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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简介
2019 中国软件专业人才培养工程数字媒体技术教师培训

邀

请

函

尊敬的院校领导：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英文全称：China Software Industry Association，英文缩写：CSIA）成立于 1984 年 9 月

您好！

6 日，由从事软件研究开发、出版、销售、培训，从事信息化系统研究开发，开展信息服务，以及为软件产业提供咨询、市场

为服务职教战线，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融媒体的会议精神，利用好融媒体工具，做好现代职业教育教学

调研、投融资服务和其他中介服务等的企事业单位与个人自愿结合组成 , 经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是唯一代表中国软件产业界

工作；为高职院校百万扩招目标储备教师团队、提升执教水平；为服务院校积极备战第46届世界技能大

并具有全国性一级社团法人资格的行业组织、民政部首批授予的 AAA 级行业组织、是《华盛顿协议》的会员单位。（《华盛顿

赛，根据世赛技术要求，把握集训方向，做好赛事集训准备工作，提升各院校大赛教练的专业水平。

协议》是工程教育本科专业认证的国际互认协议，1989 年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等 6 个国家的工程专业团体发起成立，旨在
建立共同认可的工程教育认证体系，实现各国工程教育水准的实质等效，为工程师资格国际互认奠定基础。）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特联合技工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联盟，共同发起2019年数字媒体技术教师培训活
动。培训考核通过后，将获得由中国软件行业协会颁发的教师认证。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推进技工教育改革创新的

指导单位：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技工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联盟

若干意见》精神，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大力支持和指导下，由邢台技师学院和人社部职业杂志社等单位联

主办单位：中国软件专业人才培养工程数字媒体技术职业认证计划运管中心

合发起，在自愿、互利、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坚持“立足高端、统筹发展、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谋发展”
的原则，组织全国各区域有影响力、办学有特色的骨干技工院校，组建集教育教学与职业技能培训、教学研究、技术服务、

中科希望集团教育发展中心

对外交流、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合作联盟。联盟旨在发挥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示范性、引领性、标志性作用，打造中国技工教育

承办单位：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

知名品牌。

培训方向：VR视觉影视动画、VR应用游戏开发、数码摄影与后期提升、UI界面与交互设计、影视动
态设计、创意品牌设计、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中科希望创立于1985年，是中国科学院控股企业，其前身为北京希望电脑公司， 曾被评为国家火炬计
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骨干企业、全国电子百强企业、国家重点联系的千户企业之一、国家级

培训时间：2019年7月8日—17日共计10天，其中报到和返程各一天。
每专业报名人数达到20人开班，为获得较高质量的培训效果，每班人数上限为30人（以报
名先后顺序为准）。

“科技型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企业、中国科学院优秀企业、互联网北京软件产业基地骨干企业，承担过“九五”、“十
五”、“十一五”、“十二五”国家重点规划项目，获得了市级以上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成果奖励百余项。2017年3
月，中科希望登陆资本市场，正式在“新三板”挂牌上市，股票代码：871044。

培训地点：中国软件专业人才培养工程师资培训基地--------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

作为国内唯一同时拥有图书出版发行资质、教育办学资质、互联网业务资质的软件企业，希望公司从初创期仅从事单一

(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大街三段21号)

软件产品研发、分销的单元化企业，逐步发展为目前以CG产业为核心的能向用户提供平面设计、三维设计、网站设计、动画

报名咨询：赵老师：010-82626185, 158 1019 8811； 王老师：010-82626338, 186 0003 7878

制作等图形图像类开发工具，并结合用户需求，提供培训教材、多媒体教育软件、教育考试认证、增值服务（如应用软件开
发）等一站式全流程解决方案的服务提供商。

证书样本：

2016年12月5日，中科希望正式被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授权，成为“中国软件专业人才培养工程数字媒
体技术职业认证计划运维管理中心”，完成中国软件专业人才培养工程数字媒体技术职业认证计划相关人才技术认定标准及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隶属于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一所集学制教育、职业培训、技能鉴定为一体的公办
国家重点技工学校，是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国家示范职业技能鉴定所、北京
市首批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世界技能大赛 3D 数字游戏艺术项目、美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先后被评为全国职业教育先进

术职业认证
体技

软件专业人
中国

养工程数字媒
才培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中国软件专业人才培养工程
数字媒体技术职业认证计划运维管理中心
北京中科希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希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培训学校

运维管理中心

2019年4月

单位、北京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首都文明单位、北京市技工教育先进（贡献）单位、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突出贡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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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希望教师培训

发展历程

2017

2018

2016
2014

2015

好的口碑带来了空前大的培训规模。
响应国务院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全国招生，旗开得胜，好评如潮。

的号召，培训开设六个方向：创意设计、影视设

让每一位教师成为实战派！
专业度再次提升，体验更棒！

增加VR交互设计，与时俱进新方向。

课程内容更符合教师需求、行业发展 ，参与

培训开设五个方向：创意设计、影视设计、

计、用户界面与交互设计、PS图像大师、动漫设

专业设置更贴近院校需求，重视体验，与院

新开设的专业带来了新鲜的体验，参与院校

院校30多所，参训教师70多人。精湛的影视技

用户界面与交互设计、数字出版、动漫设计，参与

计、数字出版，参与院校93所，参训老师180人。

校的对接更加深入。来自行业的4A广告公司创意

55所，参训老师100人，北京培训基地和武汉培训

术，让每一帧都是用心之作；大数据时代，用数据

院校22所，参训老师50人，关于UI设计、数字出

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爱奇艺、北京电影学院、

总监、设计师、创业经理人讲座分享三场。参与院

基地接连开班，全体参训教师不再有专业界限，在

说话，从数据分析到数据科学。有口皆碑的质量、

版、Adobe新技术体验等专家讲座三场，实战体

Wacom公司、天津美术学院、行业设计总监等重

校28所，参训老师60人。开设方向：创意设计、

自己的参训方向上互相学习探讨、深耕之余，积极

井然有序的管理、得天独后的环境，带给了每位参

验——全程。

量级机构的专家讲座五场。

影视设计、用户界面与交互设计。

投入VR互动世界里的体验，参训让大家更愉快！

训教师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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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视觉影视动画
时间

课程

开班仪式。VR、互动、基于
物理动画、基于物理渲染、
上午
实时渲染。开拓视觉设计、
第一天
影视新时代

VR 应用游戏开发课程
内容

分析、讲解经典案例，引申出视觉设计、影视新时代的特点；分析VR影视行业现状，发展前景；
快速制作一段VR视频，了解VR视觉设计、视频制作的基本流程；VR影片分析，完成需求分析；
分组体验5部经典VR影片，分析各自的优缺点；分组设计VR影片的需求；完成后，讨论可行性，
并修改完善。

下午 VR影视制作的拍摄技巧

结合项目需求，介绍VR影视拍摄的场景思维、前期准备、拍摄视角、视线引导、机位、画面，构
图与镜头控制等。

上午 VR模型制作

结合项目需求，制作符合VR要求的低模。
把物件导入zBrush制作高模精雕，烘焙各种贴图（法线、闭塞、曲率等等）以及纹理集展开图。

第二天
下午

Substance Painter与
Substance Designer

上午 学习打造真实逼真的场景
第三天
下午 动作捕捉与面部捕捉

上午

基于物理的动画制作：
Cascadeur和CaronteFX

第四天

下午 Cinemachine和Timeline

结合项目需求，介绍Substance Painter的使用流程和相关技巧，分别展示使用Substance
Painter制作次时代贴图和影视级贴图的方案；详细介绍Substance Painter各个参数的高级使用
经验，UV拆分，烘培，贴图的转化；讲解Substance Designer的PBR材质技术，从软件基础到
多材质案例制作，包括SD基本操作、PBR材质、常用节点运用等内容；掌握SBSAR参数、高级源
节点等内容；Unity与Substance Designer无缝协作工作流；佩戴VR 头显后，在VR环境中使用
Substance Painter、Substance Designer。
结合项目需求，掌握Quixel Megascans高质量扫描资产库和Delighting Tool，创建自己的照片
建模资产打造真实逼真的场景；使用摄影制图法旋转平面创建资源。

课程

结合项目需求，介绍基于物理的角色动画应用程序：Cascadeur。包括：进行基于物理的角色动
画制作。如跑跳，格斗等，在短时间内完成高质量动画的制作，可添加或替换动作捕捉结果，快
速设置角色绑定等。介绍基于物理的动画插件：CaronteFX。包括：高精度的物理系统，高质量
的碰撞检测及交互反应（支持凹面及凸面几何体），模拟大量物体堆叠的碰撞效果，精确模拟韧
性十足的柔性物体及其形变，通用关节可以连接多种不同物理特性的物体，如刚性、柔性、静态
、动态及纤维等。
结合项目需求，掌握虚拟相机系统：Cinemachine。使用它锁定移动的对象拍摄，跟随对象拍
摄，在给定的路径跟随，切换不同类型的相机等。
掌握非线性编辑工具：Timeline，可视化编辑整合各种对象以及组件，制作动画。

