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6

第二十一届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项目名单

（60 项）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1 ZL201330212506.5 耳机（一） 万魔声学科技有限公司

谢冠宏，林柏青，于世璿，陈运亮，袁

瑒

2 ZL201330253831.6 汽车
海马汽车有限公司，上海海马

汽车研发有限公司
朱宏林，任志广，杨晶，李伟强

3 ZL201330628752.9 装饰灯（莲花 1-3） 广东凯西欧光健康有限公司 吴育林，李海锋，梁明

4 ZL201430283214.5 厨柜 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 潘孝贞

5 ZL201530305012.0 汽车（352）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卡洛斯·阿罗约·特伦，陈远清，熊春

英，李青，刘淑英，邬杰，曹鹏，罗文

国，张巨塨，狄夫良，张小红，张海滨，

田艳芳，李玮月，黎华

6 ZL201530328697.0 边三轮摩托车
重庆银钢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伍毅，曾宪富

7 ZL201530334159.2 万能式断路器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么大伟，郑魏玲

8 ZL201530549559.5 便携蓝牙音箱 北京小鸟听听科技有限公司 王伟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9 ZL201530559133.8 单门饰柜(122600)
汕头市华莎驰家具家饰有限

公司
黄茂荣

10 ZL201630008057.6 滚筒洗衣机
青岛海尔滚筒洗衣机有限公

司
王稳泰，孔志，吉雪玲

11 ZL201630056187.7 机械表表头（713.765L） 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 李树华，周文霞

12 ZL201630209603.2 智能车床（i5T3.3）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王亮，于春明，刘洪强，戚远大，张亮，

李安，王伟平，刘星，白衍，王志鑫，

王国玉，王海波，王雪，曹维佳，刘萍，

周兆祥，刘大敏，吕文卓，任延伟，于

铎，曾德强，李欣，吴洪超，段雪峰，

周阳，田高娃，李英硕，尚陆华，邱岩

13 ZL201630214183.7 淋浴房(B1602) 霍成基 霍成基

14 ZL201630260403.X 平地机(D 系列)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卢南潮，盖里·梅杰，刘恒志，林明智，

黎俊宏，周海林，秦宇

15 ZL201630355868.3 吸油烟机(EM21T)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茅忠群

16 ZL201630475500.0 水槽（双槽 p-sink） 珠海普乐美厨卫有限公司
卫凯·提鲁那嘎鲁，殷刘春，邹旭光，

刘勇

17 ZL201630482883.4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李凯，李哲，周国军，马洪光

18 ZL201630489047.9 电饭煲

格力大松（宿迁）生活电器有

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王慧杰，李莎，陈南飞，张继兼，冯家

宝，卢文博，李瑶

19 ZL201630549549.6 空调器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格力电器（洛阳）有限公司
王慧慧，李莎，彭采华，傅债估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20 ZL201630641140.7 椅座（自适应功能）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金明华，夏敬智，阮正富

21 ZL201730022366.3 壁挂式空调（2017-1-2L） 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喻巍，李保玉

22 ZL201730030897.7 投影仪
明基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
柯俊民，陈世和，姚大伟

23 ZL201730090470.6 按摩椅(20172482)

厦门蒙发利电子有限公司，厦

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邹剑寒，万志新，魏大伟

24 ZL201730091739.2 电磁炉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电热电器

制造有限公司，美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唐文旺

25 ZL201730107777.2
包装瓶（安慕希高端畅饮

型）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王竹君

26 ZL201730111447.0 水杯
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

公司
李玲，谢志伟，吴弘翔

27 ZL201730157897.3 电炖锅
浙江苏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

司
成凯，马汉

28 ZL201730175404.9 空调 青岛海高设计制造有限公司
吴剑，张鹏，江云香，刘为，李剑波，

刘海波，李雄威，辛涛

29 ZL201730201067.6 地铁头车（墨尔本 HCMT）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
贾兴泷，马胜全，常婷函

30 ZL201730258325.4 四旋翼无人机
深圳大漠大智控技术有限公

司
叶子玉，陈海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31 ZL201730264459.7 身份验证一体机 深圳市商汤科技有限公司

