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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卡西纳创新之家, 瓜波雷之家，漫画楼，樽间屋，
Laurent  Troost 比利时 社区改造和历史街区

保护与更新

卢森堡生物博物馆 Francois Valentiny 卢森堡

最具创造力大奖IAI

获奖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之间，至简 张英琦 中国 住宅空间

「那曲水月」老北京的胡同四重奏 北京天作空间装饰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又见 汤剑锋、叶恭锋

中国 办公空间凌笛办公空间 胡之乐

中国

办公空间

伴 今朝风日好

中国

商业空间

风生环流 李俊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楚门剧场探案馆 张宇驰 中国 娱乐空间

好友缘酒家 刘昊东 中国 餐饮空间

白澤酒吧 何靓 中国 酒吧空间

拾夏小院 刘宇洁 中国 民宿空间

空间5.7 无物设计、阮志雄 中国（香港） 方案设计

Albert Henry Tidy Venegas 智利

公共建筑

最佳设计大奖IAI

获奖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W-house极简私宅设计 张英琦 中国 住宅空间

中关村绍兴水木湾区智优沃联合办公空间 清石设计 中国 办公空间

ZXD&GZ Office 魏宜辉 中国 办公空间

“集” 吉祥 中国 商业空间

WE婚戒艺术中心 陈锋锋 中国 商业空间

雅达阳羡溪山接待中心 胡之乐 中国 商业空间

茶颜悦色“活字”概念店 湖南零壹零叁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神宫精品日料 王琛 中国 餐饮空间

Pine&Dine 陈诣杰 中国 餐饮空间

学院精神 L'Acade · misme 袁天姣 中国 餐饮空间

青棵 何靓 中国 餐饮空间

成都蕉塘泰式海鲜火锅概念店 梁晨 中国 餐饮空间

THE DADYISM 邵龙 中国 会所空间

溪岸民宿 周恒 中国 民宿空间

原舍，揽树 梁飞 中国 民宿空间

南城印象 邹亚琛 中国 样板房

疫情时代的社区 林晓颖 中国 方案设计

The “S” House ANTONIO POLIDURA+ALEX BRAHM 当代建筑

南京汤山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 邱立岗 中国 公共建筑

上海桐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山水拾间 中国 公共建筑

树院 陈培新 中国 传承与创新建筑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礁溪教会 中国（台湾） 公共建筑

茶院 陈培新 中国 传承与创新建筑

Heat-Cycle95%  白鹅绒恒温被 杭州康浩一家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无量茶则II 厦门壹未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大白智净抗菌智能马桶 厦门大白科技有限公司
林凯、尹艳梅、王兵、杨丽芬、陈锋、雷会聪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金奖IAI

黑色是宇宙的底色 高云皓 中国 住宅空间

东玥 法艺设计 钟宜君 中国（台湾） 住宅空间

归属 孙正栋 中国 住宅空间

龙光尚海阳光豪宅 许业功 中国 住宅空间

蓝流 姜宝义 中国 住宅空间

中熙设计

归·朴 唐小松 中国 住宅空间

九境合造办公室 九境合造 中国 办公空间

七水留香之处感受设计与自然的共同生长 李楠、吴方浩 中国 办公空间

丰疆科技南京办公室 陈诣杰 中国 办公空间

时间的容器 杨跃文 中国 办公空间

智能虎鲸 上海研趣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办公空间

墨· 办公室 姜宝义 中国 办公空间

品胜大讲堂 周子鉴 中国 办公空间

生白 敖静 中国 办公空间

海浪恬月徼，边尘静异山 张维月 中国

办公空间

邂逅 黄汉良、谢文白 中国 办公空间

东宇物流办公楼大堂空间设计 中国

办公空间

工·间 张喜胜 中国

办公空间

Blueland Skyline office 乐山设计 中国

办公空间

深圳远洋新干线办公展示中心 深圳市汇格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办公空间

李俊 中国

办公空间

蓝光万华湖畔花苑服务中心 严宏飞 中国 商业空间

云端之城

获奖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简就是美，诠释设计与生活 简美设计JANMEI 中国 住宅空间

