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6 

第二十届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项目名单 

（61 项） 

序号1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1 ZL201130247992.5 两轮摩托车(BYQ125-8) 
宗申·比亚乔佛山摩托车企业有限

公司 
李和平 

2 ZL201230010837.6 表（S6247L） 漳州市恒丽电子有限公司 许毅坚 

3 ZL201230161498.1 灯(圆盘算盘) 吴育林 吴育林 

4 ZL201330007982.3 颈部按摩器（iNeck2）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马学军 

5 ZL201330463433.7 灯臂（12009018） 中山市琪朗灯饰厂有限公司 袁仕强 

6 ZL201430058335.X 干衣器 赵林 赵林 

7 ZL201430220319.6 制氧机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鱼跃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南京

鱼跃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苏州鱼跃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吴光明，赵帅，毛坚强，
蔡林泉，郭建明，吴明
明 

8 ZL201430254763.X 摩托车 重庆银钢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伍毅，蔡章贵，唐健 

9 ZL201430441497.1 轮胎压路机（6520E）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理查德·基尔伦， 
盖里·梅杰，胡树旌， 
孙甜甜，杨坤，杜钱洪 

                                                        
1按专利号排序。 



序号1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10 ZL201430463375.2 前移式叉车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查明秀，赵佛晓，张丽，

吴信丽，朱坤，尚正海 

11 ZL201430566038.6 玩具变型车（5）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奥迪动漫玩具有限公司，广州

奥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蔡东青 

12 ZL201530077964.1 沙发（星际飞船）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顾江生 

13 ZL201530086833.X 
酸奶机 

（SNJ-A20T1/A20W2）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李一峰 

14 ZL201530181784.8 净水机（400G）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饮水机制造有限

公司，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建平，何达明 

15 ZL201530190565.6 运动型立体声骨传导蓝牙耳机 深圳市韶音科技有限公司 
陈皞，陈迁，胡丹，钟

雷，唐毅 

16 ZL201530202180.7 三轮割草机 浙江亚特电器有限公司 孙山虎，蒋祥军 

17 ZL201530293170.9 智能环境监测仪(空气魔方) 大连鼎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张泽旗 

18 ZL201530303046.6 测温型红外热像仪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黄立，黄睿，曾海波 

19 ZL201530313082.0 穿戴式显示设备 深圳市柔宇科技有限公司 
蒋超，杨帆，夏新元， 

杨松龄 

20 ZL201530331844.X 急救呼吸机（510S） 北京谊安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孙家明 

21 ZL201530363046.5 耳机 万魔声学科技有限公司 
谢冠宏，许世琛，于世

璿，胡拥辉 

22 ZL201530440057.9 净水器（302E）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莱克电气

绿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倪祖根 



序号1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23 ZL201530521305.2 呼吸面罩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刘远翔，庄志 

24 ZL201530535691.0 手表（5715） 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 郭劼 

25 ZL201530548948.6 越野车（陆风 E33车型）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尹伟，万马，廖程亮， 

胡晓璇，何伟力，左正

博，张恒斌，吴骏，魏

平， 

邬云峰，易义，潘磊， 

康铭，周桂林，严鑫， 

胡婧 

26 ZL201530554777.8 带用户界面的耳机 北京小鸟听听科技有限公司 王伟，张杰 

27 ZL201530559130.4 电视柜(122700) 汕头市华莎驰家具家饰有限公司 黄茂荣 

28 ZL201630005490.4 浴室柜（LJ-E-B-YSG） 霍成基 霍成基 

29 ZL201630013109.9 汽车外车身（C32B）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单伟，王珂，侯立国 

30 ZL201630031548.2 手表(GA886007)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市飞亚达精密计时制造有限公司 

孙磊，何培斌，吴难， 

李超 

31 ZL201630041679.9 空调柜机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雷永锋，张新起，李剑

波 

32 ZL201630057427.5 送餐机器人 山东创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李庆民，卜凡东，魏子

恒，赵国祯，徐小骄 

33 ZL201630164425.6 
旅游专线客车 

（KLQ6129） 
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严则进，柴浩，鲍迪睿，

邱少伟，李思周，陈旭

斌，吴华杰 



序号1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34 ZL201630165490.0 蒸锅（MY） 武汉苏泊尔炊具有限公司 
马伟哲，孟繁威，蒋润

