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XDC 2015 中美体验创新大会暨商务考察之旅

随着技术、战略和文化的进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美欧与中国等大国正在大规模开展体验经济，正通过提

升消费者的“用户体验”来获取更高利益。企业竞争环境日趋激烈，在这样一个国际竞争大环境下，美国的

制造商们做何思考，又采取怎样的战略？如何实现服务创新的突破？硅谷一直是全球的创新中心，为了更加

深入了解美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服务产业的创新变革之路，国际体验设计协会（IXDC）举办“IXDC 2015

中美体验创新大会暨商务考察之旅”，带领国内传统企业、制造企业踏上服务创新转型之路。

考察亮点纷呈：

一、IXDC 2015 中美体验创新大会

IXDC2015 中美体验创新大会将于 2015 年 1 月 03 日在美国硅谷隆重举行。此次大会的主题为“体验创新”，

重点探讨在互联网时代新一轮技术变革之下，进入体验经济时代，企业在国际竞争大环境下实现服务体验和

商业模式的创新。此次大会还将举办“IXDC 北美分会”成立仪式，完善和拓展 IXDC 组织机构和活动领域，

加强国际交流和战略合作。

二、拜访知名企业，落实潜在合作商机

除了专业会议外，考察之行将围绕“体验创新”这一主题，亲临参访 IBM、HP、思科等代表性企业，还将计

划拜访美国硅谷多家互联网创新企业，如：Google、Intel、Twitter、FaceBook、Oracle、Pixar、Agilent

等产品研制开发和技术服务的多元化的科技公司。全球产品设计与创新行业顶尖的设计公司 IDEO、frog、Fuse

project 等。汇集创新、创业文化的美国孵化平台 plug&play、YCombinator 等。

三、参观全球消费技术产业盛会 2015CES 电子消费展

参观 2015CES 电子消费展，了解全球最先进的消费类电子产品等先进技术、发展趋势及设计理念，体验国际

消费类电子产品、可穿戴式设备。

通过 10 天的深入访美，IXDC 将带你深入了解全球发展趋势，学习美国硅谷企业转型的创新理念和思维，帮

助企业跳出“传统”商业模式，推动产品创新与提升服务品质，跨入更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环境，实现业务

转型，提高了企业的利润和国际竞争力。



【考察行程】

注：以上行程仅为参考，实际行程以最终通知为准。

时间 城市 行程内容

第一天

12月 31日

北京-

旧金山

北京飞往旧金山（历时 13 小时）

抵达后市区游览。

第二天

1月 1日
旧金山

拜访：美国的跨国科技企业 Google

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 Intel 以及其产业技术博物馆

拜访：广受欢迎的社交网络及微博客服务的网站 Twitter

社交网络服务网站 Facebook

第三天

1月 2日
旧金山

拜访：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 IBM

全球最大的企业软件公司 Oracle

拜访：全球领先的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 Cisco

多元化的高科技跨国公司 Agilent

第四天

1月 3日
旧金山

会议：IXDC 2015 中美体验创新大会

（举办地点暂定在：斯坦福设计学院）

第五天

1月 4日
旧金山

拜访：专业创意设计公司 Frog Design、Fuse project

拜访：全球顶尖的设计咨询公司 IDEO

第六天

1月 5日

旧金山 拜访：专为设计师设立的孵化器 30 Weeks

拜访：创业孵化器 YCombinator

第七天

1月 6日

旧金山

-拉斯维加斯

游览旧金山名胜景区

旧金山出发前往拉斯维加斯

第八天

1月 7日
拉斯维加斯

参观全球最大的消费技术产业盛会 2015CES 消费电子展

自由活动

第九天

1月 8日
拉斯维加斯 自由活动

第十天

1月 9日

拉斯维加斯-

北京
返回北京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7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3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7684.htm


【考察内容总览】

Google

美国的跨国科技企业，致力于互联网搜索、云计算、广告技术等领域，开发并提供大量基于互联网的产品与

服务，其主要利润来自于 AdWords 等广告服务。是第一个被公认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无数的用户。

Intel

英特尔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它成立于 1968 年，具有 46 年产品创新和市场领导的历史。1971

年，英特尔推出了全球第一个微处理器。微处理器所带来的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在 2013

年世界 500 强排行榜中，英特尔排在第 183 位。

Twitter

Twitter 是即时信息的一个变种，允许用户将自己最新动态和想法以短信息的形式发送给手机和个性化网

站群，而不仅仅是发送给某个人。2006 年,博客技术先驱 blogger 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创

建的新兴公司 Obvious 推出了 Twitter 服务。

Facebook

Facebook 是 SNS 网站发展的典型案例，成功塑造 Web 2 .0 时代全新信息生态环境。它于美国时间 2004 年

2 月 4 日 15 时正式上线，由 Mark Zuckerberg 与他的大学室友们创立。它充分把握住用户个性化需求，率

先公开自己的页面源代码，让各种类型的互联网内容提供商和开发商嵌入。它耗资 15 亿美元，在艾奥瓦州

内人口仅一万五千人的阿尔图纳（Altona）建造了占地一百四十万平方米，号称是世上最先进，也是 Facebook

最大的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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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IBM 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和业务解决方案公司。拥有全球雇员 30 多万人，业务遍及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该公司创立时的主要业务为商用打字机，及后转为文字处理机，然后到计算机和有关服务。2013 年 9 月 19

