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软装陈设

软装陈设

三福龙景别墅

海天绎色——蓝

孙燕

孙星星

中国

中国

别墅豪宅

别墅豪宅

维信金科总部上海办公室 向光正 中国 方案设计

大思设计未来空间丨新空间 郑任嵩 中国 方案设计

nice主题酒店方案设计 孙燕 中国 方案设计

金辉尊御 孙燕 中国 方案设计

姚丽

乐陶酒店 孙燕 中国 方案设计

三福百货总部办公室方案设计 孙燕 中国 方案设计

中杰生活广场 黎冲冲 中国 方案设计

吾牛寿喜烧日式火锅店 查槿 中国 方案设计

九州新世界会员中心 查槿 中国 方案设计

LINDA GALLERY 帕姆建筑设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 方案设计

竹林深处 隋宏达 中国 方案设计

隽昊文化科技 朱云龙 中国 方案设计

中西风韵 金雨霖 中国 方案设计

VILLA CH-O AND VILLA CH-S Francesco Napolitano 意大利 方案设计

一处，清闲 刘卓 中国 方案设计

山水安居 中国 方案设计

武夷幼儿园 李兰敏 中国 方案设计

亲子公寓.伴她成长 李兰敏 中国 方案设计

国家湿地公园科普宣教中心 陈路 中国 方案设计

褚峰 中国 方案设计

Technology creates the future 隋宏达 中国 方案设计

紫气东来，悠然麟山---新中式别墅设计

滨江首府 鲲誉设计 中国 别墅豪宅

致敬美好时代｜北京温榆河畔格拉斯五期样板房 潘及 中国 别墅豪宅

云起 张兆勇 中国 别墅豪宅

湖州“梦想城”售楼处|以梦为马 莫负韶华 李林子 中国 样板房

绿地·宁波杭州湾二期E户型 南京我们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样板房

北京金茂府-32院 集艾室内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 样板房

佛山中南·滨江国际样板间 刘冰林 中国 样板房

入梦 王纪民 中国 建筑概念设计

都会之光花苑 太仓禹洲益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 住宅建筑

北京市朝阳区丽景社区环境建设项目 王聪 中国 社区改造与历史街区保护

小白 倪成兵 中国 方案设计

同一种调调 倪成兵 中国 方案设计

布舞 梁允睿 中国（台湾） 方案设计

宁波鄞州市民中心
筑弧建筑设计（上海）事务所 宁波项目业主：
宁波市鄞城集团 , 宁波市鄞州区政府审管办 中国 公共建筑

营养补充剂青花瓷系列 彭伟 中国 工业产品

马卡龙儿童座椅 王明伟 中国 工业产品

能源柱 飞利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

天目湖梅岭玉溧阳博物馆概念性方案 李林子 中国 建筑概念设计

江苏华亚办公楼 杨日柏 中国 建筑概念设计

茂华办公楼 杨日柏 中国 建筑概念设计

昆明记忆 申毅 中国 工业产品

白肌瓷韵身体乳系列 彭伟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CAMAL BAT80 Alessandro Camorali 意大利 产品概念设计

木与瓷 周远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咖啡具产品概念设计 陈欢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生命体 孟星帅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模块化分类快餐盒 徐晨侥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根部保护者 徐晨侥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组团儿 石涵旭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生活面膜 陈俊灏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拒绝催熟剂 沈琨霖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多色冰淇淋口红 彭伟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可拆卸磁性酒杯 彭伟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新型多角度光照筒射灯 唐海松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骨头猫”儿童摇椅 王明伟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超级一龙拉面 亚洲吃面公司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疯椒鱼人STORE 亚洲吃面公司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小混沌 大馄饨 亚洲吃面公司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整木砧板 孙炜霞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情人节快乐 孙炜霞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杭州西湖工艺木筷 孙炜霞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帕拉庄园品牌形象设计 上海零奥广告有限公司（冯佳豪、夏青）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遇见郑州 李明亮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波兰100年 李明亮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Kamyar Fadai Graduation Breda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International Games Academy 荷兰 视觉传达设计

古今花 柯恩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颜沿 柯恩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获奖榜单

获奖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Biblioteca Espa（提名）

GIANCARLO MAZZANTI 哥伦比亚 公共建筑

Coliseos (提名）

GIANCARLO MAZZANTI 哥伦比亚 公共建筑

SantaFe

GIANCARLO MAZZANTI 哥伦比亚 公共建筑

最佳创造力大奖IAI

获奖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拙人营造办公室 拙人营造 中国 办公空间

长沙卓越青竹湖营销中心 深圳市盘石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方知书房 张得裕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北魏平城 凤凰客栈 穆藝文 中国 民宿空间

