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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室协〔2023〕1号

各地方室内装饰协会、各有关单位：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室内设计双年展”以“设计与教育 当

下与未来”为主题，旨在推动新时代、新理念、新创意下的工作

生活与设计实践相融合、行业趋势与设计教育相衔接。本届展览

设置了“2022 中国室内设计 50 人邀请展”、“中国国际室内设

计双年展主题展”、“2022 年全国院校室内设计技能大赛成果

展”三个版块，通过引导设计师注重设计、教育与历史、社会、

文化、科技、产业、经济、艺术、环等的融合创新，通过题材、

内容、形式、手法、技术的创新创造，在数字化的大趋势下把绿

色、健康、人文理念贯穿设计创作全过程，不断提升设计作品思

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善意的感染力。展

览得到了全行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通过申报、初选、初评，

经过梁志天、杨冬江、李鹰、赵虹、张灿等评委终评，第十四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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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室内设计双年展主题展获奖名单已经产生，1 月 6 日至

1 月 8 日为公示期，组委会将为获奖者颁发证书。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2023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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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室内设计双年展
2022 中国室内设计 50人邀请展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传顺、王中、吕永中、朱海燕、刘威、刘道华、阮昊、孙华锋、

孙建亚、杜伯钧、李鹰、杨冬江、杨邦胜、厐喜、季春华、邱春

瑞、何永明、汪昶行、沈劲夫、张书铭、张灿、陆轶辰、陈向京、

陈林、陈耀光、邵沛、林学明、孟也、姜峰、敖翰、殷艳明、翁

瑞栋、凌子达、黄全/刘姮、黄志达、曹阳、崔树、梁志天、梁

建国、琚宾、彭彤、韩居峰、覃思、曾传杰、曾建龙、谢柯、赖

旭东、蔡蛟、张云、唐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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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室内设计双年展
主题展获奖名单

金 奖

项目名称 设计师 设计机构

循光而至，静谧之境 汪志科、李小水 佛山市拓维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八骏月庐 李财赋 古木子月空间设计事务所

营造街巷 - HANROW 木作旗舰店 韩磊
HOOOLDESIGN 事务所/上海至所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

朴素的宁静——格拉美西大平层 刘志明 集艺设计

石间出 唐亮 长沙山乙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如影》 宋美婧 武汉棠颂设计

NAKNINO 壹悦壹颂 曹劲麟 广州市正在室内装饰有限公司

广州陈田村富力-富云山销售中心

谭翀、李寰宇、

许伟杰、覃永康、

蔡逸舟、郑玮玮

广州住宅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迂回与感物 谢桂顺 力上营造

万家灯火——吴中路 赵君彦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理想之城 郑斯吉 麦圆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理性质感 时光告白 李娜、宾杰 湖南木子宾室内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ARC DOME 苏威 福建大隐空间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海纳百川——豫园站 吴旻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万科九如府 齐晟 福建大隐空间

济南历下区文体档案中心项目室内

精装修设计
许牧川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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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奖

项目名称 设计师 设计机构

轨迹 汪志科、李小水 佛山市拓维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东源音响办公大楼 刘志明 集艺设计

东悦府之家 李财赋 古木子月空间设计事务所

简雅之境 随光而动 李娜、宾杰 湖南木子宾室内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极简至白 刘树煌 潮州市百木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和煦如光 董雅妮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木白装饰设计工作室

福明菜场 毛赟 启仓设计

桂湖美术馆（王宗龙/何华武） 何华武 华伍德设计咨询（福建）有限公司

郑州阿肯顿中海锦苑幼儿园
直涵明、李君岩、

张燕欣
郑州青草地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清远中以科技小镇规划展厅

谭翀、李寰宇、

覃永康、蔡逸舟、

凌梅羽、辛吉祥、

许伟杰

广州市住宅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郎官驿创意社区 毛赟 启仓设计

绵阳领地·樾园营销中心 周静 深圳市派尚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保利翔龙天汇下叠墅 王小锋 尚诺柏纳空间策划联合事务所

成都竹艺公园项目设计 马浩博 四川三问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森蜜旧物 舒子洋 成都样言殳言十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惬意的时光 钟云涛 成都以恩空间设计

THE BLANC 倚白 苏威 福建大隐空间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长春大剧院 张宇曦 哈尔滨师范大学

茶韵·共生——叙事性非遗茶文化体 童星瑜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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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设计师 设计机构

验中心

久炉 苗蓝图 成都壹贰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大地 单超然 MIDU 米度设计

光束游戏 - RAyinGallery 摄影空间 韩磊
HOOOLDESIGN 事务所/上海至所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

中电光谷OVU智造园(长沙)展示中心 仇海波 中电光谷 OVU 文创研究所

拾光一峪 林耀良 福建国广一叶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漪 岳金亮 邵阳市黑马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贵州长顺青少年活动中心

艾杨玲子、杨淞

傕、卢昭、傅斌、

马思源、张纯、

龙江柔、罗哲瀚、

李育富、张锦、

沈洋洋、符诗尧

湘潭市建筑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MANDARA-时空的穿越摄影基地（朱煦

/何华武）
何华武 华伍德设计咨询（福建）有限公司

秩序 张由庆 一物空间设计

屿海 苗蓝图 成都壹贰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暮光 阳耀堂 重庆布尔设计

游园记 - 保利长大东升基地办公楼

改造
周海新 广州思呈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神木市石峁遗址博物馆展陈设计、施

工一体化项目

刘冰、党雅林、

林曦、王伟珍、

田野、毕鹏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迅销集团大中华总部
COLORFULL 昱景

团队
上海盛业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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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奖