Transitional Ambience Pins design studio sdn bhd 马来西亚 住宅空间

恒大御景半岛 姚云南 中国 住宅空间

落霞 欧素娜 中国 住宅空间

SCANDI-TRENDY Pins design studio sdn bhd 马来西亚 住宅空间

宝龙花园金龙阁 艾迪空间设计 中国 住宅空间

优雅怪兽 刘峰 中国 住宅空间

以洞之名 舒爱

中国 商业空间

河南建业·登封嵩岳府售楼处 李健

中国

商业空间

HAIR HERE美发沙龙 尹致中

中国 商业空间

绿地·张家港海源名邸售楼处 闻玉勇 中国 商业空间

星河东涌珠宝文旅小镇展示中心 深圳市易虎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重置咖啡 齐晟

中国

商业空间

友华·嘉州壹号院项目销售中心室内装饰设计 梁仲棠 中国（香港）

商业空间

机械星联 深圳格物互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诺贝尔岩板潭洲展 杭州诺贝尔陶瓷有限公司
陈万勇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指纹科技体验馆 林澍彬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中豪 · 五福国际售楼处 上海如墨室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联发·山水间 方式设计

中国 商业空间

融创·西安海逸长洲营销中心 薛峰

中国 商业空间

天使湾书咖会客厅 刘宇洁、钟山风

中国 商业空间

宁夏地质博物馆 张阳山 中国 文教空间

圣果成长园 周丹 中国 文教空间

平潭高铁站内装设计
中铁建工集团上海分公司 - 
装饰装修研究院二分院 中国 交通空间

贝勒火锅 陈锋锋 中国

餐饮空间

苏州轻居音乐酒店 宋青一 中国 酒店空间

上沅雲栖酒店 谢子渊 中国 酒店空间

恒禾七尚36号BF层私人会所 郭喜强

中国

会所空间

黑石vesta garden餐厅 胡雅娜

中国 餐饮空间

厦门候时茶会所设计 刘琳鑫

中国

会所空间

啤器（北京店） 杨志坚 中国

餐饮空间

禅武合一中享受灵感之茶 UND设计事务所 中国

餐饮空间

蟹焱日本料理餐厅 张宇驰 中国

餐饮空间

禅伝日式料理餐厅 唐建伟

中国

餐饮空间

合·境 林文科 中国 别墅豪宅

沐光海棠 陈善武

中国

别墅豪宅

天空之城 杨王羽 中国 别墅豪宅

仪征市中医院 方式设计

中国

医疗空间

原舍-怀谷 王星、梁飞

中国

民宿空间

上海私宅 苏昊臣

中国

别墅豪宅

普罗理想国西川院墅边套 上海大予室内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样板房

苏州融创御府上叠户型 陈驰 中国 样板房

普罗理想国西川院墅中间套 上海大予室内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样板房

铜奖IAI

获奖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重生: 无舍公寓 无物设计、阮志雄 中国（香港）

最佳环境友好设计奖IAI

森之谷温泉中心 B.L.U.E. 建筑设计事务所 日本 当代建筑

汤山御景伴山园温泉度假酒店 邱立岗 中国 公共建筑

火眼实验室（气膜版）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苏运升、娄永琪、李若羽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尹烨、陈戊荣、李雯琪、

上海易托邦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陈堃、王知然、唐子奇

中国 建筑概念设计

G-WALL家庭健身房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积-算 任堋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农夫望天辣椒酱 智晓波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i16T 智能马桶 佛山市高明安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双剪 任堋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中国古建筑通用结构拼搭积木 涂燚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信念种子 胡贤明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石家庄中央商务区品牌设计 王凤求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ONESHOT 王颖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Haylou RS3 猎声

中国

时尚设计

都市小筑的木色温柔 新设致尚 中国 软装陈设

纵横交错 电音 新设致尚 中国 软装陈设

金辉·天奕铭著 盛永娜 中国 软装陈设

家的样子，即是你我的样子 新设致尚 中国 软装陈设

漫·时光 河南九度空间装饰艺术有限公司 中国 软装陈设

威尔考特

完美曲度 孙书章 中国 方案设计

享自然Co-nature三亞海棠灣共享辦公空間 洪逸安 中国（台湾） 方案设计

有温度的灰色，还原生活本真 张维月 中国 方案设计

首创国际半岛 孙书章 中国 方案设计

半色梦 毋维 刘亮 中国 方案设计

日出 管华松 中国 方案设计

上海崇明—世界AR互动木化石博物馆 田伟 中国 方案设计

幸福生活提案 COLOURLIVING 中国（香港） 方案设计

广州邓村石屋田园度假酒店
杨家声建筑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 传承与创新建筑

海兔雨棚 郑跃飞 中国 数字建筑

青岛地铁华润置地国际海洋智区展示中心 深圳市华汇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公共建筑

