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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基本信息

（一）专业定位

数字媒体技术（英文：Digital Media Technology）为工学门类，专业代码为

080906，属计算机类专业，每年招生约 100 人。我校数字媒体技术专业起始于

2009 年招生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动漫方向），自 2012 年经教育部批准设

立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为 2017 年广东省特色专业。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以培养拥

有“大健康”知识背景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技术、艺术”等知识结

构，具备前端设计与开发、游戏开发、影视动画设计等能力，面向数字媒体产业

相关技术岗位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开展数字媒体技术人才培养，响应粤港澳大

湾区数字媒体与游戏产业发展对技术人才的需求。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良好思想道德水平、人文素质和艺术修养，具有较开阔的视野和

良好的沟通能力，系统掌握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应用技术，熟悉前端

设计与开发、游戏开发、影视动画处理等技术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及技术，能在信

息技术和数字媒体相关领域进行技术应用、开发、制作或管理的高级应用型技术

人才。

（三）培养规格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基本学制四年，实行弹性学制，按人才培养方案要求修满

170 学分，经考核合格授予工学学位。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应用技术，接受科学思

维、科学技术以及艺术设计的训练，强化计算机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培养数字媒

体技术的应用开发能力，通过开设多种课程实验和综合实践，使学生具有数字媒



体相关的设计、开发、应用、制作和管理的基本能力。其素质要求、知识要求和

能力要求如下：

素质要求

①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基本原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奋斗的志向和责任感;具有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树立正确的历史发展观，客观看待历史和现实，建立科学唯物主义观念，尊重科

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勤奋好学、艰苦奋斗、诚实守信、团结共事、敬业爱岗、热

爱劳动、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②人文素质：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素养，准确表达思想的语言

和书面优良交流沟通能力；理解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学术志趣，

增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信念，培养科学精神;能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积极参

加社会实践，适应社会发展和进步；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合作的

能力以及团队协作精神。

③职业素质：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创新意识，较强的工程素养和效益

观念；具有较强的职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自觉实践职业精神和职业行为规范。

④身心素质：了解体育运动知识，掌握锻炼身体的技能，养成科学锻炼身体

的习惯，达到大学生体育标准；具有面对困难、失败、挫折的良好心理承受能力，

以及面对成功、成就不骄不躁的精神面貌。

知识要求

①理解数字内容制作相关的艺术、技术背景知识；



②掌握计算机技术和艺术设计的基础知识，具备计算机技术和艺术的复合知

识结构；

③掌握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基本理论与专业知识；

④熟练掌握前端交互、游戏开发和影视动画处理等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的原理、

方法及技术；

⑤具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本专业所必须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能力要求

①掌握数字媒体相关领域的基本设计和开发技术，能够在计算机技术和艺术

交叉领域开展创新性的工作；

②能独立或合作完成作品的设计、开发和管理等中的至少一个环节，具有数

字内容制作及相关技术工具开发的能力；

③具备一门外语以及资料查询、文献检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

的基本方法；

④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具有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⑤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沟通交流以及团队合作能力；

⑥具备更新专业前沿知识、技能的自主学习、可持续发展及一定的应用创新

能力；

（四）课程体系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以程序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和数据结构等课程为

基础，以素描与色彩和数字绘画基础等艺术类课程为辅，开设了前端设计与开发、

游戏开发、影视动画处理等方向的技术与应用类课程，培养在数字媒体技术领域

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程序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交互式

前端技术、前端框架技术开发、三维游戏开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与应用、移动

应用开发和影视包装与制作等。实践教学环节包含军事技能、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课、综合课程设计和毕业实习（含毕业论文）等。

（五）师资队伍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有专任教师 16 人，全部具有博士、硕士学位，其中高级

职称教师 5名，中级职称教师 11 名。近 5年主持各级各类科研课题 15 项，教学

课题近 20 项，发表科研、教学论文逾 100 篇。有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 1人，广

东省动画、数字媒体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人，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智能医学

专业委员会副主委 1人。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负责人为黄展鹏，副教授，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计算机学

院，主持和参与省级以上项目 5项，开展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研究，以第一

作者/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逾 20 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6 篇，SCI/EI 收录

论文 5篇。主持开展数字媒体技术——广东省特色专业建设并顺利结题，开展数

字媒体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与实践并获 2019 年广东省教学改革项目立项

支持，担任 2020 年《虚拟现实技术与应用》广东省在线开放课程主讲教师，主

讲《虚拟现实技术与应用》课程为 2021 年广东省一流线上线下混合课程，指导

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获批国家级创业实践项目 1 项，省级创新创业项目 6

项。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包含影视作品设计、虚拟现实与游戏开发和前端开发三个

模块，负责人分别为罗漫、黄展鹏和黄益栓。罗漫副教授系南粤优秀教师教坛新

秀，现任医药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信息技术创新创业中心主任，广东省本科高



校动画、数字媒体专业教指委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智能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

委，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数字影像创意委员会常务理事等职，获得广东省优秀

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校级教学成果一二等奖 4 项，编写《Java 程序设计案例