项目名称 设计师 设计机构

REMAC+HOUSE 智慧舱 唐色芳 广州园丁鸟房屋科技有限公司

向木而生 齐晟 福建大隐空间

馥芮白 郑斯吉 麦圆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空间漫步 陈友发 汕头市大斑马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冰岛火山咖啡店
丁向磊、印玥、

陈淑雯、任曼嘉
西安美术学院

UR服装店 陈巧任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向海·浅居美学》 蔡绿湛 汕头市伊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湘潭市民之家

艾杨玲子、杨淞

傕、卢昭、赵海

云、傅斌、杨毕

生、陈明哲、李

育富、黄荣龙、

张锦、冷江、罗

哲瀚、龙江柔、

沈洋洋、杨雯琪、

符诗尧、黄福安、

全丽君、刘永富

湘潭市建筑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溯》 陈宁 净·设计联盟

南京金科观天下 · 三期叠墅样板间 周静 深圳市派尚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郑州保利大都汇城市更新展览中心 王小锋 尚诺柏纳空间策划联合事务所

冷酷工业风暖通展厅 周笙笙 湖南周笙笙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行茶令 彭泓铭 长沙一山方寸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株洲五福景院营销中心

卢昭、杨淞傕、

傅斌、龙江柔、

赵海云

湘潭市建筑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舍居 李勇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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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设计师 设计机构

锦鲤茶室设计 薛宇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海南三亚亚龙湾博后村浪影民宿建筑

设计、外观设计、室内设计项目
李铿 深圳市万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 MORDIN 酒店 雷如松 广州瀚雷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绿色永续共识社区样板房 蒋文静 云南水木永续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草木言Ⅱ》 林金亮 长沙鸿扬家庭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黑白韵律 陈叶丰 福建大隐空间设计事务所

盒子的猜想 史林艳 香港神采设计建筑装饰总公司宁波分公司

《生而自由，爱而无畏》 陈春之 福建省国广一叶装饰设计机构

岩韵---北岩茶乌山九巷店 郭又新 福建上美设计装饰有限公司

长沙烈士公园园区房
张进武、唐海平、

李婷婷
湖南北也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Alice 俞杰 莱克.二八空间设计

御湖温泉精品酒店 郝岩 艺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山河万里小区私人会所 周浩臣 画邸设计工作室

关于生活 王汝宁 宁波万泰家具

西安市阎良区润心学校校园文化设计 王跃 西安中大建筑饰业工程有限公司

《秩序与豁达的较量》 蔡绿湛 汕头市伊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科技魅力与人文设计碰撞 蔡冰婷 汕头市大斑马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口袋民宿 周末 湖南周笙笙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亦简 冯思思 湖南名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落日宅 黄树峰 Up 象尚空间设计

天创商务酵素浴体验中心 庞磊、卢博 郑州宾治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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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设计师 设计机构

雷山云屋-西江千户苗寨文化中心方

案设计

丁向磊、马浩燃、

任曼嘉
西安美术学院

厦门·天著润宸售楼处

温州新希望.天麓跃层私宅
范张义 浙江成仕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spontané 赤 刘文萍 成都边缘地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神仙树大院 罗天炜 GFĀA 方研玖方国际设计研究中心

居之游心 袁江 光影之间室内设计机构

流动的韵律 周雅 湖南名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考古博物馆项目陈列展览及装饰

装修设计施工一体化工程总承包（二

标段）

邵战赢、崔彦宗、

刘玉琼、池润桐、

符月琴、徐葭飞、

刘逸飞、潘乐茵、

赵雪君、龙潮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活力无界-游戏研发企业的健康办公

场所
方玲娜 艺格工装（湖北）科技有限公司

归途 黄亚兰 亚兰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冰山慧谷 1930 智慧综合产业园主楼 赵海东 大连四合东方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蓝山四季 齐晟 福建大隐空间

忆 迹 戴晓宇 湖南美迪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极简而舒适的家 吴安生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郑州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单昱俊、陈虎、

顾蒋权、刘洋、

汪星星、赵准、

孙旦妍、邬守逸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项目名称 设计师 设计机构

川木轩 Pavilion 王玮 南京谷来室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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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设计师 设计机构

佛山东家小院・多功能会所民宿项目 周静 深圳市派尚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生活本色》 陈春之 福建省国广一叶装饰设计机构

融创·盐城亭湖壹号公馆美学馆 金一峰 杭州涵永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茶行书 阳耀堂 重庆布尔设计

寻见空间诗集 李细娜 宁波富寓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郑州艺棠展厅 李君岩、直涵明 郑州青草地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素·净 叶芷莹 大隐空间设计事务所

中建•宝铂公馆营销中心 郑宋玲 柏舍设计

春燕归巢 贺晶 行者-SPACE 状态设计

《空》 陈启龙 德阳好美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武汉三月猫咖（群光） 张明旭、王雨桐 隐上设计

楠枫书院 叶智杰 广州品集空间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Hair Artisan 型匠美发时代柏林店 谢剑华 广州市营尚室内设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似我 杨润鑫 福州木羊设计事务所

乡野丹青蕴艺堂
赵廼龙 柳春松

刘永颜
天津美术学院

探索别样的人间烟火 温文府 福建省壹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合生中关村合生汇
RSP 雅诗柏设计

事务所
RSP 雅诗柏设计事务所

茧 苗蓝图 成都壹贰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佛山枫丹白露酒店室内设计方案
陈加强、郭丹、

邱立军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番禺职业技

术学院

至简之宅 樊益锋 宁波柏亿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Floating Island 王凯利 无中生有设计



- 11 -

项目名称 设计师 设计机构

轻境：广东省英德市积庆里茶坊 邸锐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界联设计研究室

风动景观艺术装置 陈泽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YH BEAUTY 皮肤管理 叶芷莹 大隐空间设计事务所

