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为转型⽽设计-Ⅱ”系列国际会议 

2017 DESIGN FOR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II 

设计框架: 可持续的设计创新⼒ 
DESIGN FRAMWORK:  SUSTAINABLE CREATIVITY OF DESIGN  

2017.10.27 - 29 
中国·⽆锡 | Wuxi, China 

 

邀请函 
Invitation Letter 

尊敬的____________________:	

诚邀您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29 日期间，参加由江南大学、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江南

大学设计学院、中国轻工业工业设计重点实验室联合承办的“2017为转型而设计-�	”系列国际会议：设计

框架:	可持续的设计创新力。	

关于会议 About	the	Conference： 	

无论是设计与新技术的挑战性复合，还是复杂社会挑战与创新机会、价值创造的新联结，设计驱动的创新

力已然成为重新定义下一个变革的关键。但如何使之形成持续的变革并带来真正的影响，却是有待进一步

思考的问题。这需要跳出原有旧的逻辑，自我革命，建构新的框架或组织，才有可能以新商业、新社会或

新设计教育来真正适应各自领域广泛的转型挑战。	

关注设计框架，既意味着从新兴的设计组织或平台的重构中获得启示，同时也是期望共同探求持续创新的

最佳路径或者新的设计理论模型。通过业界与学界在这些新领域的分享，与彼此间进一步的融合、协动与

赋能，无疑将为参与这个时代大变革的教育工作者带来新的启示与推动。	

为此，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将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29 日举办“为转型而设计-II”国际学术会议，内容包括国

际设计产业与教育趋势论坛、未来生活创新、体验设计、健康设计、社会创新、交互设计技术等主题论

坛，并将同期举办创新创业分享大会及系列工作坊。	

欢迎您的参与并与我们一起分享可持的续设计创新力！	

No matter the challenging composite of design and new technology, or the new compound of the complex social 
challenges,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and value creation, the power of design-driven innovation has been the key to 
define the next revolution. However, it requires further consideration in the pathways to make it sustainable and 
bringing in fundamental impact, which means the breakthrough of existing logic, self-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frameworks or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keep pace with the diffused transition and challenges in diversified 
fields with new business, new society and new design education. 

The focus on the design framework, not only means getting enlightment from the emerging design organizations or 



	
reconstruction of platforms, but also expects to explore an optimum path or new theoretic model to sustainable 
innovation. This conference provides a platform of sharing the new fields from the academics and industry, to 
advocate the integration, collaboration and empowerment, an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t would bring to the educators 
in this transforming age inspirations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To this end, School of Design at Jiangnan University will be hosting "Design for Transition-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rom Oct.27th to Oct.29th, 2017, and the contents of the conference will cove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desig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future life innovation, user experience and healthcare design, social 
innovation, interaction design technology, new rural area experiment, along with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orum, and a series of workshops.  

Welcome to join us and share SUSTAINABLE CREATIVITY OF DESIGN ! 

大会议程 Conference Schedule：  
 

时间  Oct. 27th Oct. 28th Oct. 29th 

08:30-09:00 
主论坛  主论坛  国际工作坊  
开幕式 主旨演讲 

工作坊一： 
社会创新与可持续设计 
（Ezio Manzini）; 
工作坊二: 健康设计 
（Richard Goosens）; 
工作坊三: 设计战略 
（ Vijay Kumar）; 
工作坊四：体验设计 
（Ming Cheung）    
工作坊五：创意设计教育 
（Lam Yanyan ） 
工作坊六：设计研究方法 
 （Peter Gall Krogh） 

 
 
 
 

09:00-09:30 主旨演讲 主旨演讲 
09:30-10:00 主旨演讲 主旨演讲 
10:00-10:15 茶歇 
10:45-11:15 主旨演讲 主旨演讲 
11:15-11:45 主旨演讲 主旨演讲 
11:45-13:30 午休 

 分会场 1 
体验设计 

分会场 2 
健康设计 

分会场 3 
未来生活

方式 

分会场 4 
交互设计

技术 

分会场 5 
DESIS 

分会场 6 
创新创业

分享 
13:30-14:00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14:00-14:30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14:30-15:00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15:00-15:30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15:30-16:00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16:00-16:15 圆桌讨论 
16:15-16:30 茶歇 
16:30-17:00 主旨演讲 主旨演讲 

	
拟邀请嘉宾（持续更新中） 	Invited	Speakers	(updating)： 	

1.  Ezio Manzini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荣誉教授、可持续设计创始人、博导 

2.  Vijay Kumar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教授、《101 DESIGN METHODS》作者 

3.  Cees de Bont 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4.  Alessandro Deserti 米兰理工大学教授、博导，产品设计专业及前沿设计实验室负责人 

