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天匠动画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校园招聘简章 

◆ 公司简介 

天匠动画是专门从事动漫、游戏设计制作、影像作品设计制作的民营企业，坐落于天津海

泰绿色产业基地，现有员工近 200 人。这一规模位居天津行业前列，是天津市 CG 设计服务业

代表企业。公司自 2013 年成立至今获得众多天津市及国家级奖励，同时作为文化数字产业的

实习生培养基地，每年都会为 CG制作行业培育众多优秀人才。 

公司为国内外知名动漫、游戏厂商及数字媒体企业提供从分镜脚本设计、2D 原画设计、

3D 模型设计制作、材质灯光、3D 动画设计制作，影视制作，脚本编撰等全系列 CG 制作服务，

为客户提供专业的 CG 设计制作解决方案，具有整体影像、动画策划制作能力。天匠动画的核

心技术团队在影视动漫及游戏界拥

有近 20年的项目制作经验，参与制

作过如《最终幻想》系列、《怪物猎

人》系列、《勇者斗恶龙》系列、《倩

女幽魂 2》、《信长之野望》、《仁王》、

《天谕》等炙手可热的游戏，及《团

地友夫》、《愚者信长》、《食戟之灵》、

《超时空要塞 D》、《宇宙战舰大和号

2202》等知名日本动画，在日本客户

中有着较高口碑，受到国内外客户

好评和信任。 



 游戏作品 

★怪物猎人世界  

★仁王 

★进击的巨人 2  

★勇者斗恶龙 10、11 

★最终幻想 14  

★逆水寒 

★倩女幽魂 2 

★剑网三 

★天谕 

 

 

 

 

 

 

【仅列举部分】 



 动画作品 

★银河英雄传说 Die Neue These 

★超时空要塞 Delta 

★新干线变形机器人 

★宇宙战舰大和号 2202 爱的战士们 

★怪物猎人物语 

★监狱学园 

★食戟之灵 

★黑色残骸 

★创圣大天使 LOGOS 

★愚者信长 

★豆腐小僧 

【仅列举部分】 

 

 



 工作室系列 

★菲莉丝的工作室 

★索菲的工作室 

★艾斯卡与罗吉的工作室 黄昏之空的炼金术士 

★新萝洛娜的炼金工房:亚兰德的炼金术士【仅列举部分】 

 

 

◆ 公司主页 

www.tenjoystudio.com 

◆ 公司地址 

天津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 6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 F座 5门 3层及 4层 

座机电话：022-58620811转 8000（人事课） 

◆招聘邮箱： zhaopin@tenjoystudio.com 

邮件主题标明：姓名+岗位+毕业院校+专业，邮件请务必附个人作品。 

 

http://www.tenjoystudio.com/
mailto:zhaopin@tenjoystudio.com


 