重庆中建•启宸营销中心 郑宋玲 柏舍设计

东莞华侨城•天鹅堡大平层 郑宋玲 柏舍设计

黑白时尚 肖豪 福建大隐空间设计

时光 刘艳 湖南名匠装饰有限公司

八角城商业空间设计 刘方靓、马象象
兰州工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苏州拓谷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龙源·味”日料店 天瑜 本慕本·空间设计

栖岛 木拓 福州市引曰建筑空闲事务所

突破的跃层 刘昆 刘昆个人设计工作室

威士忌 刘昆 刘昆个人设计工作室

GENTLE OAK·橡 干式熟成牛扒体验馆 曹劲麟 广州市正在室内装饰有限公司

奉吉烤肉 韩伟 香港大未空间设计事务所

广州万国元宝酒店 陈湖 广州汉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见海 吴映 刘豪 长沙山乙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無.常 李李宇、王志远 山乙山全

为爱之家 叶小仙 观岚装饰

温暖港湾 单超然 MIDU 米度设计

长清学林府泛会所室内设计 高龙 上海熠彩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江苏淮安花间堂酒店 马浩博 四川三问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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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设计师 设计机构

广州广百百货(北京路店) 陈湖 广州汉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风雨环屋》——三江县洲北村文化

综合体设计方案

丁向磊、白文昊、

王海宇、郝家禾
西安美术学院

国风长安 高江涛 国广一叶设计机构

暖光 陈旭 四川素美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惟馨”样板房 天瑜 本慕本·空间设计

海底藏酒 江勇 南通职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九龙湖·观澜轩 史峰 上海星杰国际设计宁波分公司

灰遂 杜皓然 德阳易百装饰

夏日微光——乡村振兴度假酒店 杨乐 元力觉醒（苏州）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石阡厝影》—泉州市涂岭镇樟脚村

文化综合体设计方案

丁向磊、王海宇、

张玉楠、毛佳怡
西安美术学院

融创·内蒙古玉兰星宸美学馆 金一峰 杭州涵永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东临碣石 余佳蕾 湖南墨者国际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 留•白 」 刘增宏 厦门市室内装饰协会

港埠三区文创港商业综合体 贾锋 上海澳锘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浙江长兴密静君澜度假酒店
姚伟勤、谢熙、

李震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顺势而为的艺术 陈铮 福建国广一叶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砖石之筑——惠安崇武古镇文化设计

综合体方案

丁向磊、印玥、

唐俣、沈暾
西安美术学院

百里千家餐厅设计 王跃 西安中大建筑饰业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新儿童活动中心

冯文成、楼冰柠、

黄志斌、叶茂彪、

吴嘉杰、曾昭国、

冯元科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燕侣莺俦 叶文 厦门市总全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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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设计师 设计机构

《向海·悦心的邂逅》
钟景芳、吴思妍、

石欣哲
汕头市伊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北辰三角洲奥城 E7 区 李婷婷 湖南北也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德阳保利美茵别墅 白明远 德阳欧亚装饰

中国文化体验中心 张健 大连工业大学

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

部中心
李刚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中核绿城春江明月售楼处
孙春雷、夏星敏、

曹阳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碧桂园·玉玺-极简 胡波 画邸设计工作室

致现·平衡共合 刘喆 广州市本合致现设计有限公司

星案（联排别墅） 肖遥炳 赣州丛一楼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纳维亚 钱祝麟 上海市好美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先进光子器件工程创新平台项目精装

修设计
王跃 西安中大建筑饰业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 8号线北延段文化站装修设

计

罗若铭、冯文成、

楼冰柠、吴嘉杰、

黄志斌、冯元科、

钟仕斌、邓丽威、

李俊杰、陈琳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家·恬静》
李煜辉、丁兆恩、

陈加伟
汕头市伊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简居 杨孟林 湖南省东家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宝贝们港湾 邓志飞 鸿扬家装

神隐 木拓 福州市引曰建筑空闲事务所

浮岛 刘昆 刘昆个人设计工作室

柘城怡商蘭园销售中心 张海彬 郑州青草地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美和门诊医疗项目室内空间设计 徐玥 江苏天茂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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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设计师 设计机构

安静(中竣天宸） 周裕霖 厦门好易居装饰有限公司

轻老 三月 上海至淳建筑装潢设计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高性能材料创新中心及孵化

基地室内装修设计项目
李铿 深圳市万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碰撞 申维燕 上海好美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二期建设项

目《新疆历史文物陈列》EPC

邵战赢、崔彦宗、

何其潮、钱丹、

梁振威、徐良昊、

龙潮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绿城·长汀云庐 鲍国军 宁波壹创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黑与灰 沈文臻 湖南点石家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十堰市首家城市民宿——《名

巢云宿》
任政 十堰市禅悦空间设计

《不用问》叶福新茶业会所 许洪波 泉州美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朴素是一种态度 陈铮 福建国广一叶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彝乡双境——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文

化中心

丁向磊 徐思维

孙蔓婷 陈淑雯
西安美术学院

翠红云门 孙瑶瑶 四川星致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HOME 诸葛臻 杭州市美术职业学校

新景国际外滩-云屿 严红杰 厦门九鼎装饰

《西索石寨》——马尔康市西索村文

化综合体方案

丁向磊、任曼嘉、

陈淑雯、许若凡
西安美术学院

北航青岛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酒店 王亮 中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明日阳光营销中心

林建飞、岑冠豪、

梁文辉、林扬、

邓灿世、梁彩玉、

钟华镇、肖楚健、

叶恒廷

广州联亚中创环境艺术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自由向上 朱萍 德阳易百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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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 29°康旅森林民宿 田力 中衡卓创

