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杯”2011（首届）海南国际 

旅游商品工业设计大赛 
初 评 入 围 名 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主题一：旅游用品与装备（104 件）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单位 

1001 “飞鱼”摩托艇创新设计 郝梁梁 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002 凤舞游艇 朱俭涛 江门市海星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1003 “火·光”篝火灯 陈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一泓设计组 

1004 “轻”凉 纪冬华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 

1006 “吸”入“呼”出 张文闯  

1008 “鱼”人共舞 朱俭涛 江门市海星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1012 “海星”音乐播放器 关晓航 北京丹方科技 

1013 动力冲浪板 美吉动力 美吉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1015 Sage 睿系列运动腕表 陈祖元 深圳宜准电子有限公司 

1020 86 英尺豪华游艇设计 朱俭涛 江门市海星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1021 Free Pattern 李欣如 广东工业大学 

1023 海滩躺椅设计 陈坚 华东理工大学 

1024 海滩卫士 陈皓瑜 华东理工大学 

1029 ShiningUFO 行李标识 岑莹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1030 TULIP 多功能手电筒 蔡伊莎 华东理工大学 

1033 
SolarTriangle 太阳能多功

能旅行插座
刘勇  

1035 c-water 净水器 高超 广东美的 

1038 “飞船”(FlyingBoat) 孔凡文  

1041 沙滩饮料自动贩卖机 李京华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1042 利用雨水发电的垃圾桶 曾泽凯 广东工业大学 

1044 ICE TRCY 新概念保冷盘 陈立明 佛山市六维空间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1050 Falcon 隼 刘勇 青岛理工大学 

1052 搁浅的鲨鱼 王珞镔  

1053 Solar Minibar 法韵捷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1056 
Move light 旅游便携应急

灯 
陈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一泓设计组 

1059 旅游观光车组合设计 薛奇中  

1061 SeaRover 鳌游（游艇） 郑中央 华东理工大学 

1066 sunshine 太阳能高尔夫车 冯漉 江南大学 

1068 TOUR 盖玉倩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1070 光和卷 徐睿智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1072 拖挂式旅游房车设计 赖泽鑫 华南理工大学 

1073 trippertips 沈韵汝 华东理工大学 

1076 
WHITEBELUGA-A220 水

陆两栖飞机 
于潇祎 华东理工大学 

1077 瓶嘴 肖潭送 学生 

1080 水滴-旅游微型电子指南 白贞鹏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 

1083 X solar backpack 张莹 
华东理工大学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

院 

1090 便携式咖啡机 洪家庆 
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工业设计

系 

1093 便携式制氧设备 张志鹏 太仓斑马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1094 便携紫外线消毒器 李钊 创维创新设计中心 

1096 

手持多媒体移动互联终端
设备海南 PAD

（H-N2PAD）平板电脑工
业旅游产品设计研发与应

用 

程益浪 
北京宇朔创意工业设计有限责任公

司 

1104 
叠加快乐-便携式户外野餐

架 
陈皓瑜 华东理工大学 

1107 陆地帆板 李晨亮 易造工业设计（北京）有限公司 

1113 “引路人”的“钥匙” 陈克林 三亚学院 

1120 储物泳圈 林书锴 广东工业大学 



1125 海洋垃圾收集器 陈兴广 广州美术学院 

1134 便携式榨汁机 陈勇军 南昌大学艺术学院 

1143 
旅游用品与设备——走水

舟 
黄兴辰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艺术分院产品造
型设计 0801 

1145 
基于海南特殊气候的多变

环保袋 
杨炯 

佛山市六维空间设计 
顾问有限公司 

1148 Sitting by here 王吉喆 韩国清州大学校 

1150 极限冲浪 黄衡 广东工业大学 

1172 防走散表 顾根富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1176 风行概念摩托艇设计 陈坚 华东理工大学 