招商·南通滨江规划馆（幼儿园） 美国 公共建筑

局外•太格茂 河南曲青春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 公共建筑

杭州桃源小镇秋月苑中式合院大区 GTD 浙江绿创新拓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建筑概念设计

新华机械厂改造规划与建筑方案设计 上海巨和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 建筑概念设计

上海巨和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 建筑概念设计

锡东新城007地块商办综合体建筑概念设计 上海巨和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 建筑概念设计

无锡古运河中萃北地块建筑概念设计 

山岳潜形·拾光年 新设致尚 中国 软装陈设

禅居木色 林澍彬 中国 样板房

宜兴氿悦湖山售楼处项目-样板间A 苏州臻源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样板房

新城常州淹南地块洋房143户型样板房 邸设空间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 样板房

追剧杯 陈远文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香槟7号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realme Buds 深圳市锐尔觅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田螺故事 柳定中

中国 建筑概念设计两中心一点一所公安用房建筑概念设计 上海巨和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 建筑概念设计

BY-Z-D01 浙江步阳科技有限公司
徐步云、徐璟珺、胡金奎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小跟班 杭州特泽瓦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东方赋分区鹅绒安睡枕 安徽鸿昌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宝家丽蒸汽拖把 苏州宝丽洁智能电器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大白X-Power脉冲增压花洒 厦门大白科技有限公司
林凯 、尹艳梅、龚斌华、陈锋、雷会聪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沁月系列 佛山市高明安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金属转动铝杆笔-雅米 曹可冲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星云
佛山市高明安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厦门一岂科技有限公司
蔡增熠、林凯、张觅、李思宇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智能监测乳腺健康内衣 朱达辉、吁火兰、康宏、罗森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BUDDY服务机器人 江苏贝叶斯机器人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东方巴黎A8 浙江奥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大白抗菌智能马桶盖 厦门大白科技有限公司
林凯、尹艳梅、李 飞宇、黄峻、陈锋、杨熙超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九芯净水器 广东九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吴联星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中式复古铝合金门窗 金鹏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金文磊、刘乃正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牛角杯 李芮林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优仙姿彩妆魔法手册 柯恩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元気救元队 亚洲吃面公司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茶赋与品酥 龙伟权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realme X50 Pro 5G 深圳市锐尔觅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宝宝辅食锅套装 浙江意可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登陆鞋 S62A09 杭州杰森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惊喜—存钱罐 范利钱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KIZFIVE亲子餐厅 深度沟通品牌战略咨询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爱源医疗品牌形象设计 罗燕、余佳南、刘然可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南翔印象城视觉导视系统 上海致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再生”展览视觉设计 龙伟权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潮仕 深度沟通品牌战略咨询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IP油瓶联萌 俞雯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迪拜国际室内设计大赛 龙伟权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精于东方 净予华夏 湖南一点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睡眠胶囊包装 杭州久适健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重庆市新冠肺炎疫情数据可视化分析 蒋涪陵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奥园玖珑湾·珑悦 LB凌奔设计 中国 样板房

苏州集粹 山鹰、赖雯敏、施艺馨 、廖丽莎、 黄茵 中国 时尚设计

折叠的空间装置——圳弋戈成都总部改造 凡筑设计 中国 办公空间

千墨办公室 深圳市千墨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办公空间

徽创·君泊销售中心 KP.A  广州市五加二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成都旭辉·云樾名邸售楼处 深圳市尚石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莫比乌斯 董甜甜 中国 商业空间

南京六合龙博纳国际影院 孟涛、肖志军 中国 商业空间

漫游“书之谷” 深圳市尚石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良渚艺术中心 胡之乐 中国 商业空间

吴为

粉色市集 陈培新 中国 商业空间

惠东海伦堡弘诚厚园销售中心 深圳市易虎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边界 朱洁媚 中国 商业空间

