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第十九届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项目名单 

（68 项）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1 ZL200930182261.X 酒瓶（北京二锅头） 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 金守平 

2 ZL200930224408.7 驾驶室（D310 改型）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解蕾阳，黄发明，赵伟，黄强辉，

宁晓东，赵华明，张明林，王庆

勇，熊博，周菊红，汤保良，舒

本锋，陈吕罡 

3 ZL200930341900.2 两轮摩托车（BYQ125T-6） 
宗申·比亚乔佛山摩托车企业有限公

司 
贵多·格尔多 

4 ZL201130077524.8 瓶贴（红茶）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钟睒睒 

5 ZL201230049980.6 摩托车（954） 重庆宗申技术开发研究有限公司 吴海军 

6 ZL201230251370.4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推车

式）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有限公司 

李德来，林伟杰，许奕瀚，陈宏

龙 

7 ZL201230373605.7 浴室柜（天鹅堡 20902） 佛山东鹏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许海涛 

8 ZL201230403846.1 游戏耳机（CH-9016W) 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严文华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9 ZL201230495394.4 立体声骨传导蓝牙耳机 深圳市韶音科技有限公司 陈皞 

10 ZL201230535457.4 浴室柜（风漪系列 01） 霍成基 霍成基 

11 ZL201330229489.6 
带 风 扇 全 方 向 LED 球 泡 灯

（A60-1600LM）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阳 

12 ZL201330291814.1 成套卧室家具 汕头市华莎驰家具家饰有限公司 黄茂荣 

13 ZL201330393894.1 摩托艇 
湖北三江船艇科技有限公司，湖北三

江航天红阳机电有限公司 

顾冰，褚世魁，舒紫娟，龙华新，

张文奇，梁金林 

14 ZL201330453071.3 空调机（分体立式柜机 13-39）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谭云龙，吴欢龙，李亮，易东昌 

15 ZL201330521351.3 产品领取机（BST360B） 
中电长城（长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周帅军，闵红华，杨洁 

16 ZL201330561522.5 汽车(S30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陈政，陈勇，胡健，姜楠，段鸿

非 

17 ZL201430021798.9 驾驶室 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 刘汉如，白云志，徐海英 

18 ZL201430022580.5 智能电子锁（HZ-69006） 广东汇泰龙科技有限公司 陈鸿填 

19 ZL201430041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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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峥，彼得·霍布里，马征鲲，

罗翰·沙帕拉马多，吴成明，冯

擎峰 

20 ZL201430081939.6 激光电视投影仪（LCDTV1030ST) 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 
王婷，曲波，葛君廷，尹炜，陈

易，李晓龙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21 ZL201430174431.0 茶具套件（围龙屋） 广东富大陶瓷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黄福传，黄志超 

22 ZL201430207641.5 轻型客车（J11）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邢如飞，王玉君，梁东明，王宇，

高亮，王宁 

23 ZL201430324755.8 智能机顶盒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钟山，祝正文 

24 ZL201430326890.6 兔子杯 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 曹亚静，赵玫，古田康平 

25 ZL201430424051.8 PET/CT 主机外罩 沈阳东软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杨波，高飞，杜卫刚 

26 ZL201430434649.5 冷菜盘（国宴贵宾）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崔晓东，孔德双，兰亭 

27 ZL201430537124.4 汽车（幻速 S3） 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 唐翔，杨奎，程当 

28 ZL201430539527.2 冰箱（四门冰箱 2）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唐炜，常春晖，李杰 

29 ZL201530003155.6 汽车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帆，田晓阳，李佩真，陈建洲，

罗瑞民，王宗萱，刘芬平，范志

强 

30 ZL201530007902.3 多功能健身机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邹剑寒，王群，王斌斌 

31 ZL201530007971.4 移动式 X射线影像诊断系统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赵近舟，李维艳，陆海荣 

32 ZL201530039635.8 插座（防淋雨） 公牛集团有限公司 周飞龙，杨涛 

33 ZL201530045146.3 汽车 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请求不公布姓名，请求不公布姓

名，请求不公布姓名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34 ZL201530045992.5 儿童推车（YK-18） 宁波神马集团有限公司 徐银昌，徐品迪，韦洪太 

