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艺之友俱乐部

不妄“ 数 ”大招风

但求“ 艺 ”路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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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INTRODUCTION
俱乐部简介

数艺之友俱乐部将基于未来数艺网数十万、 数百万实名认证、

高质量的用户资源、数以万计通过数艺网认证的企业，通过线

上+线下的严选流程，真实、可靠的信用生态，为俱乐部会员

企业「赋能」。

快节奏时代，卓越的「效」能，显得愈发重要。数艺之友俱乐部可根据多

维度精准匹配高质量线下活动，帮助企业打破人脉拓展壁垒，以最有效率

的方式进行人脉链接、资源获取，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提供人脉、资源的外部链接，数艺之友俱乐部还将链接国内外顶级院校

/培训机构、商学院、行业专家、独角兽企业家、投资机构，通过国内外专

业、精品的内容、俱乐部内部的会员经验分享以及数艺网优质内容创造「智」

能，帮助他们形成新思维，塑造新格局。

数 艺之友俱乐部正式成立于2018年11月。以数艺网

线上平台为基础，创新升级服务体系，旨在搭建一个更纯

粹、更高效、更容易建立信任的社交场景平台，打造「线

上+线下」 全场景链条，更好地满足新媒体艺术领域所涉

及的企业不断更新迭代的深度交流需求，并助力他们快速

发展。



INTRODUCTION
数艺网简介

数艺网（d-arts.cn) 

是目前国内外为数不多的一个专注于新媒

体艺术 /多媒体互动领域的媒体社交平台

数艺网于2016年10月成立于苏州， 2017

年6月正式步入运营。在创立之初，数艺

网就以 “ 让数字艺术更有价值 ” 为

自身使命。

数艺网希望通过发现、 分享、 交流新

媒体艺术 /多媒体互动领域内的优秀作品

商业案例、行业资讯、案例剖析、幕后创

作故事、行业洞察观点等，从而建立一个

有品质、有深度且有价值的新媒体艺术内

容分享平台。

新媒体艺术 /多媒体互动案例作品被广泛

应用于展览展示 、 科普教育、 现当代

艺术、 商业空间、城市公共空间、亮化

照明、舞美演出、广告营销等领域。

数艺网作为一个新媒体艺术/ 多媒体互动领

域的内容分享平台的同时，更致力于为用户

打造一个集开放性和互动性于一体的行业媒

体社交平台。深化用户品牌，建立行业人脉，

促进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人与企业之间的

交流合作，最终共创一个未来艺术、数字技

术与创意设计跨界合作与协同创新的生态系

统。

感谢一直关注、爱护、支持我们的朋友，数

艺网愿与一直热爱艺术、热衷创意设计与开

发、不断追求创新的你，彼此相伴，共同成

长！



自2017年6月正式运营以来，数艺网采用的是全网运营模式，

力求用户内容全网覆盖曝光以及用户导流，筛选和获取精准

用户。涵盖：数艺网平台、微信公众号、20+自媒体平台（今

日头条、开眼、腾讯内容开放平台、搜狐、网易、A站、B站、

一点资讯、百家号、大鱼号、知乎专栏、豆瓣小组、公众空

间、腾讯视频、优酷视频、爱奇艺、秒拍、360快传、人人视

频、微博、一刻TALKS等等）

截止2018年5月，全网200+篇分享内容，全网1亿3000万+曝光,700万+阅次分享的自制

视频总播放时长超400万+分钟累计10000+精准且高粘性用户（粉丝）微信群5个，均

已身份认证1500+人，且大多数为企业用户。

截止2018年11月，全网374篇分享内容，全网223893024曝光,11491963阅次，分享的

自制视频总播放时长超9168480分钟累计24760精准且高粘性用户（粉丝）微信群8个，

均已身份认证3200+人，且大多数为企业用户。

分享内容

全网曝光量

阅读量

自制视频播放
时长（分钟)

粉丝数量（个)

微信群（个)

