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中国"包装之星"创意奖 

一等奖 

作品名称 院校/院系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Easy-Pill 
成都理工大学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工

业设计系 
秦登林、刘洪吉、宋芃祯、麦佳慧、

吴博文 
郑仁华 

不会“拿错”的纸杯 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马一博、杨思睿、徐心怡、田浩铖 谢琪 

二等奖 

作品名称 院校/院系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LVE爱酷 AR啤酒包装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彭迁 陈达强 

《时光机》玩具系列包装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杨丽英 王斐 

Ration fetch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冯晴翔、杨紫涵、长建国  
高脚杯的全纸化包装设计 江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梁怡良、张景萍、张文祥 张新昌 

Secure Delivery Order（安全的快

递单） 
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马一博，杨思睿，徐心怡，田浩铖 谢琪 

 

 



 

三等奖 

作品名称 院校/院系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管道”盒体的牛奶包装 江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黄凌峰、林帆、何政 孙昊 

吸管一体化环保纸杯 江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舒旸盈、王谡阳、孙傲然、杨艳红 孙昊 

“黄鹤楼”香烟包装-中国韵味 四川美术学院 李晓萍、兰月秀 曾敏 

易拉罐（包装即产品）弹性拉伸开口

结构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 彭照洲 赵迈 

“归家”回字形通用礼盒包装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学院 尹彦铮 黄丹 

“阅茶”太平猴魁交互式包装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 全心怡、谭志 张华 

元气满满系列冷泡茶饮料 湖南工业大学 刘天琦、彭涵睿 黄丹 

"茗间黑白"围棋概念茶叶包装 湖南工业大学国际学院 蒋思萱 陈达强 

一方茶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 沈凡溪、曾仪 华健心 

一纸成型运输展示一体化的红酒瓶包

装结构设计 
南京林业大学 刘华萱 徐丽 

友酒智能酒容器包装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 郭震 杨艳平 

狮宫 上海理工大学印刷工程系 彭伟  

饭当家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吴晓彤、宋凯军、李林珂 庞定坤 

《龍粽》粽子系列包装设计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王静如 徐筱 

绿色种植包装设计 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徐心怡、吕富娟、曹雷、冯雅轲、 

刘月 
文卫民 

“满月记”中秋月饼礼盒创意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 靳昊喆 黄丹 



 

“速兔外卖”餐饮系列化包装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张广明 李丽 

"Tape-tape"薯片零食袋 长沙理工大学 
底泊帆、陶子瑞、唐腾、钟馨妍、 

姜庆宇 
张新佳 

通用型水果零售包装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艾宇星、刘晨昕 柯胜海 

“团圆月”组合式月饼包装 湖南工业大学 林嘉润、刘嘉莹 黄丹 

双夹层鸡蛋盒 
成都理工大学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

院工业设计系 
聂雪晗、包华，李奕栋 何文丽 

快递包装《撕拉袋》 成都理工大学 祝萍萍 何文丽 

ECOF纸箱 湖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蔡親硕、刘溉善、演俊朝、文娇 何铭锋 

带斜插式防盗启锁扣的循环复用快递

包装箱 
江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冯思源、陈天林、姜晓蕙、张凤 张新昌 

摇盖式包装箱的循环复用封缄锁扣设

计 
江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李恩情、张文祥、葛勤波、陈天林 张新昌 

一种侧壁折叠式免胶带可循环包装箱 江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王琦、李丹妮、王金梅 张新昌 

Carton - stents（纸箱-支架） 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马一博，杨思睿，徐心怡，田浩铖 谢琪 

一纸成型免胶快递包装箱 湖南工业大学 杜思慧 陈达强 

祈年殿钱币收藏礼盒 上海理工大学印刷工程系 彭伟  

《简书》 东北林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杨浩  

 

 



 

 

优秀奖 

作品名称 院校/院系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无叶--养生茶饮品包装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金秋宇，闫晗 华健心 

