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中国"包装之星"奖 

“包装之星”创意奖-获奖结果 

一等奖 

作品名称 院校/院系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功能化家居药品储存设计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刘陶波 姚惠 

COFFEE 便携式组合包装 广西师范大学 罗书勇、魏雪琪 刘宗明 

“二口”—吕四八鲜海鲜品牌视觉形

象设计 
无锡太湖学院 丁鹏悦 孔德扬 

一竹一茶（Bamboo Tea）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盛恬子、吕游 陈楠 

儿童安全药瓶 广西师范大学 罗书勇、魏雪琪 刘宗明 

二等奖 

作品名称 院校/院系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端午佳节-雄黄酒礼品盒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 董越 陈达强 

“拾知味”柿品系列包装设计 无锡太湖学院 陆陵丽 孔德扬 

红星创意小酒“FUN酒”包装设计 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苏春朵 李淳 

2018戊戌年限定酒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李铭基、高艳君 漆克 

三江寻茶 广西师范大学 李羿璇 刘宗明 

moon可缩小体积式卫生巾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杨雨晴 杨蕾 



“MR.SOCK”袜子包装设计 北京印刷学院 张冉 史墨 

“茶时”茶包装设计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张清溪 陈磊 

矮人伯松糕—品牌形象推广 无锡太湖学院 林丹妮 孔德扬 

心心相印情人节专属巧克力礼品包

装盒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 李超梅 黄丹 

                                             三等奖  

作品名称 院校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To My Love”永生花包装设计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李宁静 陈磊 

便携式户外颗粒状药包装 广西师范大学 罗书勇、魏雪琪 刘宗明 

《穆桂英糕点系列》包装设计 无锡太湖学院 林丹妮 孔德扬 

一体化缓冲运输包装 浙江科技学院 张年、邵芮凝 陈玲江 

Sunflower Collection Diffuser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金宣希、郑有善 华健心 

药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乙超、文闻 姚惠 

青玉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刘明慧、张可欣 华健心 

北村家寿司包装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朱俞蓉 陈磊 

“宜农”宜兴百合包装设计 无锡太湖学院 陆陵丽 孔德扬 

模块化交通路锥设计 浙江科技学院 宋佳露 陈玲江 

“玩转时间”智能化手表包装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彭婧怡，蒋鑫，张宇 杨艳平 

便携式软包装矿泉水包装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苏雅 黎英 

“键盘”口服液 浙江科技学院 姚杭、王倩、高超、李楠 陈玲江 

组合式鲜花包装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黄子威、谭心湄 黎英 



葡萄酒木盒包装设计 齐齐哈尔大学 魏占锋、马舒慧、王哲、张薇、邹昊言 董峰 

共由木兆—瑶盛村黄桃 无锡太湖学院 濮亚仙 孔德扬 

一纸成型提手式外卖餐盒 浙江科技学院 施雅诗 陈玲江 

“眙灵”绿菱角 无锡太湖学院 李一帆 孔德扬 

一张纸的缓冲药盒包装 浙江科技学院 王雅倩 陈玲江 

NIKE女鞋蝶翼式包装 曲阜师范大学工学院 肖黎、郭芳源、马富欢、隋聪颖 夏征 

梅溪书店旋转系列包装 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田野 杨苗 

“浮云载山”紫砂壶包装设计 无锡太湖学院 陈敏 孔德扬 

多功能隐藏式智能插座 浙江科技学院 张年 陈玲江 

今日宜卫生巾 中国传媒大学 王蕾 杨蕾 

基于增强现实技术（AR）的儿童药品

包装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苏雅 黎英 

新型结构可伸缩式冰糖葫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卞春旺 姚惠 

直接冲饮袋式奶茶包装 浙江科技学院 施雅诗 班兆军 

梦回大唐白酒包装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李铭基 漆克 

“里酒”莲子酒包装设计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丁伟 陈烈胜 

放大镜功能仿生针盒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李健国 刘宗明 

                                              

 

 



优秀奖 

作品名称 院校 设计师 指导老师 

南烛宜兴乌米 无锡太湖学院 
陆陵丽、濮亚仙、屈丽华、

刘巧蓉 
孔德扬 

SKALL MEZCAL  墨西哥龙舌兰酒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韩晓雪 陈楠 

竹材料与编织包装创新性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刘彦秀、刘华君、林慧芳 张郁 

陶瓷酒瓶包装缓冲结构设计 浙江科技学院 钱琰彬 陈玲江 

烘豆茶包装设计 浙江科技学院 宋佳露 陈玲江 

防风茶包装设计 浙江科技学院 王珏霞 陈玲江 

果薇特 醒吾科技大学 
林语婕、余芷静、邱俞禎、

盧盈妤 
胡毓贤 

福建“土楼”铁观音茶包装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曹振鑫 吴魁 

桃花茶 无锡太湖学院 陈俐丹 李黎 

红星二锅头年轻酒—嗨酒包装设计 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陈玥彤 李淳 

红星个性化小酒包装设计 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孙丰晓 李淳 

红星个性化小酒包装设计 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张静 李淳 

红星“二次方”个性小酒包装设计 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张赟 李淳 

万物生长茶叶包装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魏翔晨 杨彬 陈楚君 柯胜海 

缓解女性痛经—自加热红糖姜茶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魏翔晨 杨彬 陈楚君 谭井华 