结合项目需求，使用After Effects 2019、Premiere Pro 2019中的VR新功能：
佩戴VR 头显后，在VR环境中编辑沉浸式视频。
使用 Premiere Pro 中的 VR 模式和 After Effects 中的 VR 构图编辑器，在不戴VR头显的情况
下编辑拼接素材。
使用多种效果和过渡（包括 VR 模糊、VR 锐化、光圈擦除、漏色等）。它们采用专门用于 180
和 360 素材的格式，不会产生如明显缝隙或扭曲等多余的伪影。
基于方向或位置编辑音频，然后以空间音频的形式直接将其导出到支持 VR 的平台。

制作功能视觉预览渲染；结合项目需求，探讨VR影视中的互动性，分析其优势与限制，并使用特
总结、复习、问题解答，VR学科体
定模板，实现简单交互；通过人工智能实现VR中的互动性；总结回顾所学内容，针对学员遇到的
第七天 系建设系统解决方案
问题，集中解答；如何理论、实践相结合，项目实训和知识学习相结合，快速，高效地培养优秀
成果内部汇报，分组讨论
的VR专业人才。
第八天 成果汇报，结业式

培训费：￥7988.00（含培训费，证书费。参训老师食宿、交通费自理。）

内容

分析、讲解VR游戏、应用经典案例；分析VR游戏、应用行业现状，发展前景；快速制作一段VR应用，了解
开班仪式
VR游戏、应用分析，完 VR应用制作的基本流程；分组体验5部经典VR游戏、应用，分析各自的优缺点；分组设计VR游戏、应用的
需求。完成后，讨论可行性，并修改完善。
成需求分析
第一天
VR开发基础

结合项目需求，通过对比讲解，深入分析，了解VR游戏、应用开发与传统开发的异同，和日常开发中的注
意事项、开发规范等。
针对VR特点，设置立体渲染、世界场景比例、摄像机、角色、灯光等，确保符合VR要求。
针对VR开发的特殊需求，熟悉 3D 对象和资料，熟悉 Mecanim 和动画创建流程，熟悉摄像头和灯光等。

第二天 创作逼真的视觉效果

结合项目需求，使用高动态范围（HDR）摄像机、HDR光照贴图编码、延迟渲染路径等，创作逼真的视觉
效果。
掌握可编程脚本的渲染管线（Scriptable Render Pipeline）。掌握Unity轻量级渲染管线（Lightweight
Pipeline）和高清晰渲染管线（HD Pipleline）及 SRP 所支持的各种强大的自定义功能。
使用Shader Graph制作交互式顶点特效。

简单介绍实体组件系统
结合项目需求，讲解如何使用实体组件系统ECS、Burst编译器、面向数据技术栈DOTS等新技术开发VR应
第三天 ECS、Burst编译器、面
用和游戏。
向数据技术栈DOTS
第四天 VR与AI

结合项目需求，讲解Unity机器学习代理ML-Agents强化学习。

使用常用特效插件，优
第五天
化场景效果。

结合项目需求，介绍Ambient Occlusion、SSRR、Depth of Field、Temporal AA、Colour Grading、
ToneMapping等。
使用Post-Processing stack、SE Natural Bloom & Dirty Lens、Camera Filter Pack等特效插件创造史诗
级大作。

第六天 性能优化与最佳实践

结合项目需求，熟悉针对不同GPU进行优化，特别是通过VR Works等工具，针对nVIDIA GeForce GTX
1060以上GPU的VR底层硬件加速功能进行优化。熟悉针对不同CPU进行优化，特别是针对Intel 8代以上
CPU的VR底层功能进行优化。讲解VR最佳实践。

结合项目需求，借助Kinect等设备实现低成本动作/面部捕捉。

结合项目需求，介绍Ambient Occlusion、SSRR、Depth of Field、Temporal AA、Colour
Grading、ToneMapping等。
实时渲染影视级作品的图形技巧、
使用Post-Processing stack、SE Natural Bloom & Dirty Lens、Camera Filter Pack等特效插
第五天
光照特效，并导出视频
件创造史诗级大作。
使用Recorder工具，快速输出实时渲染的画面成为最终可以播放的视频。

第六天 后期合成与剪辑

时间

总结、复习、问题解答, 总结回顾所学内容，针对学员遇到的问题，集中解答。
第七天 VR学科体系建设系统解 如何理论、实践相结合，项目实训和知识学习相结合，快速，高效地培养优秀的VR专业人才。
成果内部汇报，分组讨论。
决方案
第八天 成果汇报，结业式

培训费：￥7988.00（含培训费，证书费。参训老师食宿、交通费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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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视觉影视动画
时间

课程

开班仪式。VR、互动、基于
物理动画、基于物理渲染、
上午
实时渲染。开拓视觉设计、
第一天
影视新时代

VR 应用游戏开发课程
内容

分析、讲解经典案例，引申出视觉设计、影视新时代的特点；分析VR影视行业现状，发展前景；
快速制作一段VR视频，了解VR视觉设计、视频制作的基本流程；VR影片分析，完成需求分析；
分组体验5部经典VR影片，分析各自的优缺点；分组设计VR影片的需求；完成后，讨论可行性，
并修改完善。

下午 VR影视制作的拍摄技巧

结合项目需求，介绍VR影视拍摄的场景思维、前期准备、拍摄视角、视线引导、机位、画面，构
图与镜头控制等。

上午 VR模型制作

结合项目需求，制作符合VR要求的低模。
把物件导入zBrush制作高模精雕，烘焙各种贴图（法线、闭塞、曲率等等）以及纹理集展开图。

第二天
下午

Substance Painter与
Substance Designer

上午 学习打造真实逼真的场景
第三天
下午 动作捕捉与面部捕捉

上午

基于物理的动画制作：
Cascadeur和CaronteFX

第四天

下午 Cinemachine和Timeline

结合项目需求，介绍Substance Painter的使用流程和相关技巧，分别展示使用Substance
Painter制作次时代贴图和影视级贴图的方案；详细介绍Substance Painter各个参数的高级使用
经验，UV拆分，烘培，贴图的转化；讲解Substance Designer的PBR材质技术，从软件基础到
多材质案例制作，包括SD基本操作、PBR材质、常用节点运用等内容；掌握SBSAR参数、高级源
节点等内容；Unity与Substance Designer无缝协作工作流；佩戴VR 头显后，在VR环境中使用
Substance Painter、Substance Designer。
结合项目需求，掌握Quixel Megascans高质量扫描资产库和Delighting Tool，创建自己的照片
建模资产打造真实逼真的场景；使用摄影制图法旋转平面创建资源。

课程

结合项目需求，介绍基于物理的角色动画应用程序：Cascadeur。包括：进行基于物理的角色动
画制作。如跑跳，格斗等，在短时间内完成高质量动画的制作，可添加或替换动作捕捉结果，快
速设置角色绑定等。介绍基于物理的动画插件：CaronteFX。包括：高精度的物理系统，高质量
的碰撞检测及交互反应（支持凹面及凸面几何体），模拟大量物体堆叠的碰撞效果，精确模拟韧
性十足的柔性物体及其形变，通用关节可以连接多种不同物理特性的物体，如刚性、柔性、静态
、动态及纤维等。
结合项目需求，掌握虚拟相机系统：Cinemachine。使用它锁定移动的对象拍摄，跟随对象拍
摄，在给定的路径跟随，切换不同类型的相机等。
掌握非线性编辑工具：Timeline，可视化编辑整合各种对象以及组件，制作动画。

结合项目需求，使用After Effects 2019、Premiere Pro 2019中的VR新功能：
佩戴VR 头显后，在VR环境中编辑沉浸式视频。
使用 Premiere Pro 中的 VR 模式和 After Effects 中的 VR 构图编辑器，在不戴VR头显的情况
下编辑拼接素材。
使用多种效果和过渡（包括 VR 模糊、VR 锐化、光圈擦除、漏色等）。它们采用专门用于 180
和 360 素材的格式，不会产生如明显缝隙或扭曲等多余的伪影。
基于方向或位置编辑音频，然后以空间音频的形式直接将其导出到支持 VR 的平台。

