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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I 智造奖                                                                                                       详情点击

IAI智造奖，旨在促进推动产业创新、节能环保、改善民生、经济可持续发展，是IAI三大子奖项“IAI+I”“IAI+A”“IAI+IM”

中类别最多的奖项。该奖项类别包括工业产品设计、视觉传达与品牌设计、时尚设计、数智设计四大门类，共计83个类

别。

IAI智造奖（IAI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ward），源自2011年设置的IAI工业产品设计类别，内容涵盖工业产品设计、

视觉传达与品牌设计、时尚设计、数智设计四大类别。经历多届竞赛打磨，是IAI设计奖中成长最为迅速的奖项，现已成为

具有国际影响和高含金量的产品门类竞赛。

联系我们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工业产品设计 下一页

01）家电 02）厨房用品/炊具 03）管道/卫浴/温泉养生 04）冷暖空调科技

05）照明设备/灯具 06） 园艺工具/庭院用品 07）户外休闲/运动游戏用品 08）婴幼儿用品

09）风尚生活用品/配件/餐具 10）眼镜/手表/珠宝首饰 11）办公系统家具/用具 12）工业机械设备

13）机器人 14） 医药/生命科学/医疗器材 15）交通工具（海陆空与外层空间） 16）交通工具的周边附件

17）视听娱乐科技/相机 18）通讯电子产品 19）计算机设备/信息技术 20）应用程序和软件集合

21）纺织/墙壁/地板 22）公共设施/零售项目 23）新能源和环保 24）五金建材/工业、工具/B2B
25）产品概念设计 26）美容/健康/个人护理 27）家居用品 28）食品与饮料

联系我们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联系我们

视觉传达设计与品牌设计

下一页

A 视觉传达设计

01） 网站 02） 影片 / 视频 03） 广告 / 广宣活动 04） 招贴 05） 标志

06 ）VI 系统 07 ）品牌设计与标识 08） 书籍 09） 包装 10） 字 体 / 招牌标示

11） 插画 12） 广告栏 13） 信息系统 14） 排版 / 海报 15） 展台 / 零售设计

16） 出版和印刷媒体          17） 用户界面 UI/ 用户体验设计



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视觉传达设计与品牌设计

B 数字媒体设计

01）数字动画   
06）数码摄影

02）数字动漫   
07）交互设计

03）数字游戏   
08）网页设计

04）数字出版   
09）服务设计

05）数字影音 
10）声音设计

02）酒店

07） 政府/文化机构 
12）在线服务/咨询

03）公共场所 
08）大学

13）运输/物流

01） 餐馆

06） 保险公司 
11） 医院

04）商店 

09）机场 

14）娱乐

C 服务设计
05）银行

10）公共交通

联系我们

下一页



01） 时尚服装                    02） 功能性服装                     03） 贴身衣物                     04） 时装配饰                       05） 鞋履                      06） 手提箱和包

时尚设计

联系我们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下—页



1）智慧城市     2）智慧商业    3）智慧医疗     4）智慧教育      5）智慧社区     6）工业互联网   7）人工智能与区块链应用

数智设计

联系我们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下—页



为确保报名者以及参赛对象满足参赛资格， 请您
按照如下步骤完成参赛报名流程。

注： 凡在 IAI 官方网站填写的所有报名参赛及其他
参赛信息须均为中英文。

参赛流程

联系我们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详情点击



注册账号

参赛者须登录 IAI 官方网站注册成为网络会员，如您的注册资料获得审核通

过，您将会在两个工作日之内收到一封 IAI 会员申请通过确认函您可根据会

员账号 ID 及密码登陆 IAI 会员空间 , 参赛作品评审及获奖结果也将通过会员

空间查询，请您妥善保管 账号 ID以及登录密码。
·  付款方式与报名费

     第一轮评审

     第二轮评审

     结果公示

     颁奖典礼

联系我们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上传参赛作品

●    注册账号

http://iai.iai-apdf.com/user/login/register
http://iai.iai-apdf.com/user/login/register
http://iai.iai-apdf.com/user/login/register


