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中国家电艾普兰最受大众欢迎产品奖（20个） 

品牌 企业 产品 型号 

am:10 深圳市铁汉人居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微森林自然生态

净化器 

MF-S-8800-W 

wulian 南京物联传感技术有

限公司 

网关摄像机 WL-ZAVMDPW-C411121

-05 

KONKE控客 杭州控客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无线智能插座 MINI-KMINI PRO 

帝拖 北京笑融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 

自动拖布清洗机 XRDT-15A1 

美大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集成灶-飞虹 JJZ-1306W 

小狗电器 小狗电器（北京）有

限公司 

吸尘器 D-9005 

A.O史密斯 艾欧史密斯（中国）

热水器有限公司 

燃气热水器 JSQ-H 

三星 SAMSUNG 三星（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空气净化器 KJ720F-K7586WF 

LG电子 乐金电子(中国)有限

公司 

智能手机 H818 

泉来  深圳市诚德来实业有

限公司 

净水器 i7-UFOR-75 

开能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 

双子星 3S 智能全屋

净水机 

DSR-2F25 

紫光物联 上海紫光乐联物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盒子 Z-ZHZX-I 

格美淇 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

公司 

电热水器 DW20-D60Q3/S 

四季沐歌 江苏四季沐歌有限公

司 

畅享冷热一体机净水

机 

YCZ-CB12-M01R 

 

奥克斯 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

公司 

极客挂机 KFR-35GW/BpX700(A2

) 

奥马电器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冰箱 BCD-318WFEA 香槟金 

Haiku 必爱风有限公司 Haiku 60 焦糖色竹质

吊扇 

Haiku 60 焦糖色竹质

吊扇 

美的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空气能热水器优泉系

列 

RSJ-20/100RD 、

RSJ-20/120RD 、

RSJ-20/150RD 、

RSJ-20/180RD 

凡帝罗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冷柜 BD/BC-150KSV 

BroadLink 杭州古北电子科技有 智能插座 SPmini 



限公司 

 

2016 中国家电艾普兰产品奖（30个） 

品牌 企业 产品 型号 

A.O.史密斯 艾欧史密斯（中国）

热水器有限公司 

重污染速净型空气净

化器 

KJ-750B2 

西门子 博西家用电器（中国）

有限公司 

滚筒洗衣机 WS12U5680W 

Skyworth创维 创维集团有限公司 OLED 电视 65S9300 

格兰仕 广东格兰仕微波生活

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微波炉 G80F23CSXLV-R6(C2) 

海信 广东海信冰箱营销股

份有限公司 

冰箱 BCD-620WTGVBP 

万和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智能恒温燃气热水器 JSQ25-13ST28 

万家乐 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

限公司 

燃气热水器 JSQ32-16X7 

松下 杭州松下家用电器有

限公司 

洗衣机 XQG90-VD9059 

TCL 惠州 TCL 电器销售有

限公司 

C2电视 L65C2-CUD 

Joyoung九阳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破壁调理机 JYL-Y8  

科沃斯机器人 科沃斯电器有限公司 沁宝 A630 

莱克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魔净空气净化器 KJ801 

比佛利 BEVERLY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电热水器 F80-30EQ2（HEY） 

美的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过滤式空气净化器 KJ400G-B21 

美的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电压力锅 PHT5083P 

凡帝罗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冰箱 BCD-401WGPZV 

卡萨帝 青岛海尔特种电冰柜

有限公司 

冰吧 LC-220JE 

海尔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海尔热水器有限公司 

大流量无罐净水机 HRO400-DA5 

FLYCO飞科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电动剃须刀 FS339 

安吉尔 深圳安吉尔饮水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A6净水器 J2305-ROB8 

长虹 CHiQ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OLED Q3A 系列智能电

视 

Q3A系列 



松下 松下电化住宅设备机

器（杭州）有限公司 

电子坐便器 DL-RJ60CWS 

松下 松下电器（中国）有

限公司 

制面包机 SD-PT1000 

海尔 苏州海尔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探路者扫地机器人 T320 

松下 松下电器（中国）有

限公司 

蒸汽挂烫电熨斗 NI-GHA045 

TOSOT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直流方形台地扇 FSZ-3011Bag7 

小天鹅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

公司 

滚筒洗衣机 BVL1D120G6 

SAKURA樱花 樱花卫厨（中国）股

份 有限公司 

燃气热水器 SCH-16E96A 

SUPOR 浙江苏泊尔家电制造

有限公司 

电饭煲 HZ10 

四季沐歌 江苏四季沐歌有限公

司 

悦净反渗透净水机 YCZ-JB12-M035 

 

