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区

北京上品极致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北

拨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龙旗广场E座915
子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20号楼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顺白路何各庄1号地国际艺术区D区

工

业

朝阳区

市
北京
5
0
016.

电话：010-59478646
邮箱：beijing@newplan.com.cn

电话：010-61562854 / 010-61569535
邮箱：service@runfutang.com

二

2

23号楼3-5层2单元306

区

通州区

园
东
路

海淀区

网址：www.newplan.com.cn

网址：www.runfutang.com

电话：010-82967855 / 010-82967857 / 134 3698 7872
邮箱：info@designt.cn
黄土村路

嘉兰图设计有限公司

润富堂联合创意设计机构

网址：www.designt.cn

北京早晨品牌策划事务所
网址：www.m1998.com

东城/西城

50 米

中东路

成图尺寸：
840mm*570mm

电话：010-51283099
邮箱：morningdesign@163.com
立水桥西路

石景山/丰台

北京尚品格调科技有限公司

创意工场设计顾问

地址：中国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静林苑506号102208

网址：www.ideaworksdesign.cn

北京灵动空间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乐品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网址：www.ldkj-design.com

网址：www.lopingbrand.com

电话：13683691606
邮箱：lingdongds@126.com

电话：400-890-9928 / 133 1115 5151
邮箱：lopingmail@163.com

地址：北京昌平区东小口镇中滩村8号院A-1705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一号地国际艺术区D区

路
百子湾
电话：400-6969-119 / 186
6621
6266
邮箱：ideaworks@126.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后现代城4号楼A座605室

顺白路

网址：www.bjido.cn
电话：010-80739843 / 13581509690
邮箱：spingdesign@163.com

北京朗顿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艺可意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东路 尚品格工业园

易造工业设计（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010-51653028 / 135 8181 5533
地址：中国北京朝阳区后现代城五号楼A座5层

电话：010-62970562 / 136 9155 8263
邮箱：ecoedesign@163.com

海淀大街

网址：www.exmade.com
电话：010-62698762/72/82
邮箱：id@exmade.com

感感佳工业设计

网址：www.randodesign.com

网址：www.ecoedesign.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七街国际创业园东区2号楼3C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西区彩和坊路8号天创科技大厦东1303A

网址：www.bjggj.com

北京形意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电话：010-82055505 / 010-82052756
邮箱：ganganjia@126.com

北京东秩创新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网址：www.x-yd.com

网址：www.dzdesign.com.cn

电话：010-65836235 / 010-65836236
邮箱：newidea100@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紫竹桥豪柏大厦C1座三层
彩和坊路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东路1号懋隆文化创意园20库

北京格物乐道科技有限公司（格物者）

四环

电话：010-57170826 / 010-87217103
邮箱：dongzhi@dzdesign.com.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后现代城

北京奇思创想广告

网址：www.gewuer.com / design.gewuer.com

网址：www.sis-idea.com

电话：010-59747615 / 158 1098 1907
邮箱：leo@gewuer.com

电话：010-65045068-108/208
邮箱：sisidea@126.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西大街36号昊海楼B1 格物者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7号华腾北搪商务大厦1702室

北京格物创道科技发明有限公司

天瑞北京设计创新中心

网址：www.creiway.com

网址：www.oaodesign.com

高

电话：010-82613498 / 010-82675190 / 132 4187 9966
邮箱：Creiway_id@126.com

绘 制

屯
路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路50号北大资源东楼1311/1333西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小营后屯南路26号

安

武圣北路

电话：010-82139446 / 158 1108 5751
邮箱：xuqi08@163.com

www. ge wue r.com

专家国际公馆370/371/357

扫描二维码/ 登陆官网

南磨房路

网址：www.zyoudesign.com
清华东路
电话：010-56015845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后屯南路26号专家国际公馆205室

网址：www.mzddesign.com

首都体育馆南路

后屯路

北京佐佑品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金三维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网址：www.gold-3d.com
电话：010-51733882 / 010-62479602
邮箱：gold-3d@gold-3d.com

注：如有问题或加入地图
请联系：0 1 0 -5 9 7 4 7 6 1 5

查看、下载电子版地图

木子道设计

海淀路

电话：010-52535422 / 135 5294 1969
邮箱：mzddesign@163.com

朝

阳

北

路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11号首开东都汇B座

北京理想创意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16号艺海大厦1301

网址：www.bjideal.com
电话：010-68462613 / 010-68471257
邮箱：hr@bjideal.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27号增光佳苑2座1-2101、2102

北京风暴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北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115号丰裕写字楼C座610室

大略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智 能 硬 件 产 品

街

电话：010-62666932 / 13811094093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辉煌国际5号楼903号

邮箱：scdesign@yahoo.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水桥旭辉奥都4号楼1201室
芳

北京厚将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网址：www.sc-design.cn
电话：130 0213 3583
锦

电话：010-88123405
邮箱：fengbao_rc@126.com

北京时创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网址：www.dalue.cn
电话：400-996-1995
邮箱：95@dalue.cn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内西顺城街46号