自由之梦 樊益锋 宁波柏亿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沙印 杨理
湖南点石家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大宅设计

院

暗视 杨理
湖南点石家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大宅设计

院

上海松江区卧龙智能制造研发基地 朱宇丹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中国芯 创鑫造 陈晓薇 元力觉醒（苏州）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九江庐逸小镇温泉度假酒店 王亮 中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浅易、随性》
程钰纯、吴沁南、

蔡楚洪
汕头市伊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一蓑烟雨 胡海龙 湖南美迪大宅设计院

台湾山庄设计 黄惠玲 钜诚装饰公司

东方雅韵 陈桥 四川渼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夕夏温存 姬鸿雪 姬鸿雪空间设计

枫丹白鹭 刘凯 画邸设计工作室

《璞韵》 陈雷文 至研营居

贝齿特口腔 张威 佛山市禅城区威思创意设计室

保靖县酉水国家湿地公园基础设施建

设工程（一期）

沈磊、袁小勇、

李辉、李京函、

何子昕、陈康寿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大摩（DAMO）水疗 SPA 公共空间改造

设计（新业态商业空间设计）
黄子科 广州柏司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北方药谷德生生物药国际 CDMO 基地

项目
贾锋 上海澳锘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长虹官邸-褪尽浮华 莫文雄 画邸设计工作室

合景悦湖四季别墅 魏兴宇 武汉尚映空间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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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复式楼私宅设计 秦立秋 秋野设计事务所

清远云山花园 - 东方诗意别墅 李健勇 广州方华国际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山语 李敏勇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界限与融合》 王邱平 上海好美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恒禾七尚 | Metallic Heart 郭铠瑜 福建国广一叶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茵天瑞玖珑国际示范区（林燊荣/

何华武）
何华武 华伍德设计咨询（福建）有限公司

松间明月，石上清泉——最美乡村餐

厅
杨刚 元力觉醒（苏州）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观澜湖•观庭 陈志潇 海南星艺装饰有限公司

苏州印象 3期 4号楼 皇甫京学 延边州皇甫室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初晴后雨 刘多 成都圆合建筑设计事务所

不朽之地——“嵌入与织布式”城市

更新设计

胡亦菲、张宁、

黄思颖
天津美术学院环境与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正 王楚斌 厦门市总全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心安·归宿 余永刚 四川德阳田园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山·隐 夏霆宇 江油集渼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极简新中式｜木里木外 殷焕玲 江油集渼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兵器博物馆（西安记忆）装修与布展

项目一标段工程总承包（EPC）

黄建成、曾煜、

柳棱棱、杨红爵、

黄璜、郑慧敏、

钟欣颖、常亚飞、

苏天柱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岁月静好 邓志飞 鸿扬家装

静赏花景 慢享时光 陈群玲 陈群玲空间设计

云岚阁 陈群玲 陈群玲空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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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金融国际中心·柒贤 张永 河南阅梵堂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回音 申宇 河南腾原筑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归隐 张永珍 喜巢空间设计

《和煦》 柴焜 柴焜室内设计工作室

婺川复园——遵义市务川县文化中心

设计方案

丁向磊、陈博闻、

赵倩、罗宝祺
西安美术学院

贵阳天恩母婴会所 郑悦＆舒泉发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星河 coco city 灌南恒基广场
陈伟军、谭丽珊、

蔡颖华
广州 DOL 创意集团

凤凰的灰白色奶茶 郝明伟 满洲里市聚合创品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雅致——极简格调 冯小星 上海好美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徐·余 张展翼 福建国广一叶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盱眙烈士革命纪念馆 吴丹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自然极简，宁静质朴 徐华佳 意想家软装

地利山生活美学馆 张永 河南阅梵堂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湖北省十堰市武当山民宿设计项目—

—福地居 33 号
任政 十堰市禅悦空间设计

光峰科技总部大厦 朱宇丹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襄阳·骧龙国际·静谧 宋伟 画邸设计工作室

武汉市千滋百味蝶栖庄园 曾鹏 武汉集上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雅·馥 武薇 厦门嘉悦天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黑白之间 陈丽丽 福建省壹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更替. 曾志铠 观诺峰上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牧心纪·森林宿 赖品元 蓝桥艺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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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影 吴中林 广东星艺装饰宜昌公司

对望鼓浪屿的品质住宅 孙巧敏 厦门九鼎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市富阳区富政储出 12 号地块项

目营销中心

姚伟勤、陶妍君、

刘杰、金鑫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自贡恐龙博物馆二号馆科普展示工程

及配套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沈磊、罗嘉曦、

周小鹏、何晓东、

何子昕、余楠、

李嘉颖、王希影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二七纪念堂保护提升及陈列布展项目

EPC 总承包工程

李超、黄险峰、

朱桂明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STAR 会议中心 曹健
归愫空间设计&新加坡KCD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

浅饮美式生活 李细娜 宁波富寓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京宴八方 王伟鉴 长春市大火艺术装饰有限公司

金山集团武汉总部办公楼 周佳 武汉内外间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无界 武薇 厦门嘉悦天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域·空 郑钰、杨君 鸿扬家装

佛山市博物馆新馆二层展区（国宝厅、

石湾陶展厅、非遗精品展厅）陈列布

展服务

杨晓航、尹薇薇、

李桦、吴江雪、

蔡远鹏、梁颖梅、

黄上明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同森·锦樾一号 高萌 德阳名匠装饰

末秋 刘聪 湖南蜜蜂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静谧与时光 穆卫 宁波市胡桃木设计有限公司

