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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智造•设计未来i吹响'%'5创新号角
'%&,-&&-%,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月5日o午i'%&,第·届深三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于会展中心'号馆盛大开幕i,%%%余件设计精品in十四

大现场活动精彩q断云开幕首日展会现场异常火爆i聚集了众多海内外著名设计大师于s业买家以及设计品牌企

业i集中展示来自全球(%个国家和地区,%%%余件创新设计精品i首日观展人数高达5m余人次云

本届大展由深三市人民政府主办i深三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承办i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于中国工业设计协

会于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设计分会协办云以e全球智造·设计未来”为主题i紧密结合中国制造'%'5的主攻方

向-智能制造i践行深三在实施中国制造'%'5中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i聚焦智能硬件于可穿戴设备于机器人于无人

机于电子竞技于虚拟现实于珠宝于开源创客于智业生活于众筹平台于加速器于且化器等领域的 新设计及技术i

汇集近'%%名全球顶级设计精英i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业设计盛会云

贯彻十九大精神i深三设计丛书大有所为贯彻十九大精神i深三设计丛书大有所为

党的十九大指出i中国丛书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于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云早在'%&+年(月i广东召开全省丛书

开发工作会议i部署由珠n角+市对口帮丛粤东西北&'个市i建立精准丛书对口帮丛关系i其中i深三对口帮丛汕

尾于河源的('(个书困村i以市场为导向主打特色产业项目到村到户的产业模式云工业设计行业作为先行者i如何

坚持丛书开发r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i强化工业设计前么性研究和脱书工作相结合刻q容缓云

本届大展积极响应党的十九大报告中i坚决打：脱书攻坚战指示i贯彻落实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i精准

丛书于精准脱书原则i注重丛书同丛志于丛智相结合的要求i首次设立十九大s题工作上bb互设计丛书工作

上五i根据书困县的特色i通过调研分析和设计i为丛书县提供解决方案云深三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执行副会长

兼秘书长封两红表示i设计师除了提升商业价值以外i还应该负有更大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i希望通过这次大

展i探索出深三设计丛书模式和路径i让精准丛书结出义果云

德意韩荷澳丹i八大展团联习奏响设计之音德意韩荷澳丹i八大展团联习奏响设计之音

'%&&年i深三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受深三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委托i组建了一支代表e设计之都”前沿

水平的深三工业设计团队i闯进了u界顶级盛会bb×敦百分百设计展i成为百分百设计展历史o首次中国展团

参展i深三展团在国际顶级设计舞台o向u界展示e中国设计”云此后ie深三展团”升级为e中国展团”i深

三工业设计r国际接轨逐渐深入云'%&(年秋i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席提出了e一带一路”构想i此时正是首届国际

工业设计大展举办之际i首届大展展览规模于展商品质于s业化水平及国际化水平让u界惊叹i自此有e全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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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设计第一展”之称i国际展团来深参加大展的数量一直占据全国首位云

q仅本届大展展品数量较去年提升)%%i 国际展团数量再创新高i丹麦设计国家馆于德国绿色设计奖i意大

利3'设计大奖赛于佛罗×萨设计周于荷兰设计国家馆于澳大利亚国际展团于韩国设计东兴院国家馆等来自德国于

意大利于韩国于荷兰于澳大利亚于丹麦等l个国家的八大展团i共计')家企业组团加盟i带来智业生活于智能硬

件于可穿戴设备于家具等领域的 新设计i极简风格的;[SWV智能家居于中国音乐人汪峰创立的时尚影音品牌8;LL

旗p的6;F3耳机产品于新加坡空中交通管制控制台于带给人极高的舒适感以及欢乐感的卫星椅等致力于提升人的

幸福感于关注人r自然于家庭等设计作品在展会现场狂刮美好和谐风云

聚焦智能智造iy岸n地携手创见e中国制造'%'5”聚焦智能智造iy岸n地携手创见e中国制造'%'5”

新一代信息技术r制造业深度九合i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i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于产业形态于商业模

