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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20万设计师粉丝

5.市场需求大，有望成为百亿级企业4.原创设计驱动家装产业

4.原创产品孵化、线上商城线下实体店销售转
换

1.设计师认知度高（设计类门户网）

投资亮点

3.创始人为设计师对行业比较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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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设计联盟网简介：

《中国设计联盟网》是在2016年收购原中国设计联盟、整合国内

行业优秀的设计资源基础上成立的，是目前国内比较具有号召力

和品牌凝聚力的设计类专业平台，联盟总部设于中国上海，本平

台发挥自我品牌优势和非凡的行业号召力，着以融合发展的经营

诉旨，以超强的品牌黏性吸引并融合了国内外专业设计师约20万
余人次，截止目前优秀的在册专业设计机构47家，仅上海市在册

合作的优秀设计师约近53000余名。

北京、深圳、杭州等国内主要市场均设有联盟分站，由联盟网主

办的年度“设计专业论坛”、“专家讲堂”和各类学术交流活动等，为

国内外设计师、设计机构等提供了广泛的交流契机，前沿闪光的

设计理念与长效机制下的学术交流不断的拓展着设计师们的学术

视野。   
《中国设计联盟网》是目前百度排名前沿、行业呼声强、品牌美

誉度佳、在国内外具影响力的行业专业性平台。

中国设计联盟官方网站：www.zgsjlm.cn



全国20万设计师会员
上海分站目前以有：59570人
杭州分站目前以有：6100人
北京分站目前以有：15700人
深圳分站目前以有：25640人
西藏和青海0人

会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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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
像腾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设计
联盟网

设加有品设计头条

上海像腾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像腾设计有限公司
新加坡堡莱德建筑设计

上海像腾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DESIGN+

媒体
中心

设计
中心

产品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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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成立上海设计联盟
2014年成立上海设计联盟，最
初三个设计师想建立一个图库
共享的网站。

核心团队确定
2015年核心团队扩展到14人，
除了设计师之外，引入了管理
团队。

会员发展到500人
2016年线下会员发展到500人，
并开始同期举办小型的设计师
活动。

收购原中国设计联盟网
2017年收购原中国设计联盟网。
把传统的网站向手媒、和新媒
体转变。

发展线下设计中心
2018年会员发展到20万会员，
（原中国设计联盟网15万会员）
并同时发展线下设计联合办公。

2014

2015 2017

20182016



线上媒体活动

线下活动（2017上线）

找资料

设计资料线下活动 奖项培训

    广告 费

媒体公司

媒体（设计头条）拥有全
国5万设计师受众会员

图库（设计资料库）拥有
300个目录上万篇设计、
艺术等设计资料。



线下深
化中心

审图管理

线下设计共享办公 找设计师

项目管理

  现金池

设计师云平台 

让建筑项目各个专业的设计师和工程师都不必再挂

靠在哪个设计院或机构的门下，可以成为独立设计

师，在云平台上设立自己的工作室。这将极大地解

放生产力，一个建筑项目，设计师们可以不拘于时

空的限制完成协作。一个四川的项目，它的设计师

可能在纽约，而它的预算师，可能在北京，他们不

必见面，却依托平台的BIM技术，高效地完成整个

项目的生产链条。

高端设计
外包业务

线下设计中心（2018上线）



线上产品中心

线上商城（2017年以上线）

找产品

产品销售 线下实体店
设计品牌
孵化

   设计师买手

产品销售公司

设计原创产品(设计师买手)设计师原

创产品等

设加网(在线商城)包括家具饰品、建

材厨卫、集成服务等200多家可以线

上采购线下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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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产品中心 大设计IP全国推广   在线接单

China Design Alliance Director

Chairman of Singapore Fortress 
Architects, Dp Architects

冯吉刚
China Design Alliance Director

PORTFOLIO DESIGN 
PARTNERSHIP Manager/Design 

Director

Robert.Su
高级室内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室内

设计学会会员、
黑泡泡建筑装饰设计工程公司总设计

师

孙天文



线下实体店加线上

家具产品展厅中心设计联合办公中心

以好设计+好产品    驱动进行  全国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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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DESIGN
ALLIANCE
中国设计联盟

组织架构图



CHINA DESIGN ALLIANCE

We welcome your play world network of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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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DESIGN ALLIANCE

上海像腾
投资管理

公司

我们是由上海像腾科技网络

公司，投资运营的一家网站。

内部构架

  30%LP（期权池）                                                      

一次100W                                                        二次300W                                               三次500W

对外(只投资不参与管理)

 10%LP                                                       10%LP                                                        10%LP                                                     

估值1000W 估值3000W 估值5000W

A轮
      

B轮
      

C轮
      

C轮后大家按比例一起稀



CHINA DESIGN ALLIANCE

上市

内部构架

  30%LP（按比稀释）                                                      

一次1000W                                                    二次5000W                                               三次1个亿

对外(只投资不参与管理)

 10%LP                                                       10%LP                                                        10%LP                                                     

估值1个亿 估值10个亿 估值100个亿

D轮
      

E轮
      

C轮后大家按比例一起稀

F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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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及域名证书

中设计联
盟网

上海像腾文化传播上海像腾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像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中---



营业执照及域名证书

中设计联
盟网

设加商标证书 国际域名证书 中国域名证书



营业执照及域名证书

中设计联
盟网

设计头条  国际域名证书



YOUR TITLE HERE
We welcome your play world 

network of sites put 

YOUR TITLE HERE
We welcome your play world 

network of sites put 

YOUR TITLE HERE
We welcome your play world 

network of sites put 

YOUR TITLE HERE
We welcome your play world 

network of sites put 

PC客户端 手机客户端 安卓端 IOS端



Hello Kitty诞生于1974年，当时三丽鸥公
司预定推出一款小钱包，上面的图案希
望能设计出一个崭新的人物。

Hello Kitty
科天集团是一家从事水性高分子技术研
究和应用的高科技企业。

水性科天

U+家具是一个独立品牌，于2008年在山
东济南创办。沈宝宏是U+家具的董事长
兼设计总监。

U+家具

主要合作单位



We welcome your play world network of 
sites 

设计改变    生活    世界    未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