格物者创办于2012年，是一家专业的工业设计服务商，提供产品设计的整体解决方案。我们致力
于为客户提升产品力、创新力和品牌力。目前已成功设计上百款产品。主要客户包括美的电器、柏

北京千重浪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网址：www.ynkdesign.com
电话：010-59741778 / 153 2153 8997

上地

KCAN瑞观工业设计

翔电子、中央电视台、中国人民大学、华谊兄弟、华创集团、新华出版社、安踏体育等知名企业。同时

众智设计

我们发掘设计源创意，传播最新设计资讯。

网址：www.insture.cn
电话：010-62326696 / 400-965-9800

邮箱：hr@ynkdesign.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辉煌国际2号楼1803室

设计网站：design.gewuer.com

邮箱：zzyt@insture.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静淑苑路2号创业广场405室

十街

网址：www.nwaydesign.com
电话：010-64338289

网址：www.lkkdesign.com
电话：400-670-7786 / 010-64333189

邮箱：yipinyoutu@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财智国际大厦C1112、C1203

中关村东路

网址：www.in-top.cn
电话：010-57159941 / 157 1287 0787

路

盈佳图设计
邮箱：intop_designconsultant@hotmail.com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31号生产力大楼B座1110室

四
环

北京艺有道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双桥路

北京3D引擎工业产品设计公司

网址：www.kiomodesign.com
电话：010-82509075 / 010-82509619

邮箱：leo.qiu@ideadao.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六号院8号楼

北三环东路辅路

邮箱：beijing@kiomodesign.com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大街甲59号文化大厦1704室

邮箱：ccj@bjidesign.com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31号生产力大楼B座917室

马

甸

东

北京千策良品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路

中关
村大

邮箱：marketing@rcbdesign.net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3号领地Office大厦B座503

网址：diming-design.wubaiyi.com
邮箱：huahai@mycompany.com

街

北三环中路辅路

北京佳兰奇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邮箱：marketing@dongdao.net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3号易亨·东道产业园B座

街
邮箱：info@fromd.net
地址：北京市延静西里2号华商大厦配楼一层

网址：www.ewidesign.com
电话：010-82053816 / 159 1062 6656
邮箱：ewidesign@163.com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外大街28号DRC_220-222#

网址：www.shejidesign.com
电话：400-651-8911 / 010-51285567

湾路

797路

邮箱：design@aestech.net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798艺术区798西街D02-1

北京始创国际企划有限公司（AICI）
网址：www.aici.cn
电话：010-84720531 / 010-84720532 / 010-84720533
邮箱：aici008@163.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甲2号佳境天城国际商务大厦B座2606

网址：www.perdesigncn.com
电话：400-816-6168 / 010-51285985 / 189 1049 4984
邮箱：info@perdesigncn.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798艺术区七星中街品物

北京顾鹏设计公司

梅高创新咨询公司
网址：www.meikao.com
电话：010-85171590
邮箱：meikao@meikao.com
地址：北京市建外大街2号银泰B座A1901

北京心觉工业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www.bjimagine.com
电话：010-82051500
邮箱：bjimagine@126.com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28号
北京工业设计产业基地DRC_228\230\232室

北京共振设计有限公司
网址：www.resonance.cn
电话：010- 80848920 / 010-81527520
邮箱：resonancedesign@163.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远洋天地76号楼3209室

北京创易智趣科技有限公司

景恒街

网址：www.cyzqdesign.com
电话：185 1343 1983 / 010-57010347
邮箱：cyzqdesign@126.com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北京ONE小区3号楼2单元2006室
华西街

华泽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网址：www.faztimes.com
电话：010-52473182 / 152 1048 5945
邮箱：faztimes@faztimes.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SOHO现代城6号楼5层

北京灏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灵智飞扬广告有限公司
网址：www.lingzhifeiyang.com
电话：400 808 0959
邮箱：13811013962@qq.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北京像素南区一号楼14层

北京谋圣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网址：www.msdesign.cn
电话：010-52882758 / 010-52897065
邮箱：ms@msdesign.cn / songjp@msdesign.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SOHO现代城.6号楼501

靳刘高设计 KL&K DESIGN
网址：www.klandk.com
电话：010-63176800 / 010-63175800
邮箱：jojo@klangk.com
东直门
外大街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南新华街琉璃厂大安澜营胡同22号四合院

网址：www.gupeng.com
电话：010-51288067 / 138 0120 7511
邮箱：design@gupeng.com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CBD光华路2号阳光100A座37层

新

北京艾德沃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网址：www.cnidw.com
电话：010-62377165 / 138 1130 0365
邮箱：IDW2008@126.com
地址：北京通州区宋庄小堡国防艺术区C214-3层

左内
大街

网址：www.sge.cc
电话：010-51945590 / 010-51945593
邮箱：66706677@vip.sina.com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杨庄路110号华信大厦2层

