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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01：随身物品 例

01-01 个人随身用品 隐形眼镜、眼镜、口罩、首饰、手表、钱包、名片夹、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壳、相机挂绳、包（双肩

包、电脑包等）、鞋子/凉鞋、拖鞋、假肢、假发

 01-02 业务用随身用品 手指套、铭牌、臂章、防尘口罩、防尘眼镜、工作手套、绝缘手套、头盔、救生衣、安全背心、工作

服、实验服、工作鞋、安全鞋、挂绳、安全带、耳罩

01-03 衣物 帽子、服装、服装配件

类别 02：个人护理产品 例

02-01 健康、按摩产品 放松产品、步行相关产品、日常运动产品、EMS锻炼器、活动监测器、计步器、中暑指数仪、酒精检查

器、按摩设备、按摩椅

02-02 卫生用品 牙刷、家用口腔卫生用品、成人尿布、电动剃须刀、指甲刀、掏耳勺、梳子、刮胡刀、剃刀、抽纸、毛

巾、浴室垫、洗衣网、清洁剂、清洁海绵、洗发水、身体护理产品、沐浴产品、简易厕所、热水袋、体

臭测量仪、口气测量仪

02-03 美容产品 化妆用品、滚轮美容仪、烫发卷杠子、美容设备、卷发棒、吹风机

02-04 育儿小产品、随身用品 纸尿裤、背带、襁褓、婴儿服装、奶嘴、妈妈包

02-05 家用育儿用品 婴儿车、婴儿便盆、婴儿浴盆、婴儿床、婴儿食品、吸奶器、奶瓶、婴儿餐具、儿童椅

02-06 家用护理产品 助听器、轮椅、助行器、护理食品、医院食品、护理床、体位传感器、手杖、老年推车、护理用可移动

式厕所

类别 03：文具、兴趣产品 例

03-01 文具、办公用品 钢笔、自动铅笔、笔记本、记事本、胶水、剪刀、裁纸刀、订书机、胶带、胶带架、修正液、修正带、

印章、印泥、直尺、计算器、信封、便签、书立、书皮、画框、绘画工具(颜料、调色板、蜡笔)、日

历、单据、文件夹、回形针、激光笔、多功能计算器、裁纸机、装订用品、制图用品、相纸、白板、标

签打印机

03-02 教材、教育用品 益智玩具、教材、教科书和参考书、绘本、字典、教学工具、放大镜、显微镜、烧瓶、烧杯

03-03 玩具 玩具、玩偶、毛绒玩具、积木、棋盘游戏、汽车玩具、拼装模型

03-04 体育器材 棒球棒、球、紧身裤、高尔夫球杆、瑜伽垫、健身器材、训练器材、裁判台、划线车、运动眼镜、泳

镜、运动鞋、跳绳

03-05 休闲产品、户外用品、旅行用品 野餐垫、冷藏箱、帐篷、灯笼、烧烤炉、登山杖、户外桌椅、指南针、望远镜、睡袋、折叠刀、户外燃

烧器、户外炊具、行李箱、旅行用品

03-06 兴趣用品、宠物用品 钓竿、钓竿收线器、手工用品、狗链、宠物便盆、宠物水箱、猫塔、宠物毛刷、宠物观察相机、宠物识

别器

03-07 园艺用品 花器、盆栽、花盆、浇水壶、水管收纳器、洒水喷头、修剪剪刀、铁锹、家用植物工厂

03-08 乐器 钢琴、吉他、吉他扩音器、电子乐器

类别 04：生活用品 例

04-01 厨房用具、炊具、容器、餐具 锅、平底锅、厨房清洁工具、刀、厨剪、大汤勺、钳子、锅铲、刨丝器、笸箩、料理碗、长筷子、筷

子、刀叉、玻璃杯、杯子、盘子、碗、小碗、托盘、水壶、茶具、饭盒、调料容器、量勺

04-02 日用品 雨伞、扇子、除雪器、缝纫工具、坐垫、垫子、地毯、垃圾桶、衣架、手电筒、座钟、挂钟、杀虫器、

香薰器

04-03 清扫用具 扫帚、簸箕、除尘器、拖把、清洁刷

04-04 防灾用品 应急灯、防灾头盔、应急袋、防灾套件、应急食品、罐头食品、应急临时厕所、防灾灯笼

04-05 床具 被褥、床单、床垫、枕头、毯子