乐领·旗山侠隐 周赫 中国 软装陈设

天目山民宿改造设计 鲁先辉 中国 酒店空间

火烧房 重庆艾唯室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娱乐空间

归原小镇 深圳市承构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柴晟) 中国 传承与创新建筑

让建筑与自然对话  濮塘.桃里 中国 当代建筑

AHSA农场民宿 Creative Crews Ltd. 泰国 传承与创新建筑

SOVRAPARCO Francesco Napolitano 意大利 建筑概念设计

Short Film -Principium Breda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International Games Academy

荷兰 数字媒体设计

最佳设计大奖IAI

获奖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北京11号院私人会所 赵洋 中国 办公空间

赤犇炭火烧肉 曹明、王潇、陆书翰 中国 餐饮空间

.jpg咖啡 广州几何形态文化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斑斓 阮文辉，蔡燕彬 中国 商业空间

广州金地壹阅府 LSDCASA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佛山万科天空之城展示区 广州共生形态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业主：佛山市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领世双语幼儿园室内设计 巨和设计 中国 文教空间

重庆南山里民宿 赵洋 中国 民宿空间

建正·紫阙售楼部 河南九度空间装饰艺术有限公司 中国 软装陈设

上海融创领馆壹号院A户型样板房软装 上海益善堂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软装陈设

京基御景中央样板间 深圳市九度空间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样板房

博地中心 深圳市春山秋水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会所空间

澳新假日酒店 加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酒店空间

氿酷酒吧 陆朋 中国 娱乐空间

猫之一隅 平介设计 中国 娱乐空间

脑内啡运动空间 陳琬婷，李思慧 中国（台湾） 体育空间

博妍医美 WED中熙设计事务所 中国 医疗空间

韩岭花间堂 DC国际(上海地东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 传承与创新建筑

润江•壹號 筑弧建筑设计（上海）事务所
业主：润江地产 中国 当代建筑

永宁驿站 胡沂佳 中国 公共建筑

上海桐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业主： 内蒙古融创房地产有限公司，
内蒙古鹏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融创鹏辉玉兰天宸 中国 住宅建筑

心灵栖息之地民宿设计方案 王纪民 中国 建筑概念设计

Powerhouse Company
业主：北京紫光海阔科技有限公司智慧之环 中国 建筑概念设计

云南花束葡萄酒 彭伟 中国 产品包装设计

现代智能节能裸眼3D筒灯 唐海松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钢琴口红礼盒 上海海牙湾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品牌设计

比昂比昂面 亚洲吃面公司 中国 品牌设计

金奖IAI

99岁的老字号-同盛祥 郭莘空间事务所 中国 餐饮空间

道格韦恩健身健身中心 刘兴伟 中国 商业空间

竹叶青峨眉高山绿茶体验店 李想 中国 商业空间

南昌华侨城万科纯水岸艺术展廊 LSDCASA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AX—共享 徐庆良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摩比思维北京广渠门店 北京金碧合力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文教空间

可可幼家幼儿园 日敦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 文教空间

春天里幼儿园 日敦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 文教空间

方式设计

HI LIVE 南厝民宿 许小聪 中国 民宿空间

建正·紫阙C户型样板间 河南九度空间装饰艺术有限公司 中国

镇江盛唐府叠墅样板房软装设计 上海绿城广木作家居有限公司

软装陈设

软装陈设

中国

EMMA空间美学馆 成都爱玛润奇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中国

以生活为始，以美学为终 爱玛设计 中国

正中峰景湾LOFT精装样板间 深圳市九度空间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样板房

南京绿地万科云都会样板间 上海傲石设计 中国 样板房

棕榈湾别墅设计 蒋国兴 中国 别墅豪宅

海南迎宾馆二期 胡成文 中国（台湾） 酒店空间

地山空间 朴居空间设计 中国 娱乐空间

BAR ROUGE SHANGHAI-BUND 18 Gwenole Lefebvre 法国 娱乐空间

海南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 中国 医疗空间

格纹美学 梁允睿 中国（台湾） 方案设计

泰国银行学习中心 Creative Crews Ltd. 泰国 传承与创新建筑

宁波市江北区甬江实验学校 DC国际(上海地东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 公共建筑

赵祥至

RECOVERY OF SPIGNON LIGHTHOUSE Francesco Napolitano 意大利 建筑概念设计

海水江崖·食の器 申毅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液态金属”运动背心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新型胰岛素注射器 李嘉翔、胡清宇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Care+智能药物雾化器 李嘉翔、胡清宇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丰田  FJ-id Gejsi Tafa 阿尔巴尼亚 汽车概念设计