制作功能视觉预览渲染；结合项目需求，探讨VR影视中的互动性，分析其优势与限制，并使用特
总结、复习、问题解答，VR学科体
定模板，实现简单交互；通过人工智能实现VR中的互动性；总结回顾所学内容，针对学员遇到的
第七天 系建设系统解决方案
问题，集中解答；如何理论、实践相结合，项目实训和知识学习相结合，快速，高效地培养优秀
成果内部汇报，分组讨论
的VR专业人才。
第八天 成果汇报，结业式

培训费：￥7988.00（含培训费，证书费。参训老师食宿、交通费自理。）

内容

分析、讲解VR游戏、应用经典案例；分析VR游戏、应用行业现状，发展前景；快速制作一段VR应用，了解
开班仪式
VR游戏、应用分析，完 VR应用制作的基本流程；分组体验5部经典VR游戏、应用，分析各自的优缺点；分组设计VR游戏、应用的
需求。完成后，讨论可行性，并修改完善。
成需求分析
第一天
VR开发基础

结合项目需求，通过对比讲解，深入分析，了解VR游戏、应用开发与传统开发的异同，和日常开发中的注
意事项、开发规范等。
针对VR特点，设置立体渲染、世界场景比例、摄像机、角色、灯光等，确保符合VR要求。
针对VR开发的特殊需求，熟悉 3D 对象和资料，熟悉 Mecanim 和动画创建流程，熟悉摄像头和灯光等。

第二天 创作逼真的视觉效果

结合项目需求，使用高动态范围（HDR）摄像机、HDR光照贴图编码、延迟渲染路径等，创作逼真的视觉
效果。
掌握可编程脚本的渲染管线（Scriptable Render Pipeline）。掌握Unity轻量级渲染管线（Lightweight
Pipeline）和高清晰渲染管线（HD Pipleline）及 SRP 所支持的各种强大的自定义功能。
使用Shader Graph制作交互式顶点特效。

简单介绍实体组件系统
结合项目需求，讲解如何使用实体组件系统ECS、Burst编译器、面向数据技术栈DOTS等新技术开发VR应
第三天 ECS、Burst编译器、面
用和游戏。
向数据技术栈DOTS
第四天 VR与AI

结合项目需求，讲解Unity机器学习代理ML-Agents强化学习。

使用常用特效插件，优
第五天
化场景效果。

结合项目需求，介绍Ambient Occlusion、SSRR、Depth of Field、Temporal AA、Colour Grading、
ToneMapping等。
使用Post-Processing stack、SE Natural Bloom & Dirty Lens、Camera Filter Pack等特效插件创造史诗
级大作。

第六天 性能优化与最佳实践

结合项目需求，熟悉针对不同GPU进行优化，特别是通过VR Works等工具，针对nVIDIA GeForce GTX
1060以上GPU的VR底层硬件加速功能进行优化。熟悉针对不同CPU进行优化，特别是针对Intel 8代以上
CPU的VR底层功能进行优化。讲解VR最佳实践。

结合项目需求，借助Kinect等设备实现低成本动作/面部捕捉。

结合项目需求，介绍Ambient Occlusion、SSRR、Depth of Field、Temporal AA、Colour
Grading、ToneMapping等。
实时渲染影视级作品的图形技巧、
使用Post-Processing stack、SE Natural Bloom & Dirty Lens、Camera Filter Pack等特效插
第五天
光照特效，并导出视频
件创造史诗级大作。
使用Recorder工具，快速输出实时渲染的画面成为最终可以播放的视频。

第六天 后期合成与剪辑

时间

总结、复习、问题解答, 总结回顾所学内容，针对学员遇到的问题，集中解答。
第七天 VR学科体系建设系统解 如何理论、实践相结合，项目实训和知识学习相结合，快速，高效地培养优秀的VR专业人才。
成果内部汇报，分组讨论。
决方案
第八天 成果汇报，结业式

培训费：￥7988.00（含培训费，证书费。参训老师食宿、交通费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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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摄影与后期提升课程、讲师

VR 视觉 \ 游戏课程讲师
1997年开始从事IT工作。曾在Adobe、Augmentum、立禾、瑞丰等多家公司担任CTO、技术总
监、技术顾问、技术专家、社区版主等职务。现任山东奥斯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威码智能科技有

时间

课程

内容

限公司/山东锐新国际教育有限公司CEO。

参训老师需自带一部单反相机，一个变焦镜头。

2008年开始从事VR的设计，研发，培训。带领团队完成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虚拟现实阅读站等
世界级项目和沉浸式VR交通培训考核模拟练习安全教育综合系统等，是世界上最早从事大型商业VR系

第一天

统设计与开发的人之一。
其中沉浸式VR交通培训考核模拟练习安全教育综合系统、VR体验式智能售楼系统多项产品获得多
位国家领导人和相关部门领导的高度评价和首届中国VR创新创业大赛、微软MPC大赛等赛事大奖。
项目经验：
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 虚拟现实阅读站

VR 专业讲师
山东奥斯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赵 戈

沉浸式VR交通综合培训模拟考核试驾

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 城市未来馆 智能家居

及安全教育系统

VR交警培训系统

VR体验式智能售楼系统

六艺VR创客游戏化教学系统

VR室内设计装修体验式智能销售系统

探索太空VR创客游戏化教学系统

VR游戏：森林采药记

沉浸式场景英语VR、AI教学系统

虚拟量衣/试衣镜

第二天

如何用好手头的摄影器材，画面的构成，光质对被摄体的影响，食品摄影。

第三天

点评前一天的作业，固体摄影、柔体摄影、流体摄影、陪体与背景（实践拍摄）。
电商摄影

第四天

点评前一天的作业，讲解不同商品的拍摄特性。

第五天

如何赋予作品更深层次的生命力，商摄作品的后期处理。

第六天

培养会场拍摄的全局观，如何提高会场摄影的成功率，闪关灯的运用，机位的选择，关键内容抓拍。
会议摄影

第七天
第八天

2012年开始从事IT工作。曾在游艺星际、魔方网、AcFun、世优科技等多家公司担任主程职务。

开班仪式
开班仪式。通过对参训教师以往作品的诊断、交流点评，掌握参训教师水平层次，便于有效教学 。商业摄影作品
摄影作品诊断 与获奖作品赏析。

如何拍摄主角（领导）和参与者（与会），会场气氛的把握。会场摄影的后期处理。
成果汇报，结业式。

培训费：￥5988.00（含培训费，证书费。参训老师食宿、交通费自理。）
Adobe 中国认证教师

现任山东奥斯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主程。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2013年开始从事AR研发。从最早的韩庚出品AR项目到近期的大眼鹿智能伴读宝AR产品都一致受

中国摄影家协会摄影函授学院教师

到广大用户好评。

广东省摄影家协会摄影技术提炼委员会委员

2015年开始从事VR的设计和研发。主要负责整体业务逻辑框架搭建及新员工技术培训等。

北京摄影函授学院广东校区电白教育基地主任

项目经验：

VR 专业讲师
山东奥斯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王 严

胜利油田AR漫游

六艺VR创客游戏化教学系统

金科王府AR

探索太空VR创客游戏化教学系统

故宫、长城智游通

沉浸式VR交通综合培训模拟考核试驾及安全教育系统

韩庚出品AR

VR体验式智能售楼系统

大眼鹿智能伴读宝AR

VR室内设计装修体验式智能销售系统

VR交警培训系统

VR游戏：森林采药记

茂名市电白摄影学会会长
《梦海》获首届“游摄中国”全国摄影大赛金奖
《心跳》《天问》《凤巢》《希望》《意 · 像》分别获 22、23、24、25、26 届广
东省摄影展奖项
“百利杯”广东省摄影月赛年度总冠军
系列作品入展“星河展”-- 第四届广东省青年摄影家作品展
《家园》获中国国家地理“荒野传奇”银奖
《夜山》获首届“美丽海洋”全国摄影大展银奖

数码摄影与后期提升讲师
毕业于东北电力大学动画系。从 2014 年开始从事 IT 工作。
曾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影视工作室做影视
后期特效师。在北京陌陌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和担任游戏特效师，主要负责场景特效、角色技能特效、UI
界面特效、游戏过场镜头动画和片头开场视频动画制作，参与多款游戏制作，其玄幻仙侠巨作 3DMMO
游戏《神域苍穹》上线后获得较好的盈收和口碑。在上海拟酷游戏有限公司担任游戏特效师，参与和韩国
蓝洞公司共同研发的大型暗黑风 3DMMO 游戏《黑暗信仰》的开发，主要负责场景、角色、UI 界面特效和
游戏过场镜头动画制作，游戏宣传片制作等。
2015 年开始从事 VR 的设计和研发，VR 影视后期制作等。
在奥斯菲科技有限公司担任产品经理，
主要负责模型制作和场景效果调优，产品功能审核与验收，VR 影视拍摄，后期制作，新进员工培训等。
项目经验：
国家中印科技国际创新园 VR 宣传片
VR 交警培训系统