兴龙湾别墅 靳晓波 瓴筑空间设计事务所

武汉高德红外工业园二期1#楼A栋生

产大楼
李刚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烟火气艺术之美 林上淮 LSH DESIGN 林上淮设计事务所

科文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室内方案设 孙亚峰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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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月出锦绣酒店空间设计 卢鹿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徐州淮海健康产业园办公楼室内设计 翟胜增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拾光 陈秋伶 德阳田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兰州大学齐云楼室内设计项目 唐可、张艺苗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麓山荣郡幼儿园 胡艳琴 江苏水立方建筑装饰设计院

新承旧念-邵武市金坑乡金坑村上坊

街 71 号木民宿与咖啡馆提升项目
邓枝绿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珍鑫鱻
石岩、单晨曦、

白芳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萌宠亲子酒店设计 王艺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技术职业学校

大理州人民医院 黄啸 海南钧一实业有限公司

庆阳袁家村旺园 张艺苗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创客空间室内

设计
屠钊 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The Moon Coffee——校园咖啡店
刘兮兮、张子轩、

谢啟翰
江苏海洋大学

入围奖

项目名称 设计师 设计机构

《魁歧》 陈晗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日月宏 . 天安》 刘新华 山西天安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新生 李欣 唐纳德空间设计

海峡国际社区：极简奶油风 陈霁晖 厦门十德好康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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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叙事——建设银行客户活动中心 梁青 厦门一线空间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Rhythm Space 苏威 福建大隐空间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玉林市福绵区人民法院信息化及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设计
黄文 深圳新科特种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轮渡融品福泰楼 代永杰 厦门东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期.愈 宋颖仙 术沐工作室

春风长住.晴翠秋时府 蒋俏 杭州御润兆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藏拙庄 沈文臻 湖南点石家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建发春江悦幼儿园 陈伟 浙江华展工程研究设计院

中建·南湖壹号熊先生雅居（实例） 余衡 武汉山水人家家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湖畔心居 殷文文 画邸设计工作室

新疆吐鲁番别墅会所项目 黎晓军 成都彩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广东辰元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舒泉发 深圳市广田建筑装饰设计研究院

奶油色调，温柔可触！ 张英炎 厦门十德好康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海景办公室 郑谦 厦门十德好康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FIND U STUDIO 郭明旋 厦门十德好康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烟熏仓 BBQ 酒吧 皇甫京学 延边州皇甫室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可心暖宅 胡思明 温州吾拾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建邺科技创新产业园 C1栋

倪立富、戴方会、

黄兴、葛峻、周宇、

吴依然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简. 许浪 长沙择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灰陌 杨丽 钜诚装饰

佛山南海双语实验学校体育馆室内方 陈加强、郭丹、邱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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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设计 立军、麦介桢

美式之家 吴越 堂杰国际设计

欣旺闽派海鲜餐厅 杨永志 厦门市磐锢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近城远山，人间烟火 徐华佳 意想家软装

夏末之曲 熊伟 M&F 空间设计

福鼎星旗舰店 林道明 厦门林饰山房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理性与浪漫 陈剑光 安定设计

汉源·金陵山水酒店 王亮 中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高级料理|会所---“闲寂”的静谧之

美
朱煌 厦门百家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橙意轻奢 胡思明 温州吾拾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人居·东湖长岛 杨鸿 鸿馆空间

上海玫瑰公馆公寓设计方案 曹学莉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

长江国际文化广场
RSP 雅诗柏设计

事务所
RSP 雅诗柏设计事务所

宴 . 紫台 周 港 湖南美迪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党员干部党性教育馆展馆展陈

服务项目

王润强、沈磊、伍

穗莹、刘仕明、余

楠、张建华、梁杰

燊、郭焯豪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感知温度，三代之家 陈锦斌 钜诚装饰

佛山南海实验学校百谷餐厅室内方案

设计

陈加强、郭丹、邱

立军、麦介桢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番禺职业学

院

首府.花雨树 杨一帆 德阳名匠装饰

盛和天下居住空间设计方案，（设计

师：于美娜、刘文超）
于美娜 哈尔滨奇点设计有限公司

奇点设计-观江国际住宅（设计师：苗

德宝）
苏翔野 奇点设计



- 22 -

项目名称 设计师 设计机构

《空》 鲍远远 中博装饰

Lily 杨靓 靓设计工作室

太敬教育科技办公楼 李勇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极简空间 向传雨 德阳好美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沸城 FITNESS 杨永志 厦门市磐锢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海之恋 杨荧荧 香港安美设计有限公司

柔和之光 吴昌哲 厦门市百家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无印办公 Traceless 王玮 南京谷来室内设计

GTSI 国际创新谷校区
刘向红、舒泉发、

刘芳芳
深圳市广田建筑装饰设计研究院

柏悦轩餐厅 黄金程 大连御图腾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精致舒适“理想家” 余永刚 四川德阳田园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优雅遇见浪漫 余永刚 四川德阳田园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正观院（创意） 刘檬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南京中铁建花语熙岸售楼处 孙春雷、刘琦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徐泾镇西虹桥蟠中东路南侧

33-03 地块室内装饰设计
许志军、朱敏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漳州博物馆设计 梅文兵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蓝色的色彩情感 陈柏利 厦门家年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简约生活融合设计信仰 林上淮 LSH DESIGN 林上淮设计事务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

行建设技术业务用房项目精装修工程
黄世庆 北京清尚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东泽庄园.欧洲古典法式 麻振建 辰璞室内设计事务所

丰和院艺术中心 陈伟 浙江华展工程研究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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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谧时光 刘晓清 福州壹流拾光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萍 杨靓 靓设计工作室

