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DIY制茶机 张晓叶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严婷婷 一等奖

针对森林火灾复燃的智能装备设计 李军 西华大学 孟凯宁 一等奖

行走康复辅助产品及信息交互设计 杨子莹 西华大学 李娟 一等奖

易拆—往复锯改良设计 陶金凤 攀枝花学院 姜龙 一等奖

冰面救援浮板创新设计 袁怀宇 西华大学 张玉萍 一等奖

儿童多功能摇摇椅 孙悦旺 西华大学 杨正波 一等奖

水性漆回收装置设计 廖阳阳 西南石油大学 张旭伟、曾有为 一等奖

软几何 李雪梅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 马泽群 一等奖

现代屏风的创新设计 李逸博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王庆莲 一等奖

座山 唐怀莲 四川农业大学 陈铭 一等奖

警用无人机设计 牟培荣 四川师范大学 张天海/于宁 一等奖

基于仿生的休闲椅设计 刘诗宇 西华大学 李恒全 一等奖

《平沙落雁》 孙建勤 西华大学 王崇东 一等奖

kumu组合式隔断设计 陶志雄 西南交通大学 张利 一等奖

《And》儿童家具设计 徐蓉 成都大学 董泓 一等奖

意山 瓦斯满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马泽群 一等奖

    2019年四川省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省级决赛获奖作品公示

    由四川省教育厅举办，西华大学承办的“2019年四川省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省级决赛评选工作于2019年9月8日在西华大学艺术大楼成功
举行。

    大赛参赛院校共计39所，其中报名人数2145人次，参赛作品数1899件。经过校级初选、省级初赛、省级决赛，评选出获奖作品，现公示
如下。
   公示期从2019年9月9日至2019年9月15日。如您对获奖作品信息有何意见，请在公示期内和我们联系。联系邮箱：
id_xihuadaxue@163.com；电话：028-87729537，1365805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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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椅 张明敏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马泽群 黄媛 一等奖

基于pixhawk的垂直起降应急投放救援无人机 唐家豪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姜健 一等奖

基于U22飞控《龙眼》民用无人侦察机 但丛耀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左培良 一等奖