地

西大望路

北京首时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家

网址：www.aestech.net
电话：010-57626152 / 010-57626153

八里庄路

鲁谷大街

政达路

400-812-1121

品物商业创新设计机构

建外大街

网址：www.aeidea.com
电话：010-57206002 / 010-57206005
邮箱：id@aeidea.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3号领地大厦A座6层

网址：www.oreadesign.com
电话：010-82810032
邮箱：market_bj@oreadesign.com
地址：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28号
DRC创意产业基地102号楼116-118室

大安澜营胡同

网址：www.cbd-group.com
电话：010-59756760
邮箱：info@cbd-group.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0号恒通商务园B-36栋E座3楼

电话：010-82054521-800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外大街28号DRC创意产业基地210

北京华新意创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网址：www.ideas-design.com.cn
电话：010-82825839 / 010-82056858
邮箱：design@ideas-design.com.cn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28号主楼115

400-184-0018

吾言吾道品牌顾问有限公司
百子

北京火花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网址：www.zcodesign.com
电话：010-82708680 / 182 1118 2602
邮箱：liz_zco@163.com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28号DRC主楼139#

网址：www.northsky.cn
电话：010-88696675 / 010-88696676
邮箱：design@northsky.cn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万达广场E座605

花

东三环中路辅路

北京智加问道科技有限公司

12306

网址：www.fromd.net
电话：010-65924187

北苑路

北京东西创新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小营西路

北方天空设计公司

杨庄路

奥意伦可达(北京)创新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新外大街

网址：bjdsn010.diytrade.com
电话：010-62255109
邮箱：bjdsn010@tom.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5号

010-95105105

网址：www.dongdao.net
电话：400-890-8989 / 010-50960277

邮箱：vidor@shejidesign.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苹果社区北区3号楼B座5层

街

北京谛赛恩工业设计公司

95543

400-874-0087

北京致翔创新产品造型设计有限公司

万红路

南大

路

西直门北大街

网址：www.sparkdesign.net.cn
电话：010-82054547 / 010-82054548 / 139 1110 6184
邮箱：Lucywang007a@163.com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外大街28号DRC创意产业基地210

95311

400-820-9999

CBD Group国际设计公司

网址：www.thinkpower.cc
电话：010-53058418 / 138 1128 2361
邮箱：bj@thinkpower.cc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桥东北角雅美科技园A座2040室

斯巴科（北京）工业设计公司

400-820-8088

400-820-3333

朝阳路

清河

前屯

思乘设计

95554

北京东成新维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城华园1号院1317室

电话：010-82754226 / 158 0143 3940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永泰园14号楼403

95353

東道设计

网址：www.rcbdesign.net
电话：010-52861046 / 138 1033 5265

北京迪明新创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95338

11183

电话：010-56032189 / 186 1077 3856

和平里西街

邮箱：beijing3dyinqing@163.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双桥路金隅可乐大厦底商B107

柯瑞莫北京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网址：www.idcdesign.cn
电话：010-82002634 / 010-82004051

邮箱：info-bj@lkkdesign.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6号院LKK设计大厦101

北
四
环
东
路
辅
路
网址：www.ideadao.com

网址：www.3dyinqing.com
电话：010-81111100 / 188 1115 5188

IDC design

基础服务信息

苑

网址：www.yipinyoutu.com
电话：134 0104 9485

北京洛可可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邮箱：Nway_hr@126.com
地址：中国北京市北四环东路6号院F座

北

北京一品优图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资讯网站：www.gewuer.com

北京主语上道产品品牌设计

网址：www.kcandesign.com
电话：010-59713725 / 138 1022 5460
邮箱：lijin@kcandesign.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辉煌国际2号楼1710

工 业 设 计 专 家

然则品牌策略整合设计
北京赛佳图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东直门桥

网址：www.bjsjt.com
电话：010-51669590 / 189 1009 8805
邮箱：saget@vip.163.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左安门内大街76号龙潭湖体育馆2层左侧
柏树胡同

横一条

网址：www.mxzgy.com
电话：010-87718012 / 183 0154 3090
邮箱：mxzbj@mxzgy.com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宋家庄3G木兰2号楼414室

韩家英设计有限公司
网址：www.hanjiaying.com
电话：010-84476136
邮箱：beijing@hanjiaying.com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大街48号东方银座B座15G

通惠河北路

网址：www.ranze.com
电话：010-82290110 / 010-82291350
邮箱：2355492130@qq.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SOHO现代城2号楼1507

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
网址：www.btic.com.cn
电话：010-67383444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漷县南三街2号

漷

兴

北京正邦文化艺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西林逐艺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网址：www.zhengbang.com.cn
电话：400-009-9778
邮箱：zhengbang@zhengbang.com.cn
地址：北京市王府井大街74号 正邦楼（教堂附属楼）

网址：www.sealingad.com
电话：400-660-3703 / 010-87729325
邮箱：sealingad@126.com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八里桥南街68号院西雅图港27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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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梦想者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