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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合行业龙头企业，构建产教融合新生态

专业群与中国动漫集团、央视动漫集团等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建立校内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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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成立了中国计算机学会CCF VC高职专业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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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成立了中国计算机学会CCF VC高职专业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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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合行业龙头企业，构建产教融合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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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IEEE（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联合完成《校园抗疫防控科普》虚拟现实作品并进行云展

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服务博鳌乐城国际医疗先行试验区永不落幕药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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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合行业龙头企业，构建产教融合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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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与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合作，通过椰文化雕刻培训带动扶贫，免费为

贫困户、残疾人、下岗工人、退伍军人等困难人员进行椰雕生产工艺培训，得到了

省残联的大力支持。从2016年至今，在海口残联一条街及琼海市大路镇、长坡镇、

烟塘镇、潭门镇、龙寿洋等地已设立海南省残疾人创业就业示范基地（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椰雕工作坊）等6大培训扶贫基地，带动131户贫困家庭以及多位残疾人、

下岗工人、退伍军人等实现家门口就业；并有效实现椰雕工艺的推广传承。

2016年与琼海市精神康复中心合作，为60名病人举行椰文化雕刻工艺系列培

训，探索以椰文化工艺疗法培训进行精神康复治疗的新方法，同时帮助特殊群体得

到经济回报。

2018年与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共同创建椰文化研发中心，依托研发中心，进

行椰雕工艺教育培训、研发及设计创作，现有600多名师生参与，实现椰雕工艺研

究、创新及推广，将非遗传承与现代文化技艺相结合，更好地推广非遗传承技术，

为椰雕工艺的传承发展作出贡献。

2019年，作为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海南广播电视大学琼海远学院组织的

《乡村振兴战略专题培训班》专题讲师，在琼海各乡镇进行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椰雕生产工艺的培训，培训对象共一百余人，使培训对象熟练掌握椰雕生产的阶段

制作方法，满足椰雕生产加工工艺要求，帮助培训对象就业（签订加工合作协议或

进入生产企业就业）。

2019年在陵水本号镇大开村、保亭响水镇合口村、文昌龙楼红娘海村开展椰雕

技能培训，帮助培训对象70人就业（签订加工合作协议或进入生产企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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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合行业龙头企业，构建产教融合新生态

椰文化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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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合行业龙头企业，构建产教融合新生态

专兼职教师带领学生共同生产韩国动漫片《聪聪玩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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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合行业龙头企业，构建产教融合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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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合作企业海南枫华动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创，项目组成员符应彬教授参与

策划，学生参与制作的动画片《热带水果》参加在俄罗斯举办的莫斯科大卡通动画

电影节，并给观众留下海南热带水果惹人喜爱的深刻印象。

《热带水果》在莫斯科大卡通动画电影节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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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现代学徒制新范式，专业群建设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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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

（一）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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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现代学徒制新范式，专业群建设成效显著

序号 片名 创作时间 合作企业

1 《红色娘子军之常青指路》 2015-2017 牡大动画有限公司
2 《海岛游》 2013

海南枫华动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 《熊在囧途》 2013
4 《热带水果》 2014
5 《水果总动员》 2015-2016
6 《海岛天堂》 2016-2017
7 《海南传奇》 2013-2015

海南图谋创意策划有限公司海南白沙感恩在线
有限公司

8 《海之洋，蓝之梦》 2013
9 《梦归海南》 2014
10 《椰妹的传说》 2014
11 《谭门生死恋》 2015
12 《邦溪的故事》 2015-2016
13 《仓鼠二三事》 2013

海南海软动漫制作有限公司三亚宾格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 

14 《身残志坚张秋银》 2014
15 《石虎的传说》 2016
16 《天津小区文化》 2016
17 92集系列动画片《国学经典》 2017
18 《鹿回头传奇》 2012-2013

三亚涯角动画有限公司海南英立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19 《黎母山的传说》 2012
20 《高山流水》 2013
21 《节约用纸》 2014
22 《豆豆与悠悠》 2015
23 《高科技触摸屏》 2016
24 《铁人的钥匙》 2017
25 《数字化立体校园》 2014

海南海软动漫制作有限公司武汉万象动画有限
公司海南弘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6 《甘工鸟》 2014
27 《美人不美》 2015
28 《利剑出鞘》 2015
29 《爵士校园》 2015
30 《绿巨人大战铁甲龙》 2015
31 《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 2016
32 《行文图书》 2017
33 《梦归海南》 2012
34 《爱的传递》 2012
35 《找东西》 2012
36 《椰岛印象》 2013
37 《畅想海南》 2013
38 《梦想之旅》 2013
39 《异.随想之妖狐》 2014
40 《奇幻之旅》 2014
41 《椰岛映像》 2015
42 《家园》 2015
43 《黎孕三月三》 2016
44 《红色娘子军万泉之声》 2017
45 《听海》 2017
46 《ONE DAY 》 2017

三级导师团队导演原创动画片46部一览表

（二）构建“三级导师学徒制”的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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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级骨干专业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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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南省省级特色专业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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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南省骨干建设专业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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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省级教学团队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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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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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动画学院被评为海南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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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现代学徒制新范式，专业群建设成效显著

（九）动漫制作技术专业入选金平果2021全国高职专业竞争力排行榜排行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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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现代学徒制新范式，专业群建设成效显著

（十）专业建设成果被《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在职业教育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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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社会认可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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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及就业工作水平明显提高

动漫制作技术专业“三级导师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将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教

学相结合，大师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和精益求精的职业情操，培养了三级导师团队

立德树人的良好师德师风。学生在耳濡目染和学徒制学习中积淀出工匠精神和创新

精神，新模式致力于培养“德技双馨、知行合一”的人才。动漫制作技术专业为学

院连续八年被评为海南省就业先进单位做出了突出贡献。学生在各级创业大赛中屡

获佳绩，学生创业涌现一批先进典型，左蒙大师带领“后期大师工作室”团队的师

生被国务院侨办授予“重点华侨华人创业团队”。

2016年9月-中国侨界贡献奖-创新团队

2017年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海
南赛区竞赛中获创意组银奖

2017年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海
南赛区竞赛中获创意组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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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被评为2014、2015
年度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优秀单位