VR 专业讲师
山东奥斯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徐 斌

六艺 VR 创客游戏化教学系统
探索太空 VR 创客游戏化教学系统
沉浸式 VR 交通综合培训模拟考核试驾及安全教育系统
VR 体验式智能售楼系统
VR 室内设计装修体验式智能销售系统
VR 游戏：森林采药记

徐 兴

《花影炫色》《罗平早晨》《苏醒》分别入展 2013、2014、2015“东方花园 ·
魅力罗平”全国摄影大展
《蚌场一家子》《天边》《童年的小桥》获第三、四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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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摄影与后期提升课程、讲师

VR 视觉 \ 游戏课程讲师
1997年开始从事IT工作。曾在Adobe、Augmentum、立禾、瑞丰等多家公司担任CTO、技术总
监、技术顾问、技术专家、社区版主等职务。现任山东奥斯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威码智能科技有

时间

课程

内容

限公司/山东锐新国际教育有限公司CEO。

参训老师需自带一部单反相机，一个变焦镜头。

2008年开始从事VR的设计，研发，培训。带领团队完成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虚拟现实阅读站等
世界级项目和沉浸式VR交通培训考核模拟练习安全教育综合系统等，是世界上最早从事大型商业VR系

第一天

统设计与开发的人之一。
其中沉浸式VR交通培训考核模拟练习安全教育综合系统、VR体验式智能售楼系统多项产品获得多
位国家领导人和相关部门领导的高度评价和首届中国VR创新创业大赛、微软MPC大赛等赛事大奖。
项目经验：
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 虚拟现实阅读站

VR 专业讲师
山东奥斯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赵 戈

沉浸式VR交通综合培训模拟考核试驾

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 城市未来馆 智能家居

及安全教育系统

VR交警培训系统

VR体验式智能售楼系统

六艺VR创客游戏化教学系统

VR室内设计装修体验式智能销售系统

探索太空VR创客游戏化教学系统

VR游戏：森林采药记

沉浸式场景英语VR、AI教学系统

虚拟量衣/试衣镜

第二天

如何用好手头的摄影器材，画面的构成，光质对被摄体的影响，食品摄影。

第三天

点评前一天的作业，固体摄影、柔体摄影、流体摄影、陪体与背景（实践拍摄）。
电商摄影

第四天

点评前一天的作业，讲解不同商品的拍摄特性。

第五天

如何赋予作品更深层次的生命力，商摄作品的后期处理。

第六天

培养会场拍摄的全局观，如何提高会场摄影的成功率，闪关灯的运用，机位的选择，关键内容抓拍。
会议摄影

第七天
第八天

2012年开始从事IT工作。曾在游艺星际、魔方网、AcFun、世优科技等多家公司担任主程职务。

开班仪式
开班仪式。通过对参训教师以往作品的诊断、交流点评，掌握参训教师水平层次，便于有效教学 。商业摄影作品
摄影作品诊断 与获奖作品赏析。

如何拍摄主角（领导）和参与者（与会），会场气氛的把握。会场摄影的后期处理。
成果汇报，结业式。

培训费：￥5988.00（含培训费，证书费。参训老师食宿、交通费自理。）
Adobe 中国认证教师

现任山东奥斯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主程。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2013年开始从事AR研发。从最早的韩庚出品AR项目到近期的大眼鹿智能伴读宝AR产品都一致受

中国摄影家协会摄影函授学院教师

到广大用户好评。

广东省摄影家协会摄影技术提炼委员会委员

2015年开始从事VR的设计和研发。主要负责整体业务逻辑框架搭建及新员工技术培训等。

北京摄影函授学院广东校区电白教育基地主任

项目经验：

VR 专业讲师
山东奥斯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王 严

胜利油田AR漫游

六艺VR创客游戏化教学系统

金科王府AR

探索太空VR创客游戏化教学系统

故宫、长城智游通

沉浸式VR交通综合培训模拟考核试驾及安全教育系统

韩庚出品AR

VR体验式智能售楼系统

大眼鹿智能伴读宝AR

VR室内设计装修体验式智能销售系统

VR交警培训系统

VR游戏：森林采药记

茂名市电白摄影学会会长
《梦海》获首届“游摄中国”全国摄影大赛金奖
《心跳》《天问》《凤巢》《希望》《意 · 像》分别获 22、23、24、25、26 届广
东省摄影展奖项
“百利杯”广东省摄影月赛年度总冠军
系列作品入展“星河展”-- 第四届广东省青年摄影家作品展
《家园》获中国国家地理“荒野传奇”银奖
《夜山》获首届“美丽海洋”全国摄影大展银奖

数码摄影与后期提升讲师
毕业于东北电力大学动画系。从 2014 年开始从事 IT 工作。
曾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影视工作室做影视
后期特效师。在北京陌陌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和担任游戏特效师，主要负责场景特效、角色技能特效、UI
界面特效、游戏过场镜头动画和片头开场视频动画制作，参与多款游戏制作，其玄幻仙侠巨作 3DMMO
游戏《神域苍穹》上线后获得较好的盈收和口碑。在上海拟酷游戏有限公司担任游戏特效师，参与和韩国
蓝洞公司共同研发的大型暗黑风 3DMMO 游戏《黑暗信仰》的开发，主要负责场景、角色、UI 界面特效和
游戏过场镜头动画制作，游戏宣传片制作等。
2015 年开始从事 VR 的设计和研发，VR 影视后期制作等。
在奥斯菲科技有限公司担任产品经理，
主要负责模型制作和场景效果调优，产品功能审核与验收，VR 影视拍摄，后期制作，新进员工培训等。
项目经验：
国家中印科技国际创新园 VR 宣传片
VR 交警培训系统

VR 专业讲师
山东奥斯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徐 斌

六艺 VR 创客游戏化教学系统
探索太空 VR 创客游戏化教学系统
沉浸式 VR 交通综合培训模拟考核试驾及安全教育系统
VR 体验式智能售楼系统
VR 室内设计装修体验式智能销售系统
VR 游戏：森林采药记

徐 兴

《花影炫色》《罗平早晨》《苏醒》分别入展 2013、2014、2015“东方花园 ·
魅力罗平”全国摄影大展
《蚌场一家子》《天边》《童年的小桥》获第三、四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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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界面与交互设计
时间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UI 界面与交互设计讲师

课程

内容

开班仪式
UI、UE的行业介绍

1. UI设计的核心点、 2. UI设计的几大模块、 3. 如何成为一个好的设计师、 4. 世界
技能大赛中对界面及网站设计的要求，解读规则，提炼要点。

用户体验与交互设计（一）：
产品经理与用户体验的设计方法

产品经理部分：
1. 产品思维的设计要求和讲解、 2. 用户画像的制作、 3. 用户需求的分析以及需求池
的建立、 4. 为什么要有竞品分析，以及竞品分析的方法和竞品的分析维度、 5. 产品
和用户地图的制作方法、 6. MRD\PRD\BRD文档的制作方法和制作要求、 7. 互联
网产品的框架分析

用户体验与交互设计（二）：
原型图的制作与设计要点

交互设计部分：
1. 产品流程图的讲解、 2. 为什么要有流程图、 3. 产品经理关注的流程图在哪里、
4. UI设计师常用的站点地图、5. 交互设计的讲解、6. 什么是用户习惯、7. 交互设计
工作流的概念、 8. 如何决定这个交互设计是正确的、9. 如何避免交互设计的错误、
10. 低保真图的制作、 11. 墨刀面板的介绍、原型制作、产品原型图

网站设计（不涉及编程）

1. 网页设计的概念、 2. 讲解banner的设计与制作特点、 3. banner的设计风格的讲
解与制作、 4. banner的构图结构讲解、 5. banner的配色方案、 6. 产品为主的风
格、 7. 字体变形的设计、 8. 网页为什么要从框架设计入手、 7. 框容器的设计方法
和不同的分类

网站设计（不涉及编程）

1. 网页设计的规范与流程、 2. 网页设计的布局---布局原则、 3. 网页设计的布局--布局方法、 4. 网站页面的规划设计与页面制作、 5. 响应式网站的设计特点

设计思维讲解：
1. 如何在设计中打破常规、 2. 打破常规增加创意的4大理性逻辑步骤、 3. 细节决定
创意的实现
第六天

设计思维理性化--手机主题案例实战
（设计与制作手机主题APK安装包与发
布手机主题）

实战项目部分讲解：
1. 讲解剪影图标，扁平化图标，拟物化图标的设计与制作方法、 2. 讲解手机主题的
设计与制作的要点和交互标准、 3. iOS+Android手机主题的概述、4. iOS+
Android手机主题的设计规范、 5. 手机设计的制作过程与设计原则、 6. 手机主题切
图的解决方案、 7. 手机主题设计的项目实战练习、 8. 制作手机主题的apk文件（不
涉及编程）、 9. 讲解如何发布手机主题，并安装到Android手机使用

