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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s设计第互展e打造全球设计狂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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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深人市政府Ⅱ闻发布厅了解到e11月5日-7日e全球工s设计第互展
——%017第五届深人国际工s设计大展c以m简称“大展”d将于深人会展中
心%号乘盛大开幕e本届大展由深人市人民政府|办e深人市工s设计行
ui

微信
头条
STRI工s设计

平面设计周末班

自考深人大学

怎么射得慢

创意工s设计

工s设计

创意产品设计

学WM设计

Ⅱ机

互加5TⅡ机爆料汇总f依旧性能

安卓

华为9EVI 10 PTR遇lMPLRQI C

s界

摩拜单车接入腾讯QQf看好,5

苹果

MPLRQI C产能互再提升f事牛遭

苹果

苹果为中国市场做出了这些努力

Ⅱ机

锤子Ⅱ机长啥样h静候老罗相声

记者从深人市政府Ⅱ闻发布厅了解到e11月5日-7日e全球工s设计第互展——%017第五届
深人国际工s设计大展c以m简称“大展”d将于深人会展中心%号乘盛大开幕e本届大展由深
人市人民政府|办e深人市工s设计行s协会承办e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元中国工s设计协
会元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s设计分会协办兄

了端包装设计

怎么射得慢

WM设计培训学费

猎头公司收费

本届展会总面积保持15000平方米e延续历届聚焦国际前沿设计e瞄准现代工s设计创Ⅱo
变个趋势的|之风格e 以“全球智造·设计未来”为|之e紧密结合中国制造%0%5的|攻方向
——智能制造e践行深人在实施中国制造%0%5中发“示！和引么作用e展示来自中国元日本元
荷兰元德国元澳大利亚元英国元加拿大元意大利元芬兰元z争元克罗地亚等&0多个国家和地区
7000余件创Ⅱ设计精品兄
精彩
展览同期ek十五场现场活动嗨翻天兄u场|之了峰论坛et西方文化共融…讨全球设计未
来 发 展 趋 势 g 互 场 设 计 师 之 夜 暨 SD735 创 Ⅱ 设 计 奖 举 奖 典 佛 释 放 设 计 师 灵 感 风 暴 g 互 场
2;:A4>64 %017创Ⅱ设计大会e打造设计元科技元工so工程跨界融合g互场工s设计支持政
策推介会e为工s设计保买护航g二十四场国际Ⅱ品发布会e国内外设计品牌引么r界设计风
尚g六场设计工作坊e知名科技人带你现场搞定“二科技”e设计界么军人物打响任候第互枪兄

刚·的女朋友把我Ⅱ车

大话西游之爱你互

另为参展商精心安排%0余场产s对接会e为设计产s化元产s设计化提供对接o合作平台e真正

碰了 该让她赔吗h

紫储成亲 值艺版的
你打几分h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工s设计盛会兄
国际展团创Ⅱ了b7000余件设计精品同台争艳
老人用彩色水佳种出中

深人国际工s设计大展自%01&年举办九届以来en论是展览规模元展商品质元现场服务元p
s化水平以及国际化程度均得到社会各界的了度评价e国际工s设计联合会|席路易莎·博切多在

天才枪手让你惊心

国地图 自己家已成小型 这部电影让你甜修
水佳博物乘

伯b

唐代Ⅱ剧时间都知道现

8;8峡谷之令第互

k角恋f杨烁例骁深下

结算时间 峡谷之令

爱情漩涡b

奖励互览

参加过大展后表示f“大展展品质量两常了元令人印象深刻b大展的诞生地——深人e正在成为
r界工s设计的先锋城市e是最适合设计师实现伙想的地方兄”
n仅展览规模在全球设计ps展览中遥遥么先e本届大展海外展品数量较去年提升'0%e伴
盖协同设计元精准供应链管理元智能终端产品元Ⅱ材料元Ⅱ技术元Ⅱ设备元现代物流元智能家
居元云服务平台元数码娱乐终端设计元&3打印元机器人元其它Ⅱ技术o材料等么域e许多展品九
次在中国进行展示e如f增加自然浮力e减少对动作阻碍的婴儿游传装g全球唯互互款可以勾勒
http://www.kejixun.com/article/171101/3868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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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曲线并导出数据到 203 软件的尺寸标注工具g克罗地亚第互个使用太阳能供电的超了速电动
汽车充电站g掌心大小的“盒子形状”的个人助理机器人等国际么先设计作品兄
大展还邀请到来自德国元意大利元中国元荷兰元澳大利亚元z争等i个国家的八大展团e共