2017年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海
南赛区竞赛中获创意组银奖

2017年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海
南赛区竞赛中获创意组优秀奖

2017年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海
南赛区竞赛中获创意组优秀指导教师

2017年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海
南赛区竞赛中获创意组优秀指导教师

2017年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海
南赛区竞赛中获创意组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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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07影视动画301班学生，创办石家庄雨月动漫设计有限

公司，系原雨月动画工作室，成立于2011年2月。由多名具有从事动画行业多年以

上深厚经验的制作人员组成，是一个集创意、设计、策划、制作、发布于一体的专

业动画工作室。致力于工作室形象和品牌形象的建设与推广，坚持以客户要求为核

心，以创意为手段，凭借团队人员多年动漫设计的功底、运用最前沿的专业知识和

技术、独特的创意理念、高效的团队合作精神,雨月动画曾承接制作过央视热播剧

《阿u乐园》、《咔咔历险记》、《飞越五千年》、《快乐椭魔塔》、《洛宝贝爱

心小剧场》、《欢乐宝宝》、《赛尔号》、《洛宝贝梦工坊》、《天生果蔬》、

《快乐驿站》、《星猫》、《杰米熊》、奇安达商业广告以及flash课件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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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生，男，广西北海人，海南软

件职业技术学院12动漫设计305班学生，

在校期间表现优秀，曾获得国家励志奖

学金。并多次获得优秀学生干部，优秀

学生等称号。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荣获高职组动漫设计比赛个人一等奖。

顶岗实习期间就业于上海易娱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2017年开始创

业，现在是广西省北海市会圈网络有限

公司创始人之一，公司主营业务动漫交

互设计与开发，网络资源库开发等。

隆沛明，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数

码设计系10动漫设计304班学生，

2016年创办广州峰灵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规模性，专业化的游戏游戏

美术外包供应商。在成立之前便一直致

力于游戏美术的研究和设计，对于各类

型美术风格，在解决方案上有较高的造

诣和独到的见地。帮助客户提高美术品

质，峰灵网络科技的专注性，将更好的

确保游戏美术设计，以及完善且高效的

服务。峰灵网络科技通过不断的满足客

户需求和自我开拓创新，立志成为中国

美术外包引领者和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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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社会认可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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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社会认可度高

学生先后获得全国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2项、三等奖2项、优秀奖1项

序号 获奖人 指导教师 成果项目名称 授予单位
获奖等
级

时间

1 林志轩 张卫国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动漫制作赛项获一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国家级 2016.6

2 邓华东 郑业芬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动漫制作赛项获一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国家级 2016.6

3
陈必倩
朱耀民

丁石雄
李卓染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组园林景观设计赛项三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国家级 2016.5

4

吴挺旭
陈必倩
李裕蓉
柳扬

丁石雄
李卓染

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组园林景观设计赛项三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国家级 2017.5

5 邓华东  
2016年度全国高职学生“劲牌阳
光奖学金”暨“践行工匠精神先

进个人”寻访活动优秀奖
共青团中央 国家级 2016.3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动漫制作比赛
一等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动漫制作比赛
一等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园林景观设计团体比赛三等奖

2016年度高职学生“劲牌阳光奖学金”
暨“践行工匠精神先进个人”寻访活动

优秀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园林景观设计团体比赛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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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社会认可度高

序号 获奖人 成果项目名称 授予单位 获奖等
级 时间 获奖

等级

1 宁美雪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业”Paws3D
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二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2 黄莉雅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业”Paws3D
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二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3 吴李林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业”Paws3D
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二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4 符诗诗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业”Paws3D
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二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5 吴李林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业”Paws3D
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二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6

吴挺旭
抍杨

李裕蓉
陈必倩

2018年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
品牌包装设计团体项目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织委
员会 三等奖 2017年5月 全国

7 杨洋
林鑫轩

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
全国电子信息行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

5G+MR资源开发赛项（学生组）总决赛

全国电子信息行业新技术应用
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 三等奖 2020年11月 全国

8 蔡仁泰
韩威

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
全国电子信息行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

5G+MR资源开发赛项（职工组）总决赛

全国电子信息行业新技术应用
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 三等奖 2020年11月 全国

9 文开信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10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10 文开信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11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学生其他获奖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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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社会认可度高

序
号 获奖人 成果项目名称 授予单位 获奖等

级 时间 获奖
等级

11 王亚伦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12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12 陈卓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13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13 郭威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14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14 何忠俊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15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15 陆俊先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16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16 王蕾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17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17 王仁杰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18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18 王元帅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19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19 王祉梦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20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20 薛鸿超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21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21 羊城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22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22 钟业欣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23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23 吕汶洁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24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24 刘旭财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25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25 刘润洁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26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省级及以上部分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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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社会认可度高

序
号 获奖人 成果项目名称 授予单位 获奖等

级 时间 获奖
等级

26 麦智超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27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27 吴李林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28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28 吴李林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29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29 徐笑天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30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30 薛慧萍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31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31 郭威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32D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32 陈小旺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业”Paws3D
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33 符盈盈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业”Paws3D
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34 韦子豪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业”Paws3D
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35 吴清权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业”Paws4D
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36 杨晟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业”Paws5D
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37 马鹏东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业”Paws6D
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38 刘润洁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业”Paws7D
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39 胡延涛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业”Paws8D
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40 陶嘉楠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业”Paws9D
跨平台动漫游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三等奖 2019年7月 全国

省级及以上部分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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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社会认可度高

省级及以上部分获奖

序号 获奖人 成果项目名称 授予单位 获奖等
级 时间 获奖

等级

41 文开信 2020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海南省选拔赛
中荣获3D数字游戏艺术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第一名 2020年10月 省级

42 曾浩 2020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海南省选拔赛
中指导选手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第一名 2020年10月 省级

43 邓华东 2016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
组动漫制作个人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6年7月 省级

44 林倩仪
朱耀民

2016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
组园林景观设计团体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6年7月 省级

45 徐陆琳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技
能比赛动漫制作个人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7年7月 省级

46 戴敏宏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技
能比赛动漫制作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7年7月 省级

47
郑丹凤
曾如

饶水仙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技
能比赛品牌包装设计团体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7年7月 省级

48 陈必倩
吴挺旭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技
能比赛园林景观设计团体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7年7月 省级