纤叶体 冯佳豪 中国 字体设计

雍熙香插 柯恩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Creative Crews Ltd. 泰国 实验建筑

大连足球青训基地 北京万达文旅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 建筑概念设计

获奖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THE PARKSIDE 奇思設計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住宅空间

闫宅 吴佳 中国 住宅空间

北京意思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顶层公寓-两种风格的交融 中国 住宅空间

简境园创学社 朱高峰 中国 办公空间

大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业主：苏州工业园区园嵘捷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泊云庭 中国 建筑概念设计

银奖IAI

紫云苑 尹晓敏 中国 住宅空间

北京壹同影视办公空间 为上建筑室内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 办公空间

物象 杨跃文 中国 办公空间

域舍设计（厦门）办公项目 陈嘉源 中国 办公空间

玛丽黛佳总部办公室内设计 巨和设计 中国 办公空间

沙罗石建筑设计（南京）有限公司

创客空间设计 许穗婷、毛一山、吴家炜、李海波 中国 办公空间

诚远制衣 徐庆良 中国 办公空间

物相 李孝凯 中国 办公空间

腾盛博药全球研发中心 清石设计 中国 办公空间

Vault Design Lab Vault Design Lab 马来西亚 办公空间

小爱·度茶 敖静 中国 餐饮空间

岁寒三友 叶晖 中国 餐饮空间

银座碳烤 周恒 中国 餐饮空间

深海咖啡馆 平介设计 中国 餐饮空间

大理壹号院 鲲誉设计 中国 商业空间

深圳琉璃时光Spa会所 黄学坚 林城 黎雪飞 中国 商业空间

PPP咖啡 中国 商业空间

艾特健身中心 刘兴伟 中国 商业空间

S Gym Center 刘兴伟 中国 商业空间

万谷菜篮子广场·东区中心市场 林青華 中国 商业空间

李曜年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桃花源记 郭世民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瑞安都会外滩售楼处--都会魔方 

获奖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意有形·境無界 刘进才 中国 住宅空间

现代女性向往的“一间自己的房间” 周赫 中国 住宅空间

One&Only-完美主义的执着 陈煦、毕惠君 中国 住宅空间

居·和 广州市大器舫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住宅空间

703魔幻公寓 以右 中国 住宅空间

LEO'S  HOUSE 魏宜辉 中国 住宅空间

筑梦 陈晗 中国 住宅空间

建正·紫阙D户型样板间 河南九度空间装饰艺术有限公司 中国 软装陈设

COLOURLIVING x Alan Chan
COLOURLIVING / 
Alan Chan Design Company 中国（香港） 软装陈设

上海卢湾68号住宅 WED中熙设计事务所 中国 软装陈设

培尔森幼儿园PASSION 侯静 中国 文教空间

深圳宝龙外国语学校 深圳市九度空间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文教空间

深圳市南山创新实验学校 深圳市九度空间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文教空间

B&B Italia Hong Kong COLOURLIVING / B&B Italia 中国（香港） 软装陈设

美季美居社交酒店 陈傲蕾 中国 酒店空间

太仓翡丽云邸项目样板房 上海廿象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样板房

济南金茂韩仓雪山逸墅 集艾室内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 别墅豪宅

融创滨江首府精装样板间 深圳市九度空间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样板房

卓越东莞弥敦道精装样板间 深圳市九度空间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样板房

雅居乐精装样板间 深圳市九度空间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样板房

阳光城檀悦（轻奢）样板间 深圳市九度空间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样板房

首秀会所 刘刚旭 中国 娱乐空间

大思设计未来空间-海逸一号复式私宅 郑任嵩 中国 方案设计

绿光森林 洪逸安 中国（台湾） 方案设计

濮塘桃李春风项目3号地块 濮塘.桃里 中国 传承与创新建筑

寻回 刘卓 中国 方案设计

吾同空间 郑跃飞 中国 方案设计

P1010字母笔套装 宁波天时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便捷蒜蓉制作器 王阿冬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水海 赵祥至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盛唐府示范区 南京同道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公共建筑

FONTANILE Francesco Napolitano 意大利 建筑概念设计

锦衣绣袍 申毅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万花筒口红 柯恩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不方便面馆 亚洲吃面公司 中国 品牌设计

CAMAL FUTURA Alessandro Camorali 意大利 产品概念设计

谁吃了我的砧板？ 孙炜霞 中国 厨房用品设计

丽活沁透焕颜护肤面膜套组 彭伟 中国 品牌设计

鸭嘴马桶盖 徐晨侥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无障碍长颈壶 徐晨侥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术 周远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太二 亚洲吃面公司 中国 品牌设计

