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第八届·山鹰杯全国大学生包装结构创新设计大

赛”暨“首届·祥恒杯全国大学生真题真做包装设计大赛”的

征稿通知 

一、赛事简介 

第八届山鹰杯“全国大学生包装结构创新设计大赛”是一项由教育部轻工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面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包装类专业在校大学生的，全国

性学科竞赛活动。旨在为包装设计领域培育和发现人才，挖掘新的包装创意和新作

品，服务包装行业发展。大赛与教学相结合，通过调研分析，了解受众需求，进行

创新包装结构设计，为高校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打造属于高校包装人自

己的赛事！ 

大赛以培养大学生“创新结构设计能力”为目标，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为宗

旨，面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包装类专业在校大学生，结合参赛作品，激发学生的创

新设计灵感，培养学生的创新创意素质和包装设计能力。  

“第八届山鹰杯全国大学生包装结构创新设计大赛”由全产业链包装上市企业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冠名支持，不但提供包装创意展示的平台，更为广大包装学

子提供进入包装行业龙头企业实习和工作的绿色通道！同时在大赛原有赛制下增设

祥恒杯“真题真做”全国大学生包装结构设计大赛，以企业真实包装项目作为命题，

旨在推动和培养包装高校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能力！ 

 第八届山鹰杯“全国大学生包装结构创新设计大赛”首次采用了网络提交作品

的 方 式 ， 所 有 设 计 作 品 需 在 规 定 时 间 内 于 大 赛 官 方 网 站

http://pkgdesign.ininin.com 上完成提交，作品征集和评审定于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8 月进行。 

http://pkgdesign.ininin.com/


二、参赛作品设计要求及提交流程 

1. 设计主题：“创意包装、智慧包装、提升消费体验”。大赛以培养大学生“创

新结构设计能力”为目标，结合参赛作品，激发学生的创新设计灵感，培养学生的

创新创意素质和包装设计能力。本届赛事既有山鹰杯的开放命题大赛，同时也有结

合企业真实包装项目作为命题的祥恒杯比赛部分。来考验同学们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展现最佳专业性！ 

2.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是遵照大赛宗旨，按照比赛内容要求： 

（1）作品具有较强的创新内涵； 

（2）作品突出结构、功能与艺术等创新，突显价值理念； 

（3）作品从造型设计、环保性能、成本优化等方面体现大赛主题； 

（4）充分考虑材料运用及功能结构合理，考虑批量生产制造可行性； 

（5）体现创意包装、智慧包装以及注重消费体验的发展方向； 

（6）参加“真题真做”大赛部分则须围绕比赛命题和相关要求进行创作。 

3. 参赛作品以包装结构创新设计为导向，具体分类如下：  

（1）祥恒杯“真题真做”全国大学生包装结构设计大赛 

（2）电商包装 

（3）快销产品包装 

（4）工业产品包装 

（5）电器包装 

（6）零售展示包装 

（7）农产品包装 

（8）智能包装 



（9）其他 

4. 参赛流程： 

（1）报名。在大赛官网（http://pkgdesign.ininin.com）填写报名资料，完

成报名，系统同时将生成参赛编号。如参加祥恒杯真题真做包装设计大赛，选手需

在官网首页查看命题和相关要求。 

（2）作品创作。 

（3）上传及邮寄作品。按照要求格式在官网上传完成作品的电子稿（包括效

果图、三视图、简要设计创意说明），按要求装裱的参赛作品邮寄到大赛组委会指定

地址。 

（4）线上及现场评审。 

（5）获奖名单公布。 

三、参赛者及指导教师资格 

1. 参赛者资格：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学习包装类专业的在校大学生、正式注

册学生均可参加。 

2. 指导老师资格：在参赛者所在的高等院校任教，并在参赛作品创作过程中提

供了实际指导和意见的老师。指导老师在日常教学活动中不一定对参赛者有直接任

教关系。 

    3. 没有经指导老师指导的作品亦可以个人参赛，但需通过单位统一报名。 

四、提交作品与大赛时间安排 

1. 报名以学校为单位，包装院（系）或相关专业部门组织本校报名工作，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前按照要求格式在官网上传完成作品的电子稿（包括效果图、

三视图、简要设计创意说明），并将按要求装裱的参赛作品邮寄到大赛组委会指定地

http://pkgdesign.ininin.com/


址。 

2. 初评时间定于 2018 年 7 月进行；终评时间定于 2018 年 8 月进行。  

3. 具体章程详见附录 1。 

 