49 刘文佳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技

能比赛指导学生海南旅游纪念品创意设计项
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7年7月 省级

50 张克亮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技

能比赛指导学生海南旅游纪念品创意设计项
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7年7月 省级

51 吴杨玲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技
能比赛指导学生品牌包装设计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7年7月 省级

52 张瑞娥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技
能比赛指导学生品牌包装设计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7年7月 省级

53 黄梅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
组动漫制作个人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8年7月 省级

54
蔡紫薇
符谷兰
尤朝女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海
南旅游纪念品创意设计团体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8年7月 省级

55 鲍喜桐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技
能比赛指导学生园林景观设计项目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8年7月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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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郭泽鹏
颜晶晶
吴敏怡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品
牌包装设计团体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8年7月 省级

57
柯丹丹
吴钟彬
谢海珍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品
牌包装设计团体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8年7月 省级

58
郭泽鹏
颜晶晶
吴敏怡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品
牌包装设计团体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8年7月 省级

59 钟华生
钟昊南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园
林景观设计团体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8年7月 省级

60 钟华生
钟昊南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园
林景观设计团体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8年7月 省级

61
周泽辉
陈启航
杨洋

2019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高职高
专组虚拟（VR）设计与制作团体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9年11月 省级

62 马健杰
戴敏宏

2019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高职高
专组虚拟指导学生（VR）设计与制作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9年11月 省级

63 朱晓轩
钟昊南

2019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高职高
专组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团体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9年11月 省级

64 丁石雄
文继伟

2019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高职高
专组指导学生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9年11月 省级

65 黄语玲 2020年海南省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海南省教育厅 一等奖 2020年12月 省级

66 林树壮 2020年海南省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海南省教育厅 一等奖 2020年12月 省级

67 杨鸿豪 2020年海南省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海南省教育厅 一等奖 2020年12月 省级

68 杨鸿豪 2020年海南省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海南省教育厅 一等奖 2020年12月 省级

69 陈丽咪
陈春余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海南赛区 海南省教育厅 一等奖 2019年9月 省级

70 黄梅 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动画片制作
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8年7月 省级

71
蔡紫薇
符谷兰
尤朝女

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动画片制作
项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一等奖 2018年7月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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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动画大师工作室

王伟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动画概念设计艺术家，连环画艺术家和油画家，动画美

术教育家。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数字艺术系教授，硕士生导师。还担任《幻

想艺术》杂志的总策划和艺术总监。2013年王伟教授被聘为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专业特聘教授，并设立王伟大师工作室。

王伟教授聘书 王伟大师工作室成员合影

王伟教授授课 王伟教授与团队成员分享创作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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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莘动漫大师工作室

李莘大师工作室：李莘为国家二级动画导演，中国动画家学会会员，中国戏曲

学院新媒体艺术系硕士研究生导师，主创并导演《哪吒传奇》、《小兵张嘎》等动

画片200集。2013年在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利用海南省柔性引进高级人才的相关

政策，聘用李莘为我院的特聘教授，并创建李莘动漫大师工作室。

李莘教授聘任签约仪式

李莘教授聘书 李莘原创动漫大师工作室创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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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蒙动画特效大师工作室

左蒙为加拿大知名动漫专家、文化部认证高级动画电影制片人。毕业于加拿大

知名动画学院电脑动画专业。导演《南海少年》、《小小红星》等动画电影、；参

与《变形金刚II》和《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等影片的特效制作。海南软件职业技

术学院聘用左蒙为特聘教授，2012年至今，并创办左蒙动画特效大师工作室。

左蒙授课场景

左蒙聘书 校企共建左蒙大师工作室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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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成三级导师教学团队，师资队伍实力雄厚

师傅指导动画项目制作

学院聘请企业师傅为三级导师（简称师傅），承担教学动画生产线的模拟项目

制作和商业动画生产线的商业动画制作指导工作。

1、师傅指导“教学动画生产线”的模拟项目训练

师傅根据导师选定的模拟项目，组织学生在相应岗位开展模拟训练，使学生以

学徒身份，逐步掌握岗位技能、动画流程和相关标准，为进入商业动画生产线相应

岗位做好准备。

2、师傅指导“商业动画生产线”的动画生产

师傅在商业动画生产线中，带领学徒通过完成商业动画项目的生产，进一步地

提高制作规范和职业素养，熟练地完成岗位任务，使学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准职业

人。

师傅团队指导学生

师傅团队讨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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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成三级导师教学团队，师资队伍实力雄厚

师傅团队主要成员及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合作企业 负责内容

1 姚冬丽 女 海南图谋创意策划有限公司 分镜

2 赖少明 男 三亚涯角动画有限公司 材质渲染

3 黎桂花 男 三亚涯角动画有限公司 特效合成

4 梁欣欣 男 三亚涯角动画有限公司 动画

5 伍守勇 男 海南枫华动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动画

6 李秀梅 女 海南图谋创意策划有限公司 材质渲染

7 曾浩 男 海南弘远科技有限公司 建模

8 林荣肯 男 海南海软动漫制作有限公司 动画

9 陈建中 男 海南海软动漫制作有限公司 动画

10 黄田 男 海南枫华动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分镜

11 卓多俊 男 海南弘远科技有限公司 材质渲染

12 朱多佳 女 海南海软动漫制作有限公司 建模

13 刘燕灵 女 海南海软动漫制作有限公司 特效合成

14 韩威 男 海南枫华动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特效合成

15 廖坤远 男 海南弘远科技有限公司 建模

16 程志强 男 海南英立科技有限公司 骨骼设置

17 王小强 男 海南英立科技有限公司 骨骼设置

18 隆沛明 男 广州峰灵科技有限公司 游戏动画 

19 李伟 男 海南影动文创策划有限公司 漫画制作

20 赵欣鑫 男 海南英立科技有限公司 游戏策划

21 周菊 男 海南琼海市电视台 栏目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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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成三级导师教学团队，师资队伍实力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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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成三级导师教学团队，师资队伍实力雄厚

海南省双百人才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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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成三级导师教学团队，师资队伍实力雄厚

