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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一、参赛选手的比赛任务书须用参赛证号、场次、工位

号标识，不得出现单位、姓名等与身份有关的信息，否则视

为作弊，成绩无效。

二、比赛任务书当场启封、当场有效。任务书按一队一

份分发，竞赛结束后当场收回，参赛选手不得带离赛场，不

得摘录任务书有关内容，否则按违纪处理。

三、比赛过程中应注意实时保存文件，因参赛选手操作

不当而造成计算机“死机”、“重新启动”、“关闭”等一

切问题，责任自负。

四、比赛各阶段电子文件须保存在同一个文件夹中（文

件夹命名详见试题要求），并将文件夹复制至赛场提供的 U

盘移动存储器中，装入信封封存，须由选手和裁判共同签字

确认。

五、比赛所提交的电子文档和草稿纸上不得出现与选手

有关的任何信息或特别记号，否则将视为作弊。

六、各参赛队须在规定的比赛时间内完成全部任务。比

赛时间一旦结束，各选手须停止任何操作。

七、参赛选手须仔细阅读任务书内容和要求，竞赛过程

中如有异议，应及时向现场裁判人员反映（或按大赛规程向

大赛组委会提出申诉），不得扰乱赛场秩序。

八、参赛选手应遵守大赛的章程、安全守则和赛场纪律，

尊重考评人员，服从大赛工作人员的安排。如有违反，则按

照相关规定在考试的总成绩中扣除相应分值。

九、若参赛人员出现恶意破坏赛场比赛用具或影响他人

比赛的情况，取消该参赛队竞赛资格。



“包装结构与视觉设计”阶段

（总时间：8 小时）

一、任务名称

“丰山”牌干货黑木耳礼品包装设计

二、产品概况

黑木耳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用菌，又是我国传统的保健

食品和出口商品。它的别名很多，因生长于腐木之上，其形

似人的耳朵，故名木耳；

“丰山”牌黑木耳，产自东北小兴安岭，不但肉质细腻，

脆滑爽口而且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

多种维生素与无机盐，蛋白质的含量相当于肉类，它的维生

素 B2 含量超过米、面、蔬菜和肉类，铁的含量比肉类高 100

倍，钙的含量是肉类的 30-70 倍，它还含有磷和硫等构成人

体细胞原生质的主要成份。“丰山”牌黑木耳被誉为"素中

之荤"，是著名的山珍食材。

被包装产品：干货黑木耳 1000g，其外观主要尺寸如图

1 所示；产品外观见实物；“丰山”干货黑木耳礼品零售价

格大约为 120 元。



三、创新设计要求

（一）包装外观总体视觉效果体现食材的特色，设计手

法新颖、图文搭配合理、符合现代审美。

（二）要求为礼盒包装，内包装已经被分包称为 250g

小包，要注意内外包装尺寸的合理性。

（三）包装外观视觉设计时可以选用最合适素材，突出

被包装物面貌，有一定原产地地域文化元素（产品外形图片

及产地文化元素素材可以使用赛场提供的 U 盘内“素材文件

夹”，若因为提供的素材局限，使借用的素材与实物的真实

性有一定差异不扣分）。

（四）包装视觉设计还应该包括产品名称、品牌、商标、

型号和生产企业信息、产品条形码等等产品信息（产品信息

图 1 被包装物形态

干货黑木耳：1000g 干货黑木耳分包 4小袋，

每袋 250g，尺寸 10*18*4cm



（含矢量数据）详见赛场提供的 U 盘内“产品信息文件夹”），

以上内容除商标形体不能改变外，企业信息与产品信息内容

的形体（字体）、大小均可以自行决定或设计（赛场提供的

字体以电脑系统为限）。

（五）视觉设计的色彩方案、出血位大小等符合印刷、

裁切要求。

（六）合理选用竞赛场地提供的包装材料进行内外包装

设计（包装材料见任务书后附件），使外包装利于印刷，内

包装可靠，包装结构整体合理、新颖。

（七）包装结构能够很好地使被包装物在包装盒内可靠

固定，能提供足够缓冲，使其装入被包装物后能够使整体经

受 50 厘米高度单脚跌落试验而包装物不破损，被包装物不

散落。

（八）包装结构符合购买者携带和拆用方便的人机性要

求；

（九）设计使包装批量生产时工艺性好，预计大批量生

产时成本低于 20 元。

（十）绿色包装，包装有二次利用等创新概念植入。

四、包装结构与视觉设计相关任务、要求及提交物

任务一：包装结构设计模块（职工组 35 分，学生组 30

分）

（一）参赛选手按照给定产品进行包装结构设计：参赛

选手选择合适的包装材料（材料品种规格详见任务书后附



