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电协字[2016]118号 

关于AWE艾普兰奖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以下称“协会”）主办的 AWE 2017 艾普兰奖评选活

动正式启动。作为家电及消费电子领域最具公信力的产品评审表彰活动，艾普

兰奖的影响力正在逐年递增，不仅是企业向往的至高荣誉，也成为行业发展和

趋势引领的风向标。 

为了进一步做好 2017年度 AWE艾普兰奖的申报工作，根据《AWE 2017艾

普兰奖评选办法》、《AWE2017艾普兰奖评选办法实施细则》，现将2017年申

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申报时间 

2016年11月10日—2017年1月10日 

二、 申报奖项及评定标准 

奖项 

类别 
奖项名称 奖项说明 评定标准 

专业 

评审类 

艾普兰 

金奖 

最具关注和标志性的奖项，

意在表彰年度创新和突出

的家电产品，鼓励企业打造

高端、时尚、领先的精品。 

产品在创新性、产品性能、新技术新材料

应用、环保效果、外观设计、结构设计、

制造工艺精细等各方面均极突出，具有引

领潮流趋势、推动行业产品和技术升级的

潜力。 



艾普兰 

创新奖 

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

创新，表彰运用新技术新材

料研发出的提升产品性能

和消费体验的卓越产品。 

产品具有技术创新性，高水平地运用新技

术新材料进行集成创新，或功能上有重要

的新颖、实用性创新，且创新使产品更具

优势。 

艾普兰 

环保奖 

以注重关爱环境为评选目

标，是对在生态设计、采用

新型能源（或属新能源利

用）、提高能效、减排温室

气体、节水、资源化回收，

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指标优

异产品的表彰。 

产品在同类家电产品中具有明显的环境友

好优势，如在生态设计、采用新型能源（或

属新能源利用）、提高能效、减排温室气体、

节水、资源化回收，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或

指标优异。能效类评审将依据相关能效标

准，选择同类产品的最优势产品。 

艾普兰 

设计奖 

鼓励产品在设计理念上的

创新和突破，关注实用设计

的创新，结构创新、产品工

业设计的创新、人性化设计

的时尚家电新品。 

产品设计在时尚或结构或人性化方面有独

特性和新颖性，具有引领家电设计潮流的

潜力。以独特新型结构或人性化设计参评

产品需兼具外观造型优美和性能可靠；以

时尚设计参选的产品，应在外观造型具有

新颖、独特的时尚特征、在色调、流行元

素搭配方面表现突出，且在性能和结构上

应可靠。 

艾普兰 

产品奖 

对同类产品中出色新品的

评选，对家电产品特定细分

品类中最新优产品的奖励。 

对特定细分品类的产品在技术进步、产品

创新、功能性能提升等方面，有显著优势

的产品，能充分展现该品类的产品最好水

平。 

艾普兰 

核芯奖 

为家电产品核心配套部件

特别设立的专门奖项，以鼓

励和表彰对家电整机性能、

技术、功能等方面起到卓越

贡献的配套部件。 

为家电配套的核心部件，具备技术先进性

和创新性，质量性能优异，对于整机产品

的质量性能提升具有有效地支持作用，用

户反映好。 

艾普兰 

智能创新

奖 

鼓励智能应用、跨界产品等

方面的设计创意和创新开

发。 

智能应用、跨界产品，具有独到的设计创

意或创新开发；或源于用户体验的新功能、

新设计开发出的新产品、解决方案； 

大众 

评审类 

艾普兰最

受大众欢

迎产品奖 

由消费者通过网络评选出

的更受市场欢迎和消费体

验好的产品。 

产品已实现量产，在市场具有一定销量，

消费体验好，广受消费者喜爱和认可。 



三、 申报要求 

1. 申报奖项的产品必须是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上海 2017 的参

展产品。 

2. 往届获奖产品不得申报。 

3. 申报产品须符合有关标准。 