烟台业达城市广场室内设计 冯娜、吴克松 上海闵行职业学院

上海星悦 spa 会所 马龙鑫 尊享上品装饰设计工作室

华尔顿 林双福 厦门市喜达居装修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新景 5.8·实景 蔡伸 厦门华鼎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南风海意 翟冬静 河南恒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方 王楚斌 厦门市总全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中央礼品基本

陈列及辅助展项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
邵战赢、劳健聪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潜江革命英雄纪念馆——陈列展览装

饰装修工程总承包（EPC)
李超、黄险峰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桨心 赵文杰 鸿扬家装

溧阳天目湖涵田度假村改造

毛悦、袁金城、徐

悦、任加宝、宋永

胜、张锐、韩雪婷、

孔洁琼、王宗群、

周宇、吴依然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江北虹悦城购物中心

王剑、田竹、解驰

干、张梓雲、范文

谦、周宇、王楚宁、

郑芸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赛伦德拉》样板房设计 戴广凯 苏州后山人装饰设计工作室

光与暗的追逐 闫超 德阳易百装饰

奇点设计-盛和世纪私宅项目设计方

案（设计师：苏翔野，赵欣）
苏翔野 奇点设计

舍下草堂 胡涛 胡桃木空间设计

Stay Gold：Nature' s First Green 史林艳 香港神采设计建筑装饰总公司宁波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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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十堰市格林菲尔幼儿园项目设

计
冷晓颖 十堰市至简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前卫黑白 张凡 湖北尚派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有限公司

阁暮餐吧 方志超，王若璇 天津美术学院

中山云樾 易慧 宁波易舍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厦门趣店项目

单昱俊、王华伟、

相恒鑫、宋远、凌

元元、汤镇、戴娟、

汪荣荣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宁静 龙蟠伦 德阳好美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浩海酒店 曹健
归愫空间设计&新加坡KCD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

至简格调，不失其华 唐椿程 宁波厘米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宁波富邦世纪广场 陈伟 浙江华展工程研究设计院

出则繁华，入则悠然 吴伟 象山浮生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华润翡翠城·刘女士雅居（实例） 胡劲华 武汉山水人家家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华润润玺翡翠中心 王娜娜 武汉嘉年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幸福·家 » 杨敏 荆门市捌零玖零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经典大第 罗永康 厦门市总全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觉芦居 潘贵生 佛山市西研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万科东海岸别墅 舒泉发 深圳市广田建筑装饰设计研究院

广州增城森林海温泉度假酒店 徐婕媛 徐婕媛设计工作室

内山书店 朱鸿涛 鸿涛设计工作室

山海餐饮民宿综合体 李政慷、郑涛 宁夏大学

奇点设计-城市与企业展厅设计方案

（设计师：袁林、周哲）
苏翔野 奇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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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产业园 黄世庆 北京清尚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新乡八里沟园溪行民宿酒店 李站朝 河南凹凸环境艺术设计

正荣·紫阙台 现代美宅（实例） 郝小栋 武汉山水人家家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浪漫奶油风 林思康 百家安装饰

在触摸建筑中延续红色文化 在孕育

艺术里践行振兴乡村
翟小慧、兀磊晶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装饰分公司

麒麟新市镇社区中心 1#楼装修工程

设计
王飞 江苏天茂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友之家
梁正、梁晨、李锦

超

北京国科天创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梁晨工作室）

《朴居》 方正 方正空间艺术设计事务所

海投天源 | 极简暗黑系 洪志杰 厦门百家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鸿洲江山独栋别墅 王世道 海南世道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园博湖畔水晶湖郡 吴文雍 厦门钜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星*普拉提 戴恺汐 无限几何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黛末青居 张艳芬 昆明中策装饰

青云书院文创馆空间创意 李建勇、张建勇 陕西伍道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墨韵芳华-中式会所设计
徐士福、余洪穆、

陈国辉、林帅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多元复合的生活美学场，（设计师：

于美娜、张永辉）
于美娜 哈尔滨奇点设计有限公司

耐迪斯形象展厅 叶铭生 深圳众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新沂工业邻里中心室内外装饰设计 曹翔 江苏天茂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新大新 · 国风北京路店 陈湖 广州汉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原初心·归自然 李敏 湖南省衡阳市千玺装饰设计会所

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张东英、周平、任

加宝、谢晨阳、周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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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吴依然、戴含

天、王宗群、宋永

胜、严杰

浪漫法式轻奢的家 陈淑敏 厦门市家年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暮色 木拓 福州市引曰建筑空闲事务所

河南省美术馆公共文化空间 NO.O 展

厅
胡奥坤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壹品金汤馄饨 王黎明、邓云丹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融”——办公室设计 孙仲萍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打破常规的静谧 黄舒悦 厦门几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理性与浪漫 陈剑光 安定设计

现代极简奶油风，温柔触进心底 肖泽清 厦门十德好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写意空间 回归生活 姚国健 广东星艺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一品荟 关升亮 佛山市亮道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东方韵味 罗硕 湖南美迪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绿色宁静主题设计—哈尔滨松江宸院 吴安生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东泽庄园.古典美式 麻振建 辰璞室内设计事务所

邵武市和平镇坎头乡村会客厅 邓枝绿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兴元公寓 杨靓 靓设计工作室

“绿”朔新境 范千梅 雅品装饰

shuwo 现代农业都市餐厅 陈泽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山水芳邻 彭巧明 厦门钜诚装饰

中共武胜县委党校二期建设项目 李青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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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水石堡——贵州省安顺市云山屯村

文化综合体设计

丁向磊、赵倩、卢

颖萱、林昕瑶
西安美术学院

厦门禾祥西路禾祥商城 张庆双 厦门喜达居装饰有限公司

张家港锦鲤花园住宅室内设计 高龙 上海熠彩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新景天湖广场 郭明旋 厦门十德好康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师附中番禺学校东方智慧馆