件），利用计算机预装软件，结合包装结构设计专业知识，

参考手绘的创意表达，进行包装结构设计，要求能够体现创

新设计要求。

（二）本模块竞赛结果提交物：

1.结构设计源文件；

2.要求结构设计“dxf”与“pdf” 格式文件各存一个

文件。

说明：将上述两个提交物放入以“结构 +工位号” 命

名的文件夹，并且存入赛场所发 U 盘内和参赛选手所在计算

机桌面上（评分以 U 盘内提交物为准）。

（三）包装结构设计各部分配分如下：

1.包装结构设计技术性分值指标按设计要点分配如下

（15 分）：

指标 结构可成型性 材料合理性 设计规范性 文件格式规范性

分值 6 2 5 2

2.包装结构设计整体指标按设计要点分配如下（职工组

20 分，学生组 15 分）：

指标
结构

完整性

结构

原创性

结构

新颖性

结构

可使用性

结构

可生产性

二次

利用价值

分值 4（3） 4（3） 4（3） 3（2） 3（2） 2

任务二：包装视觉设计模块（职工组 35 分，学生组 30

分）

（一）包装视觉设计：利用赛场给定软件、给定设计素



材资料（赛场提供的 U 盘内“素材文件夹”）和产品信息数

据（赛场提供的 U 盘内“产品信息文件夹”），根据创新设

计要求，结合包装结构设计，完成外包装盒展开图的平面设

计（允许自行创意制作素材）。

（二）本模块竞赛结果提交物：

1.视觉设计源文件；

2.视觉“PDF”格式文件

说明：将上述两个提交物放入以“视觉 +工位号” 命

名的文件夹，并且存入赛场所发 U 盘内和参赛选手所在计算

机桌面上（评分以 U 盘内提交物为准）。

（三）包装视觉设计各部分配分如下：

1.包装视觉设计艺术性，分值指标按设计要点分配如下

（职工组 20 分，学生组 15 分）：

指标
视觉设计

美观性

视觉设计

原创性

视觉设计

协调性

对目标市场的

分析和定位

必要信息表达

清晰可实行

分值 4（3） 4（3） 4（3） 4（3） 4（3）

2.包装视觉设计技术性，分值指标按设计要点分配如下

（15 分）：

指标 软件运用能力 产品信息完整性 设计规范性 文件格式规范性

分值 4 3 6 2



附件：包装结构设计可供选择材料清单

材料品种 类型 规格

牛皮纸
（进口俄牛） 300g 350g

（进口美牛） 300g 350g 400g

瓦楞纸

K 纸 E 坑

K 纸 WE 坑(1.5mm)

K 纸 BC 坑（7mm）

K 纸 B 坑（3mm）

PVC 胶片 （无色透明） 0.3mm 0.5mm

PET 胶片 （无色透明） 0.5mm

双铜 铜版纸 157g 250g 300g 350g 400g

单粉卡 白卡纸 250g 300g 350g 400g

粉灰纸 灰底白 250g 300g 350g 400g

白底白 250g 300g 350g 400g

提手绳 尼龙三股扭绳

带子 罗纹丝带

蜂窝板 1000*1200*20mm

中空板 蓝色 500*600*3mm



“包装效果图设计”阶段
（总时间：5 小时）

一、任务名称

“丰山”牌干货黑木耳礼品包装设计

二、产品概况

黑木耳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用菌，又是我国传统的保健

食品和出口商品。它的别名很多，因生长于腐木之上，其形

似人的耳朵，故名木耳；

“丰山”牌黑木耳，产自东北小兴安岭，不但肉质细腻，

脆滑爽口而且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

多种维生素与无机盐，蛋白质的含量相当于肉类，它的维生

素 B2 含量超过米、面、蔬菜和肉类，铁的含量比肉类高 100

倍，钙的含量是肉类的 30-70 倍，它还含有磷和硫等构成人

体细胞原生质的主要成份。“丰山”牌黑木耳被誉为"素中

之荤"，是著名的山珍食材。

被包装产品：干货黑木耳 1000g，其外观主要尺寸如图

1 所示；产品外观见实物；“丰山”干货黑木耳礼品零售价

格大约为 120 元。



三、创新设计要求

（一）包装外观总体视觉效果体现食材的特色，设计手

法新颖、图文搭配合理、符合现代审美。

（二）要求为礼盒包装，礼盒内是否分包小包装由参赛

选手自定，如果采用分包，要注意内外包装的合理性。

（三）包装外观视觉设计时可以选用最合适素材，突出

被包装物面貌，有一定原产地地域文化元素（产品外形图片

及茶文化元素素材可以使用赛场提供的 U 盘内“素材文件

夹”，若因为提供的素材局限，使借用的素材与实物的真实

性有一定差异不扣分）;