上传参赛作品

请点击这里直接登录IAI官方网站即可进入会员空间，开始上传您

的参赛作品（上传作品时请在”参赛作品”处勾选参赛组别）。 您

的预作品获得  IAI  设计奖评审组预审通过后，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

预审结果通知函及参赛报名请款通知函发送到您的会员邮箱， 并告

知您后续评审所需资料。

注： 所有图片要求分辨率为 350dpi， 实景图照片为不少于10张的

精简图片

     付款方式与报名费

     第一轮评审

     第二轮评审

     结果公示

     颁奖典礼

联系我们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    上传参赛作品

     注册账号

http://iai.iai-apdf.com/user/login
http://iai.iai-apdf.com/user/login


付款方式与报名费（含第一轮评审费）

请按照请款通知函提示选择付款方式。若选择银行电汇或银行转账

方式付费， 参赛者须自行支付本地银行手续费， 此笔费用将反映在 

账单上。我们只接受人民币和美元付款。请确保到账金额与通知函 

请款金额一致， 所有国际汇款手续费以及其它税费都由参赛报名者

自行承担， 如需提供正式发票 / 凭证。 

请电邮： iai-award@iai-ap.org。

特别提醒： 如您以公司名义汇款， 组委会可提供中国地方税务统一发

票（需缴纳 1% 的税点） 或收据； 如您以个人名义汇款只能开收 据)。

     第一轮评审

     第二轮评审 

·  结果公示     

·  颁奖典礼

     注册账号

     上传参赛作品

联系我们

●    付款方式与报名费

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第一轮评审

评审组根据参赛类别分组在网上进行第一轮评审，参赛者届时可
登入会员空间查看第一轮评审结果。

如果作品通过一轮评审
※  参赛者请按要求提交如下资料至组委会大赛邮箱： iai-
award@iai-ap.org， 并缴纳评审展示费。

提交资料： 1. 下载并填写

IAI 参赛类别参赛作品登记表： IAI 设计奖（智造奖） 参赛登记

表 .docx

     注册账号

     上传参赛作品

·  付款方式与报名费

·  第二轮评审

     结果公示     

     颁奖典礼

联系我们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    第一轮评审

http://iai-apdf.com/UpLoadFile/file/IAI%E8%AE%BE%E8%AE%A1%E5%A5%96%EF%BC%88%E6%99%BA%E9%80%A0%E5%A5%96%EF%BC%89%E5%8F%82%E8%B5%9B%E4%BD%9C%E5%93%81%E7%99%BB%E8%AE%B0%E8%A1%A8.docx
https://kdocs.cn/l/cbon6kJ4wS2F


第二轮评审

评审组根据参赛设计作品分组在评审现场进行第二次评审， 参赛者

届时可登入会员空间查看第二轮评审结果。

※ 特别提醒确认报名： 根据参赛报名三个时间段包括早期报名作

品提交优惠期、常规期报名作品提交优惠期、晚期报名作品提交期 ,  

参赛者须在三个不同的作品提交截止日期前提交您的报名信息。 在

报名期间内， 您可以随时联系大赛组委会确认或者取消报名。  但

是， 在“作品参赛信息登记表”提交截止日之后取消参赛则需支 付

参赛报名作品提交费用。

     注册账号

     上传参赛作品

·  付款方式与报名费 

     第一轮评审

     结果公示

·  颁奖典礼

联系我们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    第二轮评审



参赛规则

     注册账号

·  上传参赛作品

·  付款方式与报名费 

     第一轮评审

·  第二轮评审

联系我们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费用明细

     颁奖典礼

●    结果公示

对外发布获奖信息时间

IAI国际设计节 

颁奖典礼

获奖作品展 & 线上展览 

年鉴

确认购买获奖者权益后

2024年6月17 - 21日

2024年6月18日

2024年6月17-21日

2024年12月

结果公示



颁奖典礼

IAI 每年都会举办一年一度的 IAI 国际设计节和颁奖盛典， 所有获奖

者都将受邀出席此一盛会。

     注册账号

·  上传参赛作品

·  付款方式与报名费 

·  第一轮评审

·  第二轮评审

·  结果公示

联系我们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    颁奖典礼



参赛对象

制造商、设计师、设计企业及广告代理机构。     参赛要求

     注册报名 

     作品提交 

     作品回寄

     评选日程

联系我们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    参赛对象



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联系我们

     
参赛对象

                                                                                  

参赛要求                                                                                    

注册报名                                                                                   

     作品提交

·  作品回寄 

·  评选日程

参赛要求

凡已进入量产阶段的产品皆可参赛，参赛产品被要求只有上市不到

两年的产品方可参赛。凡在三年内完成且公开发表过的「传达设计」

类别的作品皆可参赛。



     作品提交

     作品回寄 

     评选日程

     参赛对象

     参赛要求

联系我们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    注册报名

注册报名

早期报名

常规期报名 

冲刺期报名

2023年4月1日— 2023年5月31日

2023年6月1日— 2023年7月31日

2023年8月1日— 2023年10月31日



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联系我们

     参赛对象                                                                                  作品提交

     
参赛要求

                                                                                   模型展品                 2024 年 1月 1日 — 2024 年 1月 31日

图文资料上传        2024 年 1月 31日前上传完毕

.  注册报名

根据IAI智造奖参赛规则， 凡作品通过第一轮评审并入围终评， 须寄

送实物参加综评， 如未能按要求准时寄送， 则视为自动放弃终评资
●    作品提交

格。

     作品回寄

     评选日程



参赛者需自行负责作品模型回寄， 回寄时间为颁奖典礼之后。 或

委托 IAI 组委会代为回寄， 请下载填写回寄信息登记表， 逾期不予

受理。参赛者须自行承担回寄所产生的运输、关税等费用。中国

境内的作品以到付形式回寄，境外的作品则由参赛者根据指定撤

展日期自行准备回寄所需文件如快递运单、形式发票、货物装卸单 

等， 并联系快递公司专员到达指定地点上门取件。

自行现场组装产品

事先组装完成产品   

机动车辆组别

2023 年 03 月 21  日 - 2023 年 03 月 25  日

2023 年 03 月 28  日 - 2023 年 04 月 08日

2023 年 03 月 03 日

     参赛对象

     参赛要求 

     注册报名 

     作品提交

地址 :  中国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 2025 号 412-413 室

联系我们

作品回寄

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    作品回寄

     评选日程



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联系我们

     参赛对象                                                                                  评选日程

