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设计评选”用户使用手册

（用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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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好设计”简言之就是创新设计。创新设计是对设计的综合拓展，涵盖工业

设计、材料设计、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工程设计、服务业态设计创新等。它以

知识网络时代为背景，以绿色低碳、网络智能、开放融合、共创分享等主要特征，

为产品、产业的全过程提供系统性服务，融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为一

体，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创造市场新需求的核心环节。

通过开展以创新设计为主题的好设计评选活动，使得好设计理念根植于中国

大地，培育好设计诞生的沃土，营造好设计发展的良好环境，努力打造和培育具

有全球影响力、引领世界和时代的好设计、中国好企业、中国好品牌，加快实现

“三个转

通过本册，使用户清晰明了的知晓“好设计”官网的理念和功能，并且能够

准确地在官网上进行操作使用。



2 总门户

2.1 访问

访问地址：http://cgd.ckcest.cn/

2.2 注册

点击主导航【注册】按钮即可开始进行注册。

在注册时，根据页面提醒，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完成注册。

2.3 登录

点击主导航【登录】按钮，在弹出窗口中输入正确的账号密码即可登录。

http://cgd.ckcest.cn/


若是用户名注册的账号，将会弹出手机号绑定界面，按提示操作绑定手机号即可

正常登录。



3 好设计评选

3.1 评选介绍

鼠标悬浮于主导航“好设计评选”后弹出本届好设计相关功能入口弹层：

本区域展示了当前评选各阶段的信息，并根据当前时间所在阶段自动展示和

控制相关的功能入口是否可用。

2020 好设计评选分为 4个阶段，分别为：

 项目申报：用户可在线申报项目；

 区域推荐：用户可查看我的项目，专家可在线评审；

 好设计评选：用户可查看我的项目，专家可在线评审；

 颁奖典礼：用户可回顾本届好设计评选的花絮图集以及颁奖典礼视频；

3.2 项目申报

当评选处于“项目申报”阶段时，可通过点击【项目申报】开始申报项目。

项目申报分为申报好设计金银奖和申报好设计创意奖。

点击申报好设计创意奖，跳转到相应网页进行报名。

申报好设计金银奖项目的步骤为：

 阅读报名须知；

 选择申报区域；



 完善项目信息；

 提交项目；

3.2.1阅读报名须知

阅读完好设计报名须知，申报项目必须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上述内容”，

然后点击开始申报，进入下一步。

3.2.2选择区域

本届好设计评选项目申报需选择申报区域，点击对应区域可查看该区域覆盖

的省份，目前的区域包含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东北地区、华中地区、

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选择相应地区时，会显示此地区所覆盖的省市，请准确选

择；点击确定进入下一步。



3.2.3完善项目信息

请根据页面提示的内容完善项目的信息。标识带*号的内容为必填内容。部

分信息需验证正确性，如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等，请正确填写。

在线申报具有 7个步骤：

 基本信息；

 完成人情况；

 设计说明书；

 推荐意见；

 图片及视频；

 附件；

 承诺书；

3.2.3.1 基本信息

首先进行基本信息的填写。

项目名称、封面图请如实填写，申报范围请在下拉框里选择适合的正确的选

项，关于项目的现处阶段、获奖情况、专利情况请自行如实选择，可根据项目内

容添加合适的关键字（此项可以不填）。



3.2.3.2 完成人情况

此步骤主要添加主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

填写主申报单位信息。

主申报单位包含单位名称、部门/院系、单位性质、通信地址等信息，皆为

必填项，请如实填写；若项目有其它完成单位，可点击添加完成单位，进行相关

信息填写，最多添加四个其它完成单位。

填写项目负责人信息。

项目负责人包含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手机号码、联系电话、电子

邮箱、从事专业、工作单位、职称、职务、通信地址等，皆为必填项，请如实填



写；若项目有其它完成人，可点击添加完成信息，进行相关信息填写，最多可额

外添加四个其它完成人。

点击保存并继续进行下一步。

3.2.3.3 设计说明书

