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	

“二十四节气” 

创意产品设计征集 

参赛手册 

致敬⽣活 

——中国优秀传统⽣活⽅式振兴	



“⼆⼗四节⽓” ，是中华民族独创的⽂化遗产，综合了天⽂、物候、农业
⽓象等⽅⾯的经验，在国际⽓象届被誉为“中国第五⼤发明”。2016年11⽉
30⽇，“⼆⼗四节⽓——中国⼈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形成的时间知识
体系及其实践”列⼊联合国教科⽂组织⼈类⾮物质⽂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标
志着中国的这⼀项历史悠久的⽣活智慧将被世界⼈民所认知和共享，体现
出国际社会对保护传统知识与实践类⾮物质⽂化遗产，并将⽂化融⼊社会、
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视。 

北京国际设计周是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华⼈民共和国⽂化和旅游部与北京

市政府⻓期联合主办的国际A类设计活动，是亚洲规模最⼤，最具影响⼒的

创意设计展⽰、推介、交流和交易平台。 

2017北京国际设计周，遍布京津冀42个分会场，举办1000余项设计活动，

吸引来⾃20多个国家的万名设计师及设计机构代表，近800万⼈次现场参与

和5000万⼈次世界各地在线观众的参与和关注，活动规模与全球最⼤规模

的设计活动——⽶兰设计周相当。 

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将继续秉持“设计之都!智慧城市”的理念，以“致

敬⽣活”为主题，聚集全球创新资源，关注城市设计、⽂化设计、科技设

计、⽣活设计。集中展⽰、推介⽂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的创新成果。	



作为中国⼈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四节⽓”深刻影响着⼈们的思维⽅
式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化认同的重要载体。虽然，都市⽣活正在使我
们对时令、⽓候、物候的变化逐渐淡漠，但“⼆⼗四节⽓”所彰显出的中国⼈
尊重⾃然、顺应⾃然规律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仍应被重视、继承和秉持。	

我们⽣息于中国这⽚古⽼⽽年轻的⼟地，⽇⽉⼭川的空间维度和五千年⽂明
的时间维度定义了现在的我们，如何在这个美好的空间⾥优雅地⽣活并把它
完整地交给下⼀代，如何把历史的信息承接、保存并书写好属于我们的这⼀
段时光，是每⼀个现代中国⼈的使命。	

 2017北京国际设计周成功举办了“⼆⼗四节⽓”标识系统设计征集活动，
得到了⼲⼤设计师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体现出设计师们对传统⽂化创新
传承的⾼度热情。 	

如今，以国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化传承发展为背景，以“⼆⼗四节⽓”所涵

盖的⾐、⾷、住、⾏、⽤等中国优秀传统⽣活⽅式为蓝本，以这项属于全体

中国⼈的世界级⾮物质⽂化遗产的保护利⽤为契机，以北京国际设计周为资

源聚和宣传推⼲平台，联合中粮集团、同仁堂集团、北京故宫⽂化服务中⼼、

中国⽓象台中国⽓象频道、中信出版集团、时尚集团、中华世纪坛艺术馆、

京东⽂娱IP经纪平台、汉⿇投资集团等机构，发起“⼆⼗四节⽓创意产品设

计征集活动” 。 

源起	

北北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                
北北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A座14层 
电话：010 8418 6885 



主题阐释	

北北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                
北北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A座14层 
电话：010 8418 6885 

每⼀个中国⼈都是“⼆⼗四节⽓”这⼀项世界级优秀⾮物质⽂化遗产的传承⼈。
我们的先祖曾在⼭川河流间筚路蓝缕地采摘耕种，在五千年寒来暑往中感悟
天地，在每⼀天清晨拥抱⽇出，在⽆数个夜晚仰望星空，他们与⾃然和谐相
处的智慧和创造⼒，以及对于宇宙的独特认知，早已融⼊⾎脉成为我们⽣命
的⼀部分。不论我们⽣活在世界的哪个区域，不论时空如何转换，都不能改
变我们的⽂化基因。  

“⼆⼗四节⽓”是中华民族的古⽼智慧结晶，是中国农耕社会⽣产⽣活的时
间指南，与中国⼈的⽣活密切相关，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住⾏⽤等⽣活
⽅式。 