式和经济增长点云各国都在加大科技创新力度i推动(6打印于移动互联网于云计算于大数据于生物工程于新能

源于新材料等领域取得新突破云

本届大展顺应技术革命丹流i特设智能智造展区云科大讯飞智能驾驶车载;具备智能3;语音交互功能的地铁边

检机器人;能够指纹识别于‘像头拍照于即时存储的智业印章;能够进行人机情感对话的家用智能物联网音箱;全国首

台智能便携翻译机;实现语音控制于拟人化人机交互和基于深度学习的e听”头戴式智能设备;能够自动侦查移动和

声音is门为宝宝定制的智能‘像机;一把为年轻化专者而设计的智能中专镜等智能创意作品将亮相大展云

创新设计新突破需要集聚全国乃是全球的力量i本届展会坚持开放创新原则i采用全国联动i深港台n地设

计共享模式i汇聚各省及y岸n地设计力量i吸引到了来自国家商务部于台湾于河北于武汉于中山工业设计协会

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展团参展i将有超过(%家参展商亮相i并t汇集深港台设计资源i来自台湾的下艾特设计于台

湾创新设计中心展团i来自香港的易通设计i来自深三的晟邦于RV6LZP于月步于佳简几何于设际邹于n诺于白

为于洛可可等y岸n地设计资源同台亮相云

东西方智业大集会iy场高峰论坛座无虚席东西方智业大集会iy场高峰论坛座无虚席

互中国制造'%'5五要求必须坚持e创新驱动于质量为先于绿色发展于结构优化于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i坚

持立足当前于着眼长远于开放合作”的基本原则i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目标云而催动中国消费升级于市场升级于产

业升级i拉动社会经济加速发展的p一个风口bbe设计驱动型品牌” 时代正在来|i这对设计界而言i是前所

未有的历史机遇云

本届大展以互中国制造'%'5五为战略方向i紧抓设计驱动型品牌历史机遇i举行y大主题高峰论坛：全球智

造•设计未来|国际工业设计高峰论坛于设计驱动品牌高峰论坛云R8设计大奖全球执行总裁拉夫·威格曼i日本国宝级

建筑r工业设计大师黑川雅之i 成功的荷兰设计师之一于天马行空的非传统设计师理查德•霍顿i英国工业设计

大师迈克尔•杨i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工业设计研究中心主任伊恩•王等在台湾创意设计中心副执行长林争保的主

持pi分别就 e中国r设计bb中国的设计策略”于e未来设计”于e艺术指导在设计过程中的重要性”于e用

设计创造新品牌”于e全球化背景p的中国设计”于e黑箱bb突破框架的设计r创新思维”展开论述i思考工

业设计发展路径云

'%&,年.月'+日i遵义市大

健康生态产业万暨红瑞温泉

度假城于红瑞养生谷开工仪

式在贵州遵义乐阳隆重举

行i全国工...[！情K

揭秘红瑞集团为前员工捐赠&&m元背后的•
事h

财务管理新模式 L]NL?Pt助力6H5开启商业智
能新时代

中国建筑干部员工观看十九大开幕会学习心得
汇总

翼龙买助.%后大学生回乡创业 照亮西部孩子艺
术前行路

玩客云r京东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获千m级
战略及...

一年中贾？亭的n次反思：我们看到了哪些”
变k

同盾科技宣布完成5轮九资成智能风控领域独角
兽

首播“视夺冠 AAUWVPy携互急诊科医生五乡
释医者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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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著名设计公司大略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监莫里茨•路德维格i丹麦大卫·刘易斯设计事务所设计总