04-06 宗教用品 佛坛、神道坛、佛具、神道工具、盐器、念珠、骨灰盒、墓碑

类别 05：家电 例

05-01 烹饪家电 电饭煲、微波炉、电动切菜机、电烤盘、搅拌机、搅拌机、榨汁器、电热水壶、咖啡机、烤面包机、电

磁炉

05-02 生活家电 数码相框、吸尘器、洗衣机、冰箱、家用干洗机、洗碗机和干燥机、净水器、饮水机、缝纫机、电熨

斗、高压清洗机、除臭机

05-03 环境家电、设备 空气净化器、加湿器、风扇、电暖器、加热器、风扇加热器、电热器、热地毯、冷风机，空调的室内机

和室外机非该类别，请选择类别08-02住宅用空调设备

类别 06：映像、音响、信息产品 例

06-01 个人音响设备 头戴式耳机、耳机、音响、音乐播放器、音频放大器、立体声系统、家庭音响

06-02 专业广播、音响设备 调音台、多轨录音机、切换器、专业扬声器、专业麦克风、专业功率放大器、无线麦克风系统、音频处

理器、专业摄像机

06-03 相机、相机周边 相机、摄像机、相机镜头、闪光灯、三脚架、相机的稳定器

06-04 映像设备 电视机、显示器、媒体播放器、VR头显、投影仪

06-05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周边 智能手机、电话、移动电话、通讯移动终端、移动电源、云台

06-06 智能手表 智能手表

06-07 电脑、电脑周边 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鼠标、键盘、手写笔、主板、显卡、插座、数据线

06-08 一般、公用信息设备 打印机、扫描仪、NAS、硬盘、SSD、存储介质、网络设备、路由器、交换集线器、翻译器、智能扬声

器、AI扬声器、安保设备/相机

06-09 专业信息设备 紧急广播设备、监控相机、专业电脑、业务用电话、业务用显示器/投影仪、对讲机、业务用无线通信

设备、业务用打印机、多功能打印机

类别 07：产业、医疗设备 例

07-01 工具、工作设备 钳子、剪钳、螺丝刀、锯子、小型工具、喷雾器、油漆、工具包、台钳、夹具、电动工具、包装材料、

瓦楞纸箱、指挥棒、手推车、泛光灯、清洁枪、梯子、四脚梯、水平仪

07-02 农具、农业设备農具、農業用機器 锄头、镰刀、耙子、臼、割草机、绿篱机、耕地机、碾米机、脱粒机、精米机、称重机、田垄机、农用

无人机

07-03 生产、制造设备 数据记录仪、控制设备、数码微米尺、电流检测器、测量设备、测量仪器、表示器、FA设备、可编程控

制器、执行器、工业机器人、加工机、加工中心、半导体制造装置、脚手架、装载机、印刷机、集装

箱、皮带输送机、自动输送机、无损检测设备、注塑机

07-04 医疗仪器、设备 血压计、体温计、注射器、滴头、药剂、支架、手术器具、担架、体征监控器、洗净器、吸引机、治疗

设备、护士联络器、医用推车、检查台、医疗什器、医院设备、检查和诊断设备（超声波诊断设备、

MRI、CT扫描、X射线设备等）、分析仪、药剂包装机、医疗床、医用防护眼镜、低频治疗设备、家用医

疗器具和设备、家用药品、吸入器（雾化器）、血糖测定器、胰岛素注射器

07-05 材料、部件 板材、纸、块材、陶瓷材料、玻璃材料、塑料材料、涂料

07-06 生产、制造技术 加工方法、制造方法、施工方法、搬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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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7 研究、实验用仪器和设备 滴管、电子天平、搅拌器、均质器、气相色谱仪、荧光X射线分析仪、自动生化分析仪、通风橱、环境