 

2016 中国家电艾普兰环保奖（7个） 

品牌 企业 产品 型号 

澳柯玛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冷柜 BC/BD-202SFA 

博世 博西家用电器（中国）

有限公司 

对开门冰箱 KAF96S80TI 

帝度     惠而浦（中国）股份

有限公司 

滚筒洗衣机 DG-F120566BHCT 

海尔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海尔热水器有限公司 

太空能热水器 TK32/200-TDA2 

日立 上海日立家用电器有

限公司 

日本原装滚筒式洗衣

烘干机 

BD-C9100C 

日立 上海日立家用电器有

限公司 

日本原装六门冰箱 R-E8800XC 

松下 松下电器（中国）有

限公司 

电冰箱 NR-F610VX-X5 



 

2016 中国家电艾普兰创意奖（6个） 

品牌 企业 产品 型号 

LifeSmart 杭州行至云起科技有

限公司 

FRAME  

阿布 BLOOMA 晶点水母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阿布 BLOOMA  

BroadLink 杭州古北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智能遥控 RM pro 

美的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Bubble 机器人 VB01 

wulian 南京物联传感技术有

限公司 

多功能环境监测器 

梦想之花 

WL-ZSSMDPT-DMTHNOD

T-G120-01 

三星 SAMSUNG 三星（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Family Hub多门冰箱 RF60K9560SR/SC 

 

 

2016 中国家电艾普兰设计奖（12个） 

品牌 企业 产品 型号 

A.O.史密斯 艾欧史密斯（中国）

热水器有限公司 

保湿洗脸软水机 RSU-02AR1 

Robam老板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燃气灶 9B09 

凯驰 凯驰（上海）清洁系

统有限公司 

手持蒸汽清洁机 SC 1 Premium 

LG电子 乐金电子(中国)有限

公司 

空气净化器 PS-W309WI 

LG电子 乐金电子(中国)有限

公司 

冰箱 GR-D24FBGHL 

美的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焖香鼎釜电饭煲 MB-FZ4001 

三星 SAMSUNG 三星（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空气净化器 KJ720F-K7586WF  

日立 上海日立家用电器有

限公司 

日本原装加湿型空气

净化器 

EP-A9100C 

松下 上海松下微波炉有限

公司 

微波炉 NN-CS1000XPE 

Skyworth创维 深圳创维空调科技有

限公司 

天井送风式空调器 KFD-120TW/F2AA3A-2 

SUPOR 浙江苏泊尔家电制造

有限公司 

电炖锅 YC1 

格力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画时代空调 KFR-35GW/(35573)FN

Aa-A1 



2016 中国家电艾普兰创新奖（11个） 

品牌 企业 产品 型号 

莱克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魔洁吸尘器 Magic M85 

松下 广州松下空调器有限

公司 

空调 VE9KK1 

华帝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魔镜吸油烟机 J688AZE 

Joyoung九阳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原浆机 DJ12B-K5 

LG电子 乐金电子(中国)有限

公司 

智能手机 H968 

LG电子 乐金电子(中国)有限

公司 

吸尘器 VK94070NCAGM 

海尔 岛海尔洗碗机有限公

司 

吸油烟机 CXW-200-C890 

方太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

司 

水槽洗碗机 JBSD2T-Q1   

海尔 青岛海尔洗衣机有限

公司 

新水晶滚筒洗衣机 XQG80-BDX14686L 

海信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ULED电视 LED65MU9600X3DUC 

松下 松下电器（中国）有

限公司 

扫地机器人 MC-RS1C-W 

 

2016中国家电艾普兰大奖（8个） 

品牌 企业 产品 型号 

海尔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

司 

电冰箱 BCD-405WDGQU1 

LG电子 乐金电子(中国)有限

公司 

OLED 电视 77G6 

三星 SAMSUNG 三星（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蝶窗·蓝水晶滚筒洗

衣机 

WD21J9845KG/SC 

卡萨帝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

总公司 

射流式空调 SKFR-72LW/16UAA21A

KU1 

美的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舒适星空调 KFR-26GW/BP3DN1Y-T

A100(B1 

博世 博西家用电器（中国）

有限公司 

下嵌式洗碗机 SMU33E05TI 

A.O.史密斯 艾欧史密斯（中国）

热水器有限公司 

静音型高能效空气能

热水器 

HPI-D1.0B 

松下 松下电器（中国）有

限公司 

全自动咖啡机 NC-ZA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