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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第二十二届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项目名单
（56 项）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1 ZL201130330447.2 集成无烟灶 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 黄卫斌

2 ZL201230230560.8 砌块（大块护坡型） 邹瑾 邹瑾

3 ZL201330435982.3 混凝土泵车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黄运明、谷云辉、李超

4 ZL201330648031.4 坐椅（低靠背） 广东永爱医养产业有限公司 杨德苑

5 ZL201430066180.4 灯具（云海）
罗姆尼光电系统技术（广东）有

限公司
彭银水

6 ZL201430150225.6 空气净化器（14-01）
格力电器（芜湖）有限公司、珠

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刘燕、李莎、陈南飞、张继兼、赵阳

7 ZL201430160250.2 直流充电桩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许继电

源有限公司

李建国、邸思忠、房相成、陈伟明、宣志

文、李方、刘增强

8 ZL201430366828.X 瓶子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范纯

9 ZL201530074907.8 床用吸尘器 （B301）
莱克电气绿能科技（苏州）有限

公司
倪祖根

10 ZL201530130677.2 水疗池（游艇造型）
佛山市水晶岛休闲设备有限公

司
何志铿、马宝荣、李军、王忠明、石四海

11 ZL201530206449.9 驾驶室（T7）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莫荣博、邓聚才、陈志宁、王海云、陈崇

山、刘庆全、崔金发、禹文奎

12 ZL201530348207.3 砌块成型机 福建群峰机械有限公司 黄佳忠、徐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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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13 ZL201530401966.1 吹风机 南京德朔实业有限公司
德里克·史密斯、丹尼斯·弗罗布莱斯基、

戴恩·塔克

14 ZL201630066430.3 汽车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韦崇东、王贵、刘剑

15 ZL201630103287.0
龙头（万向摆动可升降龙

头）
珠海普乐美厨卫有限公司 卫凯·提鲁那嘎鲁、刘勇

16 ZL201630120796.4 整车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韩尚芝、武锡斌、鹿政华、周宏伟、关荣

芝、于东海、刘晶

17 ZL201630291215.3 微型胎儿监护仪套件
深圳邦健生物医疗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陈吴笋、汪培林、罗 坚、陈俊

18 ZL201630355205.1 平板灶具 成都前锋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何耀

19 ZL201630356478.8 零位回转挖掘机

柳州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柳工

常州机械有限公司、广西柳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赵锋、盖里·梅杰、任增辉、赵学龙、李

臣

20 ZL201630530191.2 压砖机（YP16800） 佛山市恒力泰机械有限公司 温怡彰、邓耀顺、刘强

21 ZL201630590507.7 吸尘器 天佑电器（苏州）有限公司 卞小贤、孙永平、李智强、史建峰

22 ZL201730004012.6 床架（VB-131）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王炳坤

23 ZL201730179584.8 壁柜（caracole-CLA-016)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
冯东明

24 ZL201730241603.5 车头（马来西亚机场线）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
许月勋、于红艳

25 ZL201730384612.X
机械表表头

（813.96.6024L）

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天

津海鸥手表技术有限公司
刘英璘、李家琦

26 ZL201730406775.3 茶具

福建省佳美集团公司、福建众大

陶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知

原悟造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陈志翰、谢怡、孙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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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27 ZL201730419782.7 激光切割机 济南金威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蒋习锋、王明利

28 ZL201730423056.2 按摩器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马学军

29 ZL201730429992.4 高位拣选车（5215VOP） 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
孙华秋、庄孝诚、郭靖玉、兰存芳、曾佳
彬、保罗·奥里贝罗

30 ZL201730506194.7
分体落地式空调器（JX—
2)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美
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咸贤旻、黄雪莉、河相守、金满起

31 ZL201730556890.9 热水器（air 小体积）
佛山市美的清湖净水设备有限
公司、芜湖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
限公司

李建平、夏小邓、吕潮胜

32 ZL201730671558.7 电能表
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
司

寇情情、王芳、王亚平

33 ZL201730673899.8 推拉锁（TZ011） 美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蒋念根、李志红

34 ZL201830002966.8 礼品包装盒 云南欣绿茶花股份有限公司 汤一粟、汤勇俊、白凌、孙嘉錡

35 ZL201830016302.7 沙发凳（鲸鱼系列 B） 浙江圣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倪良正、张叙俊、陈杰、熊德军

36 ZL201830024614.2 晾衣机（邦先生 M1-Pro） 浙江好易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黄飞挺、李雷刚、马双斌、王琳、倪俊

37 ZL201830064820.6 衣物处理设备 青岛海尔滚筒洗衣机有限公司
舒海、吕佩师、李文伟、邢本驸、王金凯、
衣少磊、蔡荣帅

38 ZL201830082128.6 电饭盒（DFH-B10G1）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李一峰

39 ZL201830085382.1 热水器
芜湖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
司、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飞鹏、夏小邓、李建平

40 ZL201830158697.4 整车（奔腾 D077）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陆锴、曹飞舟、魏强、张鹏、王刚、王艺
凝、郑明明、周全

41 ZL201830173824.8 耳机
加一万摩声学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

孙鑫、预佔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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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ZL201830267352.2 自走式采棉机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铁建重
工新疆有限公司、中国铁建重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静、田泽宇、章如权、杨维、任勇威、
安秀欣

43 ZL201830430517.3 蒸烤箱
广东美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

司、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袁金江、侯邦斌、金运亨

44 ZL201830439589.4 汽车（整车）
吉利汽车研究院（宁波）有限公

司、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郑志浩、刘军、黄宁、白高颐、彼得·霍

布里

45 ZL201830445471.2 风扇

广东美的环境电器制造有限公

司、芜湖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

公司

陈维

46 ZL201830477221.7
吸油烟机

（CXW-220-Z1801-B)
中山市樱雪集团有限公司 林泽民、林天峰、苏玉侠、李刚

47 ZL201830540563.9 巡检机器人（V3）
广东科凯达智能机器人有限公

司
贾绍春、李方、薛家驹、吴积贤、汤涛

48 ZL201830619908.X 吸尘器（VC20） 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蔡演强

49 ZL201830660126.0 洗衣机 无锡小天鹅电器有限公司 谢宏岗、崔在承、金弘植、杨爱兴

50 ZL201830670586.1 用于手机的图形用户界面 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黄小敏、刘佳泽

51 ZL201830700464.2 手持熨烫机主机 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蔡演强

52 ZL201830704629.3 电视机（931）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龙瑞俊、贺星月、孔楚志

53 ZL201930020911.4 电压力锅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电热电器制

造有限公司
刘典

54 ZL201930070250.6 中置电机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王清华、顾培元

55 ZL201930163703.X 轿车（L）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夏洪、郑素霖、方群波、王旭飞、张鹏、

金静强、李林、王振、黄春瑞、蓝天

56 ZL2019303189930 景区车（KLQ6827）
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

公司
储俊、柴浩、安学峰、酒军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