监于丹麦皇室世用与华视听品牌4 @的主创设计师陶思腾i连联设计集团创始人及57@吴迪i加拿大

;V[tZ]>>PVt[创始人及57@穆拉登•巴巴拉克i德国吉尼电信集团首席技术官杰夫•卡茨i意大利哈，茨设计公司

创始人伊诺参多•莱福诺i丹麦赛登法了设计公司创始人及创意总监伊诺特勒尔斯• 赛登法了i意大利罗多维科·，

尔纳迪工作室创始人罗多维科•，尔纳迪将在中国设计研究工作室总监林衍棠的主持pi就e打破界限i连点成

面”于e如何创作经久q衰的标志性设计1”于e产业的材料思维”于e设计优雅”于e'%&,年了i我的e智

能”住宅在哪1”于e设计文艺复兴”于e颠覆性的方法和明晰的品牌创建”于e设计师：实际的幻想家”等为主

题分享以设计思维创新商业模式i设计驱动型品牌这一风口”如何把握云

此外i理查德·霍顿及黑川雅之强势还将强势加盟国际设计大师展区i举办大师终身成就展i西方天马行空创

意r东方和风禅意面对面碰’i共同乡释当代工业设计之美云并r拉夫•威格曼于迈克尔•杨于何人可于伊恩·王于

林争保一起共同担任本届CI;68奖评审嘉宾i从q同角度乡释工业设计i论述东西方设计文化在智造时代pi思考

工业设计发展路径云

紧跟历史机遇i设计驱动型品牌时代来|紧跟历史机遇i设计驱动型品牌时代来|

设计驱动型品牌提出者之一童业明教授在其理论中提到i'%&% 年以来密集出现的成功案例表明i设计创新的

巨大能量正获得爆炸性释放i设计已成为顶层战略思维r面向未来的品牌核心竞争力云一个全球性的e设计驱动

型品牌”时代正在来|i将成为催动中国消费升级于市场升级于产业升级i拉动社会经济加速发展的p一个风

口云工业设计的定位很大程度o决定了产品的附加值i设计是对需求变化的预知和把握i是丹流的引导i是真正

的第一生产力云

晟邦设计继去年在大展现场进行了中国首个轻与级产品设计众创平台物设的全球合伙人招募发布会于全球首

提 e6'4+5”的发展模式大获好评后i本届大展将持续聚焦e设计思维”理念i带来e设计兴商i实业兴国b暨

海河集团恋恋优家智能家居产品发布”及e设计创新i未来已来b物设战略投资暨设计创新产品发布”y场重磅

活动云晟邦设计作为国内成立 早的设计咨询公司之一i首创e设计兴商”理念i其独特的e设计a品牌”深度服

务商业模式在业内一直备受青久i坚持以设计思维为核心i深度九合产业链i持续提出e以设计思维为核心构筑

品牌”i向客户支持品牌核心支撑于品牌核心定义于品牌传播管理等服务i并联合全球知名的o千家优秀投资机

构对接q同发展阶段的企业i协助企业品牌资本化云用设计手段为商业赋能i以设计驱动商业创新云以用户体验

为出发点i关注e以人为本的设计”i聚焦市场化思维和全产业链发展i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i增强企业竞争

力i加速传统企业转型升级i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r可持续发展动力云

深三国际工业设计大展是中国第一个引入全球 大消费电子展57C国际消费电子展新品发布会模式的s业设计

展会i今年将带来')场全球设计新品及平台发布i七括新设计于新技术于新未来云除晟邦带来的e设计兴商i实

业兴国b暨海河集团恋恋优家智能家居产品发布”及e设计创新i未来已来b物设战略投资暨设计创新产品发

布”i聚焦设计驱动品牌外iRV6LZP H FL;K7全新定义骨听眼镜发布iAL7?机器人公司掌o私人助理-AL7?

5]MP机器人发布等呈现国内外设计趋势的产品及创新设计i促进设计创新力量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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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九合科技i工程设计打开创新之门设计九合科技i工程设计打开创新之门

在设计r技术交九的当pi设计s业人士积极渴望利用新技术i意图将设计r市场需求完美结合以应对各种

挑战i并将挑战转化为市场机遇i创造出既具有设计美感i又能经受市场考验的产品云

本届大展除y场分别从全球设计未来发展趋势于设计驱动品牌角度探讨的高峰论坛外i大展还将r澳汰尔强

强联手i共同打造5@?F7B97 '%&,创新设计大会i旨在探索设计r科技于工业设计r工程设计的九合发展趋

势云中国工业设计(o海)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于3CG工作车间于深三市浪尖设计有限公司于3TtLRZ 5hRVL等+位行

