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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玩协发〔2021〕15号 

 

第十二届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 

创意设计大赛评选结果公告 
 

全国各有关单位、个人： 

第十二届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创意设计大赛，主题是“潮流玩

具设计”，本届大赛由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主办，东莞皓奇乐

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和乐之宝（东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支持，历时4

个多月征集和评选，现已完成全部评选工作。 

今年，大赛吸引了海内外484所院校的师生和专业设计公司的设

计师及设计爱好者共5737人参与，收到有效作品2783件。经过海选、

初评和终评，评出1名特等奖、1名金奖、2名银奖、10名铜奖、5名

单项奖、100名优秀奖和100名鼓励奖。 

根据各院校报送作品的质量和获奖数量综合评选出10名“优秀

指导院校奖”，根据报送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综合评选出20名“优秀

组织院校奖”。获奖名单见附件1，奖励办法见附件2。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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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第十二届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创意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2.第十二届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创意设计大赛奖励办法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 

2021 年 9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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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二届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创意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注：获奖作品按作品名称首字母排序） 

特等奖 

作品名称 获奖者姓名 所属单位 

烈叔 郭幸平 吉首大学 

   

金  奖 

作品名称 获奖者姓名 所属单位 

DOMI 小裙摆 李淑怡 星际玩具 

   

银  奖 

作品名称 获奖者姓名 所属单位 

Cacia 张嘉珂、赵梓屹、王晨羽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甜甜圈一家 肖博天 广州美术学院 

   

铜  奖 

作品名称 获奖者姓名 所属单位 

“朝岁”节气盲盒设计 徐蒙 河海大学 

“独白白”甜品系列潮玩 黄妍琪 文华学院 

MIMI Co 独立外太空 IP 盲盒设计 张正 天津科技大学 

蝉滚乐队 冯健峰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个人 IP 设计-Cool Girl 李仕岑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基于传统美食解压的 IP 设计 张淇、郑云茜、李微 广西师范大学 

我头呢系列盲盒摆件 荣海川、戴飒兰、王越 燕山大学 

乌苏市“啤酒娃娃”苏苏 安然、霍珮伊 武汉理工大学 

星座哼哼猪 詹奕瑶、丁佳豪、颜欣明 湖北工程学院 

资源盗贼——DOTARO 王怡、徐静、贾璐伊 大连理工大学 

 

 

单项奖 

作品名称 奖项名称 获奖者姓名 所属单位 

《The Love Eye》 最具技术可实现性奖 谭雅萍 广州美术学院 

《呆力办公室》 最具商业价值奖 洪泽铭、齐铮 广州美术学院 

蝉滚乐队 最具潮流气息奖 冯健峰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个人 IP 设计-Cool Girl 最具人气奖 李仕岑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资源盗贼——DOTARO 最具创新性奖 王怡、徐静、贾璐伊 大连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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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作品名称 获奖者姓名 所属单位 

"What are you thinking"潮玩盲盒设计 朱艳彬、袁堡莲、陈松 长沙师范学院 

"节气小云”虚拟形象设计与衍生产品设计 陈佳美 湖南工业大学 

“二毛”职业系列盲盒 程婧雯、张紫璇、于子辉 西南石油大学 

《BeachMan 海滩人》 王滟茹 广州美术学院 

《Dragon Warriors》 尚广亮 广州美术学院 

《Unicorns and rabbits》 岑艾蓓 广州美术学院 

《画与女》 甘茵茵 广州美术学院 

《魔女的汤药》 陈宇薇 广州美术学院 

《噢野》 张蕴慧 广州美术学院 

《生物异次元》 黄梓安、陈姿霖、刘雪 华南农业大学 

《一点三》 郑可欣、洪志轩 广州美术学院 

《勇闯三星堆—大富翁桌游设计》 邓依婷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元气女孩 100%》 左安杏梓 广州美术学院 

《元素位面》 郑润豪 广州美术学院 

《种夏夜之梦》 黄晓雪 广州美术学院 

BOO 啵啵 区慧仪 五邑大学 

China Monster 夏婷婷、沈群策、许庆阳 鞍山师范学院 

COCMI 余凯、何泉涛、林远捷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Double X -街头潮流手办设计 夏媛媛 四川师范大学 

Graffiti guys 许辉龙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JACKET BOY 邓一帆 深圳技师学院 

KASCO 八大行星系列手办盲盒 胡明月 河海大学 

kunkun 刘心雨、刘澳利、刘书韵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LALA 潮玩设计 霍高强 湖南科技学院 