1178 游艇 88 英尺豪华游艇 戚斌飞 珠海太阳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 

1191 Leaves 低碳概念观光车 李文赛 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195 海角七号 栾吉平 华东理工大学 

1196 海景一线天 刘兵封  

1198 
Travel+（老年人旅行药箱

设计） 
许瑞生 安徽美邦工贸有限公司 

1201 海上全息游乐园 尤祖林 独立设计人 

1204 海上制冷胶囊 梁伟彬 广东工业大学 

1212 可调节光线遮阳罩 刘伟 上海市第二工业大学 

1214 盲人旅游相机 印涛 华东理工大学 

1225 可移动吊床躺椅 李咪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艺术分院 

1238 椰子形不倒翁防蚊电风扇 刘智明 广东工业大学 
1254 旅游用可携带充电器 夏孟娜 浙江商学院 

1262 潜水背包设计 姜宇轩 天津大学 

1267 便携式冲淡喷头 马小博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艺术分院 

1285 “Beyounce”沙滩车 刘澳 华东理工大学 

1293 钓鱼艇设计 季国庆 上海佳豪 

1300 守护者 李秋枫 中山市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1306 水上娱乐摩托艇设计研究 杨日喜 广东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307 
Water Moment 水上照相

机 
周诺飞 广东工业大学 



1311 《随伞游海南》 阳清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 

1313 太阳能电子指南针 孔祥意  

1314 太阳能覆膜站 梁伟彬 广东工业大学 

1318 太阳能制冷器    陈浩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321 沙滩垃圾桶 唐添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艺术分院 

1325 猪笼草杯 王刚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1326 DIY 沙雕椅模具 王华滔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艺术分院 

1327 WISH  Folding stretcher 王吉喆 韩国清州大学 

1330 旅行拉伸水袋 王雪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 

1333 蚊香创新设计 陈克波 广州美术学院 

1338 小型娱乐观光潜艇 欧阳波 华南理工大学设计学院 

1342 《逸》 邢莹洁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 

1348 New Jet 休闲秋千 邓锦烈 华南师范大学 

1350 爱的呵护 李锐 杭州瑞德设计公司 

1351 漂浮者 陈鹏辉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29

号广东工业大学艺术 
1354 太阳能户外多功能头盔 杨炯 佛山市六维空间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1361 净水瓶 杨晓雯 华东理工大学 

1362 
Saving“belt”腰带式充气救

生垫 
李巍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1364 夜梅灯 金仁伟 华司艺贸易有限公司 

1371 亚特米斯豪华游艇 王小姐  珠海杰腾造船厂 

1372 游泳圈设计 林敏南 中山市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1376 
模块化户外充电器、运动型

户外充电器 
饶恒 广东工业大学 

1378 沙滩观光车 张霁 华东理工大学 

1379 装饰性贝壳帐篷 张丽婷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 

1380 草目 张璐屏 华东理工大学 

1384 多功能折叠帐篷 郑文旭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1390 自由组合自行车 黄捷 广东工业大学 

1391 自助力充气飞碟 王兆林 河南省滑县水利局 



1394 solar fan 이달원 韩国 

1400 椰子音响 吴元亮 广州美术学院 

1401 太阳伞 房玉强 景德镇陶瓷学院科技艺术学院 

1402 蟒业延伸产品 雷东咏 东盛蟒蛇业、迪特格 

1403 太阳能露营灯产品 李裕康 海南英力、上海木马 
 

主题二：酒店用品主题（45 件）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单位 

2002 “椰”（酒店用品主题） 杨淳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005 《生如夏花》 倪姣 东华大学 

2007 
“鱼游·百味”海洋鱼类主题

餐具 
李想 艺术分院 

2008 高尔夫茶组 罗瑞鸿 广州市恒福茶业有限公司 

2009 Coconut-Tableware 梁跃荣 广东工业大学 

2020 铅笔 yede  

2024 半导体产品防霉储物柜 孔祥意  

2027 笔筒 陈涛 海南山海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2028 “不舍” 符海林 广州大学 

2029 
酒店用品系列——椰宝宝

卫生筒等 
江媚  

2030 典藏夜海南 张文吉  

2031 豹系列 张俊富  

2033 餐具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034 S&b 徐楚淇 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2037 酒店客房茶具-海南风情 杨淳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040 华丽邂逅 陈琳 顺德职院技术学院设计学院 

