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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联盟网介绍

设计联盟网，设计联盟网是在2016年收购原中国设

计联盟、整合国内设计资源基础上成立的，是国内

具有凝聚力和品牌号召力的设计类专业门户网站，

总部设于中国上海。

网站平台发挥自我品牌优势及行业号召力，在北京、

深圳、杭州等城市均设有联盟分站。



起源（行业痛点）

他们太累了, 少加一会班!

解决设计师找灵感！



空白演示
单击输入您的封面副标题



空白演示
单击输入您的封面副标题



空白演示
单击输入您的封面副标题



空白演示
单击输入您的封面副标题



空白演示
单击输入您的封面副标题



03 三大业务板块



 产品与服务     三架马车

内容

服务选材

提供全网最全的设计类图片，3D模型，设计师，材料数据

库等。业务模式为爱奇异会员付费。

为用户提供设计服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平面设计等

用联合办公的轻模式全国复制。

包括线上选材、小样配送、高清HD下载、商家查询等功能。



线 下 活 动

“ 内容” 大数据库 知识付费



设计联盟   大数据中心   

模型 视频图片 材料 未来。。。



中国最细分的在线图片，模型库

1400多个目录

比较全的资料库和设计师数据库

国际版拼图网同步      

400万3D模型

厂家直实模型和大师模型库

无限下载         



 建筑A站

合并国外网站

弥补英文案例     



未 来 计 划

 “ 服务 ”全国设计业务



 宜山路设计汇       线下联合办公

宜山路设计师联合办公



线上知名设计事务所入驻



未 来 计 划

 “ 选材 ”设计师选材



设计选材库（800万设计师在线材料库）

加入设计选材库（让800万设计师找到你）

设计选材库，依托“ 设计联盟网”资源基础打

造一个设计、选材、落地的一体化平台。网

站包括线上选材、小样配送、高清HD下载、

商家查询等功能。

在这个平台上设计师能找到好的产品，工厂

也能找到好的设计师。



线上选材、小样配送、高清HD下载示意图

设计选材库    线上选材中心



线下实体展示台示意图

设计选材库    线下选材中心



04 活动 展会



中国设计联盟赛事 活动 论坛……/ 寻星奖/ 现场部分



设计主题特展/莫奈的魔幻花园/ 设计高峰论坛区

中国设计联盟赛事 活动 论坛……/ CIFF家博会/ 现场部分



设计主题特展/莫奈的魔幻花园/ 现场部分

中国设计联盟赛事 活动 论坛……/ 设计超有趣/ 现场部分



中国设计联盟赛事 活动 论坛……/ 中国建博会/ 现场部分



区域设计师沙龙/ 现场部分

中国设计联盟赛事 活动 论坛……/ 世环会/ 现场部分



区域设计师沙龙/ 现场部分

中国设计联盟赛事 活动 论坛……/ 世环会/ 现场部分



区域设计师沙龙/ 现场部分

中国设计联盟赛事 活动 论坛…… / 全国线下分站/ 现场部分



05 公司团队



 史南桥

YOUR NAME

台湾建筑设计师
高迪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创始人
在业界先后获得了“金钻杯2017优秀设计机构”
“中国室内设计二十年总评榜最具影响力设计机构”等殊荣

国际知名设计师
堡莱德建筑设计  创始人

国际著名设计师PAL设计事务所创立者
香港室内设计师协会副会长
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室内设计专业

 梁景华

 冯吉刚

他们都在中国设计联盟 ……



 孙天文

YOUR NAME
作品入选第22届，24届Andrew Martin国际室内设计大奖
上海黑泡泡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总设计师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馆的总设计师
     多个大学特邀的客座教授

 robert  su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城市规划及建筑学硕士
新加坡Portfolio Design Partnership Pte Ltd
上海伯德夫特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创始人

 Michael Cheng郑 迈 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比较艺术及建筑理论博士
纽约Creativie Slution创意咨询公司 创始人/执行总监
曾任联合国全球环境保护及提倡运动 (UN G20 EPPA)高级计划专员



 杨像腾
        中国设计联盟网发起人
        上海像腾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YOUR NAME

 刘宏
A&J 亦鉴设计创始人
“华语设计领袖榜”-2020年度百位卓越设计人物

 罗俊
中国设计联盟网理事长
上海市室内设计专委会副主任
艾特奖上海赛区秘书长



钱波
上海上堃设计 创始人/设计总监 
中国建筑设计学会会员
中国高级陈设艺术设计师 

YOUR NAME

 强正宇
米兰理工学院  硕士
ADA美国设计师联盟会员
中国精英设计师俱乐部专家顾问之一

 薛飞翔
嘉品设计机构联合创始人
上海市十大优秀设计师
中国设计年度新锐人物



徐大伟 David 
上海添品空间设计 创始人/设计总监 
中国建筑设计学会会员
中国高级陈设艺术设计师 

YOUR NAME

 黄励
上海光华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总监 
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高级室内建筑师

 罗浩霁Louis J
子野咨询创始人



 钱隽颖
 上海郎捷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上海一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执行总监

YOUR NAME

 蔡文华
台湾知名室内设计师

 姜亚俊
上海早道全案创意机构  
合伙人创意总监



未 来 计 划

 “ 公司营业资料”



品牌标识



营业执照及国际域名证书

中设计联
盟网

国际域名证书上海像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商标证书



Thanks

设计联盟网：设计第一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