LUCKY DUCK▪新春快乐鸭 王静涛 长沙师范学院 

mimo 李诗颖 鞍山师范学院 

Mystery bird 曾维政 河南工业大学 

NAN 的礼物——基于云南民间玩具的潮流玩

具设计 
顾静馨 昆明理工大学 

Power Struggle——Draughts 权力之争国

际跳棋 
于滨硕、陈星昊 河北工业大学 

R2 宇航员 王蒙、刘敬民、刘紫艳 河海大学 

Say Hello 宋亚宁、秦泽普 江西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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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Ball 毛雨杭 广州美术学院 

sports food 张雪佩 合肥学院 

Street Kids 陈泽昊 广州美术学院 

SWEET HERAT 甜心家族 潮玩盲盒 沈泽宇、周新翔 武昌理工学院 

tuotuo bounce 吕笑 郑州经贸学院 

WHOIS 喷头人 韩昊彤、朱文彬、王嘉盈 天津科技大学 

熬夜大作战 肖涵林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半机械鼠 王琦、章以人 天津科技大学 

宝相九色鹿 尹奕涵 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抱抱海豹系列盲盒文创 单美玉、毕梦轩 大连工业大学 

病毒终结者 刘迪 河南工业大学 

茶小吨 李芷婷 五邑大学 

螭吻 陈启涛 深圳技师学院 

呆坐熊 何婉莹、赖琳、钟慧彬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蛋壳企鹅 罗樊、续磊、彭晓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动物农场盲盒 周杨韵清、王睿、冷馨雨 云南财经大学 

豆宝 IP 潮流玩具设计 栾逸飞、程清、韩晓玉 江南大学 

豆腐脑儿 赵祥至 伦敦艺术大学 

梵猴 孙志康、赵梓祎、张心月 武昌理工学院 

疯狂水果 陆华钦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浮世山海 白彪彪 天津理工大学 

功勋盲盒 成佳凝、郭梦晗、桂诗雅 湖北工业大学 

古蜀小分队——三星堆主题系列盲盒 张晨妍 安徽工业大学 

怪物西游系列夜光潮玩 郑金明、王子尊、杜先荣 江苏大学 

果与茶——硬胶潮流玩具设计 沈江涛、应宇 常州大学 

好运狮 IP 盲盒系列设计 高芃 武昌理工学院 

黑白 崔成娟 深圳技师学院 

花语·花神盲盒 刘锦钦、龚哲浩 天津科技大学 

混沌 丁永营 深圳技师学院 

建党 100 周年潮玩设计 何君祥 广东财经大学 

角耳 肖治霖 四川师范大学 

街猫·新时代潮流玩具设计 任家怡 合肥学院 

解压捏捏乐 吴晓纯、何杰燊 五邑大学 

京剧娃娃 李妍 郑州经贸学院 

橘子盆栽摆件 陈梓琼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6— 
 

瞌睡鹿 刘珊珊、续磊、麦丽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流光 梁馨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龙舟四侠 侯文华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满满 陈春燕 五邑大学 

没头脑的橄榄球选手 朱文龙 江苏大学 

秘境森林盲盒 谭丽 合肥学院 

面塑手办-‘火喜’ 冯保珍 太原科技大学 

牛牛宇航员 吴曼齐 武汉科技大学 

牛气冲天-原创形象 IP 设计 张琪 四川师范大学 

祈愿粽 张笑涵、钱璟 南京工业大学 

山海经治愈系 钟丽萍 广东工业大学 

山水有灵 代志远 四川师范大学 

深海吃货 蔡展源 星际玩具 

神秘偶系列 张政、顾林海 中原科技学院 

时空·嘭 王萧砚 四川师范大学 

双生兔 唐期潞、韦靖 西华大学 

太空熊猫 廖晓琳、张慧美、梁艺华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探索家系列——IP 食玩 陈霖青、毛鸿升、翁碧芬 汕头大学 

唐豆豆 党苗苗、朱天辰、熊珂 西安工业大学 

躺平家族 施一凡、张京奥、夏润禾 湖北工程学院 

甜食宇宙守护者——潮流摆件盲盒设计 陈悦冰 东莞理工学院 

舞乐飞天 徐文娟 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戏曲盲盒系列“潮玩” 杨沛凡 中国美术学院 

小丑系列盲盒 郭梦晗、成佳凝、钱昕烨 湖北工业大学 

醒醒 武凤琳 四川师范大学 

雪怪电子玩具小车 王同歌 武汉理工大学 

寻找 80 年代-memo 系列 IP衍生品 戴炳航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遗迹系列—宝藏 何剑雄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彝族文化毛绒玩具流霞小彝 杨富良 西南林业大学 