檓——手持式花椒采摘器设计 廖平 攀枝花学院 陈晓燕 一等奖

简.模块化多功能家具 吴国嫚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郑佳炘 一等奖

智能急救站 陈铖渝 四川轻化工大学 张玲玉 一等奖

皮影纸雕灯 王蔚然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罗一丹   李彦斌 一等奖

北川特色产品包装设计 曾珠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姚伟 一等奖

篝火-户外照明设计 任榜新 西南交通大学 许永生 一等奖

广州6号线地铁五羊 陈金良 西南交通大学 向泽锐 一等奖

创意家居生活灯 廖成敏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程月 一等奖

《幼儿园有个动物园》 李颜 成都大学 熊丽娟 一等奖

寻踪 王汝皓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 马泽群 一等奖

溯源 张月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马泽群 一等奖

拆分组合式的儿童游乐家具设计 肖阳 成都工业学院 胡晓琳 一等奖

青变 苏越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夏在希、宁娟娟 一等奖

明月山间 余广美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徐慧/李乐平 一等奖

城市下水道清理辅助工具设计 付潇 攀枝花学院 税梦瑶 一等奖

守护-多功能陪护床设计  廖秦 攀枝花学院 姜龙 一等奖

SEAGULL——海面垃圾监测无人机 蒲思懿 四川大学 张珣 一等奖

Light 赖海悦 四川农业大学 吕建华 一等奖

干椅 李艳 四川农业大学 吕建华 一等奖

  无人驾驶森林消防装备--开辟隔离带 尹浩东 四川轻化工大学  胡光忠 一等奖



玉米收获机设计 瞿科 四川轻化工大学 张久美 一等奖

多功能开沟机设计 代乐 四川轻化工大学 张玲玉 一等奖

Stand 饶力源 四川音乐学院 杨为渝 郑伯森 孔毅 一等奖

沙漠救援无人机造型设计 李小霞 西华大学 李恒全 一等奖

枕山襟海——山海经元素首饰设计 李佳玲 西华大学 祁娜 一等奖

家用智能机器人造型设计 李寻 西华大学 孟凯宁 一等奖

FAMILY饮水机 张淘 西华大学 祁娜 一等奖

一体化写生画箱 杨蕾 西华大学 郭鑫昆 一等奖

家用砧板消毒器造型设计 党晶媛 西华大学 李恒全 一等奖

广州6号地铁醒狮设计 伊正瑞 西南交通大学 向泽锐 一等奖

超高速磁悬浮概念设计 毛炫颖 西南交通大学 王超 一等奖

趣·生肖皮具 朱敏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程月 一等奖

《UP君》军迷文创系列产品设计 张洪刚 成都大学
刘芸 一等奖

蛋壳 方海川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杨辉 一等奖

繁花弄 刘玲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宁娟娟、夏在希 一等奖

蜂巢—城市风电 汪山山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韩尧、庞力源、牟云 一等奖

Cool——共享户外降温车棚设计 邓婷 攀枝花学院 周小舟 一等奖

HOPE-沙漠种树车设计 杜敏 攀枝花学院 周小舟 一等奖

城市画笔——智能道路划线机设计 宋世成 攀枝花学院 陈晓燕 一等奖

Love chain 智能助老钥匙扣 方馨悦 四川大学 杨随先 一等奖



Laser drill手电钻设计 李颖异 四川大学 杨随先 一等奖

“遇见”交互式公共座椅 方馨悦 四川大学 干静 一等奖

《THE SHELD》火灾救援无人机 李俊龙 四川大学 张珣 一等奖

现代竹编椅设计 陈罗佳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郑越梅/易雪峰/贾英杰 一等奖

浩瀚 蔡文宇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郑越梅/易雪峰/贾英杰 一等奖

沙滩垃圾清理机设计 张志强 四川轻化工大学 张久美 一等奖

户外净水设备设计 黎宇薇 四川轻化工大学 徐刚 一等奖

竹材基础加工设备设计 黎晓瑞 四川轻化工大学 徐刚 一等奖

高空伐木设备设计 唐浩梦 四川轻化工大学 张玲玉 一等奖

《WISDOM——儿童床头柜设计》 李非 四川师范大学 于宁 一等奖

微型吸尘器 李主超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钱桂名 杨小利 陈星宇 一等奖

铁路探伤仪器设计 许红飞 西华大学 孟凯宁 一等奖

“模块化便携”婴儿推车 冉秋艺 西华大学 孙虎 一等奖

慢·生活咖啡机 邓一 西华大学 祁娜 一等奖

宠物喂食器 罗玉婷 西华大学 陈文雯 一等奖

萌系风办公设备 韦智超 西华大学 周睿 一等奖

彝乡“福”韵 樊秀丽 西华大学 左怡 一等奖

儿童医用雾化器 卢慧君 西华大学 王蓉 一等奖

儿童口腔清洁器造型设计 尹帮莉 西华大学 胡斌 一等奖

忆冰 杨威 西华大学 陈文雯 一等奖

“兼柔”竹制坐具 周冶 西南交通大学 张利 一等奖



《武汉地铁外观及内室空间设计研究》 戎尚 西南交通大学 王超 一等奖

谷养早餐机 张智博 西南交通大学 李科平 一等奖

“元·曲”系列坐椅 丁冬林 西南石油大学 兰图 一等奖

“春之物语”主题书房家具设计 李梦寒 西南石油大学 余钰 一等奖

沧笙踏歌 刘镇邦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牟杨/郭莉梅 一等奖

砚南桥北 蒋颖莹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何磊 一等奖

小羊快跑-桌面游戏 黄琳迪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何磊 一等奖

“蜀韵”-旅游文创产品设计 吴奕颖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王美娜 一等奖

40°公交站台座椅设计 陈梦 成都东软学院 周爵禄 一等奖

《竹办公用品设计》 杨玉超 成都东软学院 黄涛
范鑫

一等奖

吉祥藏意 黄卓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马泽群 一等奖

品自 唐宇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马泽群 一等奖

行云流水 张路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马泽群 一等奖

旖旎 王汝皓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马泽群 一等奖

夜间交通事故辅助设备 舒畇溦 成都工业学院 邓洁茹 一等奖

一种基于商务办公文创产品设计 杨彩丽 成都理工大学 胡川妹 一等奖

绿源一代——全站仪太阳能充电器 代巨豪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任宏伟 吕中意 李杨 一等奖

工业风家具 杨静 乐山师范学院 黄佳 一等奖

太阳能无人机的设计与制作 张佳佳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王建平 一等奖

童年不老 余广美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徐慧/李乐平 一等奖



木植-智能花园盆景 许世达 四川大学 武豪 一等奖

象.生 周庭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郑越梅/易雪峰/贾英杰 一等奖

智扇 程玉佶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贾英杰/易雪峰/郑越梅 一等奖

落月 周彦君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贾英杰/易雪峰/郑越梅 一等奖

云扶摇 冯智亿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易雪峰/郑越梅/贾英杰 一等奖

猫咪屋 陈竹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严婷婷 一等奖

城市道路井盖更换车 赖俊呈 四川轻化工大学 许雯娜 一等奖

共享单车回收方案 张治涛 四川轻化工大学 许雯娜 一等奖

大直径自来水管道检测机器人设计 张文婷 四川轻化工大学 徐刚 一等奖

甜叶菊脱叶机改良设计 王娜 四川轻化工大学 许雯娜 一等奖

婴儿恒温箱设计 何柯 四川轻化工大学 张久美 一等奖

城区树枝修剪车 王笛 四川轻化工大学 张玲玉 一等奖

废旧工程塑料造粒设备设计 王金南 四川轻化工大学 张玲玉 一等奖

四川非遗傩戏衍生品设计 蒋露 四川轻化工大学 余红 一等奖

儿童伸缩摇摇椅 吴栏灵 四川师范大学 于宁 一等奖

猪猪儿童多功能储物柜 冯嫄 四川师范大学 于宁 一等奖

雷鸣茶包装设计 胡莉彬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罗一丹 吴苗 一等奖

南充红色文化衍生品设计 马菲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姚伟 一等奖



乐独 杨路璐 四川音乐学院 杨为渝、董婉婷 一等奖

《竹工竹韵》 邓圆宏 四川音乐学院 郑伯森、孔毅 一等奖

AIR-IMAGIN 杨攀 西华大学 孙虎 一等奖

依托百家衣元素的贝壳系列布包设计 王淼 西华大学 魏国 一等奖

基于通用设计理念的无障碍出行交通工具设计 汪大丁 西华大学 李娟 一等奖

扫雪清扫一体机造型设计 吴敬薇 西华大学 孟凯宁 一等奖

太阳神鸟吊灯 康鹏飞 西华大学 陈文雯 二等奖

多功能尺规 刘宇庭 西南交通大学 许永生 一等奖

家庭健康管理助手 李强 西南交通大学 李芳宇 一等奖

智能竹灯 任禹赫 西南交通大学 许永生 一等奖

隔代玩具设计 王昕 西南石油大学 程亮 一等奖

"蜗牛嘟嘟"趣味性儿童学习桌椅设计 燕欣 西南石油大学 张海波、谭军 一等奖

“小桥流水”茶室家具设计 邵谦 西南石油大学 李陵、孟晓平 一等奖

"相由心生"川剧文化变脸椅 郭思锦 西南石油大学 张海波 一等奖

VOC废气净化处理装置设计 严雯 西南石油大学 张旭伟、姚伟宁 一等奖

“高山流水”音箱设计 唐思夷 西南石油大学 邓丽 一等奖

曲竹 张露婷 西南石油大学 兰图 一等奖

“挪威的森林”餐厅家具设计 代琪 西南石油大学 余钰 一等奖

老龄手部障碍者生活餐具设计 朱燕 宜宾学院 杨攀 一等奖

不凡 陈昕怡 宜宾学院 马彦 一等奖

防农药生命面罩 刘杰铭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张建英 一等奖



防生圈椅设计 谢菊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张建英 一等奖

智能体感滑板设计 雷杰茗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吕中意 一等奖

泸州印象—食品包装设计 赵政南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王美娜 二等奖

Isosceles RT-Triangles小户型家具设计 范晨婷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游娅娜 二等奖