序
号 获奖人 成果项目名称 授予单位 获奖

等级 时间

1 符应彬
郑业芬

作品《黎孕三月三》荣获首届国际
数字艺术设计作品展金奖

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首届国际数
字艺术设计作品展组委会

国际
级 2016.11

2 吕永 作品荣获首届国际数字艺术设计作
品展银奖

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首届国际数
字艺术设计作品展组委会

国际
级 2016.11

3 张卫国 获2016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
(高职组)优秀指导教师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委会 国家

级 2016.5

4 郑业芬 获2016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荣
获的(高职组)优秀指导教师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委会 国家

级 2016.5

5 张卫国 获2016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组)优秀指导教师奖

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省级 2016.7

6 郑业芬 获2016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组)优秀指导教师奖

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省级 2016.07

7 戴敏宏 获2017年海南省职业技能大赛动漫
赛项优秀指导教师

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省级 2017.07

8 戴敏宏 获2017年海南国际旅游岛青年服务
技能大赛-动画制作赛项亚军

共青团海南省委员会海南省旅游
委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级 2017.08

9 马瑞智 获2017年海南国际旅游岛青年服务
技能大赛-动画制作赛项季军

共青团海南省委员会海南省旅游
委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级 2017.08

10 曾浩
马瑞智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3D跨平台动漫游戏设计

大赛三等奖
工业与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国家

级
2019年7

月

11 曾浩
2020年全国职业技能大赛-46届世
界技能大赛海南选拔赛3D数字游戏

艺术赛项一等奖（指导教师）
海南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 省级 2020年

10月

12 蔡仁泰
韩威

2020年全国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电子信息行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能
竞赛5G+MR资源开发赛项（职工

组）三等奖

竞赛全国组委会全国电子信息行
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组委

会

国家
级

2020年
11月

13 廖坤远
林荣肯

2020年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电子信息行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能
竞赛5G+MR资源开发赛项（职工

组）一等奖

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省级 2020年

12月

部分教师获奖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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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成三级导师教学团队，师资队伍实力雄厚

序
号 获奖人 成果项目名称 授予单位 获奖

等级 时间

14 蔡仁泰
韩威

2020年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电子信息行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

能竞赛5G+MR资源开发赛项
（职工组）二等奖

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组委
会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省
级

2020
年12月

15 赵宝春
马瑞智

2020年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电子信息行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

能竞赛5G+MR资源开发赛项
（职工组）三等奖

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组委
会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省
级

2020
年12月

16 刘洋马
建杰

2020年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电子信息行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

能竞赛5G+MR资源开发赛项
（职工组）三等奖

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组委
会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省
级

2020
年12月

17 马瑞智 海南省首届交通安全短视频创意
大赛（优秀指导老师） 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公安厅 省

级
2020

年12月

18 林荣肯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
赛（动画设计类）华南区一等奖

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
会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

组委会

国
家
级

2021
年1月

19 廖坤远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

赛（短视频类）华南区优秀奖
（指导教师）

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
会

省
级

2021
年1月

20 蔡仁泰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
赛（动画设计类）华南区优秀奖

（指导教师）

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组
委会

省
级

2021
年1月

21 韩威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

赛（短视频类）华南区优秀奖
（指导教师）

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
会

省
级

2021
年1月

22 韩威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

赛（短视频类）华南区优秀奖
（指导教师）

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组
委会

省
级

2021
年1月

23 廖坤远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

赛（短视频类）华南区二等奖
（指导教师）

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
会

省
级

2021
年1月

24 林荣肯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

赛（动画设计类）全国二等奖
（指导教师）

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组
委会

国
家
级

2021
年1月

25 马瑞智
曾浩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组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

赛项三等奖（指导教师）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织委
员会

国
家
级

2021
年5月

部分教师获奖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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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首届国际数字艺术设计作品大
赛金奖

201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首届国际数字艺术设计作品大
赛银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动漫制作比赛指
导教师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动漫制作比赛指
导教师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动漫制作个
人项目优秀指导教师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动漫制作个
人项目优秀指导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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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海南国际旅游岛青年服务技能大赛动画制作项目
亚军

2017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技能比赛优秀指
导教师

2017海南国际旅游岛青年服务技能大赛动画制作项目
季军

2019年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业”Paws3D跨平台
动漫设计大赛三等奖

2020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海南省选拔赛想中指导选
手荣获3D数字游戏艺术项目第一名优秀指导教师奖

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电子信息行
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5G-MR资源开发赛项（职

工组）总决赛团体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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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电子信息行
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5G-MR资源开发赛项（职

工组）总决赛一等奖

2020年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电子信息
行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5G-MR资源开发赛项

（职工组）总决赛二等奖

2020年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电子信息
行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5G-MR资源开发赛项

（职工组）总决赛三等奖

2020年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电子信息
行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5G-MR资源开发赛项

（职工组）总决赛三等奖

2020年海南首届交通安全短视频创意大赛优秀指导教
师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虚拟现实（VR）
设计与制作比赛中荣获团体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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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数字媒体
创新设计赛（动画设计类）华南区域一等奖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数字媒体
创新设计赛（短视频类）决赛二等奖优秀指

导教师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数字媒体
创新设计赛（动画设计类）华南区域优秀奖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数字媒体
创新设计赛（短视频类）华南区域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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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成三级导师教学团队，师资队伍实力雄厚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数字媒体
创新设计赛（短视频类）华南区域优秀奖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数字媒体
创新设计赛（短视频类）华南区域二等奖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数字媒体
创新设计赛（动画设计类）华南区域优秀指

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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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教材
名称 内容简介 主编 出版社

1

MAYA
动画项
目实战
从入门
到精通

本教程是三级导师教学团队联合海南软件动漫制作公司共同编
写，本书结合项目教学的特点，结合产教融合、校企共建的要
求，采用项目引领、任务驱动模式的教学方式来编写，书中主
要介绍了MAYA软件基本操作方法、设计原理，将教学与案例
结合，将各个知识点融入到实例操作中，全书共10章，9个项
目，为进一步从事动画制作打下良好基础。

符应彬
张艳钗 

清华
大学

2

影视特
效与栏
目包装
实战全
攻略

本教程是海南软件学院联合央视动画有限公司共同编写，根据
动画制作流程，本教程内容属于后期部分，本书采用最常用最
实用的动画案例进行剖析，从基础内容开始，介绍蒙版和遮罩
的应用、音频特效、光线特效、电影特效、超级粒子特效等技
法。本书共15章，55个全程同步高清语音多媒体教学录像，
真正做到多媒体教学与图书互动，使学生从零起步，轻松跨入
高手行列。