◆ 2020年需求岗位 

◆【实习生岗位】（3D方向） 

2020-2021 年天匠动画【游戏模型】、【游戏动画】、【影视模型】、

【影视动画】岗位均招收实习生。具体情况请查找下方具体信息。 

 3D 游戏模型实习生（计划 15-20人，上限 25 人） 

【基本要求】 

1. 计划长期在天津发展 

2. 热爱游戏行业 

3. 学些沟通能力强 

4. 美术基础好 

5. 天津院校或天津户籍在校生或离校 1年未就业学生 

6. 能适应工作压力，能完成前期技术学习及工作安排 

7. 有 3 维模型制作软件使用基础的优先考虑 

【实习期安排】 

1. 3D 模型制作软件系统学习 

2. 现时代及次时代模型制作技术流程及要求规范 

3. 公司项目制作流程及规范要求 

4. 根据不同风格掌握程度划分组别，进行项目工作实践 

 3D 游戏动画实习生（4人） 

【基本要求】 

1. 计划长期在天津发展 



2. 热爱游戏行业 

3. 学些沟通能力强 

4. 美术基础好 

5. 有一定的动画基础会使用基本的三维软件动画模块优先 

6. 天津院校或天津户籍在校生或离校 1年未就业学生 

7. 能适应工作压力，能完成前期技术学习及工作安排 

【实习期安排】 

1. 3D 动画制作软件系统深度学习 

2. 结合公司项目实际深度学习动画基础、运动规律、表演等技术。 

3. 公司项目制作流程及规范要求 

4. 根据技术提升程度划分组别，进行项目工作实践 

 3D 影视模型实习生（4人） 

【基本要求】 

1. 计划长期在天津发展 

2. 热爱影视及日本动漫行业，喜爱二次元风格剧集动漫 

3. 学些沟通能力强 

4. 美术基础好 

5. 天津院校或天津户籍在校生或离校 1年未就业学生 

6. 能适应工作压力，能完成前期技术学习及工作安排 

7. 有 3 维模型制作软件使用基础的优先考虑 

【实习期安排】 

1. 3D 模型制作软件系统学习 



2. 影视级模型制作技术流程及要求规范 

3. 公司项目制作流程及规范要求 

4. 根据技术掌握程度进行项目工作实践 

 3D 影视动画实习生（4人） 

【基本要求】 

1. 计划长期在天津发展 

2. 热爱影视及日本动漫行业，喜爱二次元风格剧集动画 

3. 学些沟通能力强 

4. 美术基础好 

5. 有一定的影视动画基础会使用基本的三维软件动画模块优先 

6. 天津院校或天津户籍在校生或离校 1年未就业学生 

7. 能适应工作压力，能完成前期技术学习及工作安排 

【实习期安排】 

1. 3D 影视动画制作流程深度学习 

2. 3D 影视动画制作软件使用深度学习 

3. 结合公司项目实际深度学习动画基础、运动规律、表演等技术。 

4. 公司项目制作流程及规范要求 

5. 根据技术提升程度划分组别，进行项目工作实践 

特别说明： 

实习岗位按照天津市人社局要求签订实习协议，发放实习生活费补贴，对于能够

达到公司要求的实习生公司优先签订三方协议并留用，毕业后免去试用期，直接

入职，并直接参与当季度奖金评定。实习期间公司安排应届生的职业生涯及行业



发展各项讲座及专业培训，帮助实习生更好的适应未来的职业生活，并且帮助毕

业生更好的进行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 

◆2020 年实习生招收流程 

 

 简历投递方式： 

方式一【通过招聘邮箱直接投递】 

 招聘邮箱：zhaopin@tenjoystudio.com 

 简历投递邮件标题请注明：姓名+岗位+毕业院校+专业+毕业时间。 

 提示：简历中务必写明联系方式电话、邮箱、请不要用图片格式尽量使用 word

格式文件。如有作品请同时发送。没有 3D作品的同学请直接发送美术绘画类作

品。 

 

方式二【通过智联及 BOSS 直聘客户端】微信扫码即可进入职位详情，点击公司信息

可查找全部在招职位 

 

 

 

 

 

 

 

 

 

方式三【扫码填写相关信息直接投递】 

 邮件发送不方便的同学请直接扫码填写进行进行岗位投递。 

 

 

 

 

 

 

 

简历投递 美术考试 面试
实习协
议签订

mailto:zhaopin@tenjoystudio.com


方式四【通过企业 QQ投递简历】 

 添加天匠动画公司企业 QQ，进行简历投递及沟通。 

 QQ号码：536441325    

 每日在线时间：9:00-11:30,14:00-17:00 

 非工作时间可以直接留言，工作人员在线时会集中回复。 

方式五【通过 HR微信投递简历】 

 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 HR微信。 

 请备注好姓名及应聘岗位。 

 通过微信获取职位及进度相关信息。 

 

 

 

 

 

 

 

 

◆【社会招聘岗位】 

 3D 游戏动画师（1-2 人） 

【任职资格】 

1. 2-3 年专业游戏动画制作工作经验，主要制作角色动作等 

2. 能够独立完成国内及国外游戏动画项目制作，不需过多指导 

3. 运动规律，动画基础优秀。 

4. 学习能力很强，能够指导初级新人或实习生进行技术提高。 

 3D 游戏模型项目总监（次世代方向）（2 人） 

【岗位职责】 

1. 指导项目组完成次世代游戏模型制作 

2. 制定小团队技术发展计划 

3. 进行内部技术人员培养 



【任职资格】 

1. 专科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2. 具有良好的美术基础 

3.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4. 熟练掌握 PBR 制作流程 

5. 游戏制作公司次时代角色或场景方向，2 年以上同岗位工作经验 

6. 有外包公司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 

7. 能够带领 5 人以上体制项目团队 

8. 参与过高质量游戏项目制作的制作者，优先考虑 

 3D 影视动画师（1-2 人） 

【任职资格】 

1. 2-3 年专业影视动画制作工作经验，主要制作角色动画 

2. 能够独立完成影视动画项目制作，不需过多指导 

3. 学习能力很强，能够指导初级新人或实习生进行技术提高。 

 

 结束语 

天匠动画是一群有活力，有梦想，有追求的伙伴们组成的温暖的大家庭，我们会有辛苦的

加班、会有紧张的学习考核、会有艰难时的互相鼓励、会有节日时的放松欢聚、会有旅行

时的惬意美好。 

 

天匠动画见证了许多员工的成长，从踏出校门的青春洋溢，到立业成家的稳重成熟，到儿

女双全的幸福美满。许多的员工在天匠的陪伴下走过了职业生涯的 3年、5年、10年，甚

至更久…… 

 

希望天匠的未来，有你的加入，希望我们也能共同走过未来的 5 年 10 年甚至更久，希望

我们能伴你一同迎接你未来每一个重要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