5.  Richard Goosens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教授、博导 

6.  Ming Cheung            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媒体与体验设计实验室总监、教授、博导 



	
7.  Peter Gall Krogh  丹麦奥胡斯大学特别责任教授、博导，工程设计系设计研究组负责人 

8.  Mirja Kalviainen  芬兰拉赫蒂应用科技大学副教授 

9.  Lam Yanyan 林茵茵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访问教授 

10.  Armagan Albayrak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助理教授 

11.  Li Xianghao 李相昊 美的集团中央研究院上海用户研究中心用户体验专家（韩国） 

12.  Wu Chih-Fu 吴志富 台湾大同大学副校长、教授 

13.  Ying Fangtian 应放天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会长、秘书长、浙江大学教授、博导 

14.  Xu Ping 许平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设计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15.  He Renke 何人可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16.  Lou Yongqi 娄永琪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教授、博导、青年长江学者 

17.  Cai Jun 蔡军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 

18.  Wang Guosheng 王国胜 国际服务设计联盟（中国）主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19.  Duan Shengfeng 段胜峰 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20.  Zhong Chengdong 钟承东  UXPA 副主席、金蝶蝶金首席用户体验官 

21.  Tan Hao 谭浩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22.  Gu Zhenyu 顾振宇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导、交互设计实验室主任 

23.  Han Ting 韩挺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24.  Hu Fei 胡飞 广东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青年长江学者 

25.  Zhang Ming 张明 南京艺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 

26.  Wang Qingbin 王庆斌 河南工业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27.  Sun Lingyun 孙凌云 浙江大学国际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28.  Zhao Chao 赵超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主任、副教授 

29.  He Songfei 何颂飞 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 

30.  Mi Haipeng 米海鹏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博士 

31.  Zheng Bing 郑兵 解放军总医院远程医疗部主任 

32.  Hu Yilin 胡依林 牛电科技副总裁、联合创始人 

33.  Jiang Yi 蒋毅 Benoy 英国贝诺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高级副总监 

34.  Pan Jing 潘晶 杭州真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35.  GuanChun 官纯 插画家、艺术家 

36.  Zhang Yongyi 张勇毅 +星影业艺术总监、Darkhorse10 视效导演 

37.  Bao Han 包涵 B&W 设计工作室，交互设计师  

38.  Zhang Linghao 张凌浩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会长 

39.  Xin Xiangyang 辛向阳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导 



	
 

 

 

 

 

 

 

 

 
 
 

会议时间地点 Time and Place：  
江南大学，2017 年 10 月 27 日-29 日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Oct. 27th-29th, 2017 

会议报到注册时间  On-site Registration：  
10 月 26 日 下午 15:00-20:00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一楼大厅 
10 月 27 日 上午 7:30-8:30   江南大学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音乐厅 

会议注册及缴费  Registration and Conference Fees: 
会议注册费 (不含工作坊 ) : 标准参会费 1500 元，学生参会费 Student:  500 元； 
Conference Fee: Standard 1500 RMB, Student 500RMB. 
工作坊注册费：标准注册费 1000 元，学生注册费：500 元 
Workshop Fee: Standard 1000 RMB, Student 500RMB. 
交通、食宿自理。 

会议注册网址：http://sodcn.jiangnan.edu.cn/conference/member-register/ 

汇款账户信息  Bank Account Information(请务必在附注栏注明：参会人姓名+设计会议 ) 
账号名称：江南大学 
账    号：1103030709100000136 
开 户 行：工商银行无锡江南大学分理处 
 
会务组联系方式 Contacts： 
邮箱 Email：design4transition@163.com 
电话 Tel：0510-85919712，0510-85911500 
 
期待与您如期相聚无锡！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2017 年 9 月 1 日 

40.  Wei Jie 魏洁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41.  Cao Ming 曹鸣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42.  Du Shoushuai 杜守帅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 

43.  Deng Rong 邓嵘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系主任、副教授、博士 

44.  Shen Jie 沈杰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工业设计（交互与设计工程）系主任、副教授 

45.  Guo Honglei 过宏雷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主任、教授、博士 

46.  Wu Youxin 吴祐昕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博士 

47.  Gong Miaosen 巩淼森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DESIS 国际联合实验室主任、副教授、博士 

48.  Xiao Dongjuan 肖东娟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健康设计国际联合实验室副主任、副教授、博士 

49.  Qian Xiaobo 钱晓波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博士 

50.  Bao Yixi 鲍懿喜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博士 

51.  待续 待续 

更多会议资讯，请关注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