林建飞、岑冠豪、

梁文辉、林扬、邓

灿世、梁彩玉、钟

华镇、肖楚健、叶

恒廷

广州联亚中创环境艺术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立潮头台州白天鹅酒店陈设艺术装置
樊威亚、李智、刘

远平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景盛豪庭 200 方大平层样板房 林慧峰 广州碧丝比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初墨沂然》新中式别墅空间 戴广凯 苏州后山人装饰设计工作室

星河 唐晞妍 四川渼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如梦良镶，只此风雅 唐椿程 宁波厘米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华润小径湾公馆 舒泉发 深圳市广田建筑装饰设计研究院

静雅 叶枫 厦门喜达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简生活 雷瑞燕 厦门百家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简约主义 王俊辉 厦门百家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海口市美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许洪 海南原语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总部大楼及药物研发、制剂中心建设

项目
仝振奇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魔方宿居 杨俊颖、曹亮 益阳市天礴装饰

湖南省溆浦县北斗溪文旅小镇设计说

明

张文超团队、陈蔚

镇团队、陈礼俊团

队

广州北斗星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什邡-鑫科花园 卢斌 德阳名匠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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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轻奢棕榈半岛 田立峰 厦门家年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在光阴里落座 冯义 宁夏昌禾同盛科技有限公司

韵味中国 郑盛浩 厦门总全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秋归 樊德成 威尔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HOPSON ON 升级改造
RSP 雅诗柏设计

事务所
RSP 雅诗柏设计事务所

忠华集团·总部空间

林建飞、梁文辉、

邓灿世、林扬、肖

楚健

广州联亚中创环境艺术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宝庆新民居室内设计 胡海波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青海爱贝儿幼儿园 吴利锋 守望者设计

御景苑/木意 王琰 德阳名匠装饰

《渔生》 吴筱淇 德阳易百装饰

中山市火炬-中远航图书馆设计 吴丹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舟山山海大观 40-3 地块公寓 毕梁挺 北京清尚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御 SPA 高级养生会所 于人、牛珂 郑州杰品陈设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明源国际 骆刚 德阳名匠装饰

金地·格林小城冯先生雅居（实例） 魏蔚 武汉山水人家家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初秋の摩卡 梁峰云 拜斯达 1619 高端工作室

极简——塑造极简住宅空间的取舍 李鹏岗 宁夏川木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南海体育中心

陈雄、陈奥彦、冯

文成、许名涛、吴

东奇、孙丹琦、张

芬、邱婧、邓淦元、

陶伟哲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珠海五洲湾销售中心 李群 珠海市致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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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享青城一期临河（憶桐）酒店室内

硬装设计合同

谢东成、龙伟基、

苏国文、刘振、方

汉波、黄玉屏、庄

思洁、黄敏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台山市君海悦凤凰酒店装修设计（五

星级商务度假酒店）（一至六层）

龙伟基、方汉波、

谢东成、黄玉屏、

苏国文、刘振、庄

思洁、黄敏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金熙庭院
徐泽慧，陈国柱，

王慧
湖南祥和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艺术新居 陈小玲 钜诚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碧桂园青云台 陈帆 德阳名匠装饰

黑暗中的光 李睿璘
四川九鼎悠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德阳

分公司

德外花园 聂华 德阳名匠装饰

海华•六合嘉园 王宏 宁波宏新创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都市田园·悦享社区”——疫情常

态化下的上海市保障性住房设计
陈行

深圳市开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WE-Me

Group 工作室）

雅·方 孔振铭 厦门嘉悦天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火烈鸟港湾酒店 徐婕媛 徐婕媛设计工作室

静谧风间 陈伟海 观诺峰上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复古·森系小家 吴克峰 厦门百家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汉钰时光 张恒 湖南尚晟建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雅韵东方 朱宸毅 天津天狮学院

古典与潮流 林子轩
四川九鼎悠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德阳

分公司

庆阳袁家村旺园 唐可、张艺苗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额尔古纳白桦林旅游景区演绎餐厅 杨雨萌、蔡甜甜 哈尔滨师范大学

恒禾七尚 潘少文 厦门喜迎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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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境 · 乡围 · 乡愿
方强华、徐家鹏、

于吉发、李江
江西师范大学

咖啡时装店
汤喜辉、王倩倩、

姚俊霞
河南城建学院

睢宁城市服务中心 韩媛 江苏水立方建筑装饰设计院

轻奢.新时尚 周陈 德阳市雅品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主题纪念馆——《勿忘历史，奋进新

时代》
陈琳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绿洲国际理想城 夏丽 武汉山水人家家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林河陌影》——仙市古镇活动综合

体方案设计

丁向磊 郭仕德龙

卢颖萱 印玥
西安美术学院

烟火伴青欢 沈咏莉 厦门十德好康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鹏瑞莱佛士酒店小王子亲子房 宋旭明 广州爱翼酒店设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洲紫轩公寓项目 林慧峰 广州碧丝比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NO.2019 G99 地块

王剑、张春磊、田

竹、舒娜、郭俊、

谢驰干、张梓雲、

范文谦、吴依然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迁帆出海 林宝军 南京传媒学院

云集柿业酒庄空间设计 李建勇、张建勇 陕西伍道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梦》 王剑南 雅品装饰

英德市鱼咀村碧乡文旅 余德彬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渺趣 徐磊 厦门美第奇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建大 薛林 四川梵木空间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漳州农发银行 章潮 厦门鸿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省肿瘤医院健康中心 赵勇 三亚汉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闽南佛学院
毛悦、张东英、袁

金城、徐悦、郭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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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新、万妍妍、周