蜗牛组合儿童餐具 付星星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何磊 二等奖

“拜托了，方块”儿童家具设计 张金龄 成都东软学院 崔闽清，刘依君 二等奖

無之无化 王雨晴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陈军 二等奖

水下垃圾定位清理设备 舒畇溦 成都工业学院 万鲤菠 胡晓琳 王丹萍 二等奖

盲人儿童数学桌游 余芷菁 成都理工大学 刘文婷 二等奖

一种简易多功能剖鱼器设计 钟仕 成都理工大学 王倩 二等奖

无动力家用健身器材创意设计 唐健明 成都理工大学 凌筱 二等奖

行无忧-两用全息投影仪 明杉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王庆莲 二等奖

绣·韵 张娉婷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吕中意 二等奖

渐暖 周子涵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吴世丽 许倩 二等奖

食·乐园 张鑫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杨辉 二等奖

《绿的赞歌》 赵静 乐山师范学院 颜伟娜 二等奖

《京剧风》 唐江燕 乐山师范学院 颜伟娜 二等奖

新概念电动扳手设计 代文辉 攀枝花学院 陈晓燕 二等奖

宠物粪便清理产品设计 王炳森 攀枝花学院 税梦瑶 二等奖

拂晓 — 脑中风患者上肢康复仪 王煜 攀枝花学院 姜龙 二等奖

易行——携幼行李箱 廖玉红 攀枝花学院 姜龙 二等奖

gibbon森林无人机 张未 四川大学 张珣 二等奖



山韵 曾小逸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易雪峰/贾英杰/郑越梅 二等奖

素隐 经明珠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贾英杰/易雪峰/郑越梅 二等奖

X Cutting 聂晓彤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易雪峰 二等奖

可调节绘图桌 刘军尧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易雪峰/贾英杰/郑越梅 二等奖

有情有调调味罐 林小军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韩焱 、胡作成 二等奖

行走助行架 许源源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严婷婷 二等奖

睡眠仪 伏文斌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韩焱 、胡作成 二等奖

智能自动跟随行李架 王仁杰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胥程飞廖丽 二等奖

"几"川椅 古清清 四川农业大学 陈铭 二等奖

机场跑道除雪车设计 樊文耀 四川轻化工大学 杨先超 一等奖

花生联合收获机设计 陈周 四川轻化工大学 许雯娜 二等奖

城市轨道交通暨站台造型设计 苏温鑫 四川轻化工大学 徐刚 二等奖

无线充电路面铺设车 曾超 四川轻化工大学 徐刚 二等奖

网球肘康复训练器设计 冯晓青 四川轻化工大学 张玲玉 二等奖

消防无人机 王广东 四川轻化工大学 张玲玉 二等奖

概念垂直农业设备设计 张皓 四川轻化工大学 张玲玉 二等奖

机场安检装置设计 何柯 四川轻化工大学 张久美 二等奖

智能医疗体检机设计 张勇 四川轻化工大学 张久美 二等奖

创意灯具设计 苟亚玲 四川师范大学 陈卫敏 二等奖

基于传统纹样的包袋设计 胥强 四川师范大学 刘刚 二等奖

竹烟波月 赵璐 四川师范大学（学院） 于宁 二等奖

不倒翁奶瓶 罗军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钱桂名 陈星宇 二等奖

“川”灯 唐朋 西华大学 祁娜 二等奖

无人快递配送车造型设计 杨爔 西华大学 张玉萍 二等奖



特殊人群的辅助产品外观造型设计-盲杖设计 郝佳菲 西华大学 谢淑丽 二等奖

自助健康体检机 何少豪 西南交通大学 李芳宇 二等奖

智能恒温药箱 张义珊 西南交通大学 李然 二等奖

木质儿童玩具 张佳敬 西南科技大学 程鲲 二等奖

车载垃圾桶设计 孙晴 西南石油大学 陈波 二等奖

“圆·生”书房家具 王定雄 西南石油大学 李陵、邓丽 二等奖

“山居秋暝”卧室套房家具设计 熊伟杰 西南石油大学 余钰 二等奖

陆地石油井场灭火器设计 苏子洋 西南石油大学 张旭伟、曾有为 二等奖

“观园”客厅家具设计 刘汶鑫 西南石油大学 李陵、孟晓平 二等奖

成都盖碗茶文化香薰机 施英楠 西南石油大学 邓丽 二等奖

眼保仪设计 李迪 西南石油大学 邓丽 二等奖

女性手持电动工具设计 郭林涵 西南石油大学 程亮 二等奖

公共区自动借阅机设计 汤晨光 西南石油大学 张旭伟、曾有为 二等奖

山岳-国之重器 康安琪 宜宾学院 杨攀、马彦 二等奖

竹灵 鲍家豪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吕莎/张建英/方莹 二等奖

IAF儿童沙发 唐珊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游娅娜 二等奖

《汗青碎片》立体拼图 陈亚辉 成都大学 王婧劼 二等奖

《say・童语》儿童家具设计 缪斯静 成都大学 董泓 二等奖

消失凳 王胡钦 成都大学 董泓、郭萍、况锐 二等奖

屏风—墙外的世界 陈雪婷 成都大学 石阳 二等奖

意外溺水自救产品设计 刘文 成都东软学院 周爵禄 二等奖

《彳亍》 梁非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唐闻 二等奖



智能渔叉钢圈矫正器 祝华庭 成都工业学院 万鲤菠 邓洁茹 王丹萍 二等奖

行李箱临时存放设计 吴云飞 成都工业学院 胡晓琳 杨大理 周梦舟 二等奖

城市绿化带树叶清扫设备设计 华杨 成都工业学院 万鲤菠 胡晓琳 二等奖

公共空间智能冰箱 万黎 成都工业学院 万鲤菠 二等奖

山林灭火救援系统 安宇 成都工业学院 万鲤菠 邓洁茹 胡晓琳 二等奖

智能自助售药终端 张洛嘉 成都工业学院 万鲤菠 二等奖

老年人助行器 周亦楚 成都理工大学 彭悦 二等奖

一种可调节的超市货架设计 孙泽琦 成都理工大学 王倩 二等奖

模块化玩具 杨培鑫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吕中意 二等奖

无死角有色涂抹胶棒 张宇昊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吕中意 二等奖

《父母山河》罗汉椅设计 李文彦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吕中意 二等奖

Free 杨露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王庆莲 二等奖

梵云炔 刘玲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夏在希、宁娟娟 二等奖

掌鉴识 黄琬芮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王卉/王棱/刘青蓝 二等奖

甜蜜蜜-枇杷果实套袋机 余容 攀枝花学院 陈晓燕 二等奖

悦爱——儿童移动输液车设计 李宜萍 攀枝花学院 姜龙 二等奖

FLIGHT路牌指示灯 孙奕腾 四川大学 干静 二等奖

毛毛虫 李婷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郑越梅/易雪峰/贾英杰 二等奖

禅意团扇香插 张光珊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贾英杰/易雪峰/郑越梅 二等奖

Blooming Flower 聂晓彤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贾英杰/易雪峰/郑越梅 二等奖