Adobe 中国界面与交互设计认证讲师
Adobe 中国认证产品专家
10 年图形图像设计工作经验
6 年移动互联网开发经验
2014 年开始介入 VR 的开发，主要负责 3D 场景的渲染和 VR-UI 的设计
APP 作品《HELP》获得 2016 年 Adobe 创意大学最佳创意奖
参与十几款社交应用以及游戏的开发制作，积累了丰富的产品经验，其指导的
《FISHTALES》等产品多次在国际市场获得总排行榜榜首的成绩。之后带团队独立
开发过《Egg talk》
、《HD 征战》、《打地鼠》、《纸模范》、《三国战记》、《他塔王世
界》、《ARKER》
、《LUCK 骑行》、《HELP》、《嘀嗒配色》等多款优质产品，并以此积

UI 界面与交互讲师

累下丰富的移动互联开发经验和教学经验。

伊光辉
个人独立开发产品
《嘀嗒配色》16 年 7 月

的APP，带有GPS功能，SOS功能，自救功能，help功能；以制

一款专门为设计师量身定做的设计配色 APP；根据科学的

作人和产品经理的职位参与整个项目的设计，主要负责整个产品

配色方法和多年的设计开发经验总结的一套系统 进行技术支持；

的设计研发，技术支持，产品的策划，功能定义，交互设计，用

拥有配色，照片取色、相机取色，过往色卡、在线模板使用等功

户体验，UI设计，UI制作，交互设计，图标设计。制作时长：1

能。

周 （未上线）
《ARKER学堂》在线教育APP，以制作人和产品经理的职

《LUCK 骑行》15 年
运动类社交 APP，为骑行运动爱好者开发的运动类社交

位参与整个项目的设计，主要负责整个产品的设计研发，技术支

APP，可以利用 GPS 追踪骑行过程，参加各种活动、分享记录

持，产品的策划，功能定义，交互设计，用户体验，UI设计，UI

以及关注好友；拥有自己的路书功能，可以为骑行爱好者提供最

制作，交互设计，图标设计。制作时长：2个月
《HD征战》3D枪击类游戏，在亚洲地区 上线，负责3D场

快速，最简洁的骑行路线的查询，并可以约伴附近骑行好友一同
进行；具备自己的专业训练系统，并配备专业的 私人教练。
《K12 欢乐无限》15 年

景模型的制作，动画，特效的渲染，UI制作，交互设计，图标设
计。制作时长:12个月

在线教育 APP，使用美国的 K12 教学系统为国内的而孩子

《egg talk》社交3D游戏，在亚洲地区 上线，负责宣传网

们开发的一款在线教育的 APP，解决很多多内 homeschool 的

站设计的前端和后端代码的编写；负责3D模型的制作，动画，

学生的学习素材，学习版权的问题，拥有在线的教师，直播视频

特效；UI部分3D图标的制作，制作时长：12个月
《打地鼠》3D游戏，在亚洲地区 上线，负责宣传网站设计

教学等功能。

第七天

1. 讲解iOS端口与Android端口的界面制作制作规范 2. DPI与PPI的区别、 3. PPI的
计算公式、 4. 常见智能手机的尺寸与热门手机的分辨率、 5. 不同APP的设计风格、
6. UI设计中的标准配色与感性配色的交叉、 7. ios系统界面与Android系统界面的界
移动互联网产品APP界面与交互设计的
面布局与开发方法、 8. 页面制作登录系统的实战项目制作、 9. 以ios端为例进行制
制作与设计规范、 设计资源的分享
作与设计规范的讲解和设计制作、 10. 界面设计中的颜色规范、文字规范、 11. 引
导页、标题栏、导航栏的设计分类与制作、 12. 如何成为一个好的UI设计师、 13.
设计资源的分享

的前端和后端代码的编写；UI制作，交互设计，和产品原型，

与团队协作开发产品
《HELP》16年7月

获得Adobe创意大学2016年最佳创意

奖。一款可以让用户向周围的陌生人或者熟悉的人发送帮助需求

3D模型的制作，动画，特效。制作时长2个月
《fish tales》养成类社交3D游戏，在北美地区 上线，获
得游戏总下载排行榜榜首的成绩，负责3D模型的制作，动画，
特效；UI部分3D图标的制作，制作时长：8个月
参与《刮刮乐》、《纸模范》、《三国战记》、《塔王世
界》等应用游戏APP的开发，积累了的丰富的移动互联网开发经

第八天

成果汇报，结业式

培训费：￥6988.00（含培训费，证书费。参训老师食宿、交通费自理。）
本课程对接“世界技能大赛”中“平面设计”和“网站设计与开发”相关设计模块，依据大赛标准提升专业教师
和教练人员的专业水平。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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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界面与交互设计
时间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UI 界面与交互设计讲师

课程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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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界面与交互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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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成果汇报，结业式

培训费：￥6988.00（含培训费，证书费。参训老师食宿、交通费自理。）
本课程对接“世界技能大赛”中“平面设计”和“网站设计与开发”相关设计模块，依据大赛标准提升专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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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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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动态设计课程
时间

影视动态设计讲师
内容

教育品牌沃 CG 创始人

开班仪式。介绍并分析影视方向行业现状；介绍新兴短视频行业案例。
第一天 学习AE软件的界面和基础操作，并通过具体案例学习一般制作流程，包括创素材导入、创建合成、制作动画、添加特效与渲染输
出等。 讲解Mask(遮罩)的作用，学习Mask (遮罩）的创建方法、属性与修改方法，并通过具体案例加深对Mask的理解。
第二天

讲解文字的创建方法，文字属性的修改。 并学习字幕制作技巧、声画配合技巧、路径文字动画以及高级文字动画制作技巧。 讲解
一些高级文字动画的制作方法，主要涉及Track Matte(轨道藏版)、 Glow(发光)等知识点。

第三天

形状层的讲解，涉及基础讲解和高级特效。也会讲解曲线编辑器的用法和简单表达式的用法。讲解制作UI动效（MG动画）常用的
一些脚本和插件。

资深设计师 \ 高级培训讲师
曾任火星时代资深讲师
国内多家影视动画与广告传媒公司项目与培训经验
视觉中国，中央电台后期制作基地、中国传媒大学特聘讲师。
独立出版图书：

第四天 综合案例，通过一个完整短视频案例复习之前所学习的知识。
第五天

学习Cinema4D软件的界面和基础操作，介绍三维制作的工作流程，包括影视模型、材质、灯光、渲染、合成等部分，通过小案
例，讲解C4D基础建模技术以及材质贴图的使用，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操作，掌握C4D入门技术。

讲解C4D贴图处理及基础灯光材质，常规布光方式，常规材质，学习并了解动画的制作方法及理念，使学生了解如关键帧动画，
第六天 路径动画等常用动画技巧，通过对MoGraph模块基础应用讲解，以及常用效果器的使用技巧，深入了解各种变形器的使用，配合
摄像机完成制作动画部分学习。
第七天

12

影视动态设计讲师

王海波

学习有关特效制作的高级MoGraph实战应用，高级动力学，各类动力场的使用，破碎、布料、毛发、粒子动力学使用技巧及常规
应用。结合之前所学知识，运用C4D制作一个完整的短视频案例。

《After Effects 插件特效火星风暴》
《After Effects 高级特效火星课堂》
三维软件图书《Cinema 4D 影视特效火星风暴》，该书被引入台湾出版繁体版。

Gascake家园创始人
吉林省图们市石岘镇长大，于2000年长春艺术设计学校入学，并结识了97届的学

第八天 成果汇报，结业式。

长－刘涛（CG启蒙老师），学习了平面设计，三维制作等软件后，2004年来到北京，

培训费：￥6988.00（含培训费，证书费。参训老师食宿、交通费自理。）

参与了设计行业，2009年在韩国VDAS(Visual Design & Art School视觉设计与艺术学
校)进修品牌视觉策划、至今在中国动态影像设计领域里、启发／运作Gascake家园（
动态设计师们的社交网络平台）。
2004 年至今完成 400+ 个包装作品及广告制作作品，包含创意、策划、设计、执
行 等 工 作，曾 服 务 过 的 客 户 有：CCTV-1、CCTV-2、CCTV-3、CCTV-4、CCTV-5、
CCTV-7、北京卫视、河北卫视、河南卫视、湖北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四川卫
视、厦门卫视、三沙卫视、深圳卫视、淄博电视台、四川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大连电
视台、福建电视台、厦门电视台、Audi、BMW、长安汽车、长城一汽、洋河集团、哈

