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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第二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全总机械冶金建材工会 

承办单位：机械工业出版社 

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协办单位：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 

中国工业报社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中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设备工业协会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 

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 

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智能制造分会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绿色制造分会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 

冠名单位：华辰精密装备(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北京洛中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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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第二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 

组织委员会人员名单 
名誉主任： 
    王瑞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 
主  任： 

于清笈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 
副 主 任： 

刘建新 全总机械冶金建材工会副主席 
陈海娟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副院长/机械工业 
  出版社副社长 
盛梦龙 苏州市相城区委常委/相城经开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副主任 
委 员： 

温顺如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科技工作部主任 
王晓洁 全总机械冶金建材工会机械工作部部长 
陈晓明 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主任 
温舜方 中国工业报社党委副书记/副社长 
洪暹国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执行副会长 
苏子孟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 
张  彤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张冠军 中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设备工业协会秘书长 
孙  放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景晓波 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王黎明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秘书长 
刘常生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张朝晖 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崔  林 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秘书长 
饶  薇 机械工业出版社艺术设计分社社长 
曹宇中 华辰精密装备（昆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范冬霖 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人才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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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第二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 

评审委员会主任名单 
 

主 任：何人可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

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分委

员会主任 

副主任：余隋怀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业设计 

协会副会长 

温舜方  中国工业报社党委副书记/副社长 
 

2021 第二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 

仲裁委员会主任名单 

 
主 任：于清笈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 

副主任：温舜方 中国工业报社党委副书记/副社长 

 

2021 第二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 

组织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名单 

 

主 任：刘前军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智能制造分会执行秘书长 

副主任：饶 薇 机械工业出版社艺术设计分社社长 

王志强 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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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第二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 

参赛指南 

 
    一、作品要求 

    （一）基本要求 

     1.资格要求： 

（1）本届大赛以企业、科研院所和院校为参赛单位（其中高校也

可以院系为单位进行申报；集团企业也可以二级单位进行申报）；职

业院校先报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遴选后统一申报。 

（2）同一单位最多可申报 3 支参赛队，指导老师不超过 3 人；联

合申报单位数量不超过 3 家，每支参赛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8 人；每

支参赛队只限申报一个参赛作品。 

（3）同一件（系列）作品只能参加一个赛项。 

（4）参加过第一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的作品不得再次申

报本届大赛。 

（5）获得过其他全国性工业设计大赛的原作品不得申报本届大

赛。 

   （6）参赛作品不得侵害他人知识产权。 

2.作品技术要求：所有参赛作品需符合设计创新性、技术集成性、

经济适用性、绿色安全性和材料规范性的基本要求。其中： 

（1）设计创新性：是指设计理念先进，设计路线科学合理，具有

独创性、前瞻性。设计成果对行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突破性进展

具有促进作用，对行业发展具有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2）技术集成性：是指集成运用当代最新技术和科技成果，优化

产品的功能、工艺、材料、结构、形态、包装等，人机交互及色彩搭

配舒适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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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适用性：是指市场表现良好，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明显，

在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等方面具有较大进展，能够引领社会发展和消

费需求。 

（4）绿色安全性：是指对人身健康、生命财产、生态环境、社会

经济管理等具有保护作用，遵循绿色设计原则，在材料、制造、流通、

使用、回收等过程中充分体现出节能降耗、生态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

念。 

（5）材料规范性：是指提交的作品材料完整，数据准确、客观、

翔实，图片、动画、文字表述清晰规范。 

（二）作品提交材料要求  

1.产品组  

（1）上传盖章参赛报名表扫描件：完整填写参赛作品报名信息，

生成参赛报名表，下载参赛报名表并打印，经由所在单位签署意见盖

章后上传（JPG 格式）； 

（2）上传单位营业执照扫描件（JPG 格式，院校参赛队无须上传）； 

（3）上传作品综述报告（详见综述报告提纲）：包含设计理念、

设计创新点、设计过程、材料与工艺运用、成本、效益、市场占有率

及环保性等内容(A4 页面，Word 文档，不超过 2000 字)； 

（4）上传作品设计方案（下载模板）：包括产品理念、创意、概

念描述、产品定义、设计草图、整体效果图、简要设计说明以及关键

结构或关键细节说明内容（A2 幅面，精度在 150dpi 以上，JPG 格式，

大小不超过 5M，限 3 幅）；  

（5）上传视频材料：可制作能够展示产品设计理念、设计创意、

设计过程、投产过程、功能使用等方面的视频（3 分钟以内，大小不超

过 50M，MP4 格式，1280*720（720P））；  

（6）上传相关奖励及科技成果鉴定材料（如有）：如国家级、行

业级、省部级科学技术奖，第三方科技成果鉴定证书，知识产权证明

等扫描件（JPG 格式，1M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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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3）中的作品综述报告提纲如下： 