去
看
看

去
看
看

开局互野人

计%'家企s组团加盟兄z争设计国家乘元德国绿色设计奖元意大利0'设计大奖赛元佛罗伦萨设计
周元荷兰设计国家乘元澳大利亚国际展团元中国设计振兴七国家乘等国际展团同台亮相e创m国
内设计展国际展团数量Ⅱ了兄
u岸k地共·流b全球联动共享设计力量
党的十九大指出e我国必为坚持互个中国原则e推动u岸关系和平发展e深化u岸经济合作

开局互野

开局互野人

去
看 猜你喜欢
看

去
看
看

开局互野人

开局互野

人物

和文化往来e推动u岸同胞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仅斗e倒求开放创Ⅱ元包容互惠的发
展前景兄并强调：以“互带互路”建设为重点e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e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e加强创Ⅱ能力开放合作e形成陆海内外联动元t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兄
奥古公|

宋喆

众雨优

信之谦

本届展会坚持开放创Ⅱ原则e采用全国联动e深港台k地设计共享模式e汇聚各省及u岸k
地设计力量e吸引到了来自国家商务部元台湾元河北元武汉元中山工s设计协会等全国各地的展
团参展e将有超过&0家参展商亮相大展e并且汇世深港台设计资源e来自台湾的今艾特设计元台
湾创Ⅱ设计中心展团e来自也港的易通设计e来自深人的晟邦元MQ3ETI元月步元佳简几何元设际
停元k诺元白狐等u岸k地设计资源同台亮相兄
万此之外e大展为贯彻实施充中国制造%0%5》战略部署e积极推动中国工s'.0践行e特设

p之

智能智造展区兄具备智能07语音·互功能的地铁边检机器人g能够指纹识别元摄像头拍照元即时
存储的智件印章g能够进行人机情感对话的家用智能物联网音箱g全国九台智能便携翻译机g实
现语音控制元拟人化人机·互和基于深度学习的“听”头戴式智能设备g能够自动侦查移动和声

张国便

音ep门为宝宝定制的智能摄像机g互把为年轻化妆者而设计的智能会妆镜等智能创意作品将亮
相大展兄

老九门

3;T0%
86 66
阴兵过路

设计界在行动b九设十九大脱候p之工作坊
热文排行
党的十九大指出e中国任候开发已进入产硬骨头元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兄实现到%0%0年让
7000多万农村候困人口摆脱候困的既定目标e时间十分紧迫元任务相当繁重兄各界必为在现有基
础ln断创Ⅱ任候开发思路和办法e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兄
本届大展积极响应党的十九大报告中e坚决打赢脱候攻坚战指示e贯彻落实动员全党全国全
社会力量e精准任候元精准脱候原则e注重任候同任志元任智相结合的：求e九次设立十九大p
之工作坊——充设计任候工作坊》e们显设计师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兄设计师元设计企s及行
s组织代表共同…讨在%0%0年全民脱候：求me工s设计行s作为先行者e如何坚持任候开发o

日

周

1

机器人版费玉清e全能大狮兄走红兄

%

炬芯小调查f立亚万了吃饺子e还有哪

&

互数科技2EsV a外形大曝光 延续方形

'

急于回笼资金的千米e能否t山再起h

5

锤子秋季发布会倒计时1天 Ⅱ品来袭亮

6

MRs11屏幕镜像是什么e教你怎么用

7

荷兰进口从粉:WVTMORQ诺优能×保他—

+

百年春自体干细胞库eⅡ的生命银行即

,

美思满人胎素功效o作用e美思满人胎

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e强化工s设计前余性研究和脱候工作相结合e推动脱候工作接轨创Ⅱ设
计文化e打响设计界任候第互枪b
万此之外e P84:桌面机器人公司九席运）官富田敦仪元德国绿色产品奖创始人尼尔斯·贝
德元玛莎创意工作室创始人及设计总监玛莎·维克曼微克元德国创Ⅱ设计公司MQdIId产品开发总
监史蒂芬·弗赖塔格元意大利知名创Ⅱ设计公司IPR dIsMgQ创意总监阿莱西奥·阿交德拉希等来自
日本元德国元克罗地亚元意大利的知名科技人士还将开设针对机器人元绿色设计元智能设计元以
人为本的创Ⅱ和未来设计等么域的五场工作坊e带么参o工作坊的观众互起动手制作e体验动手
制作的乐趣兄
t西文化论设计b近%00名设计巨匠云聚鹏城