竹·茶几 李婷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贾英杰/易雪峰/郑越梅 二等奖

箨节 刘睿琪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贾英杰/易雪峰/郑越梅 二等奖

Dancer 刘睿琪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易雪峰/贾英杰/郑越梅 二等奖



思畔 周欣羽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贾英杰/易雪峰/郑越梅 二等奖

舌尖上的战斗 袁荣海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易雪峰/贾英杰/郑越梅 二等奖

杯中寐 丁陈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郑越梅/易雪峰/贾英杰 二等奖

英雄胆 周达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易雪峰/贾英杰/郑越梅 二等奖

秦小盾 刘鑫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郑越梅/易雪峰/贾英杰 二等奖

婴童医用雾化器设计 张竹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郑越梅/易雪峰/贾英杰 二等奖

O READY 朱晓青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易雪峰/郑越梅/贾英杰 二等奖

AR儿童识图APP 李婷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易雪峰/郑越梅/贾英杰 二等奖

快乐时光 张国华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严婷婷 二等奖

既刻生命环 雷浪子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韩焱 、胡作成 二等奖

喵趣 王腊梅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胡作成  韩焱 二等奖

盲人导航手表 陈瑶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胥程飞 江金洪 二等奖

茶具设计-茶禅 黄巧梅 四川轻化工大学 余红 二等奖

智能医疗自助配药终端设计 刘浩杨 四川轻化工大学 徐刚 二等奖

5G远程手术设备 王广东 四川轻化工大学 张玲玉 二等奖

无意识控时夜灯设计 汪璐璐 四川轻化工大学 许雯娜 二等奖

机场跑道除雪车设计 黄波 四川轻化工大学 许雯娜 二等奖

全自由无人驾驶叉车设计 王笛 四川轻化工大学 张玲玉 二等奖

管道开沟机设计 易露 四川轻化工大学 杨先超 二等奖



古典风格氛围灯设计 唐梁超 四川轻化工大学 余红 二等奖

紫外线光疗仪改良设计 刘梦琪 四川轻化工大学 张玲玉 二等奖

 锂电驱动飞行摩托车 尹浩东 四川轻化工大学  胡光忠 二等奖

送餐机器人设计 李沛芹 四川轻化工大学 张久美 二等奖

FISH竹文具设计 牟培荣 四川师范大学 陈谦/于宁 二等奖

趣味灯具设计 廖柳燕 四川师范大学 史悦红 二等奖

指尖的爱-家庭婴儿中医按摩助理 屈雅琴 四川师范大学 张天海 二等奖

鞋子除臭器 肖茹萍 四川师范大学 刘刚 二等奖

《云深处》香薰机 林芷萱 四川师范大学 陈谦 张天海 二等奖

Trapezoid Blocks 李世超 四川师范大学 刘刚 二等奖

便携制氧健康仪 薛桂滢 四川师范大学 刘刚 马慧兰 二等奖

四姑娘山—餐具设计 张笑月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罗一丹 二等奖

盲文不倒药盒 蔡明瑶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李彦斌、杨蕊旗 二等奖

踩桥印象·餐具——春社踩桥传说主题餐具 王硕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姚伟 二等奖