盛强、谢美荣、范

荟荟、徐洋

丽景湾别墅
石岩、单晨曦、白

芳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映山红鲜货火锅 冯娜、吴克松 上海闵行职业学院

丝绸源点博物馆文旅项目-东方丝源
陈涛 黎琪 黄

无书
西华师范大学

《 中航号 》 陈嘉晖 厦门十德好康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一方宁静，一方闲雅》 汤芳彬 厦门九鼎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精诚四季餐饮空间

林建飞、岑冠豪、

梁文辉、林扬、邓

灿世、梁彩玉、钟

华镇、肖楚健、叶

恒廷

广州联亚中创环境艺术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一禅一世界 贺钟毅 永州冷水滩区东家乐装饰有限公司

百花洲悦苑酒店项目一期室内及相关

专项设计
许牧川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归真 余忠贵 四川渼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云顶至尊 黄增辉 厦门家年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黑河市.摩砖酒店 刘文超（裔飞） 易铖全案设计

心之所向 素履以往 李鹏岗 宁夏川木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藏碉石韵——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莫

洛村文化综合体设计方案

丁向磊、郝家禾、

谢煦旻、李卓杰
西安美术学院

佛坪图书馆室内中庭设计 方正 方正空间艺术设计事务所

客路青山 易强 四川省创逸雅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极乐汤温泉中心酒店
颜景尧、赵琨、王

佳劲、陈然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金沙湖湖滨酒店

夏菲、卢佳奇、鲁

天姣、倪旎、颜景

尧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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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时光健康养生会馆 邹华韬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丽顿华居樊口武昌鱼餐厅室内空间设

计
徐学敏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辛巴达温泉海世界
孙朋久、刘勤浩、

潘宥承

哈尔滨勤之晗环艺设计有限公司、黑龙江

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ioi 棕榈城 蔡宗霏 喜迎门装饰

浪漫的情感共鸣 郭晓晔 宁波妙境空间设计

武夷山星村镇黎前村民宿设计 邓枝绿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铜山非遗文化展厅 李宝珠 天正建筑装饰江苏有限公司

铂顿酒店公寓 关升亮 佛山市亮道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糖卜里卜》住宅空间设计 戴广凯 苏州后山人装饰设计工作室

“共创”新能源汽车城 天瑜 本慕本·空间设计

东方卓月-主题餐吧设计
徐士福、余洪穆、

陈国辉、林帅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简约 李鹏岗 宁夏川木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咸宁市金融信息港共享会议中心
林建飞、岑冠豪、

林扬、梁文辉
广东省美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埃斯顿总部办公南北楼 倪立富、葛峻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喜欢里·花园街 廖卫星 湖南祥和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喜欢里·轻奢 廖卫星 湖南祥和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黄鹤楼汉口巷子餐厅室内空间设计 徐学敏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崇尚自然、追寻质朴”茶室设计 杨婧一 天津天狮学院

依家.居 崔杰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省十堰市武当山太和紫隐度假酒

店
任政 十堰市禅悦空间设计

闲对风月 诗意栖居 郑阿清 厦门几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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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韵 徐磊 厦门美第奇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新港广场 刘泗海 厦门品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在触摸建筑中延续红色文化 在孕育

艺术里践行振兴乡村
翟小慧、兀磊晶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装饰分公司

大连万宝温泉会馆 刘福智 鑫诚华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广建学府营销中心
林建飞、岑冠豪、

林扬、梁文辉
广东省美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樵顺嘉宝酒店室内设计

方汉波、谢东成、

龙伟基、黄玉屏、

苏国文、刘振、庄

思洁、黄敏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四方馆-画廊工作室设计 王小倩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产业园项目 干才波 北京清尚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朋友圈概念餐厅 吴伟 象山浮生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骆驼集团总部室内设计 邸锐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界联设计研究室

城市之中，尘世之外。 林小莉 厦门银牌装饰

大连万宝东港店 刘福智 鑫诚华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大美中国.宜宾蜀南竹海“长福里”

民宅改民宿项目》
黄浩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潇湘·上官宴 蔡海 湖南祥和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学大教育曲江童美校区室内空间设计 武嬿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极光 朱永杰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重冶集团办公大楼 周鑫 武汉市博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空间情绪~180 平方极简私宅 张寸虾 百家安装饰

沃特塞恩办公空间——水光之舞 邹镇印 四川镇印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图书馆
林建飞、岑冠豪、

林扬、梁文辉
广东省美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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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风·雅苑——宁波象山麒麟国学馆

室内设计

张鑫、冯节、朱鹏

飞
东华大学/中国美术学院

禧园会所 王静 湖南省益阳市艺美空间规划有限公司

汇乐国际 田佳君 德阳名匠装饰

大益茶大同体验馆室内设计 王栋 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海伦小镇胡女士雅居 石敬朴 武汉山水人家家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在触摸建筑中延续红色文化 在孕育

艺术里践行振兴乡村
翟小慧、兀磊晶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装饰分公司

乡村振兴-清泉农夫特色农产品展销

体验中心
江春桥 湖南省高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融侨锦江悦府美式 林函丹 福建花牧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群服务

中心整体环境设计
马爱民 河南城建学院

友居·人间 苟明月 德阳易百装饰

李府别墅 徐珑毓 广州之图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碧桂园城市花园钻石墅室内设计 吴伟亮 茂名市吴工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生命的轮回•树雕博览馆 王京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哈尔滨翰森艺术学校分校设计方案
石峰、祝东、常宇

航
黑龙江省商务学校

项目二鲜花店 胡智强 成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墅公馆 白芳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

静中之动 韩朝霞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南洋迪克整体家居天水商场 杜文婷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望城钟总新中式别墅方案设计 蔡敏思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