（四）包装视觉设计还应该包括产品名称、品牌、商标、

型号和生产企业信息、产品条形码等等产品信息（产品信息

干货黑木耳分包 4小袋，

每袋 250g，尺寸 10*18*4cm
干货黑木耳：1000g

图 1 被包装物形态



（含矢量数据）详见赛场提供的 U 盘内“产品信息文件夹”），

以上内容除商标形体不能改变外，企业信息与产品信息内容

的形体（字体）、大小均可以自行决定或设计（赛场提供的

字体以电脑系统携带为限）；

（五）视觉设计的色彩方案、出血位大小等符合印刷、

裁切要求；

（六）合理选用竞赛场地提供的包装材料进行内外包装

设计（包装材料见任务书后附件），使外包装利于印刷，内

包装可靠，包装结构整体合理、新颖；

（七）包装结构能够很好地使被包装物在包装盒内可靠

固定，能提供足够缓冲，使其装入被包装物后能够使整体经

受 50 厘米高度单脚跌落试验而包装物不破损，被包装物不

散落;

（八）包装结构符合购买者携带和拆用方便的人机性要

求；

（九）设计使包装批量生产时工艺性好，预计大批量生

产时成本低于 20 元。

（十）绿色包装，包装有二次利用等创新概念植入；

说明：不需对被包装物进行任何设计。

四、包装设计效果表达及展板设计相关任务、要求及提

交物

任务一：设计效果图表达（职工组 15 分，学生组 20 分）

（一）利用给定软件进行包装设计表现。包含但不限于

产品多角度图片、创意设计细节图、产品色彩方案和产品结



构分解图（爆炸图）等内容。

（二）主要体现设计整体性、创新性、细节性、科学性。

（三）不得对结构进行修改（“包装结构与视觉设计”

阶段的设计稿已经留档封存），否则予以扣分。

（四）本模块竞赛结果提交物：“丰山”干货黑木耳礼

品包装设计表现图 3 张（提交源文件，并导出 JPG 格式、PDF

格式各一份）。其中需有一张表现包装设计全貌的主要展示

效果图，另外两张效果图可根据设计人员要表达的包装细节

自行确定展示效果。A3 尺寸横版。

说明：将上述提交物放入以“工位号” 命名的文件夹，

并且存入赛场所发 U 盘内

（五）分值指标分配如下（职工组 15 分，学生组 20 分）：

指标 总体视觉效果 设计细节表达 透视体现正确性 文件格式规范性

分值 5（10） 5 3 2

任务二：展板设计（职工组 15 分，学生组 20 分）

（一）表达包装设计思想，包含产品创意设计说明（不

超过 150 字）、产品色彩方案和产品结构分解图（爆炸图）

等图文内容。

（二）文字表达能力：利用简明扼要的文字表述清楚包

装设计创意内涵。

（三）图文排版能力：选择合适的平面设计软件，用展

板设计形式表现产品创意设计方案。展板设计效果要求突出

产品设计创意，图文信息清晰直观，层次分明。

（四）参赛选手选用计算机预装软件，完成包装展示板



设计，展板文件为（60cm*90cm，150dpi，竖幅），jpg 格式。

（五）不得对“包装结构与视觉设计”阶段的设计进行

修改（“包装结构与视觉设计”阶段的设计稿已经留档封存），

否则予以扣分。

（六）展板应体现设计要点，并满足如下要求：

1.包装整体效果图，该图应能体现创新设计理念；

2.对于主效果图未能很好表达的局部特征、色彩方案，

或认为需要进一步说明的工作状态、工作原理、使用方法等，

可补充多张图示；

3.以包装整体效果图为视觉中心，包含包装创意设计说

明和包装结构分解图（结构展开图）等图文内容。展板设计

效果要求突出包装设计创意，图文信息清晰直观，层次分明，

言简意赅。

4.展板设计应图文并茂、文字言简意赅、布局合理、版

式美观。

（七）本模块竞赛结果提交物：

1.展板设计源文件；

2.展板设计图片（60cm*90cm 精度 150dpi，JPG 格式，

竖幅），文件夹命名为“展板 +工位号”。

说明：将上述两个提交物放入以“结构 +工位号” 命

名的文件夹，并且存入赛场所发 U 盘内和参赛选手所在计算

机桌面上（评分以 U 盘内提交物为准）。

（八）分值指标分配如下（职工组 15 分，学生组 20 分）：

指标 体现设计要点呈现 版面整体排版效果 设计说明表述

分值 4（6） 8（10）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