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第十七届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项目名单 
（57 项）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1 ZL200730058929.0 浴缸(WHALE) 霍成基 霍成基 

2 ZL200730108190.X 滤清器 北京联飞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  林、崔庆祥、王九天、

郑淑芬 

3 ZL200930341896.X 数控皮革切割机(RZCUT-2510) 郭华忠 郭华忠 

4 ZL201030200669.8 LED 路灯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吴洪戈 

5 ZL201030214933.3 汽车(Z)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马征鲲、托尼·威廉姆斯、

黄晴辉、汤志卿、赵晓宇、

李志杰 

6 ZL201030542469.0 手表(5523-01) 罗西尼表也有限公司 王永宁 

7 ZL201030548034.7 激光点线仪(PL25) 常州华达科捷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张  瓯、陆  健、高  峰 

8 ZL201130175932.7 智能型隔水炖盅(GSD-22F)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詹文杰 

9 ZL201130221729.9 秸秆环模制粒机 
辽宁现代生物质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张万春、孙怀山、史海龙、

赵英博 

10 ZL201130268437.0 泡茶机(聚宝盆自吸加水智能电磁泡茶机) 陈俊平 陈俊平 

11 ZL201130365035.2 咖啡机主机(CM4681)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郭建刚、陈志艺 

12 ZL201230027780.0 对开门冰箱(1) 
合肥美的电冰箱有限公司、 

合肥华凌股份有限公司 

余晓峰、王圣江、汪余平、

郭  培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13 ZL201230059657.7 整车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廉玉波、但  卡、刘长久、

唐文全、上官长树、范吉晗 

14 ZL201230082763.7 投射天花嵌灯 吴育林 吴育林 

15 ZL201230114002.5 平衡重式叉车(BR1283) 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 
瑞  龙、庄钦河、陈德志、
连荣志 

16 ZL201230181238.0 脚部按摩器(ES-8099)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邹剑寒、沙庆冬、束东伟、
王仕江 

17 ZL201230221489.7 庭院灯头(一) 程瑞琪 程瑞琪 

18 ZL201230223104.0 安防机器人 
科沃斯机器人科技(苏州)有限
公司 

谢静雅 

19 ZL201230382188.2 自助终端 广东金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任泳谊、薛立徽、徐  升、
刘  丹 

20 ZL201230499099.6 电动车(L-133) 捷安特电动车（昆山）有限公司 张剑影 

21 ZL201230522469.3 静息心电图机(BeneHeart R3)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周文辉、罗  申、陆海荣 

22 ZL201230575509.0 机床防护间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庞  智、杨  勇、张  冬、

王晓雷、李多祥、王久辉、

房立娜、段惠强、王海军、

杨怀强、冯超阳、陈美良、

周守胜、齐方鸣、徐  帅、

王  龙、张文甲、郑  博、

李  阵、陈  刚、江承灏、

沈  俊、王伯阳、王  帅、

辛忠权、徐得涛、吕 博、

张  欢、刘  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23 ZL201230622591.8 罐(8322) 广东顺祥陶瓷有限公司 林伟河 

24 ZL201230629404.9 客车(XMQ6113) 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谭鸿迅、王好强、杜森磊、
纪博坤、陈  辉、柔  实 

25 ZL201330010863.3 水龙头(ZS16375) 冯松展 冯松展 

26 ZL201330014405.7 头车(CRH380CL 型动车组) 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李松玲、张建平、张建刚、
许月勋 

27 ZL201330036770.8 手表(H033) 福州宜美电子有限公司 陈祖元、王一军、文昌俊 

28 ZL201330082820.6 水龙头(8070001) 雅鼎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俞  光 

29 ZL201330133804.5 计时类手表(Z1205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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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仍东 

30 ZL201330174872.6 电饭煲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电热电器制造

有限公司 

陈倩妮、尹逊兰 

31 ZL201330186374.3 摩托车(PR31)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覃榆棉、焦臣喜、龙吉明、

何国模、覃永川、姜东恩、

杨  雷、陈祥云、邹  杰、

张  鹏、毛开健 

32 ZL201330211423.4 智能手持云安全终端(iDR410)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陈重阳、阮  谦 

33 ZL201330220969.6 GPS 追踪器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胡方龙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34 ZL201330241893.5 轻卡(中体单排带货柜导流罩)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史卫平、陈远清、涂洪峰、

熊春英、刘年风、钟万里、

周亚倬、李  青、朱水兴、

刘淑英、于  勤、邬  杰、

于  涛、叶赞行、黎  华、

王  钫、胡  正 

35 ZL201330277300.0 电压力锅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

司 

冯锦棠 

36 ZL201330282450.0 汽车 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周安勇、陈仁史 

37 ZL201330303904.8 全电动托盘堆垛车(踏板式 CDDK) 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 张提成 

38 ZL201330307070.8 玻璃十字对开冰箱(B1381) 海信容声（广东）冰箱有限公司 王少林、张添棋、徐贤辉 

39 ZL201330361099.4 LED 射灯(PAR20)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龚  伊、李伟刚、何婷婷、

杜  罡 

40 ZL201330417925.2 天线自动调谐器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  源 

41 ZL201330422612.6 空调柜机 
海尔集团公司、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王  勇、张新起、江云香、

安  然、邓  恺 

42 ZL201330438045.3 沙发(1875)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顾江生 

43 ZL201330441451.5 瓶盖(瓶盖头型 1) 四川省隆鑫科技包装有限公司 税  刚 

44 ZL201330456180.0 无人机(双头鹰) 
天津全华时代航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权  军、田  凯 

45 ZL201330461825.X 摩托车整车(470F) 重庆鑫源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杨义成 

46 ZL201330502911.0 植保无人直升机机身 湖南博联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胡建中 

47 ZL201330620408.5 加密移动硬盘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向明、陈俊安、余珊珊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48 ZL201430027019.6 电视机(13030)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姜  楠 

49 ZL201430027498.1 组合茶具(民国福禄富贵仕女) 江苏高淳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孔德双、黄春茂 

50 ZL201430029964.X 滑板电摩(133)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李  青、向龙贤、王晓红、

何旭敏 

51 ZL201430034355.3 洗衣机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苗  东、姚洁磊 

52 ZL201430036984.X 电视机(717)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黄秀湖、李海波、龙  淼 

53 ZL201430068783.8 机械表表头(8520G) 
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海鸥手表技术有限公司 
马  宁、刘  勇、曹维峰 

54 ZL201430106510.8 电动车(摩卡 3) 爱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段  华、刘彬权、马  征、

熊伟林 

55 ZL201430138630.6 OLED 电视(E980S) 深圳创维-RGB 电子有限公司 高华明、盛瑜岚 

56 ZL201430221301.8 四轴多旋翼飞行器 深圳市嘉兰图设计有限公司 
郭胜荣、袁  攀、赵耀东、

陈  浩 

57 ZL201430309268.4 龙门立式加工中心(XH2114×10) 山东华辰重型机床有限公司 
王建军、王  凯、田  哲、

兰  军、侯双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