4. 申报产品无知识产权纠纷，无侵权之嫌，如有发现将取消获奖资格。 

5. 艾普兰金奖无需申报，该奖项将由专家评审团在其他申报奖项的入

围产品中选拔。 

6. 专业评审奖项和大众评审奖项请分别申报，每个品牌每类产品各限

报1个奖项。 

7. 同时符合专业评审奖项和大众评审奖项标准的同一件产品，可同时

申报两类奖项。 

8. 部分申报产品品类的界定 

1) 冰  箱：单门、双门、多门为同一品类；冷柜为一品类（冷藏

箱、冷冻箱），含医用用冷冻箱；酒柜为单独成类； 

2) 洗衣机：波轮洗衣机和滚筒洗衣机为同一品类； 

3) 热水器：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

分别成品类； 

4) 空调器：壁挂式和落地式为同一品类，多联机空调单独成类； 

5) 电  视：不含显示器类，显示器单独成类； 

6) 净水机：饮水机和净水机分别成类； 

7) 灶  具：集成灶、燃气灶、电磁灶为同一品类 

 



四、 申报方式 

1. 各单位必须按照《AWE2017艾普兰奖申报书》填写说明的具体要求，

组织填写申报书和报送相关申报材料。 

2. 申报材料可从协会官方网站 www.cheaa.org 或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

博览会官方网站www.awe.com.cn下载，可下载的相关文件有： 

1) 本通知——关于AWE2017艾普兰奖申报工作的通知 

2) AWE2017艾普兰奖评选办法及AWE2017艾普兰奖评选办法实施细

则； 

3) AWE2017艾普兰奖申报书及填写说明； 

4) AWE2017艾普兰奖申报产品汇总表。 

 

五、 申报材料的准备 

1. 申报资料的准备： 

1) 请在《AWE 艾普兰奖申报信息汇总表》纸质版文件加盖企业

公章邮寄到指定收件人，其余申报材料只递交电子版，不需

要再提供纸质版资料；  

2) 每件产品根据申报奖项的区别需准备不同的资料，要求如下： 

项目 说明及要求 
专业 

评审 

大众 

评审 

① 申报书 

 艾普兰奖设专业评审类奖项和大众评审类奖项两

类，企业可根据自己要申报的类别选择对应的申报

书填写申报内容；递交材料需加盖电子章。 

√ √ 

http://www.cheaa.org/
http://www.awe.com.cn/


3) 所有申报材料须按企业、品牌、产品等分层设置文件夹，每件

申报产品需设置单独文件夹（如下图所示）；附件材料排序须与

②艾普兰奖申

报信息汇总表 

 企业以集团为单位，按表格要求汇总并填写企业

（含所有子品牌）所有申报产品的主要信息。纸质

版并加盖企业公章; 

 同时提交电子版,电子版仅接受EXCEL格式。 

√ √ 

③证书及认证 

 包括 3C、安全、节能、环保、设计、材质等方面

的官方认证资料（以企业所具备的为准）,请提供

扫描件，电子版。 

√  

④获奖证书 
 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正规家电评选中所获奖项的

证书；请提供扫描件，电子版。 
  

⑤产品图片 

 3张以上不同角度的彩色实物图，背景为白色或无

色； 

 1张以上的设计宣传图片，可以配以背景； 

 图片为jpg格式,分辨率应在1024*768像素以上，

大小不低于500KB； 

√ √ 

⑥产品宣传广

告 
产品的宣传广告片、宣传视频等资料；   

⑦艾普兰大众

奖产品投票导

图设计模板 

（需按要求设计） 

详见附件4 

此图仅供参考 

图片设计要求 

导图及产品详情图需严格

按照所提供的图示设计，不

能更改大小、尺寸、字体、

颜色和样式，设计底图请参

见附件。 

 每件申报产品分别设计 

 最终提交 JPG 格式图，

且大小不超过1M。 

该模板将于2016年11月15日

在AWE官网（www.awe.com.cn）

提供下载。 

 √ 

⑧艾普兰大众

奖产品详情介

绍图设计模板

（需按要求设计） 

详见附件5 

此图仅供参考 

 √ 

【特别提示】 

1、划“√”资料为企业申报必备资料；其他资料可自主选择； 

2、全面、详实、精致的资料可对评审的评判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书面申报书内附件填写的保持一致；同时申报大众奖和专业奖