张艳钗
符应彬

清华
大学

（第2
版）

3

原创动
画短片
之前期
创作

本教材是三级导师教学团队李莘教授带领开发的原创动画系列
教材中的一本，根据动画制作流程，本教程内容属于前期部分，
全书分为5章，内容涉及到剧本、动画的创意、构思和风格设
定、动画分镜设计以及场景设计等，教程中的内容根据海南黎
族文化原创动画项目三月三动画片为主线，进行编写设计。

符应彬
张艳钗
李莘

清华
大学

4

原创动
画短片
之分镜
设计

本书按照动画分镜头设计基础篇、经典案例篇两部分内容来展
开，从动画分镜头的入门基础知识，到完整动画分镜头的设计
与绘制，使用了十多个经典实例来引导读者步步深入，并以通
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全面系统、由浅入深地讲解了动画
分镜头的基本概念和重要功能、分镜头画面的绘制与构图技法、
镜头调度的基本规律、分镜头合理流畅的技巧以及实战技法等
各方面知识和技能，以培养和提升读者的综合能力，快速达到
优秀分镜头设计师的水平。

张艳钗
桂占吉
郑业芬

清华
大学

5

原创动
画短片
之角色
设计

本书以原创动画短片项目为导向，针对动画、游戏等领域的角
色设计图书。它涵盖了角色设计的前期工作：绘画基础、角色
分析、素材整合等；也包括了中期设计的各个环节，如设计技
巧，角色设计规范图，角色设计表情、动作图等；还有后期角
色设计方面的服装设计、道具设计等，以此来起到画龙点睛的
作用。全书主要内容包括：原创动画角色设计浅析，原创动画
角色设计的流程，原创动画角色设计基础，原创动画角色的各
部分表现方法，原创动画角色的服装、饰物设计，不同角色的
设计，原创动画的动物设计。

张克亮
李文锋
戴敏宏

清华
大学

6
影视包
装技法
解析

本书主要讲述MAYA 与After Effects软件进行影视包装的方法
和技巧，本书所有案例都是作者参与过的项目，很多都在各大
电台播出，本书共8章，涉及的的案例是由《中国城市报道》、
《世界足球之旅》、《旅游卫视》等项目。

张艳钗 清华
大学

7 动画艺
术概论

本书由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与海南枫华动漫文化公司共同编
写，本书主要以培养学生对动画的认识，树立“动画人”的主
人翁意识，培养良好的动画创作习惯，熟悉动画制作环节和流
程，为以后的动画制作奠定基础。

张卫国
戴敏宏

北京工
业大学

四、形成三级导师教学团队，师资队伍实力雄厚

项目引领的模块化课程体系教材7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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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成三级导师教学团队，师资队伍实力雄厚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1 Photoshop基础教程 刘来权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 《MAYA2012中文基础教程》 张云杰张
艳钗尚蕾 清华大学出版社

3 《原创动画短片三维动画创作》
符应彬张
艳钗赵宝

春
清华大学出版社

4 《After Effects CC 》超级手册 王卫红张
艳钗 机械工业出版社

5 《After Effects CC 》影视特效 王卫红张
艳钗 清华大学出版社

6 《影视特效与栏目包装实战全攻略》
第二版 张艳钗 清华大学出版社

7 平面构成 符应彬 南京大学出版社

8 Photoshop图像处理项目教程 符应彬 上海交通出版社

9 《MAYA/After Effects》影视包装技
法解析》 张艳钗 清华大学出版社

10 图形创意 符应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1 《Photoshop》项目教程 吴杨玲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2 《中文PhotoshopCC入门》 王卫红张
艳钗 清华大学出版社

12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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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成三级导师教学团队，师资队伍实力雄厚

教师团队完成海南红色题材系列连环画，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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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共享型实践教学基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得到中央财政支持的艺术设计（动漫方向）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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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共享型实践教学基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57

中央财政支持的职业教育实训基地项目建设情况专项检查组莅临我院检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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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共享型实践教学基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海南省影视动画实验实训示范中心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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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共享型实践教学基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理实一体化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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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共享型实践教学基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大师工作室牌匾

学院聘请了3名行业专家为特聘教授，并设立了王伟原创动漫大师工作室、李

莘服务外包动画大师工作室、左蒙动画特效大师工作室等3个大师工作室，通过大

师工作室引进央视动画片、国外动画片的制作项目，并以师徒制方式带领学生完成

制作，使得制作工艺达到国际水准。

大师立足动画项目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攻关，解决项目生产中的难点；加强与

国内外动漫行业精英的交流，加快高技能人才集聚，形成技术创新团队，为动漫技

术研修、创新、教学改革等提供交流平台；以动画大师为项目带头人，传绝技、带

高徒，为企业及社会培养技能骨干；制定工作计划，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同业交流、

带徒传技等活动，每年形成一批有价值的成果。通过搭建高技能人才研修平台，发

挥高技能人才和技能带头人在推动动漫人才培养工作中的作用。

通过聘请动漫行业领军人物为大师，坚持以海南本土文化为题材，以师徒制方

式带领学生原创《海南传奇》、《红色娘子军》、《石虎传说》和《邦溪故事》等

动画片，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创意和制作技术，还传承了海南古老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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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共享型实践教学基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教学动画生产线教学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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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共享型实践教学基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商业动画生产线教学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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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共享型实践教学基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序号 名称/合作企业 主要实训内容

1 重庆巴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短视频制作

2 海南生态软件园 动漫制作

3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平面设计、动漫设计

4 牡丹江牡大动画公司 动画片制作

5 上海曼恒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虚拟现实，VR动画制作

6 海南英立科技有限公司 游戏开发与设计

7 海南图谋创意公司 传媒策划项目、平面设计

8 海南亮点创意科技有限公司 动画片制作

9 海南豪润匠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室内设计、景观设计

10 宏泰传媒 影视动画制作

11 海口广播电视台 动漫设计、VR设计

12 央视动画有限公司 动漫设计

13 海南智海王潮会展有限公司 会展设计

14 海南联创图文有限公司 平面设计

15 海南风和动漫策划有限公司 动漫设计、文创设计

16 海南时代装饰有限公司 室内设计、景观设计

海南省校企合作及创业孵化先进单位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统计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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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共享型实践教学基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一流的动画制作设备、专业的学习工作环境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动漫专业“二室二线”平台共配备生产、教学机位352