日，IBM 收购了英国商业软件厂商 Daeja Image Systems，打算将其并入软件集团和企业内容管理(ECM)业务。

2014 年 1 月 9日，IBM 宣布斥资 10 亿美元组建新部门，负责公司最新电脑系统 Watson。

ORACLE

甲骨文公司，全称甲骨文股份有限公司(甲骨文软件系统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企业软件公司，总部位于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红木滩。1989 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2013 年，甲骨文已超越 IBM，成为继续 Microsoft

后全球第二大软件公司。

CISCO

从互联网诞生之日起，就有一个一直与之密不可分的名字——CISCO（思科）。如今，思科公司已经成为全

球网络和通信领域公认的领先厂商，其提供的解决方案构成了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公司、大学、企业和政府

部门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用户遍及电信、金融、制造、物流、零售等行业以及政府部门和教育科研机构等。

思科公司也是建立网络的中坚力量，现在互联网上 70%的流量经由思科产品传递。

AGILENT

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多元化的高科技跨国公司，它于 1999 年从惠普研发有限合伙公司分离出来，主

要致力于通讯和生命科学两个领域内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等工作。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是

世界最大的测试测量公司，是全球电子测量、生命科学与化学分析的领导者，其产品正在化学、环保、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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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和生命科学领域中广泛使用。安捷伦具有世界先进的化学分析仪器，丰富的法规适应性和专业技术经验，

以及优良的支持服务系统，能够帮助客户的实验室超前应对分析的挑战。

Fuse project

1999 年，设计师 Yves Béhar 在旧金山创立了 Fuseproject，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它已经成为一家世界级的

工业设计和品牌公司。Fuseproject 设计的产品屡获国际大奖，成为不少博物馆、大公司追逐和信赖的对象。

与传统的设计公司不同，Fuseproject 提供给企业的是一整套设计解决方案，甚至可以看作一个系统，其包

括：品牌、商业创新、产品发布、人机交互界面等等。设计方案会指导和影响企业从一开始的调研到最后走

向市场中的各个步骤。

Frog

青蛙设计公司（frog）是世界设计界最负盛名的大型综合性国际设计公司。自成立起，青蛙设计一直以其前

卫、甚至未来派的 风格不断创造出新颖、奇特并充满情趣的产品，其业务遍及世界各地。包括 AEG、苹果、

柯达、索尼、奥林巴斯、AT&T 地，包等跨国公司。其业务所涉及行业领域也非常广泛，包括家具、交通工具、

玩具、家用电器、展览、广告等。90 年代以来该公司最重要的领域变成为计算机及相关的电子产品，并取

得了极大成功，特别是青蛙的美国事务所成为美国高技术产品设计最有影响的设计机构。

IDEO

IDEO 是全球顶尖的设计咨询 公司，以产品发展及创新见长，从只有二十名设计师的小公司做起，一路成长

到拥有四百多名员工的超人气企业。在这三位创始人中，大卫•凯利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一手创立了斯坦

福大学的设计学院，他 同时也是美国工程院院士。比尔•莫格里奇是世界上第一台笔记本电脑 GRiD Compass

的设计师，也是率先 将交互设计发展为独立学科的先驱。

http://baike.baidu.com/picture/1816299/1816299/0/e49cf911f34c6484a6ef3f42?fr=lemma&ct=single


【美国创业孵化平台】

Plug & Play

创始人萨义德·阿米迪(Saeed Amidi)因为伊朗革命而被迫流亡美国，原先从事房地产生意。在把办公楼租

给谷歌等创业公司后，阿米迪逐渐结识了硅谷诸多科技新贵与投资大亨，因而开始从事创业投资并创办孵化

器与加速器，成为硅谷创业圈一支重要的力量。而依靠老本行房地产业务，阿米迪打造了硅谷最大的科技创

业中心。Dropbox 就是从他们的创业孵化器中走出。

在 Plug&Play 最新一期的展示日(Expo Day)上，这种平民创业平台的特点体现的尤为突出。台下是来自硅谷

诸多风投机构和科技企业的代表。而台上展示的，不仅有来自美国的创业团队，更有诸多来自欧洲、亚洲以

及南美洲的创业者。萨义德对创业中心的多国化深以为荣，他把 Plug&Play 的展示日称之为“创业世界杯”。

Y Combinator

Y Combinator 成立于 2005 年，是美国著名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 扶持初创企业并为其提供创业指南。

截止 2012 年 7 月，共孵化 380 家创业公司，这些公司累计获得投资额超过 10 亿美元，估值已经 100 亿美元，

其中云储存服务提供商 Dropbox 融资 2.57 亿美元，房屋短期租赁网站 Airbnb 融资 1.2 亿美元。

30 Weeks

一个专为设计师设立的孵化器。该孵化器由 Google、Cooper Union、教育公司 Hyper Island 和顶级设计学

校 Parsons and Pratt。

【报名参加】

1、报名咨询：

联系电话：4000-2233-85

企业邮箱：ljn@ixdc.org

2、提交资料

填写美国签证申请信息表。 电子版发送至邮箱：ljn@ixdc.org

3、缴费说明：

2014 年 12 月 1 日前将考察款项全额付清。

mailto:apply@ixdc.org
mailto:apply@ixdc.org


付款方式为银行转账或支付宝转帐。

A）银行转帐（仅限单位对公账户支付使用）

开户名：广东省善易交互设计研究院

帐户：120907398210101

开户行：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科技园支行

B）支付宝转帐（仅限个人账号支付使用）

名称：广东省善易交互设计研究院

支付宝：member@ixdc.org

发票种类为：国税普通发票

发票内容：会务费、会议费

发票开具单位：广东省善易交互设计研究院

4、项目联系人

林建宁

13535295268 | ljn@ixdc.org | wechat:jannielam

mailto:ljn@ix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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