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 
赛事公告 

一、奖项介绍 

金芦苇工业设计奖（Goldreed Industrial Design Award，

简称：“金芦苇奖”、“GIDA”）创立于 2019 年，是在河北省

人民政府、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支持下，由雄安新区未

来工业设计研究院主办（以下简称“主办方”），金芦苇工业设

计奖组委会承办（以下简称“组委会”）的国际化、专业化、

市场化的工业设计领域奖项。 

金芦苇奖以“面向未来，为创造人类美好生活，贡献东方

智慧，传播设计价值和精神”为宗旨，致力于打造具有东方色

彩的国际化、专业化工业设计大奖，以面向信息社会和可持

续发展为基准，汇集全球设计智力资源，发现未来设计，启

迪未来生活，赋能未来城市。秉承中国“和合”理念，以东方

的视角洞察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通过设计引领未来产业发

展新方向，创造社会生活新方式，助力人与自然、城市和谐

共生。 

二、奖项设置 

本届金芦苇奖设至尊奖（1 项、100 万/项）、金奖（5 项、

50 万/项）、未来之星奖（2 项、15 万/项）、优秀设计奖（35 

项、2 万/项）、提名奖（约 100 项，以最终结果为准）。 

奖项名称 奖项介绍 

至尊奖 最高奖项。该奖是综合体现“引领产业发展新



 

（产品组） 方向，创造社会生活新方式，助力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等核心价值理念的顶级奖项。 

金奖 

（产品组） 

绿色设计金奖 
高品质设计的象征。该奖是

突出体现奖项宗旨和核心

价值理念单一方面的杰出

奖项。 

时尚设计金奖 

智能设计金奖 

人文设计金奖 

传播设计金奖 

未来之星奖 

（概念组） 

概念设计奖中的最高奖项。在引领未来设计发

展方向，传达未来设计理念方面有着突出设计

的概念作品。 

优秀设计奖 

优秀产品设计奖 表彰优异作品的奖项。该奖

在细节上应提出优秀的解

决方案，且符合奖项核心价

值理念。 

优秀概念设计奖 

提名奖 表彰达到金芦苇奖评选要求候选作品的奖项。 

若本届参赛作品无法达到奖项要求，组委会有权将至尊

奖奖项空缺。 

三、参赛对象 

全球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企事业单位、设计机构、院校、

设计团队、科研机构及个人皆可参赛。 

四、报名时间及费用 

本届金芦苇奖申报期限为北京时间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24 时，其他时间概不受理，如有变化将另

行通知。 



 

本届金芦苇奖不收取报名费用，但由参赛所产生的物

流、保险、清关、差旅等费用由参赛者自理。 

五、参赛类别 

（一）产业装备类 

先进的产业装备设计。包含工业装备、建筑装备、农林

装备、机械工具、医疗设备、办公设备、运输装备、防护装

备等领域产品与服务。 

（二）交通工具类 

便捷的出行交通产品设计。包含无人车、智慧巴士、高

铁动车、汽车、飞行器、代步工具及设施、城市功能服务型

车辆、水上交通工具等领域产品与服务。 

（三）家居生活类 

家居生活及相关产品设计。包含生活家具、家用电器、

厨房卫浴、家居家饰、老年用品、儿童用品、母婴用品、玩

具乐器等领域产品与服务。 

（四）文化创意类 

体现人文关怀的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包含地域文化礼

品、文教用品、时尚服饰及饰品、器物包装、餐饮器皿等领

域产品与服务。 

（五）运动健康类 

促进人体身心健康的运动产品设计。包含运动健身器

械、运动休闲用品、户外旅行用品、体能检测、健康监护等

领域产品与服务。 

（六）公共设施类 



 

公共活动设施产品设计。包含城市家具小品、公共照明、

导视标识、共享设施、信息服务设施、卫生设施、安全设施、

交通设施、休闲娱乐等领域产品与服务。 

（七）信息处理类 

基于数字化与智能化的信息处理产品设计。包含通信设

备、广播电视设备、音视频产品、可穿戴设备、计算机、智

能终端等领域产品与服务。 

（八）传播设计类 

具有创新性和交互性的企业产品形象传播设计。包含企

业标识、品牌设计、展示设计、包装设计、动漫动画、平面

广告媒体、网站界面及用户体验设计等领域产品与服务。 

六、参赛办法 

本届金芦苇奖采用公众报名与专家选荐并行申报机制。

公众报名作品需参加初评环节，专家选荐作品经组委会审核

后可直接进入复评环节。为保障奖项公平公正，评审专家与

选荐专家实行互相独立的工作机制。 

（一）参赛方式 

1. 所 有 参 赛 者 须 登 录 金 芦 苇 工 业 设 计 奖 官 网

（www.goldreedaward.com）进行报名。 

2.每个申报类别均可提交产品或概念设计作品，且同一

作品仅可申报一个组别一个类别。 

3.参赛者须为参赛作品的设计方或所属方，且与他人无

任何知识产权纠纷。 

4.疫情常态化下，为便于国际评审团全面详尽、科学严



 

