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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每一个步伐坚定而有信

心。积淀与传承，给予我们丰富的素材和履

历，在前行中沉淀、追寻、砥砺。

嘉兴市精严寺街的 9 平米的办公室内，创建

海浪平面设计工作室。很多人路过的时候会

误读我们灯箱上的公司名字“ 海浪干面 ”。

迁至嘉兴市建国路，办公面积扩展至 120 平

米，成为禾城设计界一面旗帜。

更名为海浪设计有限公司。同年，为给客户

降低成本设立印刷厂，公司进入广告事务综

合运作阶段。

打造嘉兴 LOFT 创意基地智慧工房，创造国内

一流的创作环境，办公面积扩展至2100平米。

至今海浪积极拓展高端服务，积累媒体资源

及合作资源，整合全国传播渠道，打造创新

型立体化品牌传播模式。

连续被评为嘉兴市年度十强设计创意单位。

被认定为嘉兴市委宣传部指定设计单位、嘉

兴创意产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和嘉兴印刷行

业协会理事单位。

启动大客户计划，致力研究线上品牌塑造和

传播，并开展实验性线上经营。

被认定为嘉兴市设计业唯一服务名牌。

公司成立自媒体、微营销手机终端媒介研究

组，开始涉足新网络时代的传播领域。

● 1997 年

● 1998 年

● 2000 年

● 2004 年

● 2005 年

● 2008 年

● 2010 年

● 2011 年

● 2013 年

● 2007 年

沉淀追寻 砥砺铭琢
蜕变，嬗变，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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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 PLANE DESIGN

主题策划
TOPIC PLANNING

客户：嘉善旅游局

项目：嘉善乡村旅游节整案规划与设计

●　背景资料：嘉善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特别是打着江南烙

印的田园乡村旅游更是不可多得。

●　思维与构想：本案的设想有赖于换位思考：你作为被钢筋混凝

土窒息了的城市居民，向往着怎样的旅行？所以，清丽的色彩、淡

雅宁静的画面构成便是设计方向。来吧，来到嘉善，这原生态的乡村，

你走的时候，我们为你送上一篮子乡野的清风和惬意。

这样的感召是直指内心的，这样的馈赠是旅游者渴望的。



39/40



41/42



43/44



45/46



47/48



49/50



51/52



53/54



55/56



57/58



59/60



61/62



63/64



65/66



67/68



69/70



71/72



73/74
WAVE PLANE DESIGN

企业品牌顾问及整合推广
Corporate brand consultancy and promote integration

客户：梦迪

项目：企业形象及产品画册

●　背景资料：梦迪服装是针织面料和针织服装的老牌公司，北大

纵横为其做了战略梳理以后，坚定了公司对品牌特性的坚持和传承，

委托海浪将战略思维做可视化设计。

●　思维与构想：我们的设计只围绕着一个核心：梦迪是功能性针

织面料专业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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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品牌顾问及整合推广
Corporate brand consultancy and promote integration

客户：艾英伦

项目：品牌设计和产品推广手册设计

●　背景资料：艾英伦是嘉善老牌服装企业大和制衣的一个实验品

牌，生产新材料功能性内衣。

●　思维与构想：由于其销售通路的设定在礼品和特定渠道，所以

对于产品形象的设计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设计力求能体现品质

感、怀旧感。希望消费者能体验到产品精细的工艺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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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 PLANE DESIGN

品牌形象
Brand combing

客户：立象投资

项目：VIS形象整合设计

●　背景资料：立象爱客康酒店是嘉善新城核心区城市商贸综合体

的标志项目，对于嘉善城市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思维与构想：酒店在规划阶段就已经作了设计介入，所以能很

好的延续经营者的思路，设计中既体现酒店投资财团在嘉善的地位，

同时能展示酒店的现代化特征。作为城市新地标，爱客康酒店将不

仅仅是一间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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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 PLANE DESIGN

品牌形象
Brand combing

客户：国际环球旅游

项目：VIS形象升级整合设计

●　背景资料：环球旅游是一家整合旅游资源，以代理商方式进行

全国范围内销售旅游产品的平台型公司。产品包括大型豪华游轮的

整体打包销售、全国旅游景点的淡旺季门票调剂销售等。

●　思维与构想：一个平台型公司的创新盈利模式是值得业界学习

和借鉴的，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由于没有实业经济的支撑对于

代理商来说信任度的确立成了首要的思考。所以，我们认为良好的

公众形象是一个必要的手段。国际化、规范化不仅仅是一个表象，

在商务运营过程中，她实则起到了暗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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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形象
Brand combing