羌文化餐具衍生品设计 李来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姚伟 二等奖

“悠乐”安州吉祥物 胡先莉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黄言涛 二等奖

南充阆中民俗文化衍生品设计 孙月月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姚伟 二等奖

茶马古道茶具用品设计 朱泯宗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姚伟 二等奖

山水·铁艺茶几 曹明松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李珂 二等奖

趣折 张元兴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李珂 二等奖



義一——面向专业茶艺师的工具及其组合设计 黄心怡 西华大学 武月琴 二等奖

babycare婴儿安全健康助手 冯逸群 西华大学 郭鑫昆 二等奖

杩槎水运 邹睿宸 西华大学 周睿 二等奖

基于东方美学理念的灯具设计 冯青青 西华大学 张瀚文 二等奖

宫檐-系列化家具设计 廖建波 西华大学 谢淑丽 二等奖

家用胎心仪设计 董灵 西南交通大学 张静 李芳宇 二等奖

失能老人居家照护智慧辅助系统 张瑞佛 西南交通大学 李芳宇 二等奖

心汐APP 李琳 西南交通大学 李芳宇 二等奖

李白IP形象与文创衍生品设计 胡悦 西南科技大学 杨蕾 二等奖

未来城市警用巡逻交通工具设计 陈庆安 西南科技大学 饶锦锋 二等奖

川韵餐具设计 陈璐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陈佳 二等奖

户外野营一体式炊具设计 向朝钰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程月 二等奖

AGV智能引导送货机器人 向仕霞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申伟 二等奖

家用智能宠物消毒柜设计 王一 西南石油大学 张旭伟、曾有为 二等奖

儿童智能饮水杯设计 何畅 西南石油大学 张旭伟、姚伟宁 二等奖

“扇·清风”系列座椅设计 郭思锦 西南石油大学 李陵、姚伟宁 二等奖

川剧脸谱文化氛围灯设计 徐宁橦 西南石油大学 邓丽 二等奖

儿童早教机设计 周姿谷 西南石油大学 邓丽 二等奖

共享式私家车道闸设计 张宇 西南石油大学 张旭伟、姚伟宁 二等奖

汉字文系列灯具 刘杭 西南石油大学 陈波 二等奖

模块化电动工具设计 王强 宜宾学院 杨攀 二等奖



可调节破竹器 刘杰铭 宜宾学院 杨攀 马彦 二等奖

竹灯 谢菊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张建英/谢竹青 二等奖

“易趣”创意桌凳设计 姚凤 西南石油大学 余钰 三等奖

SHADOW桌椅家具设计 潘艺君 西南石油大学 彭艳芳 三等奖

“玩伴儿”模块化多功能儿童家具设计 李著夏 西南石油大学 余钰 三等奖

“FUTURN-Drone”智能化快递无人机设计 付陈栋鑫 成都工业学院 杨大理 三等奖

盲人智能手杖 李晓敏 成都理工大学 李勍 三等奖

独钓 赵勇 绵阳师范学院 蒋小华 三等奖

听禅——现代生活中的禅意家具 黄思其 绵阳师范学院 陈燕 三等奖

智能分类回收垃圾车 吴传奇 四川轻化工大学 张玲玉 三等奖

忆青铜 王清军 西南石油大学 兰图 三等奖

户外便携求救器 李宾 成都工业学院 邓洁茹 周梦舟 周希莹 三等奖

导盲插线板 贾松 成都工业学院 胡晓琳 三等奖

竹舒 王秋妹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吴世丽 唐子荀 三等奖

溯苏 罗琪瑶 四川农业大学 吕建华 三等奖

逸珠 冯星宇 四川农业大学 吕建华 三等奖

景区旅游地标——旋转变体垃圾桶 陈璐晴 西南交通大学 李芳宇 三等奖

“蜗居”客厅多功能家具设计 梁娇 西南石油大学 兰图 三等奖

竹韵 马慧敏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张建英 三等奖



工棂 张频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 马泽群 三等奖

三星堆文化创意转化设计 张传婷 成都工业学院 刘源 王丹萍 三等奖

便携移动式输液器 袁洁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王悦希 三等奖

彝·线彝族家具创新设计 王振卿 绵阳师范学院 陈燕 李云川 三等奖

凝望 赵勇 绵阳师范学院 蒋小华 三等奖

日出印象 陈杰 绵阳师范学院 蒋小华 三等奖

熨斗缝纫机 何仁琼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韩尧 三等奖

Healthy--儿童移动输液车设计 李宜萍 攀枝花学院 姜龙 三等奖

时光旅途——儿童玩具过山车设计 周沁桐 攀枝花学院 陈亚豆 三等奖

会竹 郭子雄 四川农业大学 孙真真 三等奖

“时间就是生命” 杨凯程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王烈娟 三等奖

日月 郑玉茹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黄言涛 三等奖

《憩》 罗凡 四川音乐学院 郑伯森 孔毅 三等奖

儿童木马仿生设计 张慧琴 西南交通大学 许永生 三等奖

“共享”城市轨道交通出行方案 李锞腾 西南交通大学 李芳宇 三等奖

智能跟随引导式购物车 李帅帅 西南交通大学 李然 三等奖

养老护理推车 文清 西南交通大学 李芳宇 三等奖

《社区多功能垃圾桶》 吴奕雯 西南交通大学 向泽锐 三等奖

沙滩休闲公共休闲座 李帅帅 西南交通大学 向泽锐 三等奖

流沙灯塔系列保温杯 朱读鑫 西南交通大学 李芳宇 三等奖



“救靠你”医疗APP 廖慧莲 西南交通大学 李芳宇 三等奖

桌面式医用口罩自动贩卖机 傅曼曼 西南交通大学 王超 三等奖

可收缩智能烘干机 刘杰铭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张建英 三等奖

 择善其从 张海莉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胡作成 韩焱 三等奖

小飞象板凳 曾子夕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游娅娜 三等奖

杠杆手压式打火机 钟明昊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游娅娜 三等奖

横—不占桌刀叉 李雨灿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游娅娜 三等奖

简･灯 刘可欣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游娅娜 三等奖

牛油果椅设计 唐文杨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游娅娜 三等奖

竹雅-洗漱台台面 张韵陶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王美娜 三等奖

Q美工刀 范庆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游娅娜 三等奖

ANCHOR 公共设施设计 冯鸣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游娅娜 三等奖

茶海泛舟 王芹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何磊 三等奖

《花重锦官城》蜀锦系列饰品设计 邓祖英 成都大学 马丽娃、叶兰 三等奖

《魚与余》 佘薇 成都大学 况锐、李敏 三等奖

《简U》系列化减压产品设计 王雁 成都大学 刘芸 三等奖

《永恒的流动》 刘晓红 成都大学 周霜菊 三等奖

《稚趣+》儿童多功能储物柜设计 王宝利 成都大学 刘芸 三等奖

《曙戏》城市照明设计 许先娜 成都大学 董泓 三等奖

CHAIR BOOM 张林玉 成都大学 董泓、郭萍、况锐 三等奖

《空韵》系列首饰设计 周林艳 成都大学 况锐、李敏 三等奖

《乐玩》游戏化儿童木马家具创新设计 潘瑞琴 成都大学 熊丽娟 三等奖

《结意》系列服装设计 阮诗兰 成都大学 周霜菊 三等奖



SOS+保温救生衣设计 李卓然 成都东软学院
陈志刚
刘依君

三等奖

《竹制坐具设计》 胡文珂 成都东软学院
陶雪花、

高森
三等奖

