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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十八届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项目名单 

（65 项）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1 ZL200930109818.7 灯(玉兰)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杜杰 

2 ZL200930199535.6 网椅(1)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游忠意,程军 

3 ZL201130342063.2 汽车 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李文,刘利平,肖阳 

4 ZL201230097343.6 笔（HY253400） 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铃华 

5 ZL201230098377.7 机床(5) 济南星辉数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李亮 

6 ZL201230115512.4 蓝牙耳机（CN-1000B） 广东佳禾声学科技有限公司 严文华 

7 ZL201230252300.0 电链锯（YT4344） 浙江亚特电器有限公司 龚小炎 

8 ZL201230320847.X 鸟巢吧椅 浙江德慕家具有限公司 潘琦 

9 ZL201230468976.3 按摩器（抓头式）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马学军 

10 ZL201230475797.2 轨道车辆车头（2012-3）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张冶,王学亮,丁叁叁 

11 ZL201230580929.8 浴室柜（MARGARET 系列 03） 霍成基 霍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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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12 ZL201230613827.1 超声成像检测仪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有限公司 鄞伟强,陈图森,林伟杰 

13 ZL201330012211.3 机械表表头（超薄款） 
天津海鸥手表技术有限公司,天津

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 
马宁,刘勇 

14 ZL201330082742.X 汽车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泛亚汽车

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叶庆元,黄斌,赫英,陈寅锋,

沈志宏,任蓓蓓,张锋,江乐

光,郑逸,王彦峰,吴宏亮 

15 ZL201330113131.7 办公桌桌洞专用插座 公牛集团有限公司 江锦标,杨涛 

16 ZL201330230138.7 冰箱（美的玻璃门 550WKGPM） 合肥美的电冰箱有限公司 
胡怡恬,王圣江,张冠男,余晓

峰,郭培 

17 ZL201330233081.6 摩托车（PR41）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廖一星,胡泊,龙吉明,何国

模,程涛,焦臣喜 

18 ZL201330254434.0 内燃平衡重式叉车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张冬林,叶飞,孙光英,师学

银,毕胜,赵晓东 

19 ZL201330263183.2 低地板车车身 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 黄烈威,邱利伟,付稳超 

20 ZL201330299065.7 空调机（落地式 13-04）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黄辉,刘启定,李莎,陈绍林,

叶务占,张继兼,陈南飞,曹亮

亮,孟宪运,朱林,李卉薷,张

宏静,张玉忠,文超,陈国豪 

21 ZL201330427811.6 电锄头 宁波奇亚园林工具有限公司 潘盛化,张君珠 

22 ZL201330453005.6 电饭煲 浙江苏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司 张胜兰 

23 ZL201330528176.0 装饰灯(爱的眼睛) 广东凯西欧照明有限公司 吴育林,梁明,李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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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24 ZL201330553948.6 呼吸机（SV300）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何丽娟,柴海波,周文辉,周翔 

25 ZL201330630851.0 骨传导无线耳机 深圳市韶音科技有限公司 陈迁,齐心 

26 ZL201430023465.X 
手表（摄影师系列 GA8490.BBB 、

GA8488.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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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毅,孙宇

靖,张明天 

27 ZL201430045665.5 微型客车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新文,朱广泰,王忠良 

28 ZL201430048521.5 摩托车 重庆炙焱动力制造有限公司 王嵌 

29 ZL201430048635.X 远程银行柜员终端（大堂型） 

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中电长城（长沙）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周帅军,杨洁,黄瑞瑞 

30 ZL201430050722.9 汽车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

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黄宁,王峥,崔国庆,张见瑞,

党融,袁旷野,康晓凌,侯轩,

程嘉,陈剑都,冯必锋,易新

宇,马征鲲,李传海,冯擎峰 

31 ZL201430059794.X 电视机 
北京京东方多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学政,祝虎,王英,张原峰 

32 ZL201430066869.7 空调器室内机（14-3-3） 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 王月飞 

33 ZL201430071027.0 乘用车 东风汽车公司 
方驰,朱永胜,郑素霖,宋景

良,夏洪,刘业宝,李林 

34 ZL201430086123.2 客车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殷培新,时伟,周俊,张祥宇,

王帅,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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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35 ZL201430088334.X 研磨榨汁机（JE5621）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郭建刚,刘鹏,陈龙辉 