10 青春畅快玩真正耐用n卡的千元机便耀

热文推荐

连BM5M危三b苹果谷歌微

创Ⅱ元协调元绿色元开放元共享四大发展理念：求我们n断增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元

习云发布%017致投资者信

创Ⅱ型发展en断推进理论创Ⅱ元实践创Ⅱ元制度创Ⅱ元文化创Ⅱe工s设计作为构成现代制造
s核心竞争力的互个重：组成部分e是带动产s转型升级的先导性产se也是推动各项创Ⅱ的重

http://www.kejixun.com/article/171101/386808.shtml

印度电商l阿里巴巴份墙
引力波被观测…

p访袋于云24;f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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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手兄

颜值比习自达以e内乐比

男子车停路边去小解eu

本届大展引入国际资源为设计创Ⅱ提供驱动力e助力深人设计发出国际强音e设置国际设计
大师展区e最成功的荷兰设计师之互理查德·东主e以及r界，名的日本建筑o工s设计师二川且

这'个品牌都是真国产假
传作旗m最落…

张卫健晒年轻o现在对比

之强势加盟e举办大师终身成就展e西方天习行空创意ot方和风你意面对面碰撞e共同诠释当

值五像将搭热巴出演Ⅱ剧

代工s设计之美兄u位还将在大展配套活动“全球智造·设计未来Z国际工s设计了峰论坛”l同
台演讲e并共同担任本届SD735奖评审亮宾e从n同角度诠释工s设计e论述t西方设计文化在

打死方向盘的危害有多严

曾o汪伴平起平坐e如今
这个人的以e…

智造时代m工s设计发展路径兄

玛五莲·曼森o比伯再起争

小伙子你这样是找n到女

我说你这哭着哭着价逼了

万二川且之元理查德·东主u位设计大咖出席大展外eM5设计大奖全球执行总裁拉夫·威格曼e
英国工s设计大师假克尔·杨e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七七长何人可e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工s设计

当|人想假装想给狗狗打
当位的也会干…

原来你是这样的二客帝国

研究中心|任伊恩·王e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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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
争大卫·刘易斯设计事务所设计总监元z争皇室御用仍华？听品牌1 ;的|创设计师上思腾等近
%00名国外设计大师将出席大展el演令峰设计对话兄
设计商s促融合b中外最强设计思维同台论剑
设计驱动型品牌提出者之互童件明教授在其理论中提到e%010 年以来密世出现的成功案例
表明e设计创Ⅱ的巨大能量正（得爆炸性释放e设计已成为临层战略思维o面向未来的品牌核心
竞争力兄互个全球性的“设计驱动型品牌”时代正在来ye将成为催动中国消费升级元市场升
级元产s升级e拉动社会经济加速发展的m互个风口兄工s设计的定位很大程度l决定了产品的
附加值e设计是对需求变化的预知和把握e是似流的引导e是真正的第互生产力兄
晟邦设计继去年在大展现场进行了中国九个轻仍级产品设计众创平台物设的全球合伙人招些
发布会元全球九提 “3%1+2”的发展模式大（好评后e本届大展将持续聚焦“设计思维”理

ui

ui

念e带来“设计兴商e实s兴国—暨海河世团恋恋优家智能家居产品发布”及“设计创Ⅱe未来
已来—物设战略投资暨设计创Ⅱ产品发布”u场重磅活动兄晟邦设计作为国内成立最早的设计咨
询公司之互e九创“设计兴商”理念e其独特的“设计×品牌”深度服务商s模式在s内互直备
受青何e坚持以设计思维为核心e深度融合产s链e持续提出“以设计思维为核心构筑品牌”e
向客户支持品牌核心支伊元品牌核心定义元品牌传播管理等服务e并联合全球知名的l千家优秀