1.作品概述 

（作品的设计目的及意义等，不超过 300 字） 

2.创新性 

（设计理念的先进性、独特性等，可分条陈述；设计成果在行业共性技术和关键

技术上的进展或突破，以及对行业发展具有的引领、示范、带动作用；不超过 450 字）

3.技术性 

（在原理、材料、结构、工艺、形态、包装、功能等方面体现的技术合理性和先

进性；人机交互及形象色彩搭配方面所体现的艺术与技术的结合；相应奖励及科技成

果鉴定材料；不超过 450 字） 

4.经济性 

（近两年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及市场占有率等情况；在资源节约、综合利用

等方面的突破或进展等；不超过 300 字） 

5.环保性 

（遵循绿色设计原则，在材料、制造、流通、使用、回收等过程中充分体现出节

能降耗、生态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人身健康、生命财产、生态环境、社会经济

管理等具有的保护作用；不超过 300 字） 

6.其他 

（可做其他补充陈述，不超过 200 字） 

整体字数不超过 2000 字。 

    2.创意组 

（1）上传盖章参赛报名表扫描件：完整填写参赛作品报名信息，

生成参赛报名表，下载参赛报名表并打印，经由所在单位签署意见盖

章后上传（JPG 格式）； 

（2）上传单位营业执照扫描件（JPG 格式；院校参赛队无须上传）； 

（3）上传作品综述报告（详见综述报告提纲）：包含设计创新性、

技术集成性、经济适用性、绿色安全性等内容（A4 页面，Word 文档，

不超过 2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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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传作品设计方案（下载模版）：包括作品创意及概念描述、

作品定义、设计草图、整体效果图、简要设计说明以及关键结构或关

键细节说明内容（A2 幅面, 精度在 150dpi 以上，JPG 格式，大小不超

过 5M，限 3 幅）； 

（5）上传视频材料：可制作能够展示作品创意、设计理念、设计

过程、功能使用等方面的视频（3 分钟以内，大小不超过 50M，MP4

格式，1280*720（720P））； 

（6）上传相关奖励及知识产权材料（如有，JPG 格式，1M 以内）。 

材料（3）中的作品综述报告提纲如下： 

1.作品概述 

（作品的设计目的及意义等，不超过 300 字） 

2.创新性 

（设计理念的先进性、独特性等，可分条陈述；设计成果在行业共性技术和关

键技术上的进展或突破，以及对行业发展具有的引领、示范、带动作用；不超过 450

字） 

3.技术性 

（在原理、材料、结构、工艺、形态、包装、功能等方面体现的技术合理性和

先进性；人机交互及形象色彩搭配方面所体现的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不超过 450 字）

4.经济性 

（市场应用潜力、产业化前景以及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资源节约、

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突破或进展等；不超过 300 字） 

5.环保性 

（遵循绿色设计原则，体现出节能降耗、生态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人身

健康、生命财产、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管理等具有的保护作用；不超过 300 字） 

6.其他 

（可做其他补充陈述，不超过 200 字） 

整体字数不超过 2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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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赛报名流程  

    各参赛单位在大赛官网进行报名。具体报名流程如下：  

    1.登录网站并注册  

  （1）登录大赛官方网站:http://idi.cmpjjj.com。 

  （2）注册账号（每支参赛队注册本参赛队账号，且 1 个账号只能

报名 1 个参赛作品）。 

  （3）在大赛官方网站“参赛指南”栏目下载参赛资料（参赛手册、

设计方案图纸模板等）。 

  2.填写参赛信息并上传相应材料 

（1）各单位在填写参赛信息时需依据实际推荐情况选择相应推荐

渠道（无相关推荐渠道的可以选择“其它”）。               

（2）完整填写参赛作品报名信息，生成参赛报名表，下载参赛报

名表并打印，经由所在单位给出意见及盖公章后上传（报名表需加盖

公章）。 

（3）上传单位营业执照扫描件（院校参赛队无须上传）。  

（4）完成作品相应材料后，上传并确认提交。  

3.完成参赛  

  作品提交成功后，等待线上资格初审。资格初审合格，视为完成参

赛，并将获得参赛编号。资格初审不合格的予以退回，参赛团队需按

退改意见在初审截止日期前完成修改并再次提交，之后初审合格视为

完成参赛，并将获得参赛编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