2018年5月 2018年11月

1亿3000W+

200+

700W+

400W+

10000+

5
身份认证1500+人

374

223893024

11491963

9168480+

24760

8
身份认证3200+人



新媒体艺术／多媒体互
动领域企业，包括甲方，
总包商，分包商。

各类科技、艺术、创意
类媒体平台，以及国内
外大／中型相关展会。

各类设有数字艺术／数
字动画／数字媒体相关
的高等院校以及相关方
面的培训机构。

GROUP

俱乐部面向群体

ORIENTED

新媒体艺术／多媒体互

动领域企业，包括甲方，

总包商，分包商。

各类科技、艺术、创意

类媒体平台，以及国内

外大／中型相关展会。

各类设有数字艺术／数

字动画／数字媒体相关

的高等院校以及相关方

面的培训机构。

企业 机构 院校



首页广告位

数艺网线上平台付费会员（最

高级别）

会员企业可获得年度PPT（无限制

版本），并且PPT项目案例优先收

录

会员企业当年免费享有数艺网

站W1 、B1广告位7天，B2广告

位10天

会员企业可享有数艺之友俱乐

部专属微信群服务

MEMBER

TREATMENT
俱乐部会员待遇

线上特权

网站会员

首页广告位

《新媒体艺术概览》
年度PPT

专属微信群（2席/家）



数艺专访／项目报道

优先获得数艺之友咖啡馆冠名权

及未来城市合伙人资格，每场咖

啡馆活动，俱乐部会员都将获得

免费入场券两张

俱乐部不定期组织企业间走访，

交流企业经营、管理的心得

享有会员专属身份标识——授权

证书及定制会牌

会员企业享有数艺图文深度专访

一篇／年，打造企业形象，全平

台发布，覆盖数万专业读者人群

数艺之友俱乐部年
度盛会（筹备中)

线下服务

数艺之友咖啡馆 数艺专访／项目报道

企业互访活动（筹备中）专属标识



在2016年和2017年我们都分别分享了一份整编汇总出来的《新媒

体艺术案例概览PPT》，获得业界朋友以及一些新媒体艺术相关

专业的学生和爱好者的一致好评。截止目前，分享的两份PPT已

获得全网数百万的曝光、数十万的阅次以及数万的转载分享，已

有近万人获取这两份PPT资源。

收录的作品和案例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数年来国内外团队的优秀

作品。有很早之前的，也有近些年的，经典的作品总是让人可以

反反复复地赏析交流。

经过综合大家的意见 ，以及希望让这份分享更具 “价值化”和

“人性化”，所以我们决定将分享年度PPT 正式立项。

从2018年开始，我们将通过征集大家的优秀案例作品，将其整编

汇总收录至PPT中，年度分享给大家。

数艺网年度分享PPT

《新媒体艺术优秀作品集锦》》



这份PPT的总体结构暂时维持不变：

1、 前言 2、 应用形式（分类）

3、 案例赏析 4、 应用领域（分类）

（每个应用形式配 1~3个案例作品）

5、 案例赏析 6、书籍/论文推荐

（每个应用领域收录1~2个案例作品）

收录至PPT的案例作品将具备以下几点：

· 作品具有鲜明的形式或领域特征， 商业化、 创意新颖互动形式

多元有趣

· 作品视频的分辨率 ≥ 1280*720，拍摄、剪辑效果佳，含幕后花

絮或者解说尤佳

· 完善的资料提交：案例名称；作品简介（团队介绍、项目背景、

简明扼要的介绍、创意点、亮点）；作品属性（个人、团体、分

享、其他）；作品的重要构成（硬件、软件、内容）；预算区间

P
O

W
E
R

P
O

IN
T



数艺网用户级别与权限网站会员

权限

级别

视频
清晰度

发布
文章/项
目（每
日）

内容
同步
功能

搜索
功能

关注/
收藏

关注/收藏
/私信/评
论

首页/文章
/项目/企
业/人

认领
企业/
加入
企业

视频下
载

（每日）

文章/项目/
企业/人

（筛选功能）

流量分成
/打赏功
能

内容
分析

游客 480P 0 无 无 无 无 前三页 无 0 无 无 无

注册用户 480P 1 无 无 有 无 前六页 无 0 无 无 无

认证用户 720P 3 有 有 有 有 不限 有 3 有 无 无

案例达人 1080P 5 有 有 有 有 不限 有 5 有 有 有

优秀作者 1080P 5 有 有 有 有 不限 有 5 有 有 有

付费会员（个人） 1080P 5 有 有 有 有 不限 有 5 有 无 有

付费会员（企业）
1080P

10 有 有 有 有 不限 有 10 有 无 有

《数艺之友俱乐
部》成员

1080P
10 有 有 有 有 不限 有 不限 有 无 有

暂
未
开
放



首页广告位

W 1

7天免费 （俱乐部会员专享)