启物设计 彭琳 中国 品牌设计

Ancient Dance Breda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International Games Academy 荷兰 数字媒体设计

铜奖IAI

青花瓷 胡桐宜 中国（台湾） 住宅空间

隐 · 园 胡桐宜 中国（台湾） 住宅空间

重山 张林奕 中国 住宅空间

春泥 姜宝义 中国 住宅空间

阖庐 李楠 中国 住宅空间

姚云南

贯生 朱芙晨 中国 住宅空间

边·界 晓安设计-陈秋成 中国 住宅空间

迷离之境，探寻别样的美学主义 晓安设计-周华东 中国 住宅空间

世欧王庄陈宅 孙燕 中国 住宅空间

法式情调-台北 翁兆甫 中国（台湾） 住宅空间

五彩时光 黄运纯 中国 住宅空间

喜悦·里 黄运纯 中国 住宅空间

大美·时光里 何虹霏 中国 住宅空间

烟华满城，只取一方 何虹霏 中国 住宅空间

心之所驻 陈铮 中国 住宅空间

万物始于无形 董沙峰，杨叶琼 中国 住宅空间

青玉 中国 住宅空间

生活态度 姚云南 中国 住宅空间

caramello di Moreno Eddy Kertawijaya 印度尼西亚 住宅空间

归巢 吕成 中国 住宅空间

吕成 中国 住宅空间

FREE-FLOWING Benji Li Interiors Limited  中国（香港） 住宅空间

SAY MY NANE

获奖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边际 游世军 中国 住宅空间

简 沐 许杰 中国 住宅空间

白小姐 许杰 中国 住宅空间

淵默禮居 李明儒 中国（台湾） 住宅空间

枕石漱流 辰緯設計有限公司 中国 住宅空间

放空心灵的当代居所---顶层复式大宅设计 高亮 中国 住宅空间

俱寂 任昱烨 金灵志 中国 住宅空间

Rouge In Wood Vault Design Lab 马来西亚 住宅空间

Metropolitan Vault Design Lab 马来西亚 住宅空间

Morgan Vault Design Lab 马来西亚 住宅空间

星玥 譚沛嶸 中国（香港） 住宅空间

华丽的凝视 洪逸安 中国（台湾） 住宅空间

我的归属 弥尔设计 中国 住宅空间

黃宅 吳曉夆 中国（香港） 住宅空间

瑰奇世界 郑勤科 中国 住宅空间

BOW WINDOW HOUSE Francesco Napolitano 意大利 住宅空间

MC PENTHOUSE Francesco Napolitano 意大利 住宅空间

安缦的时光 蒋昊宇 中国 住宅空间

心旅·静韵 蒋昊宇 中国 住宅空间

轨迹 蒋昊宇 中国 住宅空间

浮·生 顾伟伟 中国 住宅空间

德必WE绿谷办公 施志杰，谢力欧 中国 办公空间

TEC 德事西安企业总部大厦办公室装修项目 北京金碧合力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办公空间

中轴梦 黄宁 中国 办公空间

之间你我 天津触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住宅空间

深圳后海银德投资控股公司办公室 黄学坚 林城 黎雪飞 中国 办公空间

天峰总部办公室 广东思哲设计院 中国 办公空间

索迪斯北京办公室项目 北京金碧合力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办公空间

上海丙晟科技有限公司 优景设计 中国 办公空间

上海中诚财富辦公室 上海创本建筑室内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 办公空间

El Dorado 江继芳 中国 办公空间

智慧办公 雅舍室内设计室 中国 办公空间

木石之盟 李楠 中国 办公空间

黑白一念 朱芙晨 中国 办公空间

Touch the Sky 天津触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办公空间

无形之鳍 敖静 中国 餐饮空间

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室内装修设计 杨圣晨 中国 办公空间

RedPharm Headquarters CRG Architects 西班牙 办公空间

明日风尚（MORNFASION）服饰办公空间设计 王晗文 中国 办公空间

国泰鑫办公室 陳琬婷+李思慧 中国（台湾） 办公空间

越·境 林锦興 中国（台湾） 办公空间

艾睿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亚太区总部) 吳曉夆 中国（香港） 办公空间

扬州澎湖湾音乐餐厅设计 王飞 中国 餐饮空间

匆匆那年 薛鸿昌 中国 餐饮空间

茶令 薛鸿昌 中国 餐饮空间

优秀奖IAI

Decade the Love 天津触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餐饮空间

LA RUTA DE VIA鞋履买手品牌旗舰店 佘钧月 中国 商业空间

包小姐与鞋先生旗舰店 佘钧月 中国 商业空间

自然的艺术国礼品牌阮仕珍珠体验店设计 石伟达 中国 商业空间

云南腾冲和顺里营销中心 胡坤 中国 商业空间

鲲誉设计

荷塘月色 于跃进 中国 商业空间

御梓园售楼处 深圳市九度空间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龙湖沈阳双珑原著售楼处 为上建筑室内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黑色空间 邵龙 中国 商业空间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富源幸福里营销中心 西安睿卓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黑白之间 尹晓敏 中国 商业空间