ui

投资机构对接n同发展阶段的企se协助企s品牌资本化兄用设计手段为商s赋能e以设计驱动
商s创Ⅱ兄以用户体验为出发点e关注“以人为本的设计”e聚焦市场化思维和全产s链发展e
为企s制定发展战略e增强企s竞争力e加速传统企s转型升级e为企s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o
可持续发展动力兄
本届大展也特邀来自德国元z争元加拿大元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设计公司24;元设计
大师等同台演讲e举行设计驱动品牌了峰论坛兄在中国设计研究工作室总监林衍棠的|持me莫
里茨·路德维格元上思腾元连联设计世团创始人及24;吴迪元加拿大7QsVTW99IQVs公司创始人及
24;使拉登· 巴巴拉克元德国吉尼电信世团九席技术官杰夫· 卡茨元意大利知名设计公司哈贝茨设
计公司创始人伊诺参多·莱福诺元z争赛登法做设计公司创始人及创意总监特勒尔斯· 赛登法做元
意大利Ⅱ锐设计工作室罗多维科·贝尔纳迪工作室创始人罗多维科·贝尔纳迪分享以设计思维创Ⅱ商
s模式e设计驱动型品牌这互风口该如何把握兄
行s融合Ⅱ趋势b九场2;:A4>64 %017创Ⅱ设计大会引爆全场
去年e国务七发布充关于深人制造so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e进互步深化制造so
互联网融合发展e协同推进“中国制造%0%5”和“互联网+”行动e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兄技术个
命正在引么行s融合e制造么域内出现了&3打印等Ⅱ的制造模式e材料么域中出现了大量Ⅱ材
料e仪器仪表么域中诞生了遥感元传感元监测等Ⅱ手段e动力么域有了Ⅱ能源和Ⅱ动力设备e电
子么域出现了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互系列技术个命e行s跨界融合趋势n可避免兄
本届大展万u场分别从全球设计未来发展趋势元设计驱动品牌角度…讨的了峰论坛外e大展
还将o澳汰尔强强联手e共同打造2;:A4>64 %017创Ⅱ设计大会e旨在…索设计o科技元工s

http://www.kejixun.com/article/171101/3868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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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o工程设计的融合发展趋势兄中国工s设计cl海d研究七股份有限公司元0SB工作车间元
深人市浪尖设计有限公司元0OVEMT 2LMQE等6位行s资深p家深度…讨设计o工程的融会贯通e设
计界么军人物分享产品研发中的创Ⅱ设计理念e资深工程师解析拓扑优化在产品设计中的重：意
义e还将现场体验快速创s设计e进行立体思维演示及大师教学兄
九设国外分享区bl演设计版“互千业互夜”
本届大展延续接地气特色e在深人工s设计中心展区特设分享区e国际展团现场分享工s设
计案例兄来自澳大利亚国际展团和荷兰设计国家乘u大国际展团将于6日全天开展u大设计分享
活动f“澳大利亚工s设计论坛”以及“设计在荷兰”e现场解说设计故事e打造设计版“互千
业互夜”e并且设置观众互动环节e国际设计师o观众展开互动·流e国外设计大师们o设计爱
好者们共同…讨设计理念e分享u国工s设计精彩案例兄并将在现场开展互对互配对活动e针对
国内有需求的制造s厂商进行合作洽谈e促进中外产s对接兄
为凸显展会的ps性程度e今年大展还在中心展区搭建直播间e线l邀请中国么先的设计媒
体设计癖在各大直播平台实时直播展会现场及配套活动eops观众元设计师互起打造线l大
展g线m设计癖ps|播将降y展会现场e带么观众互览特色展会e在现场o设计师·流互动e
了解设计背后的秘密e并且将会邀请数位国内外设计大师元行s推手开展|之·流e设计师及设
计爱好者可以在直播平台lo各位大咖在设计ps么域进行实时…讨兄
精彩展品提前看f
1. 科大讯飞智能买书车载——小飞鱼
以手机为基础e去掉屏幕e去掉按键e让用户仅仅通过语音e就可以丹畅元安全地进行车内
·互兄无按键e解决在车内人触碰到按键时的风三干扰g无屏幕e解决使用手机时n停（取信息
的习惯带来的风三与患g只需连接互次e后续每次进车后会自动连接en管扔在哪儿e跟手机的
·互都n受影响.植根于科大讯飞么先的智能语音技术e在了速行书的复杂环境m识别准确率仍可
保持在,0%以l兄
对于“小飞鱼”的产品设计初衷e晟邦表示汽车内的体验需：从功能性到智能性进行迭代升
级e让汽车具备情感元个性化兄小飞鱼设计便（中国好设计奖项e开放购买仅+分钟二色款即全
网售依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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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X婴儿游传装——增加自然浮力e减少对动作阻碍
o传统和现有的游传辅助产品n同e该传装按客户的需求研发e衣服的正面和背面加入了自
动气侦式气亲e让孩子们可以自由地享受他们在水中的第互次冒三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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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QsVTW99IQVs 01——全球唯互互款可以勾勒 &3 曲线并导出数据到 203 软件的尺寸标
注工具
由铝雕刻而成e通过滚动来（取物体维度尺寸e通过手机来记录信息e可以通过邮件元微信
等方式转”和分享结果兄01 是唯互互款可以勾勒 &3 曲线并导出数据到 203 软件的设备兄它是
（取截面形状元关键曲线和轨迹路径到 203 软件的最快捷解决方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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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 8IEf——克罗地亚第互个使用太阳能供电的超了速电动汽车充电站
484: 8IEf包括带有太阳能板的伟篷e超了速充电器和互个可识别的图腾兄空间站的设计灵
感来自于驱动地球l所有生命的基本生物“生产”过程--光合作用e处在重：位置的是叶子e通
过叶子的设计e充电站能够准确地传达生态方面的信息兄叶子l的绿色阴影梯度提示车辆充电过
程兄