影视动态设计讲师

6 清开灵、三星、优酷、土豆、爱奇艺等大型广播电视台与大型企业。期间教授并带出

洪 泉

了超过百位实战学徒，现任公司总监、工作室创始人、公司创始人等，为行业做出了突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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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开灵、三星、优酷、土豆、爱奇艺等大型广播电视台与大型企业。期间教授并带出

洪 泉

了超过百位实战学徒，现任公司总监、工作室创始人、公司创始人等，为行业做出了突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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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课程、讲师

创意品牌设计课程、讲师
时间

课程

内容

1. 平面设计中的创意规律
2. 经典作品的创意特点
开班仪式
3. 创意与设计表现手法的关系
1. 创意的来源
上午
2. 创意思维与设计表现形式 4. 从创意产生到设计成品的流程
5. 分析创意设计思路规律
3. 实例解析
第一天
6. 相关软件应用概述

认识创意的产生及手法与分类、掌握相关软件技能、
色彩构成、平面构成、用户体验研究、消费心理学、
市场营销、文案创意等相关知识为重点。以及如何在
标准流程中完美进行团队合作。

1. logo 创意的多种形式
2. logo 风格定位
3. logo 创意思路的形成
4. logo 创意练习

下午 logo 实例解析

时间

目的

实际案例练习。
掌握 logo 创意、设计的基本法则， 熟练软件技术、
掌握创意要点，熟悉平面设计视觉规范、驾驭设计软
件等知识点。

不同媒介的创意表达：传统 1. 图像处理练习（人像与静物）
上午 媒介、PC 端、移动端设计 2. 风格定位
的分类及表现方式
3. 色彩搭配
第二天
4. 构图练习
下午 传统媒介海报创意设计
5. 设计手法练习（软件应用）

实际案例练习。
掌握平面创意设计分类的不同侧重点及统一性。
进一步掌握平面设计基本法则、熟练软件技术。

实际案例练习。
1. 相同内容在不同使用情景中的创意延展
学习如何提炼创意、构图重点，在保持风格一致的前
2. 相同内容在不同媒介中的创意延展
提下如何取舍以适应不同情景需求。

上午 传统媒介创意延展设计
第三天
下午 PC/移动端延展设计
分组主题创作

主题设计内容：设计一套应用方案，包括：主题 logo、POP 广告、DM 宣传页、户外广告、海
报、杂志广告。各团队合作完成一套标准的平面设计项目。

第五天

答疑、完善主题创作

各团队合作完善平面设计项目。

第六天

结合案例,介绍设计本质与工作学习的不同思考方式，开会的意义。

第七天

结合案例介绍大脑的喜好与混合创意，提取灵感，故事的讲述。

第八天

成果汇报，结业式。

第四天

课程

内容

上午

开班仪式
电子竞技概念

下午

电子竞技产业生态

上午

基本功

下午

项目内容

上午

电子竞技运动与训练

下午

选手与俱乐部

职业选手与俱乐部现状；组织架构及人员构成
商业模式；电子竞技场馆概述
产业规模及发展趋势；著名场馆介绍

上午

电子竞技裁判

裁判的功能与界定；基本流程与规范
裁判员手册；突发情况处理

下午

电子竞技解说

解说概念与基本素养；基本原则
解说流程与规范；电子竞技媒体传播
主流传播途径

上午

解说基础发音

基本功；语音语速；基本技能

下午

解说进阶

即兴评述；语言架构；前期准备

上午

媒体管理

电竞媒体概述；主流媒体；媒体运营管理

下午

电子竞技赛事

赛事运营概述；赛事策划与组织；商业模式

上午

赛事策划实战

撰写赛事策划书；设定比赛规模、人财物协调

下午

电竞产业回顾及展望

第一天

电子竞技的概念；电子竞技的历史与现状
上层建筑；赛事核心；媒体传播；消费者；泛娱乐跨界融合
体能训练；心理辅导；基本技能

第二天

硬件设备分类；运行方法分类
游戏项目内容分类

第三天

第四天

训练原则；技能训练内容与方法
心里能力训练；冲突与沟通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培训费：￥5988.00（含培训费，证书费。参训老师食宿、交通费自理。）

第八天

国内外赛事机构；赛事规模与趋势

成果汇报，结业式

培训费：￥5988.00（含培训费，证书费。参训老师食宿、交通费自理。）
创意品牌设计讲师

创意品牌设计讲师

杨赵鑫

唐连喜

韩国忠北大学 国际商务学 博士
（2009-2013）
韩国清州大学 助理教授
（2011-2014）
黑龙江大学 国际贸易系 教师
（2014）
北京华嘉电竞学院院长（2015- 至今）

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超过 20 年平面创意设计工作室经验，

计金奖、尚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意设计与策划教学负责人、哈尔滨市乾坤影视

导视系统等。

文化中心理事、雄视星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高级讲师&技术总监、传迈品牌顾问

代表作品：
华星 UME 影城 VI 设计及电影海报设计
四川长虹空调系列整体终端推广设计
北京宏福集团、温都水城 VI 及整体形象设计
参与 08 年北京奥运会部分公益广告创意设计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国内外电影节宣传系列设计
CAD 工程师系列软件包装设计等
北京国际空港创新创业产业基地 VI 导视整体策划、设计

《电子竞技场馆赛事从业人员培训规范》团体标准起草人

Adobe专家委员会委员、韩国VDAS学院进修、黑龙江艺术家协会创意设

涉及领域包括影视媒体、广告、VI 设计、摄影、书籍装帧、包装、企划画册、视觉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数字媒体技术职业认证专家委员
中国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协会团体标准专家委员

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智胜联合公关顾问有限公司视频项目主管、中国传媒大学媒
体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客座讲师、紫禁城·乾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设计顾问、引力

在韩博士期间所学专业是国际商务专业文化产业方向，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是中

太空文化传媒公司设计顾问、为多本CG图书撰稿。

韩电竞产业领域，以异文化交流为突破口，综合考虑中韩各地区的人口、经济、环

出版：
《3ds Max 9 完全自学手册》
《3ds Max VRay 效果图制作完全学习手册》
《3ds Max VRay 设计与渲染从入门到精通》
《3ds Max VRay 材质与光影渲染表现技法》
公益、教学视频 :

橡果国际产品品牌策划、设计

地铁 LOMO 风格制作流程

大唐国际、普惠金融等金融行业集团形象设计等

Making of Afterglow in 3ds Max and V- Ray 等

境等各项宏观因素，以不同价值观体系为切入点，探讨在不同产业链之间的相互作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讲师

禹亮日

用机制，构建在不同价值观体系下，中韩两国电竞产业管理模式。目前主要负责全
面管理电竞学院各项事宜，撰写电竞相关教材，制定电竞相关标准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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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课程、讲师

创意品牌设计课程、讲师
时间

课程

内容

1. 平面设计中的创意规律
2. 经典作品的创意特点
开班仪式
3. 创意与设计表现手法的关系
1. 创意的来源
上午
2. 创意思维与设计表现形式 4. 从创意产生到设计成品的流程
5. 分析创意设计思路规律
3. 实例解析
第一天
6. 相关软件应用概述

认识创意的产生及手法与分类、掌握相关软件技能、
色彩构成、平面构成、用户体验研究、消费心理学、
市场营销、文案创意等相关知识为重点。以及如何在
标准流程中完美进行团队合作。

1. logo 创意的多种形式
2. logo 风格定位
3. logo 创意思路的形成
4. logo 创意练习

下午 logo 实例解析

时间

目的

实际案例练习。
掌握 logo 创意、设计的基本法则， 熟练软件技术、
掌握创意要点，熟悉平面设计视觉规范、驾驭设计软
件等知识点。

不同媒介的创意表达：传统 1. 图像处理练习（人像与静物）
上午 媒介、PC 端、移动端设计 2. 风格定位
的分类及表现方式
3. 色彩搭配
第二天
4. 构图练习
下午 传统媒介海报创意设计
5. 设计手法练习（软件应用）

实际案例练习。
掌握平面创意设计分类的不同侧重点及统一性。
进一步掌握平面设计基本法则、熟练软件技术。

实际案例练习。
1. 相同内容在不同使用情景中的创意延展
学习如何提炼创意、构图重点，在保持风格一致的前
2. 相同内容在不同媒介中的创意延展
提下如何取舍以适应不同情景需求。