设计说明书主要包含三个方面：项目简介、主要创新点、推广应用情况。

关于项目简介的描写，可简要描述内容：

（1）项目的设计背景、定位、目的与意义；

（2）项目（产品）设计的原创性、独特性、引领性、颠覆性贡献，及其与

同类成果的先进性水平比较等；

（3）设计成果的市场应用情况、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及重

要获奖、发明专利等成果指标。

注：请用专业术语和有关指标客观描述，请不做主观性评价性描述，限 1000

字以内。

关于主要创新点的描写，重点阐述内容包括（涉及）：

（1）项目的重要创新设计思想，含创新设计概念产生的起源、创意过程或

启发因素；



（2）项目（产品）技术原理创新、功能创新、结构和外观设计创新、服务

或商业模式创新等特点，以及跨界融合和集成创新度等；

（3）项目（产品）在设计方法科学性、功能设计有效性、工艺流程与材料

设计领先性、软件及网络大数据设计智能性，以及可持续性、人性化、审美性、

体验性等意义创造的特点；

（4）项目（产品）创新设计的实践过程、典型经验、品牌战略、团队优势

等。

注：请用专业术语和有关指标客观描述，不做主观性评价性描述。限 4000

字以内。

关于推广应用情况，可描述内容：

可简要描述项目适用情况和用户反馈报告，或列举项目部分代表性应用单

位、所应用的技术、应用的起止时间、使用情况等。

注：请依据客观数据和情况准确填写，限 1000 字。

点击保存并继续进行下一步。



3.2.3.4 推荐项目

请对项目的创新设计先进性作出评价，与国内外先进设计相比其总体创新

性、先进性，可列举项目关键设计创新点等，限 600 字。

点击保存并继续，进行下一步。

3.2.3.5 图片与视频

此部分主要通过图片与视频展示项目，包含项目介绍图片、项目介绍视频及

视频解说词，请如实填写。

关于项目介绍图片：

请提供项目相关的照片/图片，图片可包括应用场景图/照片、产品外观效果

图/照片、主要结构示意图、创新创意阐释图、其他各类设计或工程分析图等，

请根据实际设计情况提供，尽可能清晰完整地表达创新设计特征。

注：要求不少于 5张，最多可上传 20 张，图片支持 jpg，png 格式，单个图

片文件大小 2~5M。

关于项目介绍视频：

请提供项目视频，紧扣创新设计特点和项目简介内容。

视频格式要求：MP4 格式，H.264 编码，分辨率 1920×1080(1080P)，时长不



超过 5分钟，单个文件不超过 100MB。

注：要求至少上传 1条视频文件。

关于视频解说词：

请上传项目介绍视频的解说词，文件支持 doc、docx、txt、pdf 格式，单个

文件小于 5M。

注：视频解说词，文件支持 doc、docx、txt、pdf 格式，单个文件小于 5M。

具体要求，请点击“视频处理说明”查看。

点击保存并继续，进行下一步。

3.2.3.6 附件

请上传项目相关附件，包括企业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重要成果列表等，

负责人身份证为必填项，请如实上传。

此处上传主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副本照片、项目负责人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以

及重要成果列表文件扫描件。

重要成果列表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分别填写其获得的重要科技奖项，发明

专利、其他证明产品技术或设计创新的文件。内容包括成果类别、成果名称、奖

项类别（国家级、省级、社会力量设奖）、获奖年份、获奖等级、授奖部门、获



奖人、获奖单位、证书编号、证书照片。

点击保存并继续，进行下一步。

3.2.3.7 承诺书

请仔细阅读承诺书，确认无误后点击生成电子版申报书并进行下载打印。

3.2.4提交项目

完成所有信息确认和填写后，需在承诺书页面点击【生成电子版申报书】，

系统将生成 WORD 文件提供下载，请下载文件并打印、盖章后，将盖章后的申报

表扫描并汇总成为一个文件后上传（限定为 PDF 文件格式），点击【提交项目】

完成项目申报整个过程。

项目申报后，将由区域管理员进行项目的审核，您可以在个人中心中查询到

您的申报项目。



3.3 查询我的项目

通过个人中心“我的项目”可查询用户提交的项目，用户可查看和管理自己

提交的项目，查询自己项目的状态。

 编辑项目：点击操作列的 图标即可编辑该项目；

 删除项目：点击操作列的 图标且二次确认后即可删除该项目；

 查看项目详情：点击操作列的 图标即可查看项目详情；



4 个人门户

点击主导航“用户昵称”区域即可进入用户中心

4.1 我的控制台

我的控制台页面显示了用户的待办信息，以及快捷功能菜单。

点击+图标即可将常用功能添加到我的控制台中。



4.2 我的资料

点击【我的资料】即可进入资料修改页，完善信息后点击【保存】即可。

4.3 修改密码

点击跳转至中国工程知识中心统一账号管理的修改密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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