孟菲斯风格文创产品设计 曾皙 成都东软学院 刘依君、崔闽清 三等奖

儿童旅行箱设计 曾光强 成都东软学院 李潇 三等奖

电梯触点改良设计 杨浩义 成都东软学院
易艳丽
陶雪花

三等奖

壁挂式书架设计——徽苑简格 周燕林 成都东软学院 康颖 三等奖

小户型住宅衣柜设计 殷丽 成都东软学院 康颖 三等奖

家用梳妆台设计 张雪 成都东软学院 康颖 三等奖

趣味台灯设计 郑传铭 成都东软学院
陶雪花、

高森
三等奖

森朴-落地灯设计 刘玉敏 成都东软学院 陶雪花 三等奖

川剧元素文房系列设计 邓淋芝 成都东软学院
易艳丽
高森

三等奖

几何造型的
多功能壁灯设计

郑茜雯 成都东软学院
张钰

三等奖

川菜元素
餐具设计

陶涛 成都东软学院
张钰

三等奖

重庆方言
元素文具设计

沈芯宇 成都东软学院
张钰

三等奖

AR急救箱 李依婷 成都东软学院
陈志刚
李潇

三等奖

E电音 杜琪璘 成都东软学院 宋祥波 三等奖

宠爱有家App 郑志萌 成都东软学院 宋祥波 三等奖

闲置书籍共享APP设计 潘晓亮 成都东软学院
易艳丽
宋祥波

三等奖

落迹 张路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马泽群 三等奖

归 黄卓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马泽群 三等奖

盲人磁片钥匙 张频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 马泽群 三等奖

旋 冯锐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马泽群 三等奖

磐异 张频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 马泽群 三等奖



可拆卸茶桌 张晋宁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 马泽群 三等奖

暖屋晾衣器 蹇智明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马泽群 黄媛 三等奖

trinity 王汝皓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马泽群 三等奖

控温碗 张明敏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 马泽群 三等奖

焕然一新 瓦斯满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马泽群 三等奖

旖旎 胡雯婷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马泽群 黄媛 三等奖

Building测绘仪 代萍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马泽群 三等奖

《变居》 刘浪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 马泽群 三等奖

鼓动 张明敏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 马泽群 三等奖

收纳.压缩箱 瓦斯满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马泽群 三等奖

《伴手多用杯》 刘浪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 马泽群 三等奖

儿童电动牙刷 张路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黄媛，马泽群 三等奖

提醒药盒 张艺如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马泽群 黄媛 三等奖

卡路里手环 阳文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马泽群 黄媛 三等奖

儿童智能玩具健康手环 陶垠竹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马泽群 黄媛 三等奖

智能指纹电子锁 杨程麟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马泽群 黄媛 三等奖

《多功能落地式音箱》 吴鸿利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马泽群 黄媛 三等奖

森林无人灭火车 罗羿 成都工业学院 万鲤菠 三等奖

LIMI蒸饭煲 祝华庭 成都工业学院 万鲤菠 王丹萍 杨大理 三等奖

母婴智能洗碗机 曾柯 成都工业学院 邓洁茹 三等奖

Amusing咬咬乐 蒋巧 成都工业学院 胡晓琳 万鲤菠 王丹萍 三等奖

蜘蛛仿生救援机器人 向凌霄 成都工业学院 万鲤菠 邓洁茹 胡晓琳 三等奖

可控量二合一儿童电动牙刷 谭雅宁 成都工业学院 万鲤菠 三等奖



除霾与扫地共仓多功能车设计 王豪 成都工业学院 万鲤菠 三等奖

无障碍自行车 张涯晴 成都工业学院 王丹萍 胡晓琳 万鲤菠 三等奖

“一路”公益APP 彭云杰 成都工业学院 邓洁茹 周梦舟 周希莹 三等奖

校园学习工具共享箱 车美醇 成都工业学院 周希莹 邓洁茹 周梦舟 三等奖

储存式共享打印机 邓静 成都工业学院 胡晓琳 万鲤菠 王丹萍 三等奖

家用鼻饲器辅助设计 舒畇溦 成都工业学院 胡晓琳 万鲤菠 王丹萍 三等奖

空巢老人的智能门禁系统设计 彭聪 成都工业学院 刘源 王丹萍 三等奖

Loto智能冲调暖奶瓶 向凌霄 成都工业学院 万鲤菠邓洁茹 胡晓琳 三等奖

盲人饮水机 蒋昌珂 成都工业学院 胡晓琳 三等奖

智能盲人电子书 杨霞 成都工业学院 万鲤菠 胡晓琳 王丹萍 三等奖

蜂行共享单车助力器 杨东航 成都工业学院 万鲤菠 三等奖

户外求生救援装备设计 刘文汉 成都工业学院 邓洁茹 三等奖

便携式口腔医疗探照仪 刘杰 成都工业学院 胡晓琳 万鲤菠 王丹萍 三等奖

书间 陈静彤 成都工业学院 邓洁茹 周希莹 周梦舟 三等奖

响你所想 林望贵 成都工业学院 胡晓琳 王丹萍 邓洁茹 三等奖

学生智能错题本 杨仁欣 成都工业学院 邓洁茹 周希莹 周梦舟 三等奖

便携式打印机 杨爽 成都工业学院 胡晓琳 三等奖

老年人备忘录手环设计 钟棋 成都工业学院 邓洁茹 周希莹 周梦舟 三等奖

代步+跑步 一体机设计 张虹 成都工业学院 胡晓琳 万鲤菠 王丹萍 三等奖

辅助输液机器人设计 蔡学鹏 成都工业学院 邓洁茹 三等奖

车载智能监测仪 贾松 成都工业学院 邓洁茹 周梦舟 周希莹 三等奖

旅游管控系统 孙海鑫 成都工业学院 邓洁茹 周希莹 周梦舟 三等奖

晒谷收谷一体机设计 杨笛 成都理工大学 何文丽 三等奖



高空作业工具收纳与人员保护装置 黄逊 成都理工大学 魏宗毅 三等奖

面向老年人的橱柜设计 朱雨琪 成都理工大学 李勍 三等奖

家庭垃圾压缩机 宛永圆 成都理工大学 黄斌 三等奖

三和老爷车博物馆文创用品开发体系设计 张振东 成都理工大学 易姗姗 三等奖

儿童糖尿病治疗辅助系统设计 周紫宁 成都理工大学 彭悦 三等奖

医用口罩自助售货机设计 张顺 成都理工大学 秦悦 三等奖

新型蒸汽洗衣机设计 徐书林 成都理工大学 胡川妹 三等奖

智能晾晒装置 陈远红 成都理工大学 胡川妹 三等奖

户外便携保温水瓶 肖博文 成都理工大学 高阳 三等奖

面向孕妇的智能音箱设计 王雪颖 成都理工大学 李勍 三等奖

婴幼儿座椅式行李箱 傅波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吕中意 三等奖

M型猫爬架 于洋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王悦希 三等奖

新中式灯具设计 王亚孟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王庆莲 三等奖

货车行车激光声感指示器 蒲杨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王悦希 三等奖

可折叠猫爬架 黄丹颖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吕中意 三等奖

糖尿病智能系列产品设计 王茹涟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王悦希 三等奖

啄木鸟医生APP界面设计 李传江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吕中意 三等奖

手机终端App界面设计——“易停” 赵晓琴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吕中意 三等奖