的同一产品，要设置两个文件夹。 

4) 申报单品的文件夹数量须与《AWE艾普兰奖申报信息汇总表》的

申报数量一致。 

 

 

六、 申报资料的递交 

1) 所有申报资料准备齐全后，打包后发 E-mail 至邮箱：

lixx@cheaa.com ；如申报资料过大，则可选择通过网盘进行传

输(网盘保存时间要长)或者存储在 U 盘或光盘中寄至协会展览

部。 

2) 申报单位需将盖有企业公章的 AWE 艾普兰申报产品汇总表（纸

质版）及存储了全部申报资料电子版本的 U 盘或光盘一起寄至

协会。邮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80号通正国际大

厦706李小溪（电话010-67158612）收，请在邮寄信封上注明

“评奖”。 

 

mailto:lixx@cheaa.com


七、 申报截止时间 

申报材料的书面版和电子版递交的统一截止至：2017年1月10日（以

邮戳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八、 初审安排 

由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于 2017年 1月中下旬组织业内外专家、媒体代表

等组成评审团对所有申报专业奖的产品依据申报资料进行评审和筛选，

并确定专业评审类入围产品名单。参与大众评审类的申报产品不发布入

围名单。 

 

九、 入围公布 

所有入围产品名单将于 2017年 2月初同时在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官方网

站www.cheaa.org和AWE官方网站www.awe.com.cn及AWE微信公众账

号上进行公布。 

 

十、 复审安排 

1. 专业评审类奖项： 

入围产品将分为三种方式进行复审： 

1) 实物邮寄复审：部分入围产品将在展览开始前在北京进行复评，

入围通知中将明确标示在北京进行复评的产品和时间要求，入围



企业须在指定时间内将入围的实物产品邮寄至中国家用电器协

会指定地址，再由专家评审团进行实物复审；复审结束后，协会

将按照企业要求，将复审产品返还给企业。展会期间，由组委会

组织专家到现场核对参展实物与获奖产品的一致性。 

2) 实物现场复审：入围的大件产品复评由组委会在中国家电及消费

电子博览会开展期间组织评审团到AWE现场各产品所在的展台进

行。 

3) 文件复审：压缩机、电机等零部件将采用文件审核方式进行复评，

展会期间，由组委会组织专家到现场核对参展实物与获奖产品的

一致性。 

2. 大众评审类奖项： 

入围产品将于2017年2月底开始在京东（JD.COM）特设的“艾普兰

最受大众欢迎奖” 评选专区里接受大众投票评选，“京东”和“中

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两大官方网站将设置投票入口。投票入

口于将于2017年3月10日24:00关闭。 

 

十一、 奖项公布 

所有奖项于 2017年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展会期间公布并举行颁

奖典礼。 

 

十二、 申报联系 

联系人：李小溪             电话：010—67158612 



传真：010—67156913         邮箱：lixx@cheaa.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 80号通正国际大厦 706李小溪

收 

十三、 附件 

附件1：AWE2017艾普兰奖评选办法及法实施细则 

附件2：AWE2017艾普兰奖申报书及填写说明 

附件3：艾普兰奖申报产品汇总表.xls 

备注： 

【附件 4】“艾普兰大众奖产品投票导图设计模板”及【附件 5】“艾普

兰大众奖产品详情介绍图设计模板”将于 2016年 11月 15日后在 AWE

官网（www.awe.com.cn）提供下载，敬请关注。 

以上文件，均在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官网和AWE官网上提供下载。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