测试仪、耐久性测试仪、加速器、射电望远镜

07-08 其它医疗、产业产品

类别 08：住宅设备 例

08-01 住宅用照明设备 灯泡、吸顶灯、吊灯、台灯、落地灯、支架灯、感应灯

08-02 住宅用空调设备 空调、换气口

08-03 住宅用建材、配件 建筑五金、建材、配件、楼梯、窗户、门把手

08-04 住宅用内装用品 窗帘、百叶窗、卷帘、墙纸。

08-05 住宅用外装用品 屋顶材料、车库、门牌、柱子、雨水管、木质平台、露台、遮阳篷、避难所、门口的对讲机

08-06 住宅用厨房设备 抽油烟机、换气扇、热水器、热水遥控器、水槽、嵌入式炉灶

08-07 浴室、卫生间、水相关产品 洗手台、淋浴、浴缸、马桶、马桶圈、净水设备、水龙头、单元浴缸

08-08 住宅用设备 家用电梯、家用自动扶梯、电子锁、智能锁、快递箱、火灾报警器、家用蓄电系统

类别 09：家具、办公室及公用设备 例

09-01 生活家具 椅子、沙发、桌子、书桌、茶具、衣架、晾衣架、储物箱、置物架、收纳家具、柜子、抽屉、床

09-02 店铺、办公室用家具 办公椅、办公桌、移动柜子、储物架、橱柜、储物柜、收纳系统、隔板、坐具、休闲沙发、工作站、办

公室吸顶灯

09-03 店铺、销售用设备 售票机、自动检票口、ATM机、招牌、数码标牌、美容美发设备、小钢珠游戏机、展示和陈列器材、店

铺用植物工厂

09-04 公用设备 自动门、火灾警报器、疏散指示牌、课桌椅、电话亭、安全门、公共垃圾桶、公共设施临时洗手间、公

共设施洗手台、公共设施楼梯、系柱、围墙、街灯、指示牌、电线杆、弯道反射镜、电动栅栏、街道家

具、观众座位、导盲砖、路面、公园游乐设施、电梯、自动扶梯、天文馆星象仪

09-05 业务用厨房设备 深底锅、蒸锅、煎锅、中式锅、酒店用盛菜锅、筒锅、业务用平底锅、业务用笸箩、业务用料理刀、其

他业务用炊具、宴会用餐具、塑料筐、塑料盒、比萨饼窑、业务用冰箱、业务用酒窖、业务用洗碗机、

业务用热水器、业务用厨房、毛巾架、制冰机、冷冻库

09-06 业务用设备 收银机柜台、收据打印机、POS终端机、手持终端机、条形码扫描仪、现金抽屉、计数秤、支付终端

机、收银机、侧槽盖、窨井盖、配电盘、地震传感器、水表、太阳能电池阵列安装架、建筑围栏、灭火

器、建筑标示牌、安全旗、交通锥、路障、建筑工地照明、书架、基站、输电塔、风力发电机、业务用

照明灯具、吸顶式空调机

09-07 业务空间用建材、配件 监视摄像装置、保险箱、监视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控制面板、业务用对讲机、卷帘门

类别 10：移动工具 例

10-01 乘用车及相关设备 私家车、私家车轮胎、汽车导航系统、行车记录仪、汽车音响、汽车止动器、儿童座椅、车载音响系统

10-02 业务车辆及相关设备 出租车、公交车、卡车、工程车（吊车等）、农用车（拖拉机等）、特种车辆（水陆两用车、消防车、

扫雪车）、业务车辆用轮胎、业务车辆用车载导航系统和行驶记录仪、车轮平衡器、安全驾驶辅助装置

和系统

10-03 摩托车及相关设备 私人和业务摩托车、摩托车轮胎、速度计、头盔、手套、骑行服

10-04 个人移动工具、自行车及相关设备 个人移动工具、自行车、自行车灯、自行车电脑、速度计、骑行服

10-05 铁路、轮船、飞机 铁路车辆、铁路设备、铁路和铁路运营系统服务；游艇、汽艇、个人船只、巡洋舰、客船、货轮、特种

船等所有船舶及相关设备；火箭、飞机、飞艇、直升机、运送用飞行器等所有航空机及相关设备

10-06 移动、运输系统和服务(物流) 交通和移动的系统和服务、运输和物流的系统和服务、交通管理系统

类别 11：建筑（独栋住宅、小规模集合/共同住宅） 例

11-01 商品化、工业化住宅 作为商品房提供给市场的独栋住宅

11-02 独栋住宅 根据特定客户的要求，独立设计的独栋住宅

11-03 小规模集合住宅 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15户以内，以房东为中心的小规模集合住宅（街区开发计划属于类别12）

11-04 小规模共同住宅和宿舍 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合租房、敬老院、学生宿舍等基于特定用途的共同住宅（街区开发计划属于

类别12）

11-05 住宅施工方法、构造方法 住宅用建筑施工方法、住宅用构造部件、住宅用防震构造

11-06 独栋住宅、小规模集合住宅相关的服务和系统/HEMS 能源管理系统、关于收纳/空调/供水等的提案

11-07 独栋住宅、小规模集合住宅的室内设计

类别 12：建筑（中、大规模集合/共同住宅） 例

12--01 中、大规模集合住宅 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15户以上的中大型公寓、公寓小区、新城、街区开发相关住宅地

12--02 中、大规模共同住宅和宿舍 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合租房、敬老院、学生宿舍等基于特定用途的共同住宅

12--03 中、大规模集合住宅相关的服务、系统／HEMS 针对集合住宅居民的服务、住宅购买和设计的支援服务、住宅价值创造服务

12--04 中、大规模集合住宅的室内设计

类别 13：建筑（产业、商业设施） 例

13-01 办公室、产业设施的建筑和环境 办公楼、开发研究设施、工厂、工业园区、仓库、物流中心、集装箱堆场、厂房（发电厂、生产设施

等）、管理和控制设施等的建筑、空间以及标识系统

13-02 办公空间、产业设施空间的室内设计

13-03 商业建筑、环境 综合商业设施、购物中心、各种店铺、展厅、酒店等住宿设施、娱乐设施（电影院、剧场等）等的建

筑、空间和标识系统、展览空间、空间创造、灯光规划、VMD(视觉营销)、礼拜堂、饮食摊位

13-04 商业空间、店铺的室内设计

类别 14：建筑（公共设施）、土木工程、景观 例

14-01 公共建筑、空间 政府设施、教育设施、医疗和福利设施、艺术和文化交流设施（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等）、金融设