个，各型号专业设计、制作用工作站近296套，拥有专业级录音、摄影、摄影轨道、

虚拟演播室等影视、动画设备，同时支持远程云渲染和渲染农场，装配达芬奇调色

台、雷特VideoStar非编工作站，学院近年来对动漫专业设备投入达3460万元，其

中企业投入190万。

联想thinkstation E31、P900工作站70台

HPz400、z420、z800、6380工作站214台

黑苹果特效工作站3台                              苹果设计专用工作站4台                              达芬奇调色台2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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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共享型实践教学基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雷特VideoStar非编工作站3台

专业渲染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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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共享型实践教学基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服务地方经济，完成海南本土设计服务项目100余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甲方简介 项目
等级 项目时长 参与人员 制作周期 最终结果

1 公益宣传片
《感恩》 石虎工作室 B级 4分22秒 工作室后期环节

10人 10天 完成宣传片的后期制作

 2 《黎母山的传
说》 数码设计系 B级 3分51秒 工作室所有环节

共50人 1个月 完成原创动画制作

 3 《邦溪故事》 白沙在线 A级 11分13秒 工作室所有环节
共50人 1个月 完成原创动画制作

 4 《石虎传说》 石虎工作室 A级 2分钟 工作室所有环节
共50人 20天 完成2分钟原创动画制

作

 5 《黎孕三月三》 数码设计系 A级 4分12秒 工作室秒策划和
后期部门12人 30天 完成动画重制版的制作

 6 《节约用纸》 翼创文化 B级 54秒 工作室所有人员 15天 完成广告短片的制作

 7 《美人不美》 琼海武警 B级 3分24秒 工作室策划和后
期部门12人 20天 完成动画制作

 8 《喇嘛传奇》
（测试）

牡大动画制作
有限公司 A级 1分5秒 工作室灯光渲染

部门9人 10天 完成镜头测试

 9 《利剑出鞘》 琼海武警 B级 3分58秒 工作室策划和后
期部门12人 20天 完成动画制作

 10 《龙骑侠》 牡大动画制作
有限公司 A级 10分钟 工作室动画部门

20人 1个月 完成镜头动画的制作

 11 《宝迪Ep014》 黑洞文化 A级 10分 工作室模型部门7
人 2个月

完成动画片所有场景和
道具模型已经材质贴图

的制作

 12 《儿歌系列》 牡大动画制作
有限公司 A级 2分钟*6分 工作室澄迈所有

人员23人 6个月 完成十二分钟动画的制
作

 13 《太阳能节能
演示》 石虎工作室 B级 2分16秒 灯光渲染部门6 

人 5天 完成介绍动画的制作

 14 《危险的面包》 行文集团 B级 5集*3分 工作室钟 所有人
员45人 3个月 完成原创动画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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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共享型实践教学基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服务地方经济，完成海南本土设计服务项目100余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甲方简介 项目
等级 项目时长 参与人员 制作周期 最终结果

 15 《国学经典》 行文集团 B级 92集 工作室策划和后
期部门12人 1个月 完成原创二维动画的制

作

 16 《我的尖尖家
族》 行文集团 B级 2分09秒 工作室所有人员

45人 1个月 完成原创动画的制作

 17 《如果动物界
都是胖子》 石虎工作室 B级 51秒 601人才培养基

地25人 一个月 完成了动画短片的模拟

 18 《红色娘子军
万泉之声》 数码设计系 B级 3分09秒 工作室所有人员

45人 一个月 完成原创动画的制作

 19 《龙骑侠拍屏》 牡大动画制作
有限公司 A级 2分12秒 工作室动画部门

15人 一个月 完成了外包项目的制作

 20 《宝迪ep8》 石虎工作室 A级 10分03秒 模型和材质贴图
部门12人 3个月 完成了外包项目的制作

 21 《阴阳》 石虎工作室 A级 1分37秒 工作室策划和后
期部门12人 5天 完成了创意短片的制作

 22 《疯味英雄》
模拟 石虎工作室 A级 20秒 工作室所有人员

50人 2个月 完成了项目的模拟

 23 《东方油轮》 琼海消防 C级 3分55秒 工作室所有人员
50人 20天 完成了消防演示动画的

制作

 24 《阿黎说
demo》 石虎工作室 B级 1分38秒 工作室所有人员

50人 1个月 完成了宣传动画的制作

 25 《中石油样片》 牡大动画制作
有限公司 B级 14分37秒 工作室模型和灯

光渲染部门 20天 完成了外包项目的制作

 26  《一禅小和尚》
模拟 石虎工作室 B级 35秒 工作室所有人员

50人 1个月 此项目为学生考核项目

 27 《关系》 石虎工作室 B级 1分46秒 工作室所有人员
40人 1个月 完成原创动画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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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共享型实践教学基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开发日期 校企合作开发游戏项目名称
2016年5月 WILD ANIMALS
2016年2月 ESCAPE TO THE EXIT
2017年1月 MONSTER GO
2017年2月 FAIRY TALE
2018年1月 ALPACA VS RABBIT
2018年2月 Kingdom Adventure
2018年3月 WESTRN RUSH
2018年4月 MAGIC RELAY
2019年3月 Touch me
2019年4月 GEOMETRY KINGDOM
2019年5月 MASTER CARNIVAL
2019年6月 Fairytale Town
2000年1月 PIGGY & HIS FRIENDS
2000年2月 星际探险家
2000年3月 Fish Tour

校企合作开发游戏项目12个

WILD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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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共享型实践教学基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ESCAPE TO THE EXIT MONSTER GO FAIRY TALE

ALPACA VS RABBIT Kingdom Adventure Touch me

实践教学基地校企合作开发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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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共享型实践教学基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WESTRN RUSH MAGIC RELAY

GEOMETRY KINGDOM

MASTER CARNIVAL Fairytale Town

PIGGY & HIS FRIENDS 星际探险家

Fish Tour

实践教学基地校企合作开发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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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海南本土题材动画片18部