2042 储物盒 苏峪 三亚椰木堂椰壳制品厂 

2048 创意茶包 侯耀程 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2049 
岛派艺术风格-酒店装饰

品 
肖姗姗 

海南岛派设计工程顾问 
有限公司 

2053 “蝶” 曹小兰  



2057 封闭式自动泡茶机 黄振鹏 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 

2058 风味椰盅座 杨淳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066 海南风情笔记本 孙恒逸 海南尚格品牌传播有限公司 

2067 《海南风情灯》 梁德坤 广州美术学院 

2069 海之浪 杨淳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071 榨汁机 陈勇军 南昌大学艺术学院 

2080 
酒店客房皮具系列用品-

锦浪 
杨淳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2085 酒店系列 ——碟盘、海南
皂 

刘仕海  

2086 酒店用品主题 邹焕 艺术分院 

2089 蝶变系列1 陈鹏飞 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司 

2090 蝶变系列2 陈鹏飞 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司 

2092 屿2客房环保袋 石嘉尉 上海市东华大学 

2101 鸟语 劳家碧 顺德职院技术学院设计学院 

2103 海螺果盘 李亚玮 苏州斑马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2118 THE CHAIR 潘耀佳 顺德职院技术学院设计学院 

2119 椰椅 彭启璇 广东工业大学 

2131 树影婆娑 蒋玮 东华大学服装学院 

2140 调味瓶 姚鹏 江苏大学艺术学院 

2148 海洋之城 吴坚  

2158 弧 杨顺鹏 顺德职院技术学院设计学院 

2166 画框 苏峪 三亚椰木堂椰壳制品厂 

2184 Candle platform 林少丰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设计学院 

2186 可防火烛台 潘颖华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设计学院 

2189 烛台 章小虹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设计学院 

2193 藤艺家居品牌策略和产品
设计 

刘亦彤 上海多少设计机构 

 
 

主题三：热带特色休闲旅游食品（18 件）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单位 



3076 海蓝星 LOGO 张红娟 深圳市华语传奇广告有限公司 

3077 连生蜂业、绿橙 姜臻炜 浪尖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3001 “清补凉”连锁品牌 文雯 深圳美道广告有限公司 

3007 “北纬 19°”咖啡系列 刘瑞雪 成都自由视觉设计有限公司 

3074 春光食品 吴竞飞 深圳市无邦广告有限公司 

3044 福山流光咖啡 梁逸瑜 广东工业大学 

3079 兴隆热带植物园 李海波 东海浪潮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3012 包装 杨明哲 海口骑楼老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080 怡然咖啡 江 湄 广州易兆轩广告公司 

3060 文昌女苦丁茶系列 刘瑞雪 成都自由视觉设计有限公司 

3006 椰汁饮料包装盒设计 俞蕾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3026 咖啡慢时光—滴漏咖啡机 高洁 深圳市中世纵横设计有限公司 

3033 <<茶丸>>  刘仕海 自由设计者 
3078 澄迈福橙 李溪 洛可可 

3032 椰子糖包装 林健瑜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3037 环保瓜子袋 吕佳莹 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 

3049 咖啡品牌包装 游路欣 广东工业大学 

3075 福山咖啡镇 赵壁 广东工业大学 
 

主题四：养生保健主题（9 件）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单位 

4086 植物精油飘香器 李海波 
深圳市东海浪潮工业 

设计有限公司 
4063 春夏秋冬 林艳红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数码 

4073 弥尔精油系列包装 吝凯 西安品艺堂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4080 养生保健系列 陈艺 迪洋纳科技有限公司 

4064 芳香之旅植物精油系列 龚敬雯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4061 男士香水包装设计 李海波 深圳市东海浪潮工业 