教程》等教材 8部，指导学生参加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银奖

4 项，铜奖 12 项，多次获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和二等奖。

（六）教学条件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购置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头盔以及数据手套等专业教学

设备，搭建了视频拍摄工作室，建有游戏开发实验室、画室及计算机机房等专用

和通用实验室，能满足专业教学的软硬件需求。与中山市吉东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中凯智慧政务软件有限公司和广州慧扬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等建立稳定的实

习及就业基地，并利用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创新创业工作室建设校企协同育人基地，

指导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图 1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实验室



图 2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室

图 3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实习基地和讲座

二、其他专业相关的重要信息

（一）专业及教师教育教学改革成果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积极开展专业及教师教育教学改革。2019 年广东省高等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OBE理念的信息类工科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与实践

—以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为例”，基于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建立多

维度阶梯式的实践教学体系，并进一步构建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实践教学课程对毕

业生能力的支持关系矩阵，同时建立合理的实践教学学习产出评估机制，用于评

估实践教学的“学习产出”以对实践教学体系进行持续的改进和优化，提升专业

人才培养的水平。2017 年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医学虚拟仿真为

导向的教学探索与实践--以《三维动画设计与制作》为例”，结合学校的医药

特色，开展《三维动画设计与制作》课程教学改革，提升学生应用能力，学生作



品参加计算机设计大赛累获佳绩，取得较好教学效果。

积极开展课程建设，《虚拟现实技术与应用》和《WEB 技术与应用》为广

东省线上线下混合一流课程。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坚持知识传授和德育教育相结

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坚定的政治信仰，积极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虚拟现实技术与应用》第四章第三节“场景漫游技术”为

2021 年广东省本科高校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二）人才培养效果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以培养面向专业相关岗位的数字媒体技术类应用型人才

为目标，积极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利用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室，

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有多项获国家级和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支持，近三年，

专业教师指导学生参加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银奖 1 项，

铜奖 2项；同时积极指导学生参加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广东省计算机设

计大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等专业相关赛事，近年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

计大赛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广东省计算机设计大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5

项，学生作品和技术水平获评审专家好评。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突出“强技术、懂艺术、精应用”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

立足“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和实践教学项目化，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专业

毕业生广受用人单位欢迎。

表 1 近三年专业学生获奖名单

项目名称

指 导

老 师

授奖单位 等级 年度

脂有健康：慢性病早

期防治专家
罗漫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广东省赛区
铜奖 2021

冰刀年华 黄展鹏 第 14届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 二等奖 2021



赛

冬奥小镇——冰雪

之约
黄展鹏

第 14届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

赛
三等奖 2021

动画类《守护你的美

丽时刻》
张丹

2021第 13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

术大赛广东赛区
一等奖 2021

视频类《轻“碱”生

活》
陈思

2021第 13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

术大赛广东赛区
二等奖 2021

Biathlon 黄展鹏 2021年广东省计算机设计大赛 二等奖 2021

2022北京冬奥会宣

传动画
陈思 2021年广东省计算机设计大赛 三等奖 2021

视频类《治愉定理》 陈思
2021第 13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

术大赛广东赛区
三等奖 2021

动画类《我们青年一

代》
陈思

2021第 13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

术大赛广东赛区
三等奖 2021

动画类《娃哈哈广

告》
陈思

2021第 13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

术大赛广东赛区
三等奖 2021

“脂”为健康：网格

化智能科学减脂的

开创者

罗漫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国赛
铜奖 2020

糖脂代谢病防治 罗漫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赛区
银奖 2020

过零丁洋 张琦 2020 年广东省计算机设计大赛 二等奖 2020

糖画 张琦 2020 年广东省计算机设计大赛 三等奖 2020

飞鸟重生馆 张琦、陈思 2020 年广东省计算机设计大赛 三等奖 2020

影视类《气泡苏打水

的自我修养》
陈思

2020年第12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

术大赛广东赛区
二等奖 2020

影视类《动感清新粉

底液》
张丹

2020年第12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

术大赛广东赛区
二等奖 2020

动画类《爱的防线》 张丹
2020年第12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

术大赛广东赛区
三等奖 2020

动画类《哇哈哈之日

常生活篇》
张丹

2020年第12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

术大赛广东赛区
三等奖 2020

动画类《哇哈哈之黑

糖奶茶》
张丹

2020年第12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

术大赛广东赛区
三等奖 2020

图 4 专业学生参加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部分获奖证书



图 5 专业学生参加广东省计算机设计大赛获奖证书

图 6 专业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部分获奖证书

（二）社会服务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结合学校特色，积极发挥专业特长服务社会，与中山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疾病防控健康教育宣传服务项目》，《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防控宣传品设计项目》和《广东药科大学健康生活方式平面设计大赛》等项目，

利用视频作品等方式宣传健康生活方式。为南京市欣旺达新能源有限公司开展

《虚拟现实场景的机器三维模型构建》等技术服务，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培养了

专业学生实践动手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