LABO拉柏造型 方雄忠 中国 商业空间

TONI&GUY汤尼英盖美发沙龙 方雄忠 中国 商业空间

绿都雁鸣叙销售中心 毛明镜 中国 商业空间

Love ＆ Other 天津触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鳒鱼洲文创园-招商中心 袁鹏鹏空间设计顾问 中国 商业空间

南昌时光天樾 中国 商业空间

记凡缇 郑杰 中国 商业空间

天空之城销售中心 深圳市春山秋水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华著销售中心 深圳市春山秋水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上海禾悉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招商弘阳杭州随塘售楼处 上海禾悉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金地杭州都会风华售楼处 

“再会吧 姑娘!” 咖啡概念馆（二店） 朴居空间设计 中国 餐饮空间

圆外咖啡 苏智敏 中国 餐饮空间

几何空间 苏智敏 中国 餐饮空间

四千高原火锅 徐年迪 中国 餐饮空间

宝安冠城世家FIT酒吧 刘世贵 中国 餐饮空间

宝安·FIT CLUB Whisky&Cocktail 刘世贵 中国 餐饮空间

草木茶舍 黄冠之 中国 餐饮空间

日照远大营销中心 集艾室内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在水一方·重庆华宇城售楼处 六艺源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绿地遂宁1958文创产业项目展示中心 集艾室内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绿地·台州新里德加售楼处 南京我们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华侨城 . 融创.鹊语桃源售楼处软装设计 上海绿城广木作家居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山东邹城云梦湖小镇售楼处 上海益善堂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金地九樾售楼处 深圳戴维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ICOLOR专业美发 顾碧波 中国 商业空间

蝴蝶珠宝IZZY 穆藝文 中国 商业空间

衡阳美的白鹭湾销售中心 陈正茂 中国 商业空间

石家庄正定文化村售楼处 集艾室内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中铁建昆明呈贡中央公园销售中心 集艾室内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东美东美医疗美容 刘兴伟 中国 商业空间

洱海边的婚纱摄影公馆 平介设计 中国 商业空间

亳州市绿地城际空间站 宫显伟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顺辉瓷砖·丹青馆 黄冠之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天府四川金融博物馆 王新宇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AUSTIN私人订制 顾碧波 中国 商业空间

定制生活奥华生态顶墙定制家 郑勤科 中国 商业空间

天津精武镇锦里售楼中心 方式设计 中国 商业空间

天誉花城营销中心 毛一山、许穗婷、李海波、吴家炜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长沙高尔夫中式合院H-3软装设计 上海绿城广木作家居有限公司 中国 软装陈设

大正·水晶森林B户型样板间 河南九度空间装饰艺术有限公司 中国 软装陈设

北京亦庄金茂府 北京博思韦珥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中国 软装陈设

自在读书馆 李孝凯 中国 文教空间

NCBR幼儿教育机构空间设计 李禹、王英钰、冯璐、毕善华、李先佩 中国 文教空间

澳海·富春山居销售中心 上海如墨室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软装陈设

花漾锦江美年中心精装公寓 WED中熙设计事务所 中国 软装陈设

镇江万科翡翠江湾样板间 上海傲石设计 中国 样板房

阳光城檀悦（简欧）样板间 深圳市九度空间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样板房

上海万科四季都会样板间 上海傲石设计 中国 样板房

南京汤山玉兰公馆售楼处软装设计 上海绿城广木作家居有限公司 中国 软装陈设

泰兴颐和府售楼处软装设计 上海绿城广木作家居有限公司 中国 软装陈设

长沙绿城高尔夫中式合院H5软装设计 上海绿城广木作家居有限公司 中国 软装陈设

回憶寶盒 林錦興 中国（台湾） 软装陈设

新天汉时代滨江样板间 上海傲石设计 中国 样板房

怦然心动 高威 中国 样板房

静江赋 高威 中国 样板房

获奖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GEO Museum 张铭 美国 公共建筑

Lanzhou Landmark Tower（提名） 张铭 美国 公共建筑

Redmond City Hall（提名） 张铭 美国 公共建筑

评审团特别奖IAI

CC 工作室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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