4074 沉香香水包装设计 彭丽婷 海南天馨沉香投资 

4084 香运十方 陈建新 智多邦品牌策划 



4062 巧克力包装系列 李海波 
深圳市东海浪潮工业 

设计有限公司 
 

主题五：旅游服饰主题（18 件）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单位 

5080 黎·爱 逯淑慧 上海东华大学 

5048 海南风情 Tee-黎族情侣
套 

孙恒逸 海南尚格品牌传播有限公司 

5003 爱系列 陈鹏飞 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司 

5007 和系列 陈鹏飞 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司 

5011 韵系列 陈鹏飞 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司 

5013 
《菠萝蜜、和谐、金蕉、
三月三、迎宾》图系列 

钱春晖 海口佰秀服装有限公司 

5041 服饰 陈艺 迪洋纳科技有限公司 

5008 花系列 陈鹏飞 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司 

5049 海南行动 陈亦达 新加坡国立大学 

5040 扶桑花系列 杨林 琼中锦绣吉贝实业有限公司 

5084 椰树系列 杨林 琼中锦绣吉贝实业有限公司 

5032 大力神曲 陈亦达  

5035 围巾系列 陈鹏飞 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司 

5068 热带水果系列 杨林 琼中锦绣吉贝实业有限公司 

5094 地图头巾  兰宁  

5060 地图 T 恤 戴诺琦 浙江杭州 

5065 岛服 穆焱 深圳市莱菲茜莱服饰设计有限公司

5072 时尚海南 黄丽冰  
 

主题六：热带特色文化工艺品主题（49 件）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单位 

6001 《“导游者”相框》 吕洪熙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004 《“一线牵”旅游纪念》 刘乾庄 长沙理工大学 

6006 《海南山鹧鸪》 蔡锐龙 华南师范大学 

6011 《花瓶 》 丽冰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6013 《彩色相框》 吕洪熙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017 《换换乐--情系你我他》 季禾、
林佳

华东理工大学 

6025 《 熊猫之家》 杨浩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6030 《贝点-百变花瓶》 杨淳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

院 

6037 《海螺》 程晨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6040 《MP3播放器》 郭永艳 华东理工大学 

6043 
《 黎锦四大工艺 （纺、染、织、

绣） 》 
陈玉湘 自由设计者 

6048 《海南风情雕刻-海螺姑娘》 董洪振 海口神雕园林景观雕塑有限公司 

6052 《牙签盒》 高琳璐 燕山大学 

6053 《珍珠系列》 陈艺 迪洋纳科技有限公司 

6055 《水之光》 林佳欣 上海市华东理工大学 

6057 《郭小龙 椰果应急灯》 郭小龙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艺术分院 

6058 《哈方言-人纹》 张晨光 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司 

6059 《海岛家族》 何苏华  

6063 《海螺之椅》 盖玉倩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6067 《海南部落-卡通形象》  刘峻铭 三亚峻铭广告策划工作室 

6074 《海南风情笔记本》  孙恒逸 海南尚格品牌传播有限公司 

6076 《海南风情蜡烛-海马的幻想》 孙恒逸 海南尚格品牌传播有限公司 

6078 海南风情拖-magic fish  孙恒逸 海南尚格品牌传播有限公司 

6079 海南风情水晶杯  孙恒逸 海南尚格品牌传播有限公司 

6081 海南风情拖-小海马的幻想 孙恒逸 海南尚格品牌传播有限公司 

6084 《海南民族特色餐具套装》 李翔寅 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6085 《海南特色水景礼品》  龙永佳 卓凡艺术设计中心 

6090 《采珠首饰系列之海蕴》 李思文 天津大学 

6092 《贝壳汉姆》  何松有 三亚学院 

6093 《红毛丹“LED”灯》  淳志坚 深圳艾立克电子有限公司 

6098 
《浪花滔滔、暖石、拾贝、椰情、

叶子》  
黄嘉琳 顺德职院技术学院设计学院 



6106 《围棋》  陈涛 海南山海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6112 
《Happy Ao(快乐鳌)_文具

设计》  
黄家欣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6117 《守护吊坠》  李林林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 

6135 《盆景包装》  王晞 天津大学 

6137 《樸》  潘帼妍
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工业设计

系 

6149 《海南椰雕工艺品》  章秀洁  

6152 《 “指环王”防走散仪》  张鹏飞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6153 《十二生肖旅游文化车标》 孙晶 传统文化传播工作室 