生 

35 ZL201630227857.7 灯（现代 MD8970-24） 江门市英特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杨猛 

36 ZL201630375194.3 搅拌机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陆杨宗，杨超 

37 ZL201630485541.8 水杯 
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

膳魔师（江苏）家庭制品有限公司 

吴宏翔，谢志伟，潘丽

霞，孔雨灵 

38 ZL201630488932.5 激光电视投影机（28）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罗佳龙，邢晓光，黄立

中 

39 ZL201630508527.5 多功能健康一体机 
深圳市易特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安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陈琦，邢烁，张贯京， 

葛新科，高伟明，王海

荣，刘志凡 

40 ZL201630557038.9 冰箱 青岛海高设计制造有限公司 
李霞，蒋春晖，张丽美，

鲍常亮，吴剑 

41 ZL201630589576.6 抽油烟机(L707型) 成都前锋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何耀 

42 ZL201630589816.2 平衡重式叉车(BR1285) 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 
何纯剑，陈德志，吴聪

苗，张林在，黄锦美 

43 ZL201630661416.8 曲面量子点电视（55X2） 深圳 TCL 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韦艺娟，黄中豪，杨旭

光 

44 ZL201730012332.6 SUV车整车（D90）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预庆，王鹏，唐寰， 

敖文平，王允明，徐磊，

李轶斌，冯成，倪艳雯，

姚加东，朱雯，姚云 

45 ZL201730021550.6 悬挂式空轨列车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卢慧，严燕，朱冬进， 

崔周森，康强，胡基贵 

46 ZL201730022406.4 一体落地式空气能热水器（静雅） 青岛海尔新能源电器有限公司 陈康，杨磊 



序号1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47 ZL201730022412.X 电热水器（Smart）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热水器有

限公司 

田磊，盛保敬，冯膑， 

曹明，刘洋 

48 ZL201730024557.3 牵引车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江铃重型

汽车有限公司 

吴晓军，刘森海，范政
武，李令同，文令强，
张瑞峰，贾超，冯永淇，
于强， 
刘玲，尤跃清 

49 ZL201730037509.8 酒瓶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肖井章，张雨柏，王耀，
张学谦 

50 ZL201730060122.4 自行车（共享单车） 
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陈庆 

51 ZL201730077820.5 轻型电动越野摩托车 重庆虬龙科技有限公司 
李兵，曹应洪，陈盛， 
马科 

52 ZL201730117601.5 电动车（AM1612）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段华，王俊生，韩桂宝，
冯国庆 

53 ZL201730122276.1 自行车 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 徐洪军，吴俊，陆其兵 

54 ZL201730122629.8 电视机 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 
汪明明，陈志勇，韦淑
潇，彭丽媛，杨纾三，
霍文杰 

55 ZL201730147066.8 组合办公桌（UNIT-S型组合） 珠海励致洋行办公家私有限公司 李巍，王小杰，江超 

56 ZL201730182695.4 电动跑步机（SH-T6700）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何亚，吴林兵，吴雄辉 

57 ZL201730186531.9 机器人 
广东美的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安

得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卢艳，覃沛然，惠文科 

58 ZL201730244580.3 枕头（透气） 江苏卧尔康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李康 

59 ZL201730289504.4 净水龙头（圆形） 珠海普乐美厨卫有限公司 
卫凯·提鲁那嘎鲁， 
高伟彬 



序号1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60 ZL201730313892.5 餐桌椅套件（MHF-BL10）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冯东明 

61 ZL201730328391.4 圆柱落地式空调器（怡劲风） TCL空调器（中山）有限公司 
苏鹏，姚玉强，金耀彪，
黄胜鑫，尹宝臣，汪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