扭转式二合一滚筒刷设计 李鑫 成都师范学院 许飞 三等奖

笋辉 陈章豪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杨辉 朱颖 三等奖

岁寒三友香薰 古欣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杨辉  朱颖 三等奖

缕 张健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杨辉  朱颖 三等奖



新竹 朱玲玲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杨辉 朱颖 三等奖

童趣 徐小涵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吴世丽 许倩 三等奖

多功能装饰置物架 黎瑞莲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吴世丽 彭缔 三等奖

雅子 吴晓雪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吴世丽 许倩 三等奖

暖暖三宝小台灯 代青青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杨辉  朱颖 三等奖

熊猫台灯 袁燚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杨辉 朱颖 三等奖

竹韵 朱玲玲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杨辉 朱颖 三等奖

折叠电脑架 袁燚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杨辉  朱颖 三等奖

竹暖 代青青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杨辉  朱颖 三等奖

林深时见鹿 谢恩莹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吴世丽 许倩 三等奖

摩锦便携咖啡机 周美君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唐思 三等奖

智能发电玻璃 王彭钰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孟奕峰、宋彬彬 三等奖

七巧韵律 黄晓雨 乐山师范学院 任素梅 三等奖

筝之影——原木组合家具 周丽 乐山师范学院 王晓松 三等奖

徽派印象——新中式桌椅组合设计 万庆 乐山师范学院 田伟 三等奖

猫艺 李娜 乐山师范学院 任素梅 三等奖

藏·语 李鑫淼 乐山师范学院 廖夏妍 三等奖

心升明月——书房系列家具 邱鑫 乐山师范学院 王晓松 三等奖

《精灵暖屋》 陈晨 乐山师范学院 颜伟娜 三等奖

择菜手套 王普清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刘青蓝/兰晓林 三等奖

动与静防风衣架 朱德川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刘青蓝 三等奖

无为 罗兵 绵阳师范学院 陈燕 三等奖

源思—创意实木休闲沙发 袁思 绵阳师范学院 蒋小华 三等奖

素悦—小户型多功能客厅组合 袁思 绵阳师范学院 蒋小华 三等奖

多功能跳绳 程燕 绵阳师范学院 蒋小华 三等奖

猫栖宠物家具设计 姜凯帏 绵阳师范学院 蒋小华 三等奖

多功能休闲摇椅设计 卫星 绵阳师范学院 蒋小华 三等奖

多功能组合式茶几设计 徐雯菁 绵阳师范学院 蒋小华 陈燕 三等奖

“飞机型”灯 周富强 绵阳师范学院 蒋小华 三等奖

竹编凳 郭钰璇 绵阳师范学院 蒋小华 三等奖



多功能提醒杯 蔡鹏飞 绵阳师范学院 蒋小华 三等奖

匠心 杨涛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吴哲、向前 三等奖

甘蔗去皮榨汁一体化机 张俊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熊超有 三等奖

大豆脱粒机 杨茗杰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熊超有 三等奖

立体式洗烘一体洗鞋机 马远东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王建平 三等奖

聋哑人手语翻译机 代滢瑕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韩尧 三等奖

街景地图无人机采集系统 何永杰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吴银奎 三等奖

陀螺铅笔 阳青松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韩尧 三等奖

推式-玉米脱粒机 李鹏程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牟云、韩尧 三等奖

折耳根收获机 易继清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熊超有 三等奖

移动菜市——社区服务车设计 何志鹏 攀枝花学院 陈晓燕 三等奖

佛说——调料储存罐设计 周沁桐 攀枝花学院 姜龙 三等奖

Healthy baby—儿童雾化器改良设计 于立尧 攀枝花学院 姜龙 三等奖

S——tank智能储米机 周沁桐 攀枝花学院 税梦瑶 三等奖

太阳能公共休息亭 黄培娟 攀枝花学院 姜龙 三等奖

多功能行李箱 惠敬媛 攀枝花学院 曾富洪 三等奖

有温度的猫——乡城敬猫文化创意茶具设计 李宏丽 攀枝花学院 陈晓燕 三等奖

《猫趣》 万凤岚 攀枝花学院 姜龙 三等奖

质朴——模块化农机设计 房蕾 攀枝花学院 陈晓燕 三等奖

铁轨电路维修梯车改良设计 赵昱敦 攀枝花学院 税梦瑶 三等奖

  汽车轮毂设计 张旭 攀枝花学院 田朋飞 三等奖

坐椅式移动坐便器设计 唐雪艳 攀枝花学院 李碧茹 三等奖

车载空气净化器 彭霞 攀枝花学院 田朋飞 三等奖



聆听中耳炎护理产品设计 秦雪梅 攀枝花学院 陈晓燕 三等奖

可拼接校园公共桌椅 杨佳慧 攀枝花学院 李碧茹 三等奖

现代助行车设计 钟灵 攀枝花学院 温燕 三等奖

老年人洗浴器设计 李学谦 攀枝花学院 胡玮、李大国 三等奖

新能源休息亭 鄢红蝶 攀枝花学院 姜龙 三等奖

竹韵 陈鹏文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杨凌云 三等奖

Frame路由器设计 许世达 四川大学 张珣 三等奖

magic mirror 张未 四川大学 张珣 三等奖

尽颜 艺术摆件 谭星若 四川大学 张珣 三等奖

BOOSTER CHAIR 助力椅设计 孙奕腾 四川大学 杨随先 三等奖

素月酒器 万慧 四川大学 蒋春林 三等奖

Highigh Way投影式太空科普设备交互设计 许世达 四川大学 景春晖 三等奖

时之沙 赖力 四川大学 干静 三等奖

海上生明月 赵芯蕾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易雪峰/贾英杰/郑越梅 三等奖

飘 李丹丹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郑越梅/易雪峰/贾英杰 三等奖

冰消冻释 郭莉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易雪峰/郑越梅/贾英杰 三等奖

kids skid 李雪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郑越梅/易雪峰/贾英杰 三等奖

卷·奕 周媛媛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贾英杰/易雪峰/郑越梅 三等奖

银蓝山泉家居产品系列 陈思瑞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易雪峰/郑越梅/贾英杰 三等奖

魏蜀吴 何平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易雪峰/贾英杰/郑越梅 三等奖

随变的鞋柜 陈莹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易雪峰/郑越梅/贾英杰 三等奖

UnionChair 蒋璐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贾英杰/易雪峰/郑越梅 三等奖

坛韵 张语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郑越梅/易雪峰/贾英杰 三等奖



忆云桌几 罗慢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易雪峰/贾英杰/郑越梅 三等奖

随行空间-便携式一体帐篷 刘宇川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易雪峰/贾英杰/郑越梅 三等奖

笔韵音响 邹峥嵘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郑越梅 三等奖

虎虎生威 陈莹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郑越梅/易雪峰/贾英杰 三等奖

碰撞椅 陈莹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贾英杰/郑越梅/易雪峰 三等奖

MOLOO马良插画APP 陈梓贤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易雪峰/郑越梅/贾英杰 三等奖

卡集APP 冯智亿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易雪峰/郑越梅/贾英杰 三等奖

自造家购物APP 陈思瑞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易雪峰/贾英杰/郑越梅 三等奖

“山水之间”创意灯具系列产品设计 石雪梅 四川工商学院 文佳 三等奖

合如琴瑟 何无忧 四川工商学院 曾晨 三等奖

生肖系列木质首饰设计 谢慧 四川工商学院 曾晨 三等奖

“锦绣成都”元素系列设计 刘丽 四川工商学院 刘丽 三等奖

拾悦 方巧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王晶江金洪 三等奖

家用小电钻 何英捷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胥程飞 三等奖

IM投影仪 佐杰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胥程飞    廖丽 三等奖

自闭症儿童手表 陈美超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胥程飞  廖丽 三等奖

山蓉 江玉吉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王海容 三等奖

居家喇叭椅 晋红梅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胥程飞江金洪 三等奖

LED智能台灯 李博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胥程飞江金洪 三等奖

亚克力塔灯 鲁小松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王晶 三等奖

加湿夜灯 王静雯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胥程飞 三等奖

绣之梦伴手礼系列 温蒙韩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尹浩英 三等奖

草本 吕展鹏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余江 吴世丽 三等奖



宽窄巷 郭子雄 四川农业大学 陈铭 三等奖

月下琴音 黄楠 四川农业大学 吕建华 三等奖

素格 宁宝丽 四川农业大学 吕建华 三等奖

星云仓 罗文雪 四川农业大学 董文英 三等奖

LC系列 何雨欣 四川农业大学 陈铭 三等奖

伸缩储物柜 朱旌捷 四川农业大学 陈铭 三等奖

三星-耀 杨宸 四川农业大学 陈铭 三等奖

微风花园 袁可扬 四川农业大学 陈铭 三等奖

几妆 肖雅婷 四川农业大学 陈铭 三等奖

极简风格椅 姚泳芹 四川农业大学 陈铭 三等奖

TIGER虎虎生威 陈愉婷 四川农业大学 陈铭 三等奖

Cat Joy 梁承佳 四川农业大学 吕建华 三等奖

解股 苟逸君 四川农业大学 吕建华 三等奖

风近古 黄仁杰 四川农业大学 吕建华 三等奖

Calder Mobile家具系列 李楚玥 四川农业大学 吕建华 三等奖

脉脉深意 许瑞 四川农业大学 吕建华 三等奖

鲠 袁强 四川农业大学 吕建华 三等奖

彩鸿 赵姝 四川农业大学 吕建华 三等奖

参数化基础上的休闲椅设计 郑茜 四川农业大学 逯新辉 三等奖

寻遗 李通焦 四川农业大学 逯新辉 三等奖

Snow Mountain餐厅系列 李诗雯 四川农业大学 吕建华 三等奖

自走式采茶机 张琦 四川轻化工大学 徐刚 三等奖



故梦-故宫插画设计 叶鹏慧 四川轻化工大学 余红 三等奖

儿童机器人设计 唐思 四川轻化工大学 胡光忠 徐刚 三等奖

心肺复苏机设计 郭洁 四川轻化工大学 余红 三等奖

校园微就诊系统服务设计 祝伟楠 四川轻化工大学 许雯娜 三等奖

便携理疗仪 张宇 四川轻化工大学 徐刚 三等奖

MEETING旅游产品设计 余曼 四川师范大学（工学院） 马慧兰 三等奖

鹿椅 李灵欣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李彦斌、屈培泉 三等奖

铭心座 张丰科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李彦斌、杨蕊旗 三等奖

弃书遗凳 李宝泽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杨蕊旗、李彦斌 三等奖

竹马 袁惠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李彦斌、屈培泉 三等奖

五福临门 任静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蔡日祥、汪奂谦 三等奖

藏族插画及衍生品设计 贺琳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刘雷 三等奖

绵阳市安州区油菜花节衍生产品系列设计 吴宏宇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黄言涛 三等奖