6156 《沙滩笔座》 孙恒逸 海南尚格品牌传播有限公司 

6158 《扇帽》 贺金凤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6165 《数字化多层立体剪纸》 白建国 四川通众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6169 《肆大才子》 薛奇中  

6176 《“一鹿有你”饰品设计》  田晶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 

6179 《听海留声》  张新月 华东理工大学 

6202 《 椰木堂》  苏峪 三亚椰木堂椰壳制品厂 

6203 《椰小风漫游海南》  王焕波 海南神话椰制品有限公司 

6212 《古典家具》 周国存 海南国盛古典家具有限公司 

6222 《肖神榜》 黄波 海南大学艺术学院 

 
 

主题七：黎苗文化旅游商品主题（18 件）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单位 

7001 《黎锦购物 装饰两用袋》
谢文熙、李
冬为、杨淳、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
院 

7003 《黎锦香囊》 张晨光 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司 

7005 《家》 张晨光 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司 

7007 《琼州遗韵》 邹谦 山东济南职业学院 

7012 《哈方言-壁挂系列》 张晨光 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司 

7014 
《海南风情沙滩拖-黎锦

图腾情侣沙滩拖》 
孙恒逸 海南尚格品牌传播有限公司 



7015 
《海南黎锦旅游纪念装饰

笔筒》 
杨淳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
院 

7018 《“易彩”－U 盘设计》  黎家宏 广东工业大学 

7020 《锦和天下“象棋”》  陈鹏飞 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司 

7021 《虹-黎锦表设计》  郭世欣 天津大学 

7022 《黎苗文化旅游商品》 吴万祥 琼州学院 

7023 《黎华物语》  陈鹏飞 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司 

7026 《黎锦图纹-伞系列》  闫霞、昝锐 华东理工大学 

7036 《海南黎锦元素文具系
列》  

杨淳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
院 

7041 《七仙系列笔记本》  陈鹏飞 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司 

7053 
《相濡以沫—活性炭（椰

炭）瓶》  
禄璟 广东工业大学 

7054 《椰木黎锦纹工艺瓶》 张琼芳 
苒苒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 

7060 五指山番茅黎坊 VI 设计 贺明欣  

 
主题八：品牌会展旅游商品主题（5 件）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单位 

8228 户外环保垃圾桶 李海波 深圳市东海浪潮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8108 苗圃灯 xiongjie 东莞市雄杰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8078 自行车 liufei  

8003 海南国际旅游岛会章 李骅起 海南椰百利生态种植有限公司 

8079 VOYAGE 户外烧烤台 liufei  

 
主题九：景观景点历史文化主题（9 件）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单位 

9013 水塔改建 李海波 深圳市东海浪潮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9024 会呼吸的树 邱松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9057 椰林风光路灯 李巍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9002 “天涯海角”商业品牌 牛晓明 深圳美道广告有限公司 

9016 
海南国际旅游岛 High 玩

卡总体策划设计方案 王骏 
海南宇华国际商务会展 

有限公司 



9072 美榔双塔 刘希 RIM 灵目工业设计公司 

9019 
海南风情马克杯-吃喝玩

乐 in Hainan 孙恒逸 海南尚格品牌传播有限公司 

9070 东山岭 陈健 嘉兰图 

9074 
海南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生态旅游开发区品牌形 蒙钟清 

深圳市心雷工业产品设计 
有限公司 

 
主题十：航天旅游商品主题（8 件）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单位 

10001 色戒 薛奇中  

10005 杯子 徐熠炜 上海乐城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10012 除颤仪 马成文  迪美创意设计公司 

10013 储蓄罐、文具 徐熠炜 上海乐城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10015 ROCKET LAMP 陈均庞 广东工业大学 

10016 玩具商品--火箭发射 李浩丽 广东工业大学 

10033 引擎台灯 吴浩然  

10037 海南航天公园门票设计 许小蛟 北京艺有道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备注：请 1029、2020、2033、2140、8078、8079、8108等7 件参赛作品作者，速与大赛组委会
办公室联系，联系方式：0898-65354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