上午 传统媒介创意延展设计
第三天
下午 PC/移动端延展设计
分组主题创作

主题设计内容：设计一套应用方案，包括：主题 logo、POP 广告、DM 宣传页、户外广告、海
报、杂志广告。各团队合作完成一套标准的平面设计项目。

第五天

答疑、完善主题创作

各团队合作完善平面设计项目。

第六天

结合案例,介绍设计本质与工作学习的不同思考方式，开会的意义。

第七天

结合案例介绍大脑的喜好与混合创意，提取灵感，故事的讲述。

第八天

成果汇报，结业式。

第四天

课程

内容

上午

开班仪式
电子竞技概念

下午

电子竞技产业生态

上午

基本功

下午

项目内容

上午

电子竞技运动与训练

下午

选手与俱乐部

职业选手与俱乐部现状；组织架构及人员构成
商业模式；电子竞技场馆概述
产业规模及发展趋势；著名场馆介绍

上午

电子竞技裁判

裁判的功能与界定；基本流程与规范
裁判员手册；突发情况处理

下午

电子竞技解说

解说概念与基本素养；基本原则
解说流程与规范；电子竞技媒体传播
主流传播途径

上午

解说基础发音

基本功；语音语速；基本技能

下午

解说进阶

即兴评述；语言架构；前期准备

上午

媒体管理

电竞媒体概述；主流媒体；媒体运营管理

下午

电子竞技赛事

赛事运营概述；赛事策划与组织；商业模式

上午

赛事策划实战

撰写赛事策划书；设定比赛规模、人财物协调

下午

电竞产业回顾及展望

第一天

电子竞技的概念；电子竞技的历史与现状
上层建筑；赛事核心；媒体传播；消费者；泛娱乐跨界融合
体能训练；心理辅导；基本技能

第二天

硬件设备分类；运行方法分类
游戏项目内容分类

第三天

第四天

训练原则；技能训练内容与方法
心里能力训练；冲突与沟通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培训费：￥5988.00（含培训费，证书费。参训老师食宿、交通费自理。）

第八天

国内外赛事机构；赛事规模与趋势

成果汇报，结业式

培训费：￥5988.00（含培训费，证书费。参训老师食宿、交通费自理。）
创意品牌设计讲师

创意品牌设计讲师

杨赵鑫

唐连喜

韩国忠北大学 国际商务学 博士
（2009-2013）
韩国清州大学 助理教授
（2011-2014）
黑龙江大学 国际贸易系 教师
（2014）
北京华嘉电竞学院院长（2015- 至今）

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超过 20 年平面创意设计工作室经验，

计金奖、尚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意设计与策划教学负责人、哈尔滨市乾坤影视

导视系统等。

文化中心理事、雄视星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高级讲师&技术总监、传迈品牌顾问

代表作品：
华星 UME 影城 VI 设计及电影海报设计
四川长虹空调系列整体终端推广设计
北京宏福集团、温都水城 VI 及整体形象设计
参与 08 年北京奥运会部分公益广告创意设计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国内外电影节宣传系列设计
CAD 工程师系列软件包装设计等
北京国际空港创新创业产业基地 VI 导视整体策划、设计

《电子竞技场馆赛事从业人员培训规范》团体标准起草人

Adobe专家委员会委员、韩国VDAS学院进修、黑龙江艺术家协会创意设

涉及领域包括影视媒体、广告、VI 设计、摄影、书籍装帧、包装、企划画册、视觉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数字媒体技术职业认证专家委员
中国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协会团体标准专家委员

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智胜联合公关顾问有限公司视频项目主管、中国传媒大学媒
体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客座讲师、紫禁城·乾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设计顾问、引力

在韩博士期间所学专业是国际商务专业文化产业方向，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是中

太空文化传媒公司设计顾问、为多本CG图书撰稿。

韩电竞产业领域，以异文化交流为突破口，综合考虑中韩各地区的人口、经济、环

出版：
《3ds Max 9 完全自学手册》
《3ds Max VRay 效果图制作完全学习手册》
《3ds Max VRay 设计与渲染从入门到精通》
《3ds Max VRay 材质与光影渲染表现技法》
公益、教学视频 :

橡果国际产品品牌策划、设计

地铁 LOMO 风格制作流程

大唐国际、普惠金融等金融行业集团形象设计等

Making of Afterglow in 3ds Max and V- Ray 等

境等各项宏观因素，以不同价值观体系为切入点，探讨在不同产业链之间的相互作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讲师

禹亮日

用机制，构建在不同价值观体系下，中韩两国电竞产业管理模式。目前主要负责全
面管理电竞学院各项事宜，撰写电竞相关教材，制定电竞相关标准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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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参训教师感言

往期参训教师感言

王显旺

陈珊

北京云风启志科技有限公司 UI 课程讲师 / 视频部负责人

临沂大学 传媒学院 副教授

本次培训是实实在在全 VR 设备体验式教学模式，与以往书本化的软件教学

很怀念在中科希望快乐学习的十天，让我感受到设计类课程的魅力，洪老师

有很大不同。整个课程紧凑充实，课程从基础的设备安装调试，到行业分析应用，再

别具一格的授课方式，脑洞大开的主题引导，以及到现在都能随时通过网络给予

到项目制作实训，及最后的专家分享和行业公司访问，全程每一天都是收获满满。

的技术支持，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感谢王老师和赵老师两位黑衣人，无微不

再回首北京 CSIA 虚拟现实培训项目，无论是工作人员的热情周到，还是老师的细

至的关怀让我们收获了大家庭的温暖，愿中科希望的教师培训越办越好。

心讲解，再到伙伴们的项目打拼，都会是我个人成长中美好的一段回忆。老师同学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大家因中科希望夏天的那次培训而有所不同，愿中科希
望的培训越做越好。

章坚

邵乔建

江西新华电脑学院 副主授

云南新华电脑学校 讲师

这次培训真的让我收获非常大，全案例讲解，老师认真负责，讲解的知识全面，

此次培训站在电脑黑科技的最前沿，给我们带来了“及时雨”。从行业未来的发

既有专业技术知识，也有宣传推广的材料，对我们专业的建设有非常大的帮助。由

展、VR 设备的应用原理、相关软件及程序的应用都安排的非常周到细腻。一流的培

浅入深让我们逐步掌握 VR 制作的各个环节。对于我这个编程方面的门外汉，两位

训讲师和专业的讲师助理给我难忘的印象，我深深地感谢他们。在培训中学到了很

辅导老师直接教我们做成通用的脚本，然后调用即可，非常实用。

多知识和做人做事的道理，影响着我以后的奋进。虽然培训已经结束，可教师们在
微信群中时常还发一些专业的技术和学术文章，真值！我一定会把所学教授给我
的学生，不辜负这次培训的所有老师。

李志松

王莉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信息学院 讲师

安徽新华电脑专修学院 动漫学科负责人 副主授

2017 教师培训学到很多。一个是更深入了解公司工作流程与项目运行 ; 另一
个是能帮助我更清晰认识到现实项目对技能细节的多方需求。

通过这次的培训学习，切实感觉到了自身的提高。培训期间，中科希望公司工
作人员服务周到，提供了多种先进的设备共我们学习，也感谢每一位授课老师精彩

整个培训传递信息量大，强度大，冲击力大。

的授课。授课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分组、小组讨论、小组分工的模式进行教学，理论联

洪泉老师是行业内大伽，对行业、对培训都激情满满。中科希望与洪泉讲师都

系实践，让我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在此诚挚地感谢中科希望带来的本次

值得信赖。

培训。

刘琦炜

雷敏

吉林省长春光华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专业 系主任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从教十多年来，我认为短期高效的“充电”是高校教师从教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培训内容确实很丰富，信息量很大，培训老师也很负责。因为老师没有参与过

环节，前沿技术的学习和新视野的拓展能够为接下来的教学工作指明方向。中科公

真实的项目，不能解决项目过程中出现的意外问题。同时对软件也非常不熟悉。建

司的培训，有深度、有广度，节奏紧凑、内容严谨，一期培训下来使我收益颇多。

议开设时间更长一些的网络培训，解决更多真实项目参与的问题。

通过本次培训，我也结交了多位同行，形成了线上交流平台，不但学到了知识，
也获得了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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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维佳

朱永春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岭南艺术产业系 讲师

山西新华互联网科技 讲师

为期十天的培训，敬业的老师、严谨的教学设计、有说服力的案例展示、激烈的讨论、脑

这次暑期培训可以说收获非常大，我非常认可老师的授课方式，课程安排很紧凑，一

洞大开的头脑风暴、愉快高效的团队合作、贴心的后勤保障等，让我们能充分参与顶尖的案

边讲课一边实战练习，并且安排了两位助教老师，有不理解的地方随时可以一对一交流，

例制作，提升自我，并能与其他兄弟院校充分进行互动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次培训

另外特别感谢主办方中科希望，给我们安排了这次特别有价值的培训，在培训期间各方面

聘请的老师均是在各行业中响当当的专家级人物，让我们此次培训更加物超所值。总之，用

服务也很周到。

一种更接地气的说法，让我们再一次回归校园，教授带领我们完成毕业设计的感觉。希望这
种培训能一直开办下去，也真心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受益于此。