五、本次大赛组委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主办方联系人： 

东北林业大学包装工程系             

王桂英  13946083193   刘  兵 13936259009 

徐淑艳  13804515306   姜凯译 15663526686 

教育部高等学校轻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包装工程专业指导组秘书处              

张元标  13750085338 

大赛工作邮箱：7849996@qq.com 

 

                            教育部高等学校轻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 

教育部高等学校轻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包装工程专业指导组、 

东北林业大学、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承办 

东北林业大学代章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一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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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八届·山鹰杯全国大学生包装结构创新设计大赛”暨“首

届·祥恒杯全国大学生真题真做包装设计大赛”大赛章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教育部高等学校轻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承办单位：教育部高等学校轻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包装工程专业指导组，东北林业大学，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协办单位：云印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全国各设有包装及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 

二、大赛的主题与内容 

第八届山鹰杯“全国大学生包装结构创新设计大赛”设计主题为：“创意包装、智慧包装、提

升消费体验”，所有参加大赛的作品必须与本届大赛的主题和内容相符，与主题和内容不符的作品

不能参赛。 

大赛以培养大学生“创新结构设计能力”为目标，结合参赛作品，激发学生的创新设计灵感，

培养学生的创新创意素质和包装设计能力。本届赛事既有山鹰杯的开放命题大赛，同时也有结合企

业真实包装项目作为命题的祥恒杯比赛部分。来考验同学们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展现最佳专业性！ 

参赛作品以包装结构创新设计为导向，具体分类如下：  

（1）祥恒杯“真题真做”全国大学生包装结构设计大赛 

（2）电商包装 

（3）快销产品包装 

（4）工业产品包装 

（5）电器包装 

（6）零售展示包装 

（7）农产品包装 

（8）智能包装 

（9）其他 

参赛作品要求： 

（1）作品具有较强的创新内涵；突出结构、功能与消费体验等创新，突显价值理念；创新角

度可以从造型设计、环保性能、成本优化等多方位体现。 

（2）所有参赛作品需充分考虑材料运用及功能结构合理，考虑批量生产制造可行性。 

（3）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保证原创，不得盗窃他人作品/版权，不得一稿多投，发生纠纷与本比

赛无任何关系。 

（4）参加“真题真做”大赛部分则须围绕比赛命题和相关要求进行创作。 
 



三、参赛人员要求 
各有关高等院校全日制在读包装类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和高职学生均可报名。 

四、参赛要求及作品提交  
1.上传参赛作品电子版设计，作品设计方案必须清晰地反映在 A3 标准版面上，合理的规格

尺寸，分辨率 150dpi 以上。内容包含作品主体效果图、基本外观尺寸图、设计说明等，不得

出现参赛者姓名等相关信息。 

2.提交由参赛人员自行装裱的作品（包括系列设计作品中的单项作品）的效果图和平面图。

请打印为 A3（297 mm×420mm）规格的幅面，整洁、美观、牢固地装裱于 350mm×500mm

黑色卡纸上，参加决赛评选。 

3.所有作品均需注明“2018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包装结构创新设计大赛”字样，并按参赛要

求提交创意设计说明。为保证评审的公正性，每件作品设计稿正面不可以出现参赛内容以外的

任何文字和标记，需在作品的背面标注姓名、参赛学校及联系电话，否则视为无效。 

4.每件参赛作品不得超过 4 位作者，每人参赛作品不得超过 2 件。作品类别不限，同系列

作品按 1 件计算。 

5.参赛作品必须是参赛选手自主设计、且无抄袭仿冒。参赛者需保证对参赛作品拥有充分、

完全、排他的知识产权，不侵犯他人的任何专利、著作权、商标权及其他知识产权，参赛者本

人同意主办方对参赛作品进行公布、宣传、展览。 

6.提交的所有参赛作品，无论获奖与否，均不退回，请参赛者自留底稿。 

五、奖项设置 
第八届山鹰杯“全国大学生包装结构创新设计大赛”所有奖项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轻工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发，具体奖项设置如下： 

