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6 

第二十三届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项目名单 

（52 项）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1 ZL201230506295.1 LED 庭院灯（中式） 浙江晶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程世友、傅创业 

2 ZL201330257420.4 椅（MrX） 星威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叶根林 

3 ZL201430057817.3 分子筛制氧机 沈阳爱尔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郭勇、邱笑、李超、周兴远、潘文波、 

刘兆兴 

4 ZL201530208373.3 摩托车（原点） 重庆银钢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伍毅、赵修建 

5 ZL201530273101.1 成套茶具（梦祥） 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公司 李梦凡 

6 ZL201530363531.2 摩托车 
重庆宗申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 
徐廷茂、张玉江、赵方伟、徐小刚 

7 ZL201630545885.3 呼吸湿化治疗仪 
湖南明康中锦医疗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戴征、解立新、吴雪松 

8 ZL201630631067.5 割草机 天佑电器（苏州）有限公司 卞小贤、孙永平、张添荣 

9 ZL201730015114.8 班台（意式） 圣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倪良正、张叙俊、夏萍萍 

10 ZL201730018464.X 
人形机器人

（ARTROBOT） 
北京钢铁侠科技有限公司 霍映岐 

11 ZL201730113022.3 重型叉车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毕胜、杨雪松、叶飞、尚正海 

12 ZL201830020650.1 玩具组合车（飞龙+骑士）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奥

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蔡东青、曹永强、吴晨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13 ZL201830049033.4 
辅助支承式可折叠式路梯

两用车 
鱼台众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李兴军 

14 ZL201830100691.1 指纹锁（前面板 06）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好太太智能家居有限

公司 

沈汉标、冼春盛、任慧芳 

15 ZL201830217641.1 清洗机 江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刘楷、刘钊 

16 ZL201830281426.8 冷菜盖（盛世同春）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杨珍、孔小芳 

17 ZL201830362142.1 耳机 
加一万摩声学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 
孙鑫 

18 ZL201830422291.2 热水器（鹅卵石） 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 艾穗江、刘兵、付博 

19 ZL201830450482.X 标签打印机（HS50） 重庆品胜科技有限公司 庞静、周昌伟 

20 ZL201830499685.8 钢琴（1） 漾美家居集团有限公司 吕东丹 

21 ZL201830584139.4 收割机 潍柴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何松、韩利剑、马焕娣、李东、李希文、

刘金勇 

22 ZL201830594569.4 厨柜(亚丁 3) 
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陈上甥、魏少峰、潘孝贞 

23 ZL201830626053.3 坐便器（0047） 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林孝发、林孝山、黄均文、黄建明 

24 ZL201830737455.0 吸油烟机(X1-0)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徐鑫 

25 ZL201830740178.9 无人机 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赵天龙、何宇、胡寒栋、苏磊、周恒妍 

26 ZL201930001442.1 海上游览观光船 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晏志清、蒋建波 

27 ZL201930053247.3 标贴（茶 π-蜜桃乌龙茶）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萨拉·路易斯·佩吉 

28 ZL201930060996.9 充电终端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孙创成、李可超 

29 ZL201930074257.5 按摩椅（EC7506） 厦门蒙发利电子有限公司 陈世东 

30 ZL201930086160.6 电动车（E6） 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林腾龙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31 ZL201930097632.8 充电坞 宁波公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张冠男 

32 ZL201930128618.X 机械臂 
北京思灵机器人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法比安·P·瓦普勒、丹尼尔·M·杜尔、

苏学彬、乔治·施蒂尔弗里德、陈兆芃、

王倩 

33 ZL201930172884.2 杯子 
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

司 
孙巧莉、李玲、余洪城、刘达君 

34 ZL201930174104.8 电视机 深圳创维-RGB 电子有限公司 
张洋洋、刘湘铖、韦淑潇、刘熠、何杰、

李童阳、彭丽媛 

35 ZL201930202625.X 划船机 永康市浩道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刘志鹏、刘志彪 

36 ZL201930230904.7 空调 
青岛海高设计制造有限公司、海

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刘为、张鹏、武文慧、雷永锋、蒋春晖、

王奕力、徐鹏、李剑波、江云香 

37 ZL201930353315.8 台灯 北京孔明科技有限公司 段伟康、丛东升 

38 ZL201930388806.6 
餐具套组（四海升平 和合

呈祥） 

景德镇澐知味陶瓷文化有限公

司 
朱筱平 

39 ZL201930533997.0 投影机 明基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柯俊民、吴文明、裴向龙、张雅婷 

40 ZL201930557695.7 交流充电桩 
万帮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万

帮星星充电科技有限公司 
王词明、徐昆 

41 ZL201930603996.9 水下单助推器（大推力） 深之蓝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魏建仓、田春江 

42 ZL201930620295.6 儿童推车的车架（D680） 好孩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王波 

43 ZL201930698943.X 汽车（SX5G）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陈明、蒋宗权、肖晟、雷勇、黄健昆、 

蒋剑、陈锦凡、刘璐莹、赵汉兴、孙全

锦 

44 ZL202030048753.6 人脸识别面板机 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 郑建君、何国勋、史泽鸿、何杨一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45 ZL202030140743.5 电动公交车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席力克、吴兵、王唐、康满、李全、 

王耀华、胡智博、王焯 

46 ZL202030141324.3 投影仪（H5-PRO） 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罗涛 

47 ZL202030141414.2 电动自行车（共享） 北京骑胜科技有限公司 官志伟、李海威、鲁艺聪 

48 ZL202030151375.4 无人配送车 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陈鑫、李达、查灿林、宁柯军、蔡伟国 

49 ZL202030178349.0 挂式空调 海信（山东）空调有限公司 孙志广、胡文斌、陈正忠、张良 

50 ZL202030194479.3 沙发（千湖幻境）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冯元峰、余睿、马强义、刘杰 

51 ZL202030221493.8 挂烫机 海南星辰海电器有限公司 冯统平 

52 ZL202030449963.6 
婴儿手推车车架

（S212B0） 

福建欧仕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 
曾华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