35 ZL201530057943.3 台灯（LA-G408） 陈琦 陈琦 

36 ZL201530086298.8 随行杯（雅韵） 
武汉苏泊尔炊具有限公司，浙江苏泊

尔股份有限公司 
孟繁威，马伟哲，李明，洪旭 

37 ZL201530104893.X 包装盒（9）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单荣琴 

38 ZL201530106686.8 汽车（1）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陈安宁 

39 ZL201530122336.0 下肢按摩器（OG-3109） 漳州蒙发利实业有限公司 邹剑寒，林灿杨 

40 ZL201530124730.8 
一体式双把单孔面盆龙头（花恋

系列） 
霍成基 霍成基 

41 ZL201530135691.1 光纤切割机 济南金威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蒋习锋 

42 ZL201530177929.7 纯蒸炉（X1-241C 白） 
广东美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美

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胡义波 

43 ZL201530215294.5 手表（8633） 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 王永宁，郭新刚，郭劼，马野皓 

44 ZL201530259613.2 壁挂式空调（2015-7-7） 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白韡 

45 ZL201530267843.3 吸尘器（SPD502）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倪祖根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46 ZL201530271655.8 拖拉机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何松，延竹青，李传成，郇新明，

孙辉，张桂健，刘金勇，张青，

王建群 

47 ZL201530283888.X 手柄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金民，郑海斌 

48 ZL201530385387.2 手机 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金乐亲 

49 ZL201530426704.0 手抛无人机 易瓦特科技股份公司 赵国成，罗伟 

50 ZL201530448170.1 机械表表头（3640 润世-1） 
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大

学 
刘英璘，马征，满锐亮 

51 ZL201530480515.1 电视机（818）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刘文生，王志成，万虹亦 

52 ZL201630013973.9 电动车（酷派 A-21C）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段华，王俊生，赵光金，赵炜祎，

吴刚 

53 ZL201630022165.9 滚筒洗衣机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刘建伟，熊明，周薇 

54 ZL201630028126.X 无人飞行器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陈少杰，王震，赵允 

55 ZL201630037992.5 整车（森雅 R7）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李楠，焦健，赵欣，范凤阳，王

韶光，于巍 

56 ZL201630066968.4 室内网络智能摄像机 济南中维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黄冰 

57 ZL201630076353.X 电动车（风雅铂金）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李青，赵猛，冯罡，杨客松，李

平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58 ZL201630101954.1 微型水下机器人（c-rov 单目） 天津深之蓝海洋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魏建仓，杜欢兴，乔建磊，李立

成 

59 ZL201630118019.6 汽车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邵景峰，邵长山，鲁鹰，齐精文，

王睿，夏慜，唐明星，黄晴辉，

周健，熊俊，王牧 

60 ZL201630131861.3 电动车（整车） 江苏小牛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刘舟，胡依林 

61 ZL201630171446.0 电视机（S8） 深圳创维-RGB 电子有限公司 
钟云冰，陈志勇，韦淑潇，彭丽

媛，奉麟荣，赵红卫，余响 

62 ZL201630192935.4 吊灯（音乐变焦） 广东凯西欧照明有限公司 吴育林，梁明 

63 ZL201630213275.3 小型台式洗碗机(1)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洗涤电器制造有限

公司 
仝建锋，丁进辉 

64 ZL201630230176.6 双屏幕手机（A2） 青岛海信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肖永康，许云鹏 

65 ZL201630230538.1 晾衣机（H817 型） 浙江好易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黄飞挺，李雷刚，杨忱 

66 ZL201630295845.8 
带图形用户界面的手机(横屏直

播样式） 
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李鸿 

67 ZL201630298205.2 杯碟（SJZ019）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蔡廷祥 

68 ZL201630354060.3 笔（GA967600） 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天宇，张友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