     
参赛要求

                                                                                   评选阶段     2024年2月

                                                                                              结果通知    2024年3月

·  注册报名

     作品提交

     作品回寄

●    评选日程



参赛者组别

公司（10 人以上）

公司（10 人或以下）

设计工作室

院校

个人设计师

2 人组

3 人组

4 人组

5 人组

每件参赛作品费用（人民币）

1000

900

900

900

500

600

700

800

900

多件参赛作品费用（仅限作品提交费）

一赠一

一赠一

一赠一

一赠一

一赠一

一赠一

一赠一

一赠一

一赠一

     常规期作品提交费

     第二轮评审：评审费 

·  冲刺期作品提交费

获奖服务费用

参赛报名费用

联系我们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     早期作品提交费

早期作品提交费（2023年4月1日 — 5月31日）



参赛者组别

公司（10 人以上）

公司（10 人或以下）

设计工作室

院校

个人设计师

2 人组

3 人组

4 人组

5 人组

每件参赛作品费用（人民币）

1100

1000

1000

1000

600

700

800

900

1000

多件参赛作品费用 （仅限作品提交费）

一赠一

一赠一

一赠一

一赠一

一赠一

一赠一

一赠一

一赠一

一赠一

*计算： 如您共提交 2件参赛作品，  则第 2件作品免费。如您共提交 3件参赛作品，  则只有第 2件作品免费。   
如您共提交  4件参赛作品，则第  2件和第  4件作品免费。参赛作品免费仅适用于作品提交费，不包括评   
审展示费和获奖者服务费。*学生报名参赛享受  5折优惠，如获奖则统一按照获奖服务费标准支付相应   
费用。

·  第二轮评审：评审费

·  冲刺期作品提交费

参赛报名费用

     早期作品提交费

获奖服务费用

联系我们

●    常规期作品提交费

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常规期作品提交费（2023年6月1日 — 7月31日）



第二轮评审：评审费

参赛者组别                                                                       每件参赛作品费用（人民币）

公司（10 人以上）                                                                                      1400

公司（10 人或以下）                                                                                 1300

设计工作室                                                                                       1300

院校                                                                                                   1300

个人设计师                                                                                         700

2 人组                                                                                                 800

3 人组                                                                                                 900

4 人组                                                                                               1000

5 人组                                                                                               1300

参赛报名费用

     早期作品提交费

     常规期作品提交费

早期和常规期提交作品的参赛者， 在作品入选第一轮评审后才需要交纳第二轮评审展示费。评 
审费无一赠一优惠。

获奖服务费用

联系我们

●    第二轮评审：评审费

.  冲刺期作品提交费

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参赛者组别                                                           每件参赛作品费用（人民币）

组别费用明细                               作品提交费                   评审展示费                          费用总计

公司（10 人以上）                                 1100                                 1400                                    2500

公司（10 人或以下）                            1000                                1300                                    2300

设计工作室                                        1000                               1300                                   2300

院校                                                          1000                                 1300                                     2300

个人设计师                                              600                                 700                                     1300

2 人组                                                    700                             800                                  1500

3 人组                                                   800                             900                                     1700

4 人组                                                         900                                1000                                     1900

5 人组                                                        1000                               1300                                     2300

冲刺期提交作品的参赛者，应同时交纳作品提交费和评审费，均无一赠一优惠。

参赛报名费用

·  早期作品提交费              

·  常规期作品提交费     

     第二轮评审：评审费

获奖服务费用

联系我们

●    冲刺期作品提交费

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冲刺期作品提交费（2023年8月1日 — 2023 年10月31日）  
(作品提交费+评审费)



获奖服务费用

“IAI 获奖者基本服务配套”包括：

- IAI 设计奖标志

（获奖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使用“IAI 设计奖”标志）

- IAI 设计奖现场展览

（在 IAI 设计奖展览现场举办为期一周的获奖作品展示）

- 列入 IAI 设计奖年鉴

（获奖产品在 IAI 设计年鉴中至少展示 1/1 页（基本；可申请 2/1 页）

- IAI 设计奖网上展览

（在网上展览中以图文形式对获奖产品至少展示一年）

特别提醒：   如您以公司名义汇款，   可以开普通发票（需缴纳 1%的税点）  或收据；  如您以个人名义汇款只能开收据。缴款后于 5个工作日内可申请发票，   逾期将不再受理。

联系我们参赛类别 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我们祝愿您在 2023 年 IAI 智造奖设计中取得圆满成功！

参赛类别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参赛流程 参赛规则 费用明细

如有任何问题或意见欢迎您与我们联系  
IAI 智造奖

+8621 13816551438
QQ:2496186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