有理想的老鼠 钱续丹 南京工业大学 

圆头圆脑 陈墨桐、张琪、郭小慧 内蒙古工业大学 

猿猿星球 孙徐 合肥学院 

早茶了咩 迟佳炜、陈嘉慧 华南农业大学 

拯救星球 刘颖、李楚楚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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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奖 

作品名称 获奖者姓名 所属单位 

"抱抱熊" 郭莉莉、梁宇森 天津科技大学 

“情绪猫”心情切换玩偶 娄素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情绪仔”磁吸桌面玩具摆件 赵心玥、丁小怡 燕山大学 

“唐乐粽”盲盒系列玩偶 陈紫琪、罗乐瑶、叶月金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运动+美食”陕西特色文化推广潮玩摆

件 
李茂堞、许怡、袁佳怡 西安理工大学 

《ALLER AU DODO》 李雨玲 广州美术学院 

《ET MECH》 曹力文、陈思臻、郑妍洁 西安美术学院 

《OUR•G》 刘佳琳 广州美术学院 

《SEA U》 陈汶慧、王统铮、茅梦婷 广州美术学院 

《百鬼夜行》系列盲盒 刘家千、 廖紫岑 浙江师范大学 

《祈愿栈》 吴燕敏、陈晨阳、黄伟莹 广州美术学院 

《小小外星人》 马诺扬 广州美术学院 

《醒.狮》 黄晓童、刘斯旻、陈柳庄 广州美术学院 

《元素伊芙》 张诗楠 广州美术学院 

《云璃》——敦煌飞天系列盲盒 严张越、雷鸣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ANIMAL BLIND BOX 郑雅鑫 于艾璐 天津科技大学 

Animal ghosts 黄梦阳 武昌理工学院 

ColdMood 代书月 南昌大学 

Happy Family of Baby Teeth 杨汭滢 昆明理工大学 

Lucky dog 秦泽普、杨金华、宋亚宁 江西财经大学 

Panda 噗噗—硬胶玩具设计 丁燕、高诗蕾、王月 宜宾学院 

POKER 张笑涵、钱璟 南京工业大学 

Rhino(西西） 黄凯 浙江师范大学 

share the world 刘谢煜 武汉工程大学 

sia 太空人 熊思、王晗 长沙师范学院 

Super Saiya 戴永祥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SWEET SWEET 喵喵 张恺容、刘钰蓉 长沙师范学院 

Together 孙一源 伦敦艺术大学 

TOUCH—桉桉 郭建宏、李子涵 江南大学 

WEATHER BABY 殷田雨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哎呀王国 刘超凡、李晓龙、马浩博 广西师范大学 

暗黑金属感盲盒 IP 施丹婷 天津科技大学 

潮动西游 杨丹 江苏大学 

大白吧，真相 宁欢美、张语菲 长沙师范学院 

冬咚 BALL——2022 北京冬奥会磁吸盲

盒设计 
朱仪、王星宇、谢锦鹏 湖北工业大学 

动物茶蛋 应筱玥 合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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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遇见神鹿 刘苑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敦煌 IP 潮流玩具设计 白松涛、方佳欣 天津科技大学 

饭饭扭蛋机 邵欣悦、邱婷、陈方梓淳 河海大学 

方言俚语 李思琦、施一凡、张京奥 湖北工程学院 

国潮国粹——立体折纸平台玩具 王琳 中国传媒大学 

海洋保卫队潮玩设计 伍睿、李诗泳 长沙师范学院 

假面的束缚 张子翊 五邑大学 

蕉蕉精灵 刘慧、雷芬 长沙师范学院 

解压不倒翁 梁媛、张子叶、傅尹 柳州工学院 

啾啾 UU——音乐播放器 姜小慧 浙江科技学院 

觉醒青年 李诗瑶、伍荣政、张正琛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可可星蒂 盲盒 付芷滢、陈彦锜、张翠怡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蓝绵 康思真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螺，旋 邵意婷、刘炳含、张高锴 江南大学 

梅泡泡 覃珍妮 合肥学院 

萌趣潮玩 吴建华 合肥学院 

米菲——国际象棋系列盲盒 李嘉琪、唐棠 长沙师范学院 

面塑小分队盲盒 杨警琛 天津科技大学 

南瓜不南 刘澳利、刘心雨、张馨予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年兽快跑 李伟杰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牛年丝绸盲盒 郑泽娜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胖胖哒 张璐 合肥学院 