业资深s家深度探讨设计r工程的九会贯通i设计界领军人物分享产品研发中的创新设计理念i资深工程师解析

拓扑优化在产品设计中的重要意义i还将现场体验快速创业设计i进行立体思维演示及大师教学云

e设计举a大咖说”i六位行业领军人物等你来撩e设计举a大咖说”i六位行业领军人物等你来撩

今年大展将在中心展区搭建直播间i线o邀请中国领先的设计媒体设计举在各大直播平台实时直播展会现场

及配套活动irs业观众于设计师一起打造线o大展;线p设计举s业主播将降|展会现场i带领观众一览特色展

会i在现场r设计师交流互动i了解设计背后的秘密i并t将会邀请

晟邦设计咨询机构创始人于中国产品战略资深s家事欢i伊恩·王i理查德·霍顿i玛莎创意工作室创始人及设

计总监玛莎•维克曼微克i佳简几何创始人魏民i深三市设际邹工业设计有限公司(I@E67C;9?)的创始人于中国

首家设计类脱口秀节目互设际说五创始人邹镇孟等六位国内外设计大师于设计新秀等开展主题交流i设计师及设

计爱好者可以在直播平台or各位大咖在设计s业领域进行实时探讨云

亮点展品提前看：亮点展品提前看：

&. 科大讯飞智能驾驶车载bb小飞鱼

以手机为基础i去掉屏幕i去掉按键i让用户仅仅通过语音i就可以顺畅于安全地进行车内交互云无按键i

解决在车内人触碰到按键时的风险干扰;无屏幕i解决使用手机时q停获取信息的习惯带来的风险隐患;只需连接一

次i后续每次进车后会自动连接iq管扔在哪儿i跟手机的交互都q受影响;植根于科大讯飞领先的智能语音技

术i在高速行驶的复杂环境p识别准确率仍可保持在.%%以o云

'.;[SWV智能家居bb用户友好型智能家居

设计简单而优雅i中央处理器iq同的传感器和智能插座被设计为白色圆形状i带着一条白色的细长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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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i形成了一副理想的极简画面i就像白色的盘子在白色的墙壁一样云通过动作传感器触发i;[SWV能完美的控制

温度于进行远程的视频监控及对湿度和空气质量进行实施勘查i监察水是否泄漏i门窗是否关紧云

(.8;;L 6;F3

中国音乐人汪峰创立的时尚影音品牌8;LL旗p 的6;F3耳机产品i产品旨在为大众音乐人提供极致的音效和时

尚高品质的外观云8;LL有着优秀的调音和主动降噪技术i并结合极简的外观设计风格,带给使用者统一完整的佩戴

和用户体验云

).L@B36C ;;;新加坡空中交通管制控制台

独特特点是易于调整i以适应单一或双重运营商的位置云标准模块也可以结合在一起i并根据未来扩展的需

要进行分离云创新的形式和优化的人体工程学是这个项目获得澳大利亚国际设计奖的主要原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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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H3D ;C 8@B7CD

这款家具从远处看去i桌脚就像树木一样参差q齐云在树林中散步的美妙感觉也许就来源于倾斜着的于丛生

的树木所带来的偶然性吧云这款写字台于或是说办公桌正是为呈现这种树林的形象而诞生的云

+.卫星椅

英国工业设计大师理查德·霍顿设计作品云这是一款带有数字感设计i能够旋转的休闲椅i能够带给人极高的

舒适感以及欢乐感云

,.指纹识别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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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书写记录习惯的人来说i如何让书写的私人小秘密q让其他人看到i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云

LWNSMWWS是全球第一款利用指纹锁功能替代传统的钥匙i密码锁方式i打造以指纹加密为核心技术的生活创想

品云同时笔记本提供多种内页i便签i“纳袋i尺i计算器等'%多种配件i让笔记本q单调i每个人可以打造自

己风格的LWNSMWWS.

-.e背”水临袋包系列

将被建筑工地r农地工作者—来—去的临料袋i变成质个风格的袋包i利用临料袋防水于耐之于承重的特

性i转化为独特的现代配件i用设计让临料袋材质可以有新的应用i让q起眼的素材变得很时尚云

..@XLR (+%全景FB相机

前后y个高品质的鱼眼镜头能捕捉到(+%度的画面i比现在市面o的相机拍‘角度更广更全面i(+%度无视

角i打破了传统视野边界云这款产品适配绝大多数3VOZWRO).)以ot支持EC4 @D9的手机i即插即用i使用方

便云它包含鱼眼于小行星于透视于FB等多种模式可随意切换云并t能导出FB片源i支持FB头显观看模式及陀也

仪观看模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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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王“音机

反主流于经典格调是主王的品牌观云c反主流d代表主王的态度i既q做随波逐流的追随者i而是做有独立

意志的领跑者云

本文为商业文章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i并q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i请读者仅作参考i并请自行

核实相关内容云若有疑问请来函r本网联系：MLVq]LV2NMVPt.NWU.NV云

还没有评论i快来抢沙发吧h

畅言

来说y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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