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中国设计智造⼤大奖
参赛指南

征集期:2021年年1⽉月20⽇日—2021年年6⽉月25⽇日
过去的⼀一年年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年年，
春夏秋冬，⼀一年年四季，我们⼀一直在与COVID-19的战⽃斗中前⾏行行……
⾃自去年年发布“COVID-19设计解决⽅方案全球征集令”后，从公共管理理到医疗器器械，从⽇日常出⾏行行到在
线会议，从产业⽣生态到可持续发展，DIA集聚了了数千件来⾃自全球各⾏行行各业的设计战疫优秀案例例，
举办了了设计战疫专区展，此时此刻，映射出⼀一种国际设计界共同⾯面对挑战的勇⽓气、团结与⼒力力
量量。
⾯面对COVID-19与⼈人类共存的新常态，我们尤为⿎鼓励跳出传统桎梏、超越⾃自我藩篱的创新，将危
机作为思考未来设计价值及颠覆性转型的源动⼒力力，设计本⽆无界，DIA期待更更多充满想象⼒力力与创新
⼒力力的优秀作品，展现艺术与科技在⼭山脚分⼿手、在⼭山顶汇合的动⼈人场景：
•

新⽣生态：⽆无论是产业⽣生态，还是⾃自然环境……

•

新安全：⽆无论是公共安全，还是社会伦理理……

•
•

新空间：⽆无论是⼈人的空间，还是虚拟世界……

•
•
•

新社交：⽆无论是线上社交，还是社区社群……
新办公：⽆无论是Solo办公，还是MR会议……
新教育：⽆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儿童培育……

•

新医疗：⽆无论是专业医疗，还是康复运动……
新交通：⽆无论是⾼高速公路路，还是智慧城市……

•

新可能：其他所有与未来图景相关的设计创新。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我们期待所有的优秀设计能在⾦金金秋如约⽽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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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赛作品
都需通过登陆官网进行线上报名,需提交材料如下:
报名参赛
材料
类型

报名参赛材料料
文字
材料

内容

格式规范

作品定位

中英双语、50字以内

□

设计创新点

中英双语、300字以内

□

需求与市场分析(产业
中英双语、300字以内
组)/痛点分析(概念组)

□

核心技术与工艺(产业
组)/潜力与拓展性(概 中英双语、300字以内
念组)

□

作品关键词

□

根据作品描述智能生成，可编辑修改

主效果图

图片
材料

产品说明图
专利证书扫描件(选交)
作品曾获奖证书扫描件
(选交)

视频
材料

确
认

*数字经济类别(必交)
其他类别(选交)

格式：
300dpi，
RGB色
彩，JPG
格式；
容量：小
于3MB/
张；

尺寸：210mm＊210mm（无文
字）；
数量：1张。

□

尺寸：210mm＊297mm（横竖
版不限，可配文字说明）
数量：1-4张。

□

尺寸：210mm＊297mm格式；
数量：1-3张。

时长：3分钟内；
格式编码：MP4格式，H.264编码；
分辨率：1280*720（720p）；
容量：100MB以内；
其它：如有字幕，至少包含英文。

□
□

□

初评时间：2021.07.06——07.16
初评将结合图⽂文，由国内外⾏行行业专家、学术带头⼈人等组成主赛区评审委员会，
与多个国际分赛区共同对所有公众参赛作品进⾏行行线上遴选线下讨论评审。

初评⼊入围查询⽅方法:
登录官⽹网（www.di-award.org）进⼊入报名系统，点击“作品管理理”，查看作品状

初评

态。如作品状态显示“初评⼊入围”或“审核通过”，即说明作品成功晋级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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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入围终评参赛作品
都需登陆官网在寄送系统中提交材料如下:
终评
材料
类型

终评参赛材料料

实物
演示
视频

寄送
实物
作品

具体要求

材料规范

实体作品视频要求：完整演示产品功
能及工作过程，要求露出非建模的实
物作品，概念组可用功能样机或外观
模型代替。

时长：3分钟内；
格式编码：MP4格式，H.
264编码；
分辨率：
1280*720（720p）；
软件或服务类设计视频要求：完整呈 容量：100MB以内；
现 软 件 或 交 互 原 型 的 操 作 流 程 及 功 其它：如有字幕，至少包含
能。
英文。
产业组：必须寄送产品或完整功能样机;
概念组：完整功能样机或外观模型。
选手需参照本年度《作品寄送说明》登陆报名系统提交相关材料并完
成线下寄送，《作品寄送说明》材料将于终评前一个月发布于官网。

确认

□

□

□

⼊入围终评作品寄送时间：2021.08.18——09.08

⼊入围作品寄送

所有⼊入围终评的参赛者须寄送实物或样机参加终评评审。邮寄地址、时间、寄
送要求等信息将统⼀一在本年年度《作品寄送说明》中另⾏行行说明，《作品寄送说
明》将于终评前⼀一个⽉月公布。参赛者未按要求准时寄达的，将视为放弃终评资
格。
寄送参赛作品所产⽣生的运输、保险、关税等所有费⽤用均由参赛者⾃自承担。