瓢瓢咪与猫猫虫-盲盒设计 郭钰妍、何维宁 武汉工程大学 

扑向生活的 AKIMBOBO 李彦霏 太原理工大学 

企鹅&DRINKING 鲁慧芝、伍含阳 长沙师范学院 

企鹅作战队 胡雅诗、岳宁馨 武昌理工学院 

锵狐 方妍、洪巧、徐敏 河海大学 

山海关文创直尺设计 李桂成 燕山大学 

山海经-盲盒 董项婷 安徽工业大学 

山海经盲盒设计 冯瑾、李耕宇、史文强 常州大学 

山海异兽 王馑羽、章雨昕、俞雨姗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少数民族潮流玩具 王雅倩、柏云翔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神兽潮玩盲盒 王姝懿、王芳、李瑾蕾 陕西科技大学 

十二生肖 cos 老虎 IP 设计 陈晓纯 个人设计师 

十二生肖本命年 陈梓桐 华南农业大学 

守卫者 全国锐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兽纹萌系列盲盒 潘益 广州美术学院 

漱金 赵路 合肥学院 

唐代仕女与波普艺术的艺术冲击 赖坤标 五邑大学 

天气摆件 方娜文 郑州经贸学院 

铁扇公主 张萌 深圳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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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萌 VERY 骚气—“国潮”背景下的动漫

IP 角色形象设计 
李荣邦、史心蕊、周晓帆 天津科技大学 

午后的喵 孔楚雯 合肥学院 

西游记主题盲盒 张怡 湖北工程学院 

夏日幻想曲 陈伊凡 郑州轻工业大学 

嫌疑人 X—迷糊小涂 谭炜玮 长春大学 

小杯の秘密 陶垠竹、陈娇、谢丽君 西华大学 

小花蕉 杨汭滢 昆明理工大学 

小黄象 谭祎涵、李矜扬、张诗晴 北京服装学院 

小鸡转转转-八音敲击玩具设计 薛楚仪、黄昌甫、杨金华 江西财经大学 

小蜗牛—二合一摇摇马 郭宪飞、何诣、翁霄骏 湖北工程学院 

小星月 张彤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心想是“橙”情侣潮流手办摆件 林仪 东莞理工学院 

星球迷宫 李雨姗、费煜涵 江南大学 

星座娃娃 吴侃 天津理工大学 

雪糕吃一口 郑陆园 郑州经贸学院 

羊城故事——盲盒设计 刘蔚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夜光（玩具灯） 徐西珂 枣庄学院 

宇宙合唱团 黄婷 湖北理工学院 

源起 赵苏杰、方媛、林家木 江南大学 

云阳 郭倩倩 合肥学院 

云养猫-仿生猫肚（背）玩偶摆件 刘文珺 西华大学 

珍稀动物口罩收纳 王姝懿 陕西科技大学 

转走压力  转压球 陈文举 天津科技大学 

 

 

优秀指导院校 

序号 获奖单位 

1 广州美术学院 

2 合肥学院 

3 河海大学 

4 湖北工程学院 

5 江南大学 

6 四川师范大学 

7 天津科技大学 

8 五邑大学 

9 长沙师范学院 

10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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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组织院校 

序号 获奖单位 

1 安徽工程大学 

2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4 合肥学院 

5 湖北工业大学 

6 湖北科技学院 

7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8 江苏大学 

9 江西财经大学 

10 昆明理工大学 

11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12 青岛滨海学院 

13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14 天津科技大学 

15 天津理工大学 

16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17 西华大学 

18 西南林业大学 

19 宜宾学院 

20 郑州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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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十二届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创意设计大赛奖励办法 

 

一、特等奖：1名，奖金 50000元，包含 30000元现金和 20000元参

观 2022 年“美国纽约国际玩具博览会”费用，观展费用不折现,签

证手续需自行办理，另颁发奖杯、证书； 

二、金奖：1 名，奖金 30000元，包含 20000元现金和 10000元参观

2022年“香港国际玩具展”费用，观展费用不折现,港澳通行证手续

需自行办理，另颁发奖杯、证书； 

三、银奖：2名，奖金 10000元，颁发奖杯、证书； 

四、铜奖：10 名，奖金 3000 元，颁发奖杯、证书； 

五、单项奖：5名，奖金 1000元，颁发证书； 

六、优秀奖：100 名，颁发证书； 

七、鼓励奖：100 名，颁发证书； 

八、优秀指导院校奖：10名，奖金 2000元，另颁发证书； 

九、优秀组织院校奖：20名，颁发证书。 

注：个人所得税由获奖者承担，大赛组委会代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