张红英

孙亚男

聊城大学 讲师

北京新华互联网科技 讲师

十天的 UI 学习生活既紧张又充实，感谢中科希望科技！

这次培训是一种以理论加实际形式的全面培训。在这次培训结束以后，我对自己的要求
很简单：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把培训内容都能很好的吸收。讲师都是一线精英，了解市场
行情与技术，在这里真的感谢中科希望。

陈国园

姜笔支

重庆新华电脑学校 讲师

陕西新华电脑软件学校 讲师

非常荣幸地参加了中科希望 2017 年的教师培训，这次培训的 VR 相关内容丰富，知识

伴随着互联网快速的发展，作为一名与互联网相关的教师，通过参加这次培训，不仅让

量大，涉及面广，案例更具有代表性，使得我在这次培训中受益匪浅，能够在培训之后把所学

老师们学到互联网科技前沿的知识点，同时也开阔了老师们的视野。主办方的工作热情、培

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的课堂授课过程中。在此真诚感谢中科希望的所有老师。

训老师的激情，都让人难忘。正所谓：学到老，活到老。

倪世明

卢平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泰安市文化产业中等专业学校 讲师

在培训学习期间，全体参训教师合作学习，共同成长，成为一个亲密和谐的学习大家庭。

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希望的种子。通过几天的培训，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看似简单的

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知识更新日益加快的今天，

东西，也要亲自动手去做，否则就不会真正掌握它！

及时补充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拓展新视野，提高专业素养，终身学习，是每位教师必须做的。

周平

王嘉楠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讲师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艺术系 讲师

中科希望科技有一支强大而专业的师资队伍，是数字媒体技术领域的一支生力军，是我
们吸取养分、提高专业技能的沃土。

2017年暑假CISA教师培训，现在回忆起来还仿佛就在昨日。十几天充实的学习和生
活让2017年变成富有意义的一年。王桂红、赵艳娟老师在生活中无微不至的关心，让繁
忙的学习生活充满了温暖。授课专家的专业和严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习为我打开
了理解专业知识的另一扇门，通过这扇门可以对本专业课程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感谢CISA
师资培训!

18

17

往期参训教师感言

往期参训教师感言

曾维佳

朱永春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岭南艺术产业系 讲师

山西新华互联网科技 讲师

为期十天的培训，敬业的老师、严谨的教学设计、有说服力的案例展示、激烈的讨论、脑

这次暑期培训可以说收获非常大，我非常认可老师的授课方式，课程安排很紧凑，一

洞大开的头脑风暴、愉快高效的团队合作、贴心的后勤保障等，让我们能充分参与顶尖的案

边讲课一边实战练习，并且安排了两位助教老师，有不理解的地方随时可以一对一交流，

例制作，提升自我，并能与其他兄弟院校充分进行互动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次培训

另外特别感谢主办方中科希望，给我们安排了这次特别有价值的培训，在培训期间各方面

聘请的老师均是在各行业中响当当的专家级人物，让我们此次培训更加物超所值。总之，用

服务也很周到。

一种更接地气的说法，让我们再一次回归校园，教授带领我们完成毕业设计的感觉。希望这
种培训能一直开办下去，也真心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受益于此。

张红英

孙亚男

聊城大学 讲师

北京新华互联网科技 讲师

十天的 UI 学习生活既紧张又充实，感谢中科希望科技！

这次培训是一种以理论加实际形式的全面培训。在这次培训结束以后，我对自己的要求
很简单：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把培训内容都能很好的吸收。讲师都是一线精英，了解市场
行情与技术，在这里真的感谢中科希望。

陈国园

姜笔支

重庆新华电脑学校 讲师

陕西新华电脑软件学校 讲师

非常荣幸地参加了中科希望 2017 年的教师培训，这次培训的 VR 相关内容丰富，知识

伴随着互联网快速的发展，作为一名与互联网相关的教师，通过参加这次培训，不仅让

量大，涉及面广，案例更具有代表性，使得我在这次培训中受益匪浅，能够在培训之后把所学

老师们学到互联网科技前沿的知识点，同时也开阔了老师们的视野。主办方的工作热情、培

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的课堂授课过程中。在此真诚感谢中科希望的所有老师。

训老师的激情，都让人难忘。正所谓：学到老，活到老。

倪世明

卢平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泰安市文化产业中等专业学校 讲师

在培训学习期间，全体参训教师合作学习，共同成长，成为一个亲密和谐的学习大家庭。

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希望的种子。通过几天的培训，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看似简单的

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知识更新日益加快的今天，

东西，也要亲自动手去做，否则就不会真正掌握它！

及时补充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拓展新视野，提高专业素养，终身学习，是每位教师必须做的。

周平

王嘉楠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讲师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艺术系 讲师

中科希望科技有一支强大而专业的师资队伍，是数字媒体技术领域的一支生力军，是我
们吸取养分、提高专业技能的沃土。

2017年暑假CISA教师培训，现在回忆起来还仿佛就在昨日。十几天充实的学习和生
活让2017年变成富有意义的一年。王桂红、赵艳娟老师在生活中无微不至的关心，让繁
忙的学习生活充满了温暖。授课专家的专业和严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习为我打开
了理解专业知识的另一扇门，通过这扇门可以对本专业课程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感谢CISA
师资培训!

18

19

CSIA 专家委员

CSIA 专家委员

胡光耀

周明陶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秘书长

前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

国家开放大学软件学院执行副院长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顾问

国家软件与集成电路人才国际培训基地建设

《华盛顿协议》评审专家

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报告》编委

戴晶晶

姜自立

李晓栋

稻荷前

陈文飚

中国戏曲学院
讲师

临沂大学数字媒
体艺术系主任

火星时代教育
实训基地影视
教学总监

自由插画家

北京市建筑设
计专家库专家

杜宁

庞万征

刘中

杨帆

韩雪冬

吉林教育电视
台美编组组长

泰国曼谷大学
大众传媒硕士

中国摄影家协会
网站群“V 课堂”
特聘导师

资深影视动画师

优艺客创始人

张训军

张晓卫

教育部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命题委

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社长

员会委员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
会计算机专业委员会专家

劳动部全国高新技术考试专家委员
参与国内《华盛顿协议》认定

岳昕

禹亮日

徐兴

伊光辉

朝乐门

北京元隆雅图
艺术总监

韩国忠北大学
国际商务学
博士

中国摄影家
协会会员

北京汇智鼎视
教学经理

中国人民大
学副教授

杨赵鑫

赵戈

唐连喜

洪泉

王海波

张涛

蓝翔

郗鉴

黄石

付永刚

视觉设计师

山东奥斯菲智
能科技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

采集者（北京）
文化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动态设计师

教育品牌“沃
CG”创始人

视觉设计师
产品经理
监制、导演

建筑及室内
设计师

腾讯 UI 设计师

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博士

中国科学院软
件研究所
人机交互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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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晶晶

姜自立

李晓栋

稻荷前

陈文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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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

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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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教育电视
台美编组组长

泰国曼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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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家协会
网站群“V 课堂”
特聘导师

资深影视动画师

优艺客创始人

张训军

张晓卫

教育部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命题委

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社长

员会委员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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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国内《华盛顿协议》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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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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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建龙

郭术生

刘秀

马锋

孙宇

吴瑕

付腾飞

范晓静

资深影视制作人
专家讲师

TVart 创意总监

一级注册建造师
园林工程师

天津财经大学
讲师

途牛旅游网
UI 设计师

VRSTAR CEO

天津科技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讲师

呼和浩特职业
学院计算机信
息学院讲师

刘洋

陈晓鹏

李鹏飞

邵春林

王继拓

李笑非

黄正兴

陈晨

数字媒体
学术专家

空间设计师

西山居多盈
2D 主管

新华互联网科
技优秀讲师

四川传媒学院广
播电视编导专业
讲师

四川传媒学院学院

新华互联网科
技优秀讲师

四川传媒学院
数字电竞文娱
协会主席

数字电竞文娱实验
室俱乐部经理

田振华

朱君

王栋

李贵明

阎欣怡

塞买提 · 热合曼

赵宁

杨骏川

数字出版行业
专家
资深出版人

小米生态链商务
运营总监 UI
中国联合创始人

百艺汇聚专家
讲师

北京云班创客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董事

天津财经大学
珠江学院 艺术
设计系教师

新疆卡飞兰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董事长

互动设计公司
UIO Design
创始人

四川传媒学院
电子竞技专业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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