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欧（洛阳）工业设计创新大赛

决赛晋级名单

截至 2月底，中欧（洛阳）工业设计创新大赛共收到海内外参赛

设计作品 1052 件，参赛作品种类涵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

疗、食品工业、纺织服装、家居生活等多个领域。

大赛线上初评共邀请 20位工业设计行业知名设计师，采取交叉

评审的方式，从 1052 件海内外参赛作品中分别评选出 60个创意概念

组项目、20个产品实物组项目、10个企业命题组项目进入决赛。

目前，大赛线上初评已全部结束，现对决赛晋级项目名单进行公

示（排名不分先后）。

一、产品实物组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领域 作品来源

1 无人驾驶电动拖拉机 宋华明 装备制造 洛阳

2 婴儿培养箱 李世兴 生物医药 郑州

3 智能晾衣架 李世兴 家居生活 郑州

4 Nums 超薄智能键盘 龚华超 电子信息 北京

5 奥合畅电子吹管 吕逸飞 综合类 洛阳

6
Aqua 宠物循环杀菌饮水

机
黄欧柱 家居生活 深圳

7 智能齿科三维扫描仪 向宇 生物医药 洛阳



8 制动器 段京汉 装备制造 石家庄

9 消防灭火机器人 段京汉 装备制造 石家庄

10 健康“型动派” 杜天一 家居生活 石家庄

11
桌面式 LCD 屏幕背光检

测机
王雄 装备制造 洛阳

12
Sincroll-BallGears 传

动科技-滚珠齿轮技术

Pal

BOGAR
装备制造 匈牙利

13
英国毫米波安检仪-军民

两用世界前沿技术
朱军 装备制造 英国

14
智能温控激光软钎焊装

备
刘曰利 装备制造 法国

15

面向精密外科手术机器

人的超磁致伸缩微定位

与进给装置

温盛军 装备制造 日本

16
Big Tyre Recycling 大

轮胎再生利用技术

Jacques

VERVAET
装备制造 比利时

17
小伞同学—改变户外世

界的超级新物种
迮海兵 家居生活 法国

18
APSU: Cean Water 水净

化系统技术

Diego

CORREA
装备制造 西班牙

19
便携式医用 AI显微云平

台
陈勇 电子信息 芬兰



20
纳诺动力（Nanoo

Mobility）
窦豆 装备制造 法国

二、企业命题组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命题组 作品来源

1 体外物理振动排石机 李世兴 医疗器械 郑州

2 云医智能按摩理疗仪 匡硕硕 医疗器械 深圳

3 无人驾驶采摘机 曾惠泉
智能农机

装备
深圳

4 树干防虫喷涂机 苏志荣
智能农机

装备
潮州

5
自主蜜柚套袋机概念

设计
陈桂萍

智能农机

装备
漳州

6 Rapid rescue 贾昌松 医疗器械 唐山

7
轻质微晶石材料装配

式建筑--住宅设计
高欣

装配式建

筑
洛阳

8

围绕创新材料硅巢板

延展性能所进行的山

地旅馆装配式建筑设

计

李雨风
装配式建

筑
洛阳

9
“面包机”趣味手机消

毒盒
苏志荣 智能家居 潮州



10 源·园 王振辉
装配式建

筑
洛阳

三、创意概念组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领域 作品来源

1 创可贴 刘佳豪 生物医药 吉林

2 2in1 公交求生安全锤 席冰 装备制造 秦皇岛

3 趣味计算小火车 苏志荣 综合类 潮州

4 环形旋转消毒扶手 苏志荣 装备制造 潮州

5 儿童口腔内窥镜 霍瑞祥 生物医药 杭州

6 品味旅行 武嘉鑫 综合类 洛阳

7 环卫工人警示头盔 任书豪 装备制造 南京

8 易倒-细粮铲 邓小明 食品工业 深圳

9 无盲区叉车 苏志荣 装备制造 潮州

10 测温贴 秦兆宏 生物医药 厦门

11 智能栏杆清洁抑尘车 秦兆宏 装备制造 厦门

12 应急医疗舱 秦兆宏 装备制造 厦门

13 无人运输叉车 李思宇 装备制造 厦门

14
面向交通工具的哺乳

公共设施创新设计
文晓丹 综合类 西安

15
Traffic grooming

robot
霍瑞祥 装备制造 杭州



16 net 乔泽斌 装备制造 天津

17 STABLE 黄志龙 综合类 东莞

18 paintings and games 苗雨玄 综合类 沈阳

19 可折叠智能电动轮椅 匡硕硕 装备制造 深圳

20 智慧电动轮椅 卢飞龙 装备制造 深圳

21 follow 乔泽斌 装备制造 天津

22
新型轮边无人智能拖

拉机
宋华明 装备制造 洛阳

23
粉碎式废弃口罩专用

回收桶
郑婉玲 装备制造 漳州

24 一山一水 程兴贵 家居生活 毕节

25 便携户外急救输液器 李顺 生物医药 深圳

26 智能标线打印工程车 匡硕硕 装备制造 深圳

27 逸客虚拟旅游系统 匡硕硕 电子信息 深圳

28 ego frienday 郑君仙 装备制造 杭州

29 多功能轮椅搭档 卢飞龙 装备制造 深圳

30 Cure Paste 龚智伟 生物医药 福州

31 Rotate up 韩雪花 综合类 沈阳

32 警示-雪糕桶 张家豪 综合类 佛山

33 即热式输液加温器 黄国峰 生物医药 嘉兴

34 CONNECT 郑梦蝶 综合类 金华

35 Honeycomb rescue(海 司徒泽宇 装备制造 广东



上原油泄漏救援辅助

设计）

36 X-Module Nail 白栋 装备制造 大连

37 70°伸缩模块叉车 韩振民 装备制造 沈阳

38 开创时代曲线锯 金厚飞 装备制造 厦门

39 轨道除冰检测机器人 蒙洁 装备制造 深圳

40 跑步几-Tread/Table 郑嘉璐 家居生活 杭州

41
Arranger-智能隔离杆

摆放车
郑嘉璐 装备制造 杭州

42 家庭配药监护 张家豪 生物医药 佛山

43 CPRAE 心肺复苏辅助器 王豫潮 生物医药 龙岩

44 Turning 郑浩天 装备制造 衡阳

45 POV 无人机 赵苗 装备制造 洛阳

46
“佳友”全自动 N95 口

罩机
赵锋 装备制造 青岛

47 Shovel funnel 叶帅君 综合类 南平

48 Safety bathroom 叶帅君 综合类 南平

49 GUARD 森林灭火无人机 方寅 装备制造 郑州

50 伤口缝合设备 张振宇 生物医药 鹰潭

51
可变双联式棉花梳理

机
李斑斑 装备制造 湘潭

52 不平衡的灯 田浩铖 家居生活 长沙



53 U 护机器人 赵锋 装备制造 青岛

54
Electric ambulance

trolley
叶帅君 生物医药 南平

55 优康-上肢康复训练仓 叶蓁蓁 装备制造 秦皇岛

56 Glu-Cup 邵文逸 家居生活 西安

57
全自动激光增材打印

机
赵锋 装备制造 青岛

58
Health Protective

Mask
黄芷林 生物医药 北海

59 Safety forklift 叶帅君 装备制造 南平

60 LOUIS 盲人付款导盲杖 项红雨 综合类 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