沈阳万象城集装箱空间设计 沈阳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沈阳万象城 中国 商业空间

《T台尚品·秀》 服装店 曹博文 中国 商业空间

“天境云著”湖畔生活美学馆 方式设计

中国

商业空间

顺辉天成岩板 蔡祝源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结网作室 公磊 中国 娱乐空间

笑果工厂 - 喜剧实验剧场 肖军鹏 中国 娱乐空间

城迹酒店 李造 中国 酒店空间

篱苑 上海大予室内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餐饮空间

大鸭梨成都万科天荟店 中国 餐饮空间

JE 北京餐厅 范杰 中国 餐饮空间

山外餐厅 李战强、李世杰 中国 餐饮空间

啤器（上海店） 杨志坚 中国 餐饮空间

周子鉴

南通如苑·科技城企业公馆 李健 中国 会所空间

与时间对饮 刘晁宇 中国 酒吧空间

  归隐于院子 中国 别墅豪宅

天空之城 胡之乐 金旻

中国

样板房

中海上海老西门建国里样板房 a+三人行陈设 中国 样板房

哈尔滨和悦府样板房 a+三人行陈设 中国 样板房

深圳万丰海岸城样板房 a+三人行陈设 中国 样板房

生活之旅 河南九度空间装饰艺术有限公司 中国 软装陈设

刘昊东 中国 餐饮空间

景润堂茶馆 曾进 中国 会所空间

获奖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PERFECTION IN MOTION Pins design studio sdn bhd 马来西亚 住宅空间

2101 刘军珠 中国 住宅空间

分界-獨身的迷你住宅 洪逸安 中国（台湾） 住宅空间

白日&夜间 胡显辉 中国 住宅空间

陈明晨 李大山CV美容SPA会所 中国 会所空间

银奖IAI

HG Villa Beijing Abel Erazo 智利 别墅豪宅

好友缘国宴

PII FIT 万悟(厦门)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光环境艺术

简约深色主义 何伊怀 中国 方案设计

石谷香 齐晟 中国 方案设计

% Arabica上海建国西路店 B.L.U.E. 建筑设计事务所 日本 当代建筑

厦门一岂科技有限公司
林凯、蔡增熠、张觅、徐康蛟

北山栖鸢 - 深圳莲花山顶公共卫生间 深圳市华汇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公共建筑

北京滋生小院建筑设计 介介工作室 中国 当代建筑

刘家山舍 刘九三 中国 公共建筑

绿地外滩中心 中民外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 建筑概念设计

绿岛国际壹中心 ZNA|泽碧克建筑设计事务所 中国 建筑概念设计

Hippo Anything Studio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解压杯 刘建波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豌豆公主 深圳情窦初开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Air-Lock95%波兰白鹅绒高保暖冬被 杭州康浩一家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本色>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歌澜系列 佛山市高明安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合室佳系列 佛山市高明安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天际·赤 佛山市高明安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山鹰、赖雯敏 

PALLADIUM CAMAL STUDIO 意大利 工业产品设计

时光灯 

任堋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苏扇雅集》

产品概念设计布谷-蓝牙音箱

任堋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过期药物的未来 林晓颖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芭蕉林 陈钧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林涧秋月茶台专用矿泉水 冉沐艺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正义烤肉 Abrand亚本品牌设计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佛山市高明安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厦门一岂科技有限公司
蔡增熠、林凯、张觅、许路江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JACE婴童睡袋 杭州久适健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浙江晶通塑胶有限公司永生PET板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锋芒》