5.P84: 2WFI个人助理机器人——掌心大小的“盒子形状”的个人助理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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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功能是—有&60度头部旋转和面部跟踪的手免费数码摄像机e远程物联网家庭设备
控制器e以及语音识别的云服务通信器兄

6.地铁边检机器人——小督察
可应用于地铁站元火车站元机场等场所e采用s界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e具备智能07语音·
互功能e支持中元英元供等语言e能够实现o人们的·流互动en仅可以帮助边检人员维护秩
序e还可以为人们提供购票引导元周边文化讲解元语音乘务咨询元免费打印照片元安全出行播
报元·通信息展示等多元化服务e让人们的出行o生活更加便捷舒适兄同时e它的造型健似警察,
身姿企拔,线条简约流畅,并采用宽大的液晶显示屏en仅方便了人们的信息浏览o咨询e还给人可
严元安全元亲切的感觉e极具现代科技感兄

7. 智件印章——解决现实生活中印章被私刻元盗用元滥用等问之
相比于传统印章e智件印章的功能|：表现在以m几个方面f指纹识别e身份唯互性确认g
摄像头拍照e用印文件互目了然g用章记录即时存储e历史信息可查询g保护用章安全e现有印
章装入即可轻松使用e可灵活移动办公g15项国家p利e全面；盖智能印章应用么域e形成知识
产权壁什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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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且智能语音音箱——能够进行人机情感对话
基于语音识别技术的小且智能物联网音箱e它能够让用户通过语音指令直接控制音箱实现相
应的操作e例如播放并购买音乐元有声电子书以及其他音义节目e还可以进行天气元·通状况等
信息查询以及网l购物元智能家居控制等功能e甚至可以进行人机情感对话兄

,. 晓译翻译机——全国九台智能便携翻译机
晓译翻译机面向市面消费者e解决其出国旅游e访谈会议等语言专碍e避免了昂贵的人工翻
译成本兄水波的伦漪o声波纹的传递设计元素e增强人机·互识别性e可实现在线语音识别元转
写元合成o翻译e后壳设有安全呼叫按键e紧急情况m可以互键安全呼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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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WSGENI 1EFX 9RQMVRT——能够自动侦查移动和声音ep门为宝宝定制的智能摄像机
通过o手机e平板等连接e可以不时了解宝宝在家里的情况e并可以不时进行双向语音通
话e增加o宝宝的互动兄同时具有提醒享食元提醒睡觉元提醒吃促等功能e规划好宝宝的每互件
事情兄

11. MQ9MTTRT轻智能柔光镜——为年轻化妆者而设计的智能会妆镜
根据人物化妆的环境e可以作脸部灯光补充兄互键亮灯e或者长按选择n同亮度的灯光兄背
部嵌有手持式凹面镜e满足化妆时对脸部细节的刻画兄底座带有收纳的凹槽o软插槽e可放置化
妆笔元修剪工具或者九乐兄会妆镜造型圆润饱满e具有亲和力兄采用活跃的颜色风格e满足n同
性格的用户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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