客户：上海翔诺生物科技

项目：VIS形象整合设计、产品定位与包装设计服务

●　背景资料：上海翔诺销售公司、苏州纳米银研究中心、安徽纳

米技术工厂三家联合生产和推广纳米银类消毒剂。

●　思维与构想：这是一个棘手的案例，作为消毒剂市场已经非常

成熟，竞争也已经成为有限的几个大公司之间的战争。纳米银作为

一个消毒剂大家庭的新成员是否能赢得一席之地？带着这个思考我

们接手了这个项目，从品牌定位到形象设计都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

基础。新品类的产生和确立对于海浪来说也是第一次。最终的视觉

呈现还算过得去，未来也许只能希望产品性能真有委托方说的这么

有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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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 PLANE DESIGN

品牌形象
Brand combing

客户：来斯奥集成吊顶

项目：VIS形象升级整合设计

●　背景资料：来斯奥集成吊顶在王店吊顶行业中算得上翘楚，本

次委托是来斯奥内贸计划的启动动作。

●　思维与构想：王店的集成吊顶行业发展才十年，却已经群雄逐

鹿、烽烟四起了。我们简化了来斯奥的商标，让 A 字母组合成更易

于识别的搭手形态。同时我们认为品牌个性是产品能够异军突起的

唯一要诀。在充分了解来斯奥产品研发构架的基础上，我们给出了

3D 空间吊顶的品牌 DNA, 最后选择柳岩作为形象代言 , 带有一定的

潜在争议话题。

健康要5A  吊顶选3D
形象代言人：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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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形象梳理
Brand combing

客户：优米奥瑜伽

项目：VIS形象升级整合设计

●　背景资料：优米奥瑜伽销售瑜伽相关器具和服装。

●　思维与构想：想做好瑜伽产品，无疑先要了解瑜伽的意义，甚

至是理解哲学层面的瑜伽理念。标志设计是瑜伽修行者坐莲入定的

图形画面，暗示消费者瑜伽能带来的愉悦、同时表达优米奥产品能

给予的纯正瑜伽感受。平衡是瑜伽修行的终极目标，同样在品牌诠

释上身、心、灵的“平衡”也是我们最求的视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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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形象梳理
Brand combing

客户：名流全屋吊顶

项目：VIS形象升级整合设计

●　背景资料：名流公司带来了全屋吊顶的品牌定位，希望吊顶产

品能突破卫生间的使用局限，同时美学大师的品牌形象能吻合时下

装修风格偏向欧式的流行趋势。

●　思维与构想：艾戴克风格的装饰大行其道，几乎 80% 的高档装

修都采用欧式元素，吊顶作为辅助建材，它的审美倾向只能顺应潮

流。所谓“土豪”风，也就在这样缺失了审美修养的国家民众里得

以滋长。虽然这是审美的失落，却也是一种商业机会。那么，古罗

马的曲线、繁复的装饰、亚光金色成了我们的首选元素，以饲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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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 PLANE DESIGN

网络及多媒体
Internet and multimedia

客户：米米国

项目：淘宝商城品牌设计、店铺装修

●　背景资料：mimigo 是海浪自己的实验童装品牌，在电商抢占传

统销售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态势下，研究、分析、把握线上品牌的

设计方向和传递特性成为设计公司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　思维与构想：童装品牌竞争的激烈态势，在网络的展示下显得

分外明确和显眼。细分消费群体，让品牌更有个性、更有识别度正

是网络品牌竞争的前提。只有精准的设定特有消费群，才有可能让

品牌得到长远的发展。由于海浪不是货品专家，这个品牌最终以失

败告终。在此次实验后更印证了海浪对于品牌成功的定律：

50%产品力+25%形象力+25%行销力=成功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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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及多媒体
Internet and multimedia

客户：海浪平面

项目：本公司官方微信平台

●　背景资料：2013 年的夏天，微信的一股热风吹起，让很多营销

专家迷失，这是“微营销”时代来临了吗？

●　思维与构想：海浪不是个人云亦云的公司！公司在第一时间注

册了公众微信号。不为别的，只想通过自身的实践找到运行规律和

运用法则，不盲目、不跟风，不夸大。目前已经有海量的第三方接

口与微信对接，海浪将以科学严谨审慎的态度加以甄别，希望未来

能为我们的客户找到高效经济的微平台推广方式。



客户：兴业银行

项目：公众微信号

●　背景资料：这是海浪平面针对公众微信号的首个实战案例。企

业产品信息的发布新渠道，也是提高客户粘稠度的很好手段。对于

理财者来说，公众号信息的主动获取远比被客户经理电话、短信骚

扰来得更有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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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及多媒体
Internet and multimedia

客户：雪肤SPA美容会所

项目：公众微信号信息整合发布管理

●　背景资料：作为嘉兴美容行业的龙头企

业，雪肤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自媒体行销自

然不甘落后。

●　思维与构想：因为缺少相关行业规范和

标准，美容行业良莠不齐、服务和质量天差

地别。消费者往往不能很好的分辨。

怎样让雪肤的潜在客户和老客户都能够深入

的了解雪肤品质？那么让雪肤的客户主动获

取会所的相关动向成了提升客户认可度的首

要工作。我们将通过雪肤公众号的信息整合

和管理，增加老客户的依赖度，同时也为吸

纳新客源开设了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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