36 ZL201430090264.1 电动车（米酷）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李青,向龙贤,刘璞,王晓红,

何旭敏 

37 ZL201430129006.X 带图形用户界面的手机 北京金山安全软件有限公司 黄睿敏 

38 ZL201430150383.1 落地扇 
广东美的环境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辛宝鹏,尹团晖,梁松豪 

39 ZL201430334412.X 车头（沈阳 100%低地板轻轨车） 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王金田,王伟,刘金荣,张建

平,马胜全,姜艳辉,王洪宝,

贾兴泷,董磊,于红艳,张明朗 

40 ZL201430339538.6 电视机（A55） 深圳创维-RGB 电子有限公司 田禹,张晓辉 

41 ZL201430362060.9 手机（14021） 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李婕,王嘉蒙 

42 ZL201430382901.2 空调器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科龙空调器有限公司 

覃沛然,王磊,王浩评,杨守

坤,邓广森,郑金蓉,李胜辉,

吴承龙 

43 ZL201430387206.5 塔式空气净化器（PW-NL）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美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潘伟,李三新 

44 ZL201430460647.3 伸缩臂叉装机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徐州工程机械研究院,徐州徐

工特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蹤雪梅,王明江,陈莉莉,王爱

华,贾吉鹏,王健健,吴建强,

宋红兵,薛美余 

45 ZL201430462580.7 纯电动巴士 
湖南南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唐明忠,李广汉,郭凡,吴兵,

杨浩,周宇,周宏涛,张群政 

46 ZL201430545585.6 手表（E1） 福州宜美电子有限公司 陈祖元,文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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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47 ZL201430546111.3 音乐唤醒灯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潘旼,张正华 

48 ZL201530016259.0 射灯(LED-R 型)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药左红,陆凌云,倪强,廖后彩 

49 ZL201530032599.2 立式吸尘器 江苏美的清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周良声 

50 ZL201530081047.0 激光投线仪 常州华达科捷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张瓯,陈叶南 

51 ZL201530081881.X 电子手环 北京奇宝科技有限公司 赵君 

52 ZL201530082696.2 数字 X光机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林梦溪,刘旻恺 

53 ZL201530087384.0 按摩椅（OG-7558C）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邹剑寒,万志新 

54 ZL201530132762.2 客车（XMQ6119FY） 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梁国庆,苏亮,王好强,杜森

磊,吕卓峄,陈辉,柔实,吴梓

菱,苏典,谭杨,陈礼奋 

55 ZL201530160591.4 平板显示装置 
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

司 
庆世明,徐兆前,梁倩 

56 ZL201530163905.6 洗衣机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杨爱兴 

57 ZL201530178075.4 微波饭煲（AH COOKER 2） 
广东美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运亨,胡义波,于有荣 

58 ZL201530202521.0 电视机（794）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郭焘,梁金,孔楚志 

59 ZL201530226353.9 投影仪 明基电通有限公司 徐嘉良,陈敬仁,张志军 

60 ZL201530234808.1 无线音箱 北京小鸟听听科技有限公司 王伟,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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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ZL201530239601.3 叠翼冰箱（竖） 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 张路,冯树广,王雪梦 

62 ZL201530258743.4 儿童电动车（W401） 好孩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约瑟夫·塞诺思科,吴成国 

63 ZL201530285205.4 餐具套件(餐桌上的美好时光)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叶建明,汪大谷 

64 ZL201530322489.X 带图形用户界面的洗衣机 TCL 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 储清华,徐振宇,符桐源 

65 ZL201530362806.0 互联网摄像机 天津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戴林,张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