 6分 30 秒；配乐需要有一定规模，在必要的时候出现，约占比影像

时长的一半；

（5）最终提交：采样率 48kHz，采样精度 24Bit；wav 格式音频文件；结合影像

的作品，另外提交合成的音视频文件；

（6）要求保留完整的工程备份及原始文件，以便评审时判断作品的原创性；

（7）根据系内要求内容刻录成 DVD 光盘，并对光盘进行整体设计，封面及光盘

面设计原则上应与毕业设计作品有关；

往届优秀毕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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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音乐 mv 往届毕业作品：

蒋邢正，微电影《那是你离开以后》视频与音乐设计，2020 届，导师：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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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贝妮，《闭目寻光》，2021 届，导师：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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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往届毕业作品：

石文怡 徐心怡 徐韵然，《梦境的循环》，2021 届，导师：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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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涛、唐菲凡、方巧玲，《One Day》，2020 届，导师：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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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短片往届毕业作品：

谢天琦，《盲文》，2021 届，导师：柯力

设计说明：

从盲人的视角，结合现实与阅读幻想的世界。学生将拍摄、绘制、拼贴的多样材料进行结合，

探索可行性。在盲人主角阅读的世界中着重于听觉的呈现，独立完成音效与音乐的创作与制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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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字雕塑

数字雕塑模仿现实手法对存在或不存在的物体进行雕塑。在虚拟的世界中，

数字雕塑家可以使用软件对任一个现实的或虚拟的完全基于自己想象的事物雕

塑。数字雕塑用到的软件包括：zbrush、maya、3Ds max、C4D、blender 等等。

数字雕塑的目标并不是将传统雕塑取代,不必在超越传统雕塑上走弯路，数字雕

塑有其特有的使命，作为一种新的技术种类,它有着强大的功能和无限的魅力。

培养学生的运用雕刻技巧制作原创雕刻作品和艺术审美的能力。

该方向题材选定不限，对所选主题制作一系列的数字雕塑作品，表现方法也

可丰富多样,一般可分为生物类和游戏类。（也可在现当代艺术领域做实践性探

索）。

5.1 要求如下：

（1）题材的确立。在选题上有明确的主题，题材健康，有完整的选题依据与资

料，方可开题，制作流程规范，可利用次时代游戏美术的方式绘制贴图。

（2）绘制原画稿，并根据原画确定稿制作数字雕塑形象。

（3）最终成品要求。制作 3-5 张分辨率长边不小于 2048 像素的的三维图像。要

求三维打印模型，并进行上色，方便展示。

（4）请制作一段不少于 2分钟的作品展示动画并结合相关文字介绍（可以是全

息影像展示或视频介绍形式）。

（5）需要有作品图册 A3 大小不少于 20p，将数字雕塑作品、参考资料以及草图

收入其中，并做概括性的设计说明。并将上述所有制作文件刻录成 DVD 光盘（包

括三维源文件、贴图、资料草图等），需对光盘套进行简单设计。

（6）指导教师可根据学生的个人情况，适当调整对作品的要求。

（7）900*1200mm 的展板一块或 PPT 汇报（具体根据指导教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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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花雨》17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数字艺术方向 黄诗雨作品

三维打印参考 原画和三维雕刻参考《王座上的武则天》

16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数字艺术方向 戴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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