谨地评审参赛作品，参赛者应按照填报信息清单要求，认真、

规范填写参赛作品信息（中英文均需填写），并建议上传图

片及展示视频，这将影响到您的评审结果。 

（二）作品要求 

1.产品组：参赛作品须为已上市两年内（即 2020 年 3 月

1 日之后）上市产品，或能在本年度颁奖典礼前（即 2022 年

9 月前）上市的产品，同时作品需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技术及标准等。 

概念组：参赛作品须为未在市场销售或生产的原创设计

作品，且在功能、结构、形态、技术、材料和低碳等方面具

有较大创新。 

所有作品不限形式，产品、软件、综合服务均可报名。

同时，金芦苇奖组委会有权对作品的参赛组别及参赛类别进

行调整。 

2.进入复评环节的参赛作品需按要求寄送相关作品，若

未按要求准时寄达的，将视为放弃复评资格： 

产品组：需提供产品实物或等比例可完整体验核心功能

的样机或模型； 

概念组：需提供可完整体验核心功能的样机或模型。 

七、评审办法 

（一）评审流程 

产品组及概念组独立评审，均设初评、复评及终评三大

评审环节。 

初评采用线上图文评审方式，进行一轮评审；复评采用



 

现场实物评审，若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则采取线上视频评审

方式；终评采用线上图文评审、线下实物（包括作品实物、

模型或样机等）及 3 分钟视频答辩评审相结合的形式，若参

赛者未按时间提交答辩视频或评审团一致认为单件作品不

具备获奖资质，可由提名奖待定中选取进行替补评审，落选

作品给予提名奖。 

（二）评价标准 

围绕“面向未来，为创造人类美好生活，贡献东方智慧，

传播设计价值和精神”的宗旨，以参赛作品是否有利于推动

“引领产业发展新方向，创造社会生活新方式，助力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目标的实现为切入点，设立评审标准体系。 

体系包括三个维度：一是生产维度，强调“产业引领”，

包含实用性、创新性等因素；二是生活维度，强调“生活方式”，

包含人本性、美学性等因素；三是生态维度，强调“和合共生”，

包含可持续性等因素。 

1.实用性 

具有可实施和可操作性，从功能和结构方面满足使用者

需求，经济市场性好，有助于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及用户满意

度。 

2.创新性 

具有独特、新颖的设计理念，在材料、技术和科技应用

等方面有着创新的设计理念，有益于社会、科技、文化、经

济多元化创新发展。 

3.人本性 



 

具有安全性、健康性和易用性的特点，从人机工学方面

考虑，灵活满足不同使用者的需求，体现人人平等、充满人

文关怀。 

4.美学性 

设计具有形式美、功能美和技术美，集材料、工艺、科

技、文化的综合之美，具备情感价值及吸引力。 

5.可持续性 

设计考虑经济、环境、道德和社会等因素，降低材料、

能源消费，减少污染，引导和满足消费需求，维持需求的持

续满足。 

（三）评审团构成 

本届评审专家均从金芦苇奖评审专家库中产生。 

金芦苇奖评审专家库采取公开征集和奖项合作机构推

荐方式建立，在全球范围内邀请权威专家担任评审专家。为

凸显设计的跨界整合性，加强评审的全面性，除收录国内外

设计领域专家外，还引入产业、技术、风投、媒体等其它相

关领域专家。往届至尊奖获奖选手亦有机会受邀担任评审专

家。 

八、参赛价值 

（一）奖金及奖杯证书 

获奖者将获得相应奖金、奖杯及电子版获奖证书一份。

参加本年度展览的作品将获得“参展证书”，赠予组委会的获

奖作品可获得“收藏证书”。 

（二）徽标授予 



 

获奖作品可获得“金芦苇工业设计奖”徽标终身免费使用

权。 

（三）作品产品化、商业化 

优秀参赛者将获邀参与当年度的产业转化系列活动，优

先获得项目渠道推荐服务。 

（四）行业大咖交流 

获奖者将受邀参加本年度颁奖典礼、第五届河北国际工

业设计周等系列活动，与来自全球设计界、学术界、媒体界、

产业界等百余位行业代表面对面交流合作，同时将有机会担

任“GIDA 未来设计沙龙”演讲嘉宾。 

（五）展览展示 

获奖作品将参加线上、线下展览等全球巡展活动。 

（六）媒体推广 

金芦苇奖已与全球百余家主流媒体建立覆盖不同行业

和渠道的媒体推广网络，优秀参赛者将获得百万曝光率与推

广度。 

（七）获奖专访 

获奖者将优先参与各大媒体专访，进一步增强优秀设计

的社会影响力。 

（八）作品收录 

每届金芦苇奖都将编制优秀作品年鉴并加以推广，获奖

作品将收录金芦苇奖年鉴。 

九、日程安排 

主要活动 日期 



 

作品征集 2022 年 3 月 1 日（二）-2022 年 6 月 30 日（四） 

初评 2022 年 7 月 4 日（一）-2022 年 7 月 10 日（日） 

初评 

结果公示 
2022 年 7 月 13 日（三） 

作品寄送 2022 年 7月 14 日（四）-2022 年 8月 14日（日） 

复评 2022 年 8月 19 日（五）-2022 年 8月 21日（日） 

精品展 2022 年 8月 21 日（日）-2022 年 9月 18日（日） 

复评结果公

示 
2022 年 8 月 24 日（三） 

终评 2022 年 9 月 5 日（一）-2022 年 9 月 14 日（三） 

颁奖典礼 2022 年 9 月 16 日（五） 

巡回展 2022 年 10 月起 

如有时间变化，以官方最新通知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