原价 5000 RMB/ 周

视频时长 3-5 s

文件格式 MP4   MPEG   MOV… 

编码格式 H.264

视频尺寸 1920 * 1080 Pix



B 1 B 2

原价 7000 RMB ／ 周

7天免费 （俱乐部会员专享) 10天免费 （俱乐部会员专享)

原价 4000 RMB ／ 周

图片尺寸 1280 * 720 Pix

图片格式 PNG  JPG   BNG 图片格式 PNG  JPG   BNG

图片尺寸 1024 * 768 Pix



企业专访／项目报道

企业专访

数艺网为俱乐部会员单位提供一年一次的

企业专访服务，深入企业进行沟通交流。

与企业的负责人以及高管，围绕跟企业相

关的话题进行交流。

如公司的主营产品或业务、过往的成功案

例经验分享、公司整体的运作体系优势公

司中短期的规划以及对行业领域的一些前

景展望分析等等。

企业专访需由俱乐部会员单位提前30天向数艺网发起邀请。专访

范围和内容由企业与数艺网协商而定，原则上保证内容的可读性

强，信息真实可靠。



数艺网为俱乐部会员单位提供一年一次的项目报道服务，

赶赴项目现场以采编的形式报道优秀的案例。优秀作品的

展示是对企业最好的解读。

项目报道需由俱乐部会员单位提前30天向数艺网发起邀请 ，

提供项目的基本介绍。数艺网不能保证每一个申请的案例

都被报道， 但非常乐意对优质的案例和产品保持长期的关

注。

通过申请的项目，数艺网将赶赴项目现场拍摄照片，需企

业配合数艺网提供相关视频素材（现场拍摄的、设计预览

等）及相关资料：如项目背景、幕后故事、作品构成、参

考预算等等。数艺网还将对作品的主创团队进行相关问答

类采访，最终将所有资料收编汇总，撰写完整的案例报道

文章。文章交由企业审核无误后，将被同步发布推送至数

艺网各个平台。

项目报道



数艺网首个行业线下活动品牌，

数艺之友俱乐部会员终身免费

参与，每场活动每家限定两张

票 （价值176元）

俱乐部不定期会组织企业间

走访，交流企业经营、管理

的心得，学习更先进的技术

手段，更创新的思维模式。

也可相互照镜子，发现对方

或自身企业存在哪些亟待解

决的问题

俱乐部年会是俱乐部一年举办

一次的盛会，也是新媒体艺术

领域从业者的年度盛典。 初

步计划每年4月中旬，俱乐部

会邀请所有会员单位共同参加

私董会？颁奖典礼？会员家

宴？更多精彩有趣的活动正

在不断解锁中，敬请期待！

CLUB ACTIVITIES

俱乐部线下活动

数艺之友咖啡馆
（已开放)

企业互访
（筹备中)

俱乐部年会
（筹备中)