文创文化——祈福灯具设计 姚兴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王烈娟 三等奖

白马藏族文创产品设计 罗瑞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刘雷 三等奖

竹茶 郑玉茹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黄言涛 三等奖

安州区特色产品包装设计 丁宁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姚伟 三等奖

竹·羌韵 郑玉茹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黄言涛 三等奖

梓潼翠云廊旅游产品设计——时尚丝巾设计 余小婷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王烈娟 三等奖

平武白马面具创新产品设计 曹晓文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刘雷 三等奖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毕业礼品设计 凌日森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王烈娟 三等奖

成都金沙文化插画及周边产品设计 聂文萱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刘雷 三等奖

白马文化软装饰品设计 吴霜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刘雷 三等奖

春社踩桥祈福挂件——雎水情 徐双双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黄言涛 三等奖

羌福 王宏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黄言涛 三等奖

折叠·取卡针 任航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姚伟 三等奖

文昌年画衍生品设计——玩具设计 颜铭江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王烈娟 三等奖

蓝染水母吊灯 何怀标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李珂 三等奖



川剧变脸——音响 李汶桂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邹鹏 三等奖

脸谱椅 赵敏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李珂 三等奖

Fractal lamp 王柳清 四川音乐学院 杨为渝、董婉婷 三等奖

亚克力灯具设计 胡雪洋 四川音乐学院 郑伯森 孔毅 三等奖

居—猫与生活 谢心琪 四川音乐学院 杨为渝、董婉婷 三等奖

Bear 饶力源 四川音乐学院 杨为渝 郑伯森 孔毅 三等奖

The Source 刘欣怡 四川音乐学院 董婉婷 易晓蜜 三等奖

宠物喂食监护机器人 庞元 四川音乐学院 董婉婷 易晓蜜 三等奖

《小怪兽幼儿餐具》 闫洵 四川音乐学院 郑伯森、孔毅 三等奖

“Fun书”交互式儿童教育产品 陈国仁 四川音乐学院 孔毅 郑伯森 三等奖

小e辅助搬运机器人 李春林 四川音乐学院 董婉婷 易晓蜜 三等奖

儿童成长性家具 王若颖 四川音乐学院 杨为渝 郑伯森 孔毅 三等奖

单人飞行器 杜谦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钱桂名 陈星宇 三等奖

空气过滤焊机 刘新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陈星宇 钱桂名  杨小利 三等奖

筷子干燥机 徐光英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陈德航 罗辉 钱桂名 三等奖

伸缩衣架 郑林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郑浩，蔡春堂，杨小利 三等奖

旅行式伸缩牙刷 刘新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罗辉 刘秭岑 钱桂名 三等奖

家用除雪机造型设计 范燕 西华大学 孙虎 三等奖

FUZZY后现代沙发 强爱文 西华大学 张瀚文 三等奖

便携式美容仪造型设计 文静 西华大学 武月琴 三等奖

社区电瓶车智能充电装置创新设计 陈力宁 西南交通大学 许永生 三等奖

曲线尺设计 刘宇庭 西南交通大学 许永生 三等奖

工业烟囱造型空气净化器 程泉龙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罗小燕 三等奖

公共创意座椅 李静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张海萍 三等奖

老人智能手表 罗茂之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罗小燕 三等奖

快速铁轨公交概念设计 黄一峰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罗小燕 三等奖

在云端智能日历 王荣杰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罗小燕 三等奖



“水” 陈鑫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张海萍、罗小燕 三等奖

儿童益智兔子椅 周礼鹏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何燕 三等奖

共享单车停放设施 曹玳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张海萍 三等奖

“冰川”电热水壶 张月莹 西南科技大学 罗移峰 三等奖

李白文创设计 张梓翊 西南科技大学 杨蕾 三等奖

盲童历史拼图 康昱 西南科技大学 武艳芳 三等奖

游联 何梓豪 西南科技大学 王军峰 三等奖

轻语 马静娴 西南科技大学 王军峰 三等奖

可标记卷尺 彭扬扬 西南科技大学 武艳芳 三等奖

英菲尼迪2030年无人驾驶汽车设计 高京九 西南科技大学 饶锦锋 三等奖

汽车改变生活 李昶建 西南科技大学 杨蕾 三等奖

高景观概念婴儿车 王帅翔 西南科技大学 程鲲 三等奖

女史“趣”图 徐杰新 西南科技大学 武艳芳 三等奖

田间 重塑消费者-在地农场关系 徐茵苡 西南科技大学 王军锋 三等奖

便携式洗奶瓶机 彭扬扬 西南科技大学 武艳芳 三等奖

吸盘夜灯 张恩铭 西南科技大学 杨蕾 三等奖

居有竹 张玉林 西南科技大学 杨蕾 三等奖

和风物语创意餐具设计 雷一鸣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徐健 三等奖

铃兰花仿生餐具设计 陈小倩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徐健 三等奖

敦煌壁画元素陶瓷茶具设计 赵梓涵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程月 三等奖

灯印 周诗韵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陈佳 三等奖

儿童分隔保温餐具 王璐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徐健 三等奖

折叠梯设计 吴永红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李程 三等奖

便携式灯具 谢瑶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徐健 三等奖



仿生创意家居灯具设计—朝·夕灯 曾平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程月 三等奖

‘盒子’可收纳家用电钻 程明浩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申伟 三等奖

创意衍生品设计 付裕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陈佳 三等奖

旧迎新 陈洪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徐健 三等奖

禅味人生 陈小倩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徐健 三等奖

智能化可移动米箱 熊星玲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李程 三等奖

创意旅行充电器 刘寅钰 西南石油大学 彭艳芳 三等奖
四川非遗珙县苗族蜡染图案皮具系列配饰设计与应

用
贺婷婷 宜宾学院 张莉 三等奖

智能提醒鼠标 徐浩洋 宜宾学院 杨攀、马彦 三等奖

婴儿陪伴型成长餐椅 张洁 宜宾学院 杨攀 三等奖
鼠标式游戏手柄创新设计 陈菊颖 宜宾学院 马彦、杨攀 三等奖

飞凯消防侦查无人机 梁刚 宜宾学院 杨攀 马彦 三等奖
融合—多功能蓝牙音箱 袁啸虎 宜宾学院 马彦、杨攀 三等奖

老年人关节康复型产品设计 郭莹 宜宾学院 马彦、杨攀、黄晓瑶 三等奖
多功能鼠标设计 王润雪 宜宾学院 马彦、杨攀 三等奖

多样化榫卯结构样式在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高玉梅 宜宾学院 张津亚 三等奖
智能音响 陈珮 宜宾学院 杨攀，马彦 三等奖

音乐播放器G类 向润 宜宾学院 马彦、杨攀 三等奖
说 郑绮年 宜宾学院 黄晓瑶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