施（邮局、银行等）、机场、火车站、宗教设施（寺庙、神社等）、旅游设施（动物园、水族馆、天文

台等）、体育设施（体育馆、体育场、竞技场等）等的建筑和空间、标识和导向系统

14-02 公共建筑的室内设计

14-03 景观、土木工程/结构体 景观和环境设计、公园、广场、道路、车站设施、桥梁、铁塔、港口、河道维护、大坝、堤防、隧道、

交界处、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等基础设施

14-04 街区、地域开发 街区整备、街区开发、地域开发、都市规划

14-05 产业、商业、公共建筑的构成方法和施工方法 结构、构件/建筑施工方法、土木工程施工方法、拆除方法

类别 15：媒体、内容 例

15-01 媒体 杂志、网站、免费杂志、地方政府杂志、地方公关杂志

15-02 一般、公共内容 图书、电子书、电视节目、电视游戏软件、广告、促销策划、销售推广及宣传活动、企业宣传、地域观

光地图、地域推广活动、音乐视频、AR内容、VR内容、直播、信息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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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 专业内容 企业内部信息发布媒体、企业内部杂志、新产品发布会、品牌管理手册、业务指南、服务手册

15-04 广告、PR方法 广告内容、PR内容、PR方法

15-05 展示、陈列 展览会、展示会、展示空间、陈列、光雕投影、映像装置

15-06 品牌设计、CI/VI 品牌、CI、VI

15-07 字体 Web字体、数码字体、品牌字体、字体服务

15-08 一般、公共包装 饮料和食品的包装、饮料和食品的包装容器、商品包装、日用品的包装和容器、化妆品包装、药品包

装、CD封面

15-09 业务用包装 运输包装、包装容器、SRP

类别 16：系统、服务 例

16-01 一般、公用应用和软件/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应用 视频编辑软件、教育应用和软件、自动翻译程序、家庭会计应用、地图应用、社交网站、协同工作工

具、旅游应用、家庭医疗辅助应用、个人理财应用、照片应用

16-02 一般、公用系统和服务 防丢失系统、育儿支持服务、护理支持服务、预防犯罪系统、教育系统、地域综合护理系统、维修服

务、监视服务、位置搜索服务、照片礼品服务、书籍装订服务、加工服务、里程服务、门禁系统、搜索

系统、匹配服务、导航服务、众筹服务

16-03 保险、金融服务和系统 资产管理系统、保险签约服务、金融商品管理系统

16-04 业务软件 CAD软件、开发软件、医疗软件、客户管理应用、收益优化工具、住宿管理系统、图像分析软件、业务

数据管理应用、店铺管理工具、团队管理应用、业务改善应用

16-05 业务系统和服务 员工管理系统、特许经营系统、投币式停车系统、数据可视化系统、数据分析服务、客户管理服务、无

菌系统、FA系统、物流系统、POS系统、订单系统、ASP服务、远程医疗系统、电子病历系统、图书馆检

索系统、EMC（电子设备合同制造服务）、组织改善系统

16-06 社会基础设施系统 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系统、发电系统、智能电网、生态系统、认证制度、灾害风险管理系统、医疗合作系

统、纳税系统

类别 17：地域构想、活动 例

17-01 针对地域的构想和活动 地域文化支援、地方资源保护活动、自治体制度、地域振兴项目、地域交流方案、发展中国家支援

17-02 针对共同体的构想和活动 地区交流促进构想、城镇发展构想、社区平台、节日活动策划、活动策划

类别 18：一般构想、活动 例

18-01 针对一般、公共的构想和活动 扶贫/生育/育儿支援、社会商业活动、实现两性平等的构想、实现无碳社会的构想、促进循环经济的构

想

18-02 针对个人、公共的意识改善 提高防灾意识的构想、工作体验工作坊、体验型学习项目、支援复兴的构想、文化启发活动

18-03 针对产业的意识改善、管理和构想 工作方式改善、工作流程改善、工作意识改革、组织改革、组织/团队组建方法、雇用制度、就业规

则、创造雇用支援、创业支援、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支持、技术人员派遣、专利的无偿提供、共同工

作空间、工作空间

18-04 教育、促进、支援方法 教育计划、教育支援计划、住房开发支援计划、志愿者支援计划、技术培训系统、技能共享服务、工作

坊计划

18-05 研究、开发方法 调查方法、分析方法、创意生成方法、产学合作研发、PBL（Project Based Learning）、开源式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