五、建立共享型实践教学基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序号 项目名称 甲方简介 项目
等级 项目时长 参与人员 制作周期 最终结果

1 公益宣传片
《感恩》 石虎工作室 B级 4分22秒 工作室后期环节

10人 10天 完成宣传片的后期制作

 2 《黎母山的传
说》 数码设计系 B级 3分51秒 工作室所有环节

共50人 1个月 完成原创动画制作

 3 《邦溪故事》 白沙在线 A级 11分13秒 工作室所有环节
共50人 1个月 完成原创动画制作

 4 《石虎传说》 石虎工作室 A级 2分钟 工作室所有环节
共50人 20天 完成2分钟原创动画制

作

 5 《黎孕三月三》 数码设计系 A级 4分12 工作室秒策划和
后期部门12人 30天 完成动画重制版的制作

 6 《节约用纸》 翼创文化 B级 54秒 工作室所有人员 15天 完成广告短片的制作

 7 《美人不美》 琼海武警 B级 3分24秒 工作室策划和后
期部门12人 20天 完成动画制作

 8 《喇嘛传奇》
（测试）

牡大动画制作
有限公司 A级 2分钟 工作室灯光渲染

部门9人 10天 完成镜头测试

 9 《利剑出鞘》 琼海武警 B级 3分58秒 工作室策划和后
期部门12人 20天 完成动画制作

 10 《龙骑侠》 牡大动画制作
有限公司 A级 10分钟 工作室动画部门

20人 1个月 完成镜头动画的制作

 11 《宝迪Ep014》 黑洞文化 A级 10分 工作室模型部门7
人 2个月

完成动画片所有场景和
道具模型已经材质贴图

的制作

 12 《儿歌系列》 牡大动画制作
有限公司 A级 2分钟*6 工作室澄迈所有

人员23人 6个月 完成十二分钟动画的制
作

 13 《太阳能节能
演示》 石虎工作室 B级 2分16秒 灯光渲染部门6 

人 5天 完成介绍动画的制作

 14 《危险的面包》 行文集团 B级 5集*3分 工作室钟 所有人
员45人 3个月 完成原创动画的制作

 15 《国学经典》 行文集团 B级 92集 工作室策划和后
期部门12人 1个月 完成原创二维动画的制

作

 16 《我的尖尖家
族》 行文集团 B级 2分09秒 工作室所有人员

45人 1个月 完成原创动画的制作

 17 《如果动物界
都是胖子》 石虎工作室 B级 51秒 601人才培养基地

25人 一个月 完成了动画短片的模拟

 18 《龙骑侠拍屏》牡大动画制作
有限公司 A级 2分12秒 工作室动画部门

15人 一个月 完成了外包项目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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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共享型实践教学基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传承红色经典，制作红色题材动画项目5项
序号 片名 创作时间 作品形式 创作团队

1 《红色娘子军之长青指路》 2017 动画短片 商业动画生产线

2 《椰寨第一枪》 2019 动画短片 商业动画生产线

3 《红色娘子军万泉之声》 2019 动画短片 动画学院教学动画生产线

4 《红色党建展厅》 2020 虚拟现实动画作品 VR虚拟现实工作

5 《琼崖怒潮》系列连环画项目 2021 系列连环画8本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王伟大师工作室

《红色娘子军之长青指路》 《红色娘子军万泉之声》

《红色党建展厅》 《琼崖怒潮》系列连环画项目

《椰子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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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标志性成果

（一）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励

（二）动画学院被评为海南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院系

73



佐 证 材 料

74

六、标志性成果

（三）省级及以上重点专业

国家级骨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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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标志性成果

（三）省级及以上重点专业

海南省骨干建设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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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标志性成果

（四）学生省级及以上竞赛获奖

序号 获奖人 指导教师 成果项目名称 授予单位
获奖等
级

时间

1 林志轩 张卫国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动漫制作赛项获一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国家级 2016.6

2 邓华东 郑业芬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动漫制作赛项获一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国家级 2016.6

3
陈必倩
朱耀民

丁石雄
李卓染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组园林景观设计赛项三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国家级 2016.5

4

吴挺旭
陈必倩
李裕蓉
柳扬

丁石雄
李卓染

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组园林景观设计赛项三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国家级 2017.5

5 邓华东  
2016年度全国高职学生“劲牌阳
光奖学金”暨“践行工匠精神先

进个人”寻访活动优秀奖
共青团中央 国家级 2016.3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动漫制作比赛
一等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动漫制作比赛
一等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园林景观设计团体比赛三等奖

2016年度高职学生“劲牌阳光奖学金”
暨“践行工匠精神先进个人”寻访活动

优秀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园林景观设计团体比赛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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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标志性成果

（五）教师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序
号 获奖人 成果项目名称 授予单位 获奖

等级 时间

1 符应彬
郑业芬

作品《黎孕三月三》荣获首届国际
数字艺术设计作品展金奖

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首届国际数
字艺术设计作品展组委会

国际
级 2016.11

2 吕永 作品荣获首届国际数字艺术设计作
品展银奖

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首届国际数
字艺术设计作品展组委会

国际
级 2016.11

3 张卫国 获2016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
(高职组)优秀指导教师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委会 国家

级 2016.5

4 郑业芬 获2016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荣
获的(高职组)优秀指导教师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委会 国家

级 2016.5

5 张卫国 获2016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组)优秀指导教师奖

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省级 2016.7

6 郑业芬 获2016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组)优秀指导教师奖

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省级 2016.07

7 戴敏宏 获2017年海南省职业技能大赛动漫
赛项优秀指导教师

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省级 2017.07

8 戴敏宏 获2017年海南国际旅游岛青年服务
技能大赛-动画制作赛项亚军

共青团海南省委员会海南省旅游
委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级 2017.08

9 马瑞智 获2017年海南国际旅游岛青年服务
技能大赛-动画制作赛项季军

共青团海南省委员会海南省旅游
委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级 2017.08

10 曾浩
马瑞智

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
业”paws3D跨平台动漫游戏设计

大赛三等奖
工业与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国家

级
2019年7

月

11 曾浩
2020年全国职业技能大赛-46届世
界技能大赛海南选拔赛3D数字游戏

艺术赛项一等奖（指导教师）
海南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 省级 2020年

10月

12 蔡仁泰
韩威

2020年全国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电子信息行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能
竞赛5G+MR资源开发赛项（职工