向许波，佘忠华，徐妙然，衷丛洪，胡

志利，李建，曹莉，张忠福，秦少明，

马堃

32 ZL201730277797.4 空气净化器（AC1708）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李晓文，谢静雅，陈梦丹

33 ZL201730283422.9 区域智能柜台（BST260B-Q）
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

责任公司
周帅军，朱秀军

34 ZL201730286333.X 太阳能休闲差旅背包 北京汉能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李兆女，王婧

35 ZL201730307502.3 酒瓶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

限责任公司
张德芹

36 ZL201730324682.6
侧吸式吸油烟机

（SCR-3735）

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

司
张永杰

37 ZL201730404517.1 油烟机
广东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

公司，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彭启璇，杨一川，贺学军，蒋济武

38 ZL201730442101.9 沙发（山水)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顾江生

39 ZL201730442476.5 手表（Z2） 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 石宇

40 ZL201730468993.X 汽车（运动型）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覃一鸣，董新文，潘帆

41 ZL201730500896.4 咖啡桌（YV04-800G）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
赵晶，马磊

42 ZL201730585437.0 智能厨房机器人（1）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覃晓苗，兰威，刘泳涛

43 ZL201730586580.1 风力发电机机舱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褚景春，袁凌，夏全洲，潘磊，李英昌，

员一泽，刘敬波，朱保伟，于国亮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44 ZL201730650046.2 自动驾驶物流车 武汉小狮科技有限公司 张亮，高泽晋，何育军，王震，秦伦

45 ZL201730670440.2 取暖器
广东美的环境电器制造有限

公司
郭玉强，佟瑛

46 ZL201830003353.6
无人驾驶微循环客车（阿波

龙）

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

公司

陈辉，邱鸿毅，柔实，吴梓菱，吕卓峄，

王好强，秦景瑞，赖鸿基，张建宏

47 ZL201830036195.4 笔记本电脑 合肥联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娄海升，张书炜，徐唯娜，张伟

48 ZL201830037857.X 下肢康复外骨骼机器人
中航创世机器人（西安）有限

公司

贺琛，杨晔，王增武，张瀚桥，单丁，

周颐，马瑞

49 ZL201830049097.4 冰吧

青岛海尔特种电冰柜有限公

司，青岛海高设计制造有限公

司

吴剑，孙珂，王树鹏，姜小霞，侯序程，

于昭婷，曾凡君，毛庆波，邢岐岐

50 ZL201830095756.8 电动车（1701） 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李玟晏

51 ZL201830133273.2 浴缸（TG530） 佛山市缇诺卫浴有限公司 易立银

52 ZL201830133495.4 空调柜机（高端型） 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李慧

53 ZL201830167286.1 中医四诊仪

深圳市前海安测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深圳市易特科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张贯京，葛新科，王海荣，谢伟，刘志

凡

54 ZL201830169659.9 履带式液压挖掘机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侯凯，雷玉莲

55 ZL201830222642.5
人工智能辅助分析的电子

听诊器

江苏鹿得医疗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赵火军

56 ZL201830222846.9 冰箱（CF92）
青岛海高设计制造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鲍常亮，蒋春晖，张丽美，马立峰，周

枢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57 ZL201830247498.0 动力浮板（深之蓝）
天津深之蓝海洋设备科技有

限公司
魏建仓，田春江，董焰

58 ZL201830315729.7 冰箱

合肥美的电冰箱有限公司，合

肥华凌股份有限公司，美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白帆，邓耀，何冠兰，李星，张梦蝶

59 ZL201830346314.6 净水机

佛山市美的清湖净水设备有

限公司，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李建平，陈师师，冯凯

60 ZL201830385753.8 电视柜（MHF-B5501-301）

北京美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朝阳亚运村店，美克国际家居

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乔纳森·索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