因此，我们以“致敬⽣活”主题，以“⼆⼗四节⽓”为要素，以“跨界融合

设计”为原则，秉承“合应⾃然”理念，⾯向全球年轻设计师征集产品设计

（概念设计或实物产品），通过⾐、⾷、住、⾏、⽤、礼、育、美、数字媒

体等领域的跨界创意设计，展现⼆⼗四节⽓在未来⽣活中更多创意发想，不

断激发中国年轻⼀代优秀传统⽣活⽅式的关注与发现。	

⿎励跨学科、跨领域协同创新，以“⼆⼗四节⽓”⽂化元素为核，跨界融合，

以成熟⽂化或品牌符号为载体，诠释中国优秀传统⽂化⽣活⽅式；充分利⽤

设计创新⼯具，推动现代科技与传统⽂化的融合，形成中国传统⽂化元素与

当代设计相结合的优质产品，塑造以“⼆⼗四节⽓”为基本元素和品牌形象

的中国原创设计品牌，带动中华优秀传统⽂化融⼊现代中国⼈⽣活并⾛向世

界。  



组织机构	

北北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                
北北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A座14层 
电话：010 8418 6885 

【主办单位】 

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 

北京国际设计周创新设计服务⼤会	

【承办单位】 

北京歌华⽂化科技创新中⼼ 

DSC 歌华创意设计服务中⼼ 

【协办单位：⼆⼗四节⽓品牌联盟机构】 

北京市海外⽂化交流中⼼（北京市⽂化局）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象局中国⽓象频道 

北京故宫⽂化服务中⼼ !朕的⼼意 

中信出版集团 

中华世纪坛 

时尚集团 

汉⿇投资集团 

	【特约⽀持】 

⺴易家居 

视觉中国设计社区 

洛客设计平台 

猪⼋戒⺴ 

中央电视台新媒体机构熊猫频道 

 【特约渠道】 
京东⽂娱——IP经纪平台	



征集内容	

北北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                
北北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A座14层 
电话：010 8418 6885 

【征集内容】 

以“⼆⼗四节⽓”或“时令” 、“季节” 为要素的创意产品设计，并
具备进⼊消费市场的可⾏性。 

【主题与原则】 
以“致敬⽣活”为主题，⿎励⽇常⽣活密切相关的产品创意设计； 

以“跨界融合”为原则，⿎励⼆⼗四节⽓元素与其他领域、⾏业、品牌
或产品的融合。 

【推荐主题】 

"  “⼆⼗四节⽓”与⽣活结合： 
 将“⼆⼗四节⽓”元素与⽇常⽣活相结合，融合现代时尚元素设计创意产品，
具备⼀定的⽣活实⽤功能；⿎励结合本活动协办机构品牌或产品系列进⾏创
新设计开发。 

"  “⼆⼗四节⽓”与科技结合： 

使⽤科技⼿段表现或融合“⼆⼗四节⽓”，体现传统⽂化与智能科技技术的
融合创新，注重“实⽤性”转换。  

"  “⼆⼗四节⽓”与传统⼯艺结合： 

将传统⼯艺融合“⼆⼗四节⽓”元素，创新设计现代⽣活⽤品。 

"  “⼆⼗四节⽓”与⼤熊猫元素结合： 

北京国际设计周与央视⺴、成都⼤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特约举办，征集以“⼆
⼗四节⽓”为要素，结合⼤熊猫形象元素进⾏⽂创产品设计；利⽤⼤熊猫表
达“⼆⼗四节⽓” 传统⽂化内涵，赋予中国⼤熊猫承载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
⽂化的功能。该主题作品也将被推送给三⽅举办的“中国⼤熊猫创意产品设
计征集”活动评选并获取奖励。 

 

 

 



应征⽅案	

北北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                
北北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A座14层 
电话：010 8418 6885 

【应征⽅案构成】 

1.  产品设计图 

“⼆⼗四节⽓”创意产品名称、设计效果图、结构设计图纸（电⼦版或
⼿绘扫描版），设计图稿分辨率不少于300dpi的JPG格式⽂件或⽮量原
始设计⽂件。	

2、设计说明 

产品名称、设计理念、材料和⼯艺、产品应⽤等简单描述，⽤于介绍产
品。 

3、样品实物（⾮强制性要求） 

4、《应征⼈信息表》（详⻅附件） 

 
【应征⽅案类别】 

1.  ⾷品、饮料产品设计 

2.  服装、饰品及纺织品设计 

3.  家具、家居⽤品等⽣活产品设计 

4.  ⽂创产品、衍⽣品、礼品设计 

5.  空间、环境设计 

6.  益智开发、教育课件等设计 

7.  数字多媒体设计 

8.  办公⽤品设计 

9.  养⽣、保健等产品设计 

10. 电⼦、交互设计 

11. 产品包装装帧、⼿机主题等平⾯设计 

12. 其他设计 



计划流程	

北北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                
北北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A座14层 
电话：010 8418 6885 