NUDO NUDO 拉面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韩晓雪 梁慧琳 华健心 

便携式趣味性户外烧烤定量调料品包装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苏雅、陈龙 黎英 



大方饼 无锡太湖学院 陈俐丹 李黎 

江阴乌菱角包装 无锡太湖学院 范成好 孔德扬 

叁叁俩俩—宜兴板栗 无锡太湖学院 杨雨 魏旭 

常日常—酱菜品牌视觉形象设计 无锡太湖学院 屈丽华 孔德扬 

简易便携式西瓜包装 北京印刷学院 叶芯怡、陈晓晴 傅钢 

稻香村糕点包装设计 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陈玥彤 杨丽辉 

软通动力“月来越好”月饼包装设计 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陈玥彤 李淳 

百瑞源枸杞包装设计 北京印刷学院 洪琪涵 傅钢 

乐吧薯片包装设计 天津科技大学 黄华丽 孙彬青 

状元饺—包装设计 北京印刷学院 孔蕊蕊 刘秀伟 

旋转抽湿奶粉罐智能化包装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彭婧怡 杨艳平 

“摇摇签”蜂蜜包装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彭婧怡 杨艳平 

中医火罐典藏版包装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董心宇 李闯 

节能洗手液包装 浙江科技学院生化/轻工学院 
陈明斌、朱洁、陈碧桃、

陈才禹、杨文文 
陈玲江 

酒店一次性洗漱用品套装 浙江科技学院生化/轻工学院 王雅倩 陈玲江 

基于儿童认知下的医疗用品包装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 胡颖、周俏晖 杨艳平 

陌上桑蚕丝面霜包装设计 无锡太湖学院 穆凤娇 孔德扬 

陌上桑•丝素膏 无锡太湖学院 章一容 孔德扬 

儿童止咳糖浆定量包装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裴峰辉 刘宗明 

陌上桑（丝素膏） 无锡太湖学院 李馨 孔德扬 

Ruin  Carnival［歡］品牌包装设计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宋明珊、田思聪 华健心 



悟我何衣服装包装设计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欧书珍、袁鸽、杨婉莹、

汪敏、解天昱 
何宇 

玻璃杯系列化包装 浙江科技学院生化轻工学院 施雅诗，顾晨艳 徐晓娟 

高脚杯运输销售一体包装设计 曲阜师范大学工学院包装工程专业 李双凤 仲晨 

一张纸眼镜盒 浙江科技学院生化/轻工学院 宋佳露 陈玲江 

组装倒插式电动牙刷 浙江科技学院生化轻工学院 
郑帆、邹锦辉、陈观昌、

钱琰彬、胡大俊 
陈玲江 

一折就刷 浙江科技学院生化轻工学院 
陈明斌、朱洁、陈碧桃、

陈才禹、杨文文 
陈玲江 

公牛“十合一”插座及外包装 湖南工业大学 邹茜 杨艳平 

新生活—智能折叠水桶设计 广西师范大学 罗书勇、魏雪琪 刘宗明 

当当可循环移动宣传图书快递包装设计 北京工业大学 吕元媛 杨苗 

“繁星戏剧村”文化衍生品系列包装设计 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苏婵 杨苗 

《清晕草木染》布艺印染材料包装设计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李雪中 路沙沙/徐筱 

《一盏》手工粗陶杯包装设计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夏鹏程 路沙沙/徐筱 

多功能置衣盒设计 浙江科技学院生化轻工学院 王珏霞 陈玲江 

多功能冷链运输箱 浙江科技学院生化轻工学院 王泽杰 陈玲江 

三重绿色快递盒 浙江科技学院生化轻工学院 张年 陈玲江 

可伸缩羽毛球包装 浙江科技学院生化轻工学院 
陈明斌、朱洁、陈碧桃、

陈才禹、杨文文 
陈玲江 

缓冲瓷杯包装 浙江科技学院生化轻工学院 姚杭、王倩、张乐乐 陈玲江 

Trans模块化包装结构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吕玥迪 王亦舒 胡拓梦 陈磊 



祈球 正修科技大學 鄭蕙芳 賴岳興 

“TRIANGLE”玻璃花器易碎品包装结构设计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徐頔 刘智威 

惠山泥人•五福 无锡太湖学院 梅佳怡 孔德扬 

倷泥无锡(中国非遗惠山泥人•福禄寿) 无锡太湖学院 徐佳燕 孔德扬 

惠山泥人•三星聚福 无锡太湖学院 章一容 孔德扬 

“澄然”紫砂壶包装设计 无锡太湖学院 强煦 孔德扬 

可得清愿——宜兴紫砂壶包装设计 无锡太湖学院 屈丽华 孔德扬 

户外三防相机外观结构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 谭心湄 黄子威 姚进 朱和平 

便携式鲜花包装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 黄子威、谭心湄 黎英 

“丘后”山茶油设计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丁伟 陈烈胜 

快递箱创意结构设计 北京印刷学院 
洪琪涵／刘子珺／徐鑫

壁 
傅钢 

 

 

 

 

 

 

 

 

 

 

 



 

指导奖 

院校 教师 

浙江科技学院生化轻工学院 陈玲江 

无锡太湖学院 孔德扬 

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李淳 

 

最佳院校组织奖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无锡太湖学院 

浙江科技学院/生化轻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