更多精彩活动
陆续筹备中… 



数艺之友咖啡馆 是数艺网主办的首个行业线下活动

品牌， 旨在为业内人员、企业提供一个面对面交流

的机会，目前正在全国各大城市巡回举办。

目前已成功在苏州、上海、深圳举办三场，总计参

与人数220+，企业数140+

每次活动都将围绕特定主题进行交流分享，邀请新

媒体艺术产业链各环节的企业、品牌主 /业主、新

媒体艺术家 、院校机构等一同相聚线下 ，在一个

温馨的环境下， 50-60名伙伴们展开有吃、有喝、

有聊的“对话”。

参与活动的人员身份分为三种： 吃瓜群众、分享

嘉宾、组织人员。每次参与活动的人员身份都可以

转换，所以人人都可以是吃瓜群众、分享嘉宾和组

织人员，数艺网希望以最接地气、最轻松的方式点

燃所有与会人员分享交流的热情。

数艺之友咖啡馆未来将以城市合伙人的方式来授权举办数艺之友俱

乐部会员单位将优先获得代理权以及冠名权，而且数艺之友俱乐部

会员单位可免费参与（每场每家限2个名额）

数艺之友
咖啡馆

数艺之友
（易普趣）
咖啡馆

数艺之友咖啡馆

苏州站 上海站

数艺之友
(爱普生)
咖啡馆

深圳站



· 需如实填写《数艺之友俱乐部申请表》内相关内容，数艺网将在

上门拜访考察过程中进行一一核对。

· 认可并践行《数艺之友俱乐部会员协议》及适用于会员单位的制

度和规则。

· 申请加入俱乐部的企业和机构需所处新媒体艺术 /多媒体互动领

域或者相关行业，包含并不限于：新媒体艺术 /多媒体互动领域

内企业，包括甲方、总包商、分包商；科技、艺术、创意设计媒

体平台，设计、舞美、多媒体、创意等行业协会，以及国内外大/

中型相关展会； 设有数字艺术/数字动画/数字媒体相关的高等院

校以及相关培训机构。

· 上一年产值2000万以上，在新媒体艺术所涉及行业具有一定的知名

度、影响力、良好口碑，或是经数艺网审核认定为非常有潜力且正

快速发展的团队。

· 申请企业/机构无重大违法、违规、失信行为。

HOW TO 
JOIN THE 
CLUB

如何加入俱乐部 ？



方法一：在线填写登记表单，数艺网客服

将在三个工作日内与您取得联系，在线初

步沟通

方法二：联系数艺网客服索取纸质申请表

及资料，填写、打印并加盖公章寄回数艺

网等待审核

方法三：来访数艺网，见面洽谈并填写申
请表

对申请进入数艺之友俱乐部的企业机

构，数艺网将线下进行拜访与考察

双方确定后签订会员服务合同，数艺

网将通知企业/机构缴纳会员费用 ，

并颁发会员证书、会牌及开通相关服

务

预约登记

（三选一）

深入企业参观拜访 正式成为数艺之友
俱乐部会员单位

预约流程



MEMBER FEE 
DESCRIPTION
俱乐部会员费说明

数艺之友俱乐部目前已开启第一批会员单位预约

登记，以数艺网上线之日起算，续约需提前一个

月缴纳会员费，并重新审核。

第二批会员单位名额将于1年后开启，一批会员将

享受连续3年的一批会员价格；第三批会员单位名

额将于3年后开启，二批会员将享受连续3年的二

批会员价格。

数艺之友俱乐部规模将控制在1000家企业，三

批名额满即止。除非有退出的空缺名额，不再

接纳新的会员单位。

10000 RMB/年

第一批会员单位 （100家 ) 

25800 RMB/年

第二批会员单位 （300家 ) 

45800 RMB/年

第三批会员单位 （600家 ) 



会员费支付时间
和支付方式

公对公转账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木渎支行

账户： 苏州数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账号： 1102026309000260553

（数艺网*斌）

账号：13917494177

（*斌）

关于发票：

1、 目前还不支持先邮寄发票再支付费用的模式，敬请理解

2、 发票将会和会牌、会员证书一同寄出，请注意查收

3、 请检查提供的开票资料， 确保信息正确（默认情况下，

快递费由数艺网承担，如因信息错误导致开票失败或者

邮寄失败，需自行承担再次邮寄成本）

4、 默认开具的是发票种类为：增值税普通发票，暂不支持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5、 可选择开具电子发票，开具电子发票后不能再开纸质发

票，电子发票可直接打印报销

6、 发票内容默认为：数艺之友俱乐部会员费，如需其他内

容请联系客服沟通

支付宝支付 微信支付



CONTACT US
联系我们

官网：www.d-arts.cn

邮箱：hob@d-arts.cn

电话：139  1749  4177

地址：苏州市竹园路209号

中国苏州创业园1号楼c6010

客服微信 公众号 线上表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