终评时间：2021.09.10——09.17
终评将采⽤用实物结合视频形式，由全球范围内邀请的权威专家组成终评评审团
对所有⼊入围作品进⾏行行现场评审。

终评结果通知：
所有评审结果等重要通知将通过官⽹网及报名系统进⾏行行发布，请参赛者密切关注

终评

以上信息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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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评审标准：
⼤大奖⽴立⾜足智能制造⼤大时代背景，独创“⾦金金智塔”评价体系，包含三层标准：
⼀一是基础标准，强调“设计之技”，包含功能性、美学性、技术性、体验性、可持续性等评价因⼦子；
⼆二是核⼼心标准，强调“设计之道”，包含⺠民⽣生贡献度、产业贡献度和未来贡献度等评价因⼦子；
三是顶层标准，强调“设计之⼒力力”，包含社会影响⼒力力、⾏行行业示范⼒力力等评价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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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及奖项设置：
参赛费：组委会不不收取报名费⽤用，但由参赛所产⽣生的物流、保险、清关等费⽤用由参赛者⾃自理理。

中国设计智造⼤大奖2021奖项设置
产业组（20项，460万）

概念组（10项，40万）

⾦金金奖 (2项，100万/项)

明⽇日之星 (2项，8万/项)

银奖 (8项，20万/项)

设计新锐奖(8项，3万/项)

铜奖 (10项，10万/项)

佳作奖（约300项，实际数量量以评审结果为准)

赛事⽇日程安排：
活动

⽇日期

公众报名

2021年年01⽉月20⽇日（三）-06⽉月25⽇日（五）

初评

2021年年07⽉月06⽇日（⼆二）-07⽉月16⽇日（五）

⼊入围作品寄送实物

2021年年08⽉月18⽇日（三）-09⽉月08⽇日（三）

终评

2021年年09⽉月10⽇日（五）-09⽉月17⽇日（五）

颁奖典礼系列列活动

2021年年09⽉月27⽇日（⼀一）-09⽉月29⽇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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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价值：
⼀一、奖杯证书

⼆二、2021DIA徽标授予

三、丰厚奖⾦金金

获奖者将获得奖杯及电⼦子版获奖证书⼀一

获奖作品均可获得“中国设计智造⼤大奖”徽

DIA设置单项最⾼高100万，合计500⼈人⺠民

份。参加本年年度佳作展的作品将获得“参

标终身免费使⽤用权。

币⾼高额奖⾦金金。获得产业组top20及概念组

展证书”，赠予组委会的获奖作品可获

top10名次的作品将获得对应级别奖⾦金金。

得“收藏证书”。

四、⾏行行业交流

五、产业转化

六、媒体推⼴广

所有获奖者将受邀参加本年年度颁奖典礼等

⼤大奖与专业产业综合服务机构及产业专

⼤大奖已与全球百余家主流媒体建⽴立覆盖不不

系列列活动，与来⾃自全球设计界、学术界、

家成⽴立产业转化服务⼯工作组，为参赛项

同⾏行行业和渠道的媒体推⼴广⽹网络。总决赛、

媒体界、产业界等各⾏行行业代表⾯面对⾯面交流

⽬目提供包含产业落地、投融资、创业赋

颁奖典礼等重要活动将进⾏行行⽹网络直播，获

合作，同时将有机会担任“D·WILL 讲

能辅导、产品设计提升、市场营销推

奖者将优先推荐参与各⼤大媒体专访，进⼀一

堂”演讲嘉宾。

⼴广、科技成果转化等产业转化服务。

步增强优秀设计的社会影响⼒力力。

七、展览展示

⼋八、年年鉴出刊

所有获奖作品将参加年年度展览，并有机会

获奖作品均可被收录于当年年度的DIA年年鉴

参加其他国内外巡展。

被出刊发⾏行行。

>

DIA

zgsjzzdj
DIA

联络通讯地址：
DIA中国总部
p.+0571-87200196/87200197
e. info@di-award.org

DIA英国

DIA⽇日本
org.⽇日本设计咨询协会
add. Higashi-Gotanda,Shinagawa
City, Tokyo, 141-0022 Japan

org.英国设计基⾦金金会
add. 15, Strauss Road, Chiswick,
London, United Kingdom W4 1DL

DIA奥地利利

DIA意⼤大利利

DIA印度

org.⽶米兰理理⼯工⼤大学POLI. design设计学

org.印度⼯工业联合会

院

add. Bhat-koteshwar Link Road,

add. Via Don Giovanni Verità, 25,

Ahmedabad, Gujarat, India

20158-Milano

www.di-awar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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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奥地利利⼯工业设计协会
add. Hi-pe.at,impacthub ,
Lindengasse 56, 1070 Vienna Austr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