【投稿时间】 

2018年6⽉12⽇ — 8⽉10⽇ 

【提交⽅式】 

线上投稿：24@bjdw.org 

线下投稿：快递⾄北京市东城区⻘⻰胡同1号歌华⼤厦A座14层，北京 

                     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收 

联系电话：010 8418 6885 

其他投稿：视觉中国设计社区、洛客设计师平台、猪⼋戒⺴等合作平台 

【赛事流程】 

作品征集：2018年6⽉12⽇ — 2018年8⽉10⽇ 

初审评选：2018年8⽉11⽇ — 2018年8⽉15⽇ 

⼊围作品⺴络票选：2018年8⽉16⽇ — 2018年8⽉25⽇ 

终审评选：2018年9⽉1⽇ — 2018年9⽉15⽇  

颁奖典礼：2018年9⽉23⽇（暂定） 

作品展览与推⼲：2018年9⽉22⽇ — 2019年（设计周主题展，国内巡 

                     展，海外交流推⼲） 

产品转化：2018年11⽉ — 2019年  



奖项回报	

北北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                
北北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A座14层 
电话：010 8418 6885 

【奖⾦回报】 

初选        ⼊围奖：30名  奖⾦ 3000元⼈民币（税前） 

决赛        ⾦奖：    1名     奖⾦30000元⼈民币（税前）	

                银奖：   2名     奖⾦15000元⼈民币（税前）	

                铜奖：   7名     奖⾦5000元⼈民币（税前） 

【名誉回报】 

"  所有⼊围作品设计者获得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颁发的官⽅认证获奖证书
或奖杯，并获邀参加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及颁奖典礼。 

"  决赛⾦奖、银奖设计师受邀参加2018年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式“设计师蓝
毯” 活动，接受媒体和公众关注。 

"  所有⼊围设计作品参加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节⽓新国货——⼆⼗四节⽓
创意产品设计⼤展”，并参加北京国际设计周国内合作城市巡展；有机会
受邀参加北京国际设计周主宾城市（国际）和其它官⽅主办的海外⽂化交
流展。 

"  所有获奖设计师⼊选北京国际设计周官⽅和“⼆⼗四节⽓品牌联盟”合作
设计师，直接获得著名品牌/机构业稳定合作机会。 

"  ⼊围及获奖设计师可⼊选DSC歌华创意设计服务中⼼⾮遗及传统⽂化创新
设计孵化平台。 

【产业回报】 
"  北京国际设计周推动获奖设计⽅案与“⼆⼗四节⽓”品牌联盟机构/品牌、京

东⽂娱IP经纪平台及其⽣产供应商合作推出实体商品，实现设计成果转化，
设计师获得产品版税；北京国际设计周协助洽商、谈判，提供版权、法务
等服务。 

"  获奖作品设计师有机会参加由北京国际设计周组织、30多家投资机构参与
的设计创投闭⻔路演，了解设计投资机构的投资⽅向和需求，获取创业投
资机会。 



作品评审	

北北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                
北北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A座14层 
电话：010 8418 6885 

【评审标准】 

北京国际设计周邀请设计专家、民俗专家学者和著名企业代表组成初赛、
决赛评审委员会，在确保公正、专业的审查程序基础上，对应征作品的
切题性、设计完整性、创新性和应⽤性四个⽅⾯进⾏评审。 

"  切题性（占⽐25%） 

与“节⽓”、“时令”主题元素的结合巧妙⾃然不⽣硬，蕴含较强的中
国传统⽂化意境，并将传统与现代⽣活⽅式⾃然融合。 

"   设计完整性（占⽐25%） 

应征作品除具备《应征⽅案构成》之全部要求外，需具备较⾼的审美性
和设计感，并传达完整的设计意图，具备阐释其思想内涵的完整度。 

"   创新性（占⽐25%） 

设计、功能及材料具有原创属性，⿎励作品设计⼤胆创新，⿎励跨界融
合，体现节⽓与中国⼈⾐、⾷、住、⽣活⽅式的融合。 

"   应⽤性（占⽐25%） 

作品结构、⼯艺合理性，具备较强的产品转化和⽣活应⽤性。 



北北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                
北北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A座14层 
电话：010 8418 6885 

作品评审	

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导
师，国际平⾯设计师协会（AGI）会员，AGIA中国区主席。	

⺩敏  评审委员会主席	

【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由⾏业专家评审和品牌企业产品评审组成，其中品牌企业产品评审组将由
北京国际设计周特邀中粮集团、同仁堂集团、中信出版集团、北京故宫⽂化服务中⼼、
中国⽓象频道、汉⿇集团、华⾦慧源基⾦、京东⽂娱IP经纪平台等机构领导组成，并
参与获奖产品的转化和对接。 