工业产品设计

工业产品设计

折-灯

任堋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中国

EZ高尔夫 王恺

公共建筑巴西

公共建筑

拜耳大桥-圣保罗 Loeb Capote

智利

酒店空间

优尚居 黄亭颐

中国 商业空间

韩建云岭山房标识设计 王健 中国 标识设计

当贝智慧盒子 杭州当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数字媒体设计

COLOURLIVING网上旗舰店 COLOURLIVING 中国（香港） 数字媒体设计

三代同堂的人文艺术之家 黄冠之 中国 住宅空间

金鸡湖国宾花园 沈佳 中国 住宅空间

岩板+科技板，诠释现代主义的空间美学 翁维贤 中国 住宅空间

一方天地 陈程意、沈笑婕 中国 住宅空间

念何 石正钰 中国 住宅空间

苏州臻源设计有限公司

云舒 吴伟 中国 住宅空间

欢乐谷 李楠 中国 住宅空间

Fo Tan Grande Interior Design 中国 ( 香港 ) 住宅空间

燕归巢 张喜胜 中国 住宅空间

华府豪景 姚云南 中国 住宅空间

UNW 创意办公 陈驰 中国 办公空间

众享价值健康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董升 中国 办公空间

约翰芬雷设计方案 孙巍、孙佳阳，孙百熙 中国 办公空间

办公空间的解构主义 新设致尚 中国 办公空间

商业会所接待中心 吕伟平 中国 商业空间

尤勒贝特 九境合造 中国 商业空间

宜兴氿悦湖山售楼处项目 中国 商业空间

天津碧桂园中骏天寰售楼处 刘宇洁 中国 商业空间

金域学府销售中心 王可畏 中国 商业空间

盛璟东方销售中心 袁鹏鹏空间设计顾问 中国 商业空间

深圳市千墨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深圳莱蒙水榭云上展示中心 罗中艺 中国 商业空间

女王布落国际艺展展馆 

获奖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居·摩登 丨 意满 赵婉廷 中国 住宅空间

厦门院子－邵宅 管崇浩 中国 住宅空间

秀舍武汉华侨城私宅作品 田瑞 中国 住宅空间

安乐窝 无物设计、阮志雄 中国 住宅空间

湖玺庄园18号 任云龙 中国 住宅空间

无声 · 告白 齐琳炜 中国 住宅空间

归 邱俊晖 中国 住宅空间

无锡金茂霞客岛生态城展示中心 北京博思韦珥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中梁·贵阳壹号院 沈君成

中国 商业空间

绿城·汤山生活美学馆 闻玉勇 中国 商业空间

兮雅家居馆 广州市点石堂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杭州闻潮壹品公寓会所 上海如墨室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中国 商业空间

港龙·铂樾府售楼处 上海上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啤酒先生 何靓 中国 商业空间

金地·弘阳成都梵锦108销售中心 上海禾悉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绍兴玺园 周海民 中国 商业空间

朗诗乐府 琥珀设计 中国 商业空间

中梁悦江府 张诗琴 中国 商业空间

温馨服务传万家--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河西店 罗科 中国 商业空间

WE 珠宝 陈锋锋 中国 商业空间

金地青岛锦宸售楼处 上海禾悉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青山·景】印象青山书苑 梁东、高丽娟 中国 商业空间

星拓互娱网红小镇 向光正 中国 商业空间

中梁·黄石滨江壹号 沈君成 中国 商业空间

WISH COUTURE 王腾飞 中国 商业空间

绿地 · 昆山境启澜庭售楼处 闻玉勇 中国 商业空间

信友天樾 连晓伟 中国 商业空间

南昌鸿海万科·天空之城售楼处 李健 中国 商业空间

深圳卓越中心 杨志伟 中国 商业空间

奥园大发·宸央居 袁俊龙 中国 商业空间

光明·璟宸苑售楼处 上海上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让“情”维系  用“爱”服务--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八里台店 罗科 中国 商业空间

发现·傲觅 广州市点石堂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杭州良渚星创售楼处 潘国华 中国 商业空间

明天生活馆 上海大予室内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天街一品 - 餐饮形象生活馆 余养忠 中国 餐饮空间

上海宝华喜来登酒店 王勇 中国 餐饮空间

庐小聚 李斌、余振峰 中国 餐饮空间

上海静安·隐世花店 田伟 中国 商业空间

瀚海•海尚  河南曲青春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东台高铁站内装设计 中铁建工集团上海分公司
装饰装修研究院二分院 中国 交通空间

Pier Coffee 艾迪空間設計 中国（澳门） 餐饮空间

中国 餐饮空间汤臣茶点餐厅 唐建伟

中国 餐饮空间佳园 J GARDEN 民宿餐厅 朱云龙

中国 餐饮空间

26°方园酒店 南京一朵云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 民宿空间

LIVLIT予光民宿（香山湾店） 吴耿辉 中国 民宿空间

美之国 陈明晨 中国 别墅