“乐享”用分享代替购买 长沙理工大学 姜佳晨、周立星、王帅帅、徐文轩、李澳 张新佳 

矩州风物包装设计 上海杉达学院 潘艺敏 、沈嘉伟、王宇昊、熊磊 万轩 

基于文化体验视角的隆回花瑶金银

花茶包装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 

周光保、符紫烜、黄新、张大鹏、张雅倩 张弘韬 

墨酒，智能、酒容器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 刘天琦、彭涵睿 黄丹 

免防护衬垫易碎容器包装盒结构设

计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卢佳琦、彭照洲、肖丽丹、王晗蒙 黄丹 

茅台圆酿酒包装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 全心怡、谭志 张华 

铁观音茶叶包装 大连工业大学包装工程系 郭鑫 邢浩 

筠泉白酒竹制包装设计 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恬与 徐丽 

咱家小爱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梁洁婷 周大鹏 

“茶”卷 长沙理工大学 何晔颖、孙新宇、郭佳芯 莫武钢 

饮品包装的便利性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 郭震 杨艳平 

免塑料包装便携杯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机械工程系 赵情缘 李巍杭 

“子母”装快递包装 兰州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许梦宇、党佳瑜 朱守会 



 

一种盲人用方便拌面包装 江南大学机械学院 曹菲杨 张新昌 

 雀巢咖啡包装设计 上海杉达学院 陈雅新、司淼楠、杨琼琼 赵璇 

“三牛”儿童食品系列包装设计 上海杉达学院 冯宁 蒋千 

湾仔码头水饺包装设计 上海杉达学院 钟甜甜、姜文兰 赵璇 

长沙传统零食系列包装设计 长沙理工大学 周世晟 李莉 

免浪费环保趣味式猫咪鱼油营养膏

包装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 郑枭鹏、孙瑞娟、杨兰兰 周红惠 

“寻妙”月饼礼盒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 李坤 黄丹 

壁民国一碗粉--桂林米粉系列包装

设计 
广西师范大学设计学院 朱辉 何峰 

"邓家干货"农产品包装设计 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邓雪婧 王淑慧 

中国礼物：“冲鸭！”北京烤鸭礼盒

包装设计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系 俎琬滢、孙宏旭 华健心 

谷谷代餐粉品牌包装设计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 刘玉晴、金娅辰 华健心 

点心礼品包装盒二次利用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 钟欢 陈达强 

华莱士包装设计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孙沁妤 贾林铭 

新型坚果袋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付桂君、周纪萌、郑力铭、候孟伶  

伸缩方便面盒 成都理工大学 张浩  

儿童药品包装精细化计量控制设计

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郑红豆 刘毅 

“养蜂人”蜂蜜包装设计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李坤 时晓霞 

防止循环使用注射器 长沙理工大学 姜佳晨、李澳、鲁琦儿、周立星、田孟瑶 王龙 



 

白肌瓷韵身体乳 上海理工大学印刷工程系 彭伟  

杜蕾斯 INTENSE三重体验装 包装设

计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潘丹滢、杨丛嘉 杨蕾 

HELLO- Battery that can see the 

electric quantity 
长沙理工大学 姜佳晨、李澳、王帅帅、高小林、邹恩泽 张新佳 

便携/收纳/定位堆码一体式鞋盒  江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夏斯璇、吴奕婷、欧梦婷 孙昊 

《灯泡保护包装》 湖北美术学院 周悦 周源 

可调节便携衣架 湖北美术学院 鲍媛媛、周津伊、周悦、袁昭成 周源 

“儿时玩伴”儿童益智多功能包装 湖南工业大学 鞠英楠 黄丹 

计量式食用盐包装 湖南工业大学 刘晨昕、艾宇星 柯胜海 

 无胶带防盗便携型快递包装 南京林业大学 杨光、张冯 徐丽 

网购组装产品包装结构设计——以

灯具包装为例 
湖南工业大学 李雪纯 杨艳平 

自动锁底的免胶带可折叠式循环复

用包装 
江南大学机械学院 李昊津、丁建虹、解一琳、鄢祺丹 张新昌 

一纸成型外卖套餐环保包装 江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王谡阳、杨艳红、徐亮天、舒旸盈 孙昊 

两用薄型衣物纸质包装盒创意设计 江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徐雨洁、程卿怡、李佳阳 张新昌 

DUREX.-BangBang爆珠安全套 长沙理工大学 底泊帆、陶子瑞、钟馨妍、唐腾、姜庆宇 张新佳 

可充气式快递袋/快递箱 北京科技大学 仝祎  

“尺幅窗-东方之美”礼品包装盒设

计 
湖南工业大学 魏浩东 黄丹 

便携式易收纳的有线耳机包装 南京林业大学 张垚鑫、芮怡 徐长妍 



 

酒店一次性牙膏绿色包装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 余佳  

 

 

 

指导奖 

院校 教师 

成都理工大学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

院工业设计系 
郑仁华 

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谢琪 

 

最佳院校组织奖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江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