【部分评审专家】 

前⾹港设计师协会主席，曾获⾹港及海外设计类奖项250多项。
为屈⾂⽒设计的蒸馏⽔瓶获得“瓶装⽔世界”全球设计⼤奖。	

刘⼩康  特邀评审专家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会
徽设计者。	

林存真  特邀评审专家	

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策划总监，曾获⽇本平⼭郁夫奖、“中国
之星”最佳设计奖、中国优秀品牌形象设计奖及⾦⼿指奖等。	

曾辉  特邀评审专家	

中国⽓象局公共⽓象服务中⼼研究员，中国⽓象学会科普⼯作委
员会副主任。	

朱定真  特邀评审专家	



北北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                
北北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A座14层 
电话：010 8418 6885 

参赛须知	

【参赛费⽤】 

本次征集活动免费报名；获奖设计师来京领奖或参展所产⽣的交通、⾷宿等相关费⽤
须参赛者⾃⾏承担。 

【注意事项】 
1. 参赛作品均不予退件。	
2. 为保障参赛者权益，提交作品时须填写《应征⼈信息表》（⻅附件），确认邮箱与
⼿机号，主办⽅将会以此邮箱发送⽐赛重要信息，包含⼊围与获奖通知。	
3. 初选截⽌后，将⽆法再修改作品名称及参赛者姓名，请妥善填写。在指定⽇期后提
交作品者，视为⽆效作品。	
4. 参赛作品内容需积极健康向上，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出现违背社会公共道德、
⾊情、暴⼒、侵犯他⼈隐私及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不宜公开传播的内容。 	
5. 所有参赛作品需保证原创性，须紧扣⼤赛“⼆⼗四节⽓”主题，独具创意且具有良
好的视觉效果。参赛者承诺提供的所有资料均真实有效，应征作品系应征⼈独⽴创作，
拥有充分、完全、排他的著作权与其他第三⽅权利，不涉嫌抄袭、侵害其他⼈的著作
权，不存在任何版权纠纷，没有违反著作权法、出版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6. 若存在涉嫌抄袭或者违反著作权等⾏为，经调查属实，组委会有权取消得奖资格，
并且追回所授荣誉及奖品。凡因著作权问题引起纠纷者，皆由参赛者⾃⾏解决。	
7. 所有的参赛产品或作品，设计周组委会享有推介、展⽰、出版及其他形式的推⼲、
宣传等权利。作者应同意⽆偿、⾮专属性授权本⼤赛组委会，使⽤参赛⼊围作品图⽚
与说明⽂字等相关材料，⽤于宣传⽤品制作、⺴络线上阅览、研究与公共服务等⾮商
业性⽤途。	
8. 获奖者应提供得奖作品的详细资料，作为公开报道和展⽰之⽤。在奖项颁发三年内，
得奖者及其作品应配合组委会举办的相关展⽰与宣传活动，并保留作品原始档案及资
料。	
9. 获奖者奖⾦应按照相关规定缴税。	
10.主办⽅对参赛作品的知识产权拥有优先合作开发权，具体合作事宜与设计师商讨
后另⾏签署协议。 



北北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                
北北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A座14层 
电话：010 8418 6885 

赛事回顾	

2017年北京国际设计周向社会公开征集“⼆⼗四节⽓”标识系统设计。以期通过现代设计的
⼿段，尝试推动我国⾮物质⽂化遗产创新传承与发展，在当代社会⽂化⽣活中焕发新的活⼒。
征集活动通过北京国际设计周及多个合作平台，覆盖专业设计师群体2万余⼈，⼊围专业组
参评作品534份；⻘少年组覆盖北京市97所中⼩学校,125个社区，⼊围作品1520份。 	

【颁奖典礼】 
2017北京国际设计周“⼆⼗四节⽓标识系统设计颁奖典礼暨中国优秀传统⽣活⽅式振
兴——⼆⼗四节⽓品牌⾏动计划”活动在北京设计周期间主会场中华世纪坛举办。 



北北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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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回顾	

【设计周开幕蓝毯活动】 
2017北京国际设计周”⼆⼗四节⽓“标识系统获奖设计师代表与中粮集团、故宫⽂服
等机构代表出席设计周开幕式设计蓝毯活动。 

【设计周主题展览】 
2017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在设计周主会场中华世纪坛举办”⼆⼗四节⽓“标识设计
获奖作品展。获得央视等各⽅媒体关注、采访和报道。 

【海外⽂化交流】 
2018年初， ⼆⼗四节⽓标识获奖设计师受邀赴联合国进⾏传统⽂化交流活动，设计
师向联合国赠送”⼆⼗四节⽓“标识设计⼿稿。 



北北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 

北北京国际设计周创新设计服务⼤大会 
北北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 歌华⼤大厦A座14层 邮编100007 

咨询电话   010 84186885 

⽹网址 www.bjdw.org         邮箱  24@bjdw.org 

感谢！⼀路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