组）三等奖

竞赛全国组委会全国电子信息行
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组委

会

国家
级

2020年
11月

13 廖坤远
林荣肯

2020年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电子信息行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能
竞赛5G+MR资源开发赛项（职工

组）一等奖

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省级 202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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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标志性成果

（五）教师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序
号 获奖人 成果项目名称 授予单位 获奖

等级 时间

14 蔡仁泰
韩威

2020年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电子信息行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

能竞赛5G+MR资源开发赛项
（职工组）二等奖

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组委
会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省
级

2020
年12月

15 赵宝春
马瑞智

2020年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电子信息行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

能竞赛5G+MR资源开发赛项
（职工组）三等奖

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组委
会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省
级

2020
年12月

16 刘洋马
建杰

2020年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电子信息行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

能竞赛5G+MR资源开发赛项
（职工组）三等奖

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组委
会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省
级

2020
年12月

17 马瑞智 海南省首届交通安全短视频创意
大赛（优秀指导老师） 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公安厅 省

级
2020

年12月

18 林荣肯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
赛（动画设计类）华南区一等奖

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
会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

组委会

国
家
级

2021
年1月

19 廖坤远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

赛（短视频类）华南区优秀奖
（指导教师）

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
会

省
级

2021
年1月

20 蔡仁泰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
赛（动画设计类）华南区优秀奖

（指导教师）

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组
委会

省
级

2021
年1月

21 韩威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

赛（短视频类）华南区优秀奖
（指导教师）

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
会

省
级

2021
年1月

22 韩威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

赛（短视频类）华南区优秀奖
（指导教师）

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组
委会

省
级

2021
年1月

23 廖坤远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

赛（短视频类）华南区二等奖
（指导教师）

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
会

省
级

2021
年1月

24 林荣肯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

赛（动画设计类）全国二等奖
（指导教师）

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组
委会

国
家
级

2021
年1月

25 马瑞智
曾浩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组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

赛项三等奖（指导教师）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织委
员会

国
家
级

2021
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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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首届国际数字艺术设计作品大
赛金奖

201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首届国际数字艺术设计作品大
赛银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动漫制作比赛指
导教师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动漫制作比赛指
导教师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动漫制作个
人项目优秀指导教师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动漫制作个
人项目优秀指导教师奖

六、标志性成果

（五）教师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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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海南国际旅游岛青年服务技能大赛动画制作项目
亚军

2017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技能比赛优秀指
导教师

2017海南国际旅游岛青年服务技能大赛动画制作项目
季军

2019年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创意创业”Paws3D跨平台
动漫设计大赛三等奖

2020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海南省选拔赛想中指导选
手荣获3D数字游戏艺术项目第一名优秀指导教师奖

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电子信息行
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5G-MR资源开发赛项（职

工组）总决赛团体三等奖

六、标志性成果

（五）教师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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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电子信息行
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5G-MR资源开发赛项（职

工组）总决赛一等奖

2020年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电子信息
行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5G-MR资源开发赛项

（职工组）总决赛二等奖

2020年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电子信息
行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5G-MR资源开发赛项

（职工组）总决赛三等奖

2020年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电子信息
行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5G-MR资源开发赛项

（职工组）总决赛三等奖

2020年海南首届交通安全短视频创意大赛优秀指导教
师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虚拟现实（VR）
设计与制作比赛中荣获团体三等奖

六、标志性成果

（五）教师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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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数字媒体
创新设计赛（动画设计类）华南区域一等奖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数字媒体
创新设计赛（短视频类）决赛二等奖优秀指

导教师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数字媒体
创新设计赛（动画设计类）华南区域优秀奖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数字媒体
创新设计赛（短视频类）华南区域优秀奖

六、标志性成果

（五）教师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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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数字媒体
创新设计赛（短视频类）华南区域优秀奖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数字媒体
创新设计赛（短视频类）华南区域二等奖

2020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数字媒体
创新设计赛（动画设计类）华南区域优秀指

导老师

六、标志性成果

（五）教师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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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标志性成果

（六）承办过省级以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2017年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方案



佐 证 材 料

85

六、标志性成果

（六）承办过省级以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2018年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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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获奖项目名称 奖项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2016 动漫制作 一等奖 邓华东 郑业芬

2016 园林景观设计 一等奖 林倩仪、朱耀民 丁石雄、李卓染

2017 动漫制作项目（个人项目） 一等奖 徐陆琳 戴敏宏

2017 园林景观设计项目（个人项目） 一等奖 陈必倩、吴挺旭 薛祎炜、陈奋

2017 品牌包装设计（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郑丹凤、曾如、饶水仙 刘文佳、张瑞娥

2018 动漫制作（个人项目） 一等奖 黄梅 戴敏宏

2018 园林景观设计（2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钟华生、钟昊南 丁石雄、鲍喜桐

2018 海南旅游纪念品创意设计（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蔡紫薇、符谷兰、尤朝女 刘文佳、张克亮

2018 品牌包装设计（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郭泽鹏、颜晶晶、吴敏怡 张瑞娥、吴杨玲

2019 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周泽辉、陈启航、杨洋 马健杰、戴敏宏

2019 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 一等奖 朱晓轩、钟昊南 丁石雄、文继伟

2020 虚拟现实（VR )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蔡菲菲、劳茂正、黄克谦 郑业芬、张洪

2020 园林景观设计 一等奖 王大茂、陈佳俊 丁石雄、文继伟

2020 海南旅游公益广告创意设计 一等奖 余珊汝、吴坤庚、王泽葵 庞炳楠、陈甜甜

学生获得海南省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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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
动漫制作项目一等奖

2016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
园林景观设计项目一等奖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动漫制作项目一等奖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园林景观设计项目一等奖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品牌包装设计项目一等奖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动漫制作项目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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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品牌包装设计项目一等奖

2019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项目一等奖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海南旅游纪念品创意设计项目一等奖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园林景观设计项目一等奖

2019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项目一等奖

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虚拟现实（VR )设计与制作项目一等奖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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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园林景观设计项目一等奖

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海南旅游公益广告创意设计项目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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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标志性成果

（六）承办过省级以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2019年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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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六、标志性成果

（七）发布学校质量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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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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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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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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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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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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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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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