奖项           名额           奖励内容 

特等奖         10 名          证书、奖牌 

一等奖         20 名          证书 

二等奖         30 名          证书 

三等奖         50 名          证书 

优秀组织奖     若干           证书 

同时参加“真题真做”大赛的作品，将有机会获得祥恒包装创意设计奖，获奖的作品会由

山鹰国际进行再次颁奖，具体奖项设置如下： 

1. 一等奖（3 名），具体奖励包括： 

（1）奖励人民币 10000 元； 

（2）颁发获奖证书； 

（3）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人事部直接发录用 offer ； 

（4）设计如被采用给与利润提成。 

2. 二等奖（5 名），具体奖励包括： 

（1）奖励人民币 3000 元； 

（2）颁发获奖证书； 



（3）给与山鹰国际实习机会。 

3. 三等奖（10 名），具体奖励包括： 

（1）奖励人民币 1500 元； 

（2）颁发获奖证书； 

（3）给与山鹰国际参观机会。 

4. 最佳人气奖（1 名），网络投票评选第一名将会获得最佳人气奖，具体奖励包括： 

（1）奖励人民币 5000 元； 

（2）获奖证书； 

（3）有机会录用为山鹰国际校园大使。 

六、评审项目及标准 
由来自业内高校的 10-15 名评审专家及资深行业专家进行评审。真题真做更加上包装行业

龙头企业设计高管，从而让大赛更加贴合市场，更加落地。使命题和评审都更具有实际操作性！ 

评审部分每周在公众号将同步点评参赛作品，让每位参赛者都了解自己优点和不足，从而

更加明确自己的定位和方向，有方向的继续努力！ 

祥恒杯首次开放网络评审，参赛者将作品同步到网络由大众赏析并投票，设计面向大众也

应该由大众评审，网络评判分数将占总分数的 30%，网络人气最高的作品将会获得“最佳人气

奖”。 

具体评审项目如下： 

评审项目 百分比 评分标准 

创意构思 40% 

1. 个性突出，具有原创性及独创性 

2. 符合人们使用习惯，挖掘使用者潜在需求 

3. 具有趣味性及互动性，充分发挥包装的功能 

结构合理 20% 

1． 基于创意的前提下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使用安全方便 

2． 对内装物有良好的保存及保护性能 

3． 考虑批量加工生产的效率及难易程度 

销售外观 15% 

1. 具有良好的终端展示效果，最好与平面设计表现相结合，

能促进销售，赢得市场 

2. 符合商品属性，能体现产品价值及文化 

环保

性能 

材料 

20% 

1. 使用材料环保性 

2. 结构设计省材型，加工方式环保 

3. 考虑循环利用，材料可回收 
结构 

其他 5% 

1. 提供作品样板 

2. 作品文案有创意，配合平面设计效果 

3. 作品描述清晰，介绍资料齐全 

 



七、评奖程序 

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评审的规则，由来自全国有关高校的10-15名评审专家

及资深行业专家进行评审。评委会初评专家于2018年7月份进行网上评审，终评由评审委员会

于2018年8月份进行评审，经初审和终审，最终评出各奖项。评选要求会参照评选标准，大赛

组委会拥有最终解释权。 

八、获奖者权益 

1.均获得相应获奖证书。 

2.学生参赛者将有可能获得与大型包装企业进行沟通交流的机会，并优先获得实习或合作

机会，特别突出者还将有机会成为大型包装企业设计师。 

九、知识产权归属 
1.所有寄送至大赛组委会的参赛作品及相关资料概不退还。 

2.赞助企业享有对大赛获奖作品、获奖方案进行再设计、生产、制作、展示、出版、宣传、

许可、授权、以及其他除署名权外的所有权益，对未获奖作品，三个月之后参赛者可以将之赋

与其他用途。 

3.本次活动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4.合作报送的作品，建议在报名前与共同创作者和其他利益方协调，如果发生由作品版权

或创作归属权而产生的纠纷，组委会有权取消报名作品参评资格。 

5.组委会对报送作品有权进行全部或部分剪辑、翻译、加注评语，刊登、发行，报送者须

确保报送作品及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若因提供材料不符或有误而导致的后果，组委会

恕不负责。 

十、大赛官方网站 

    http://pkgdesign.ininin.com 

十一、主办方有权依据实际参赛作品数量和质量调整奖项设置。 

 

教育部高等学校轻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 

教育部高等学校轻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包装工程专业指导组、 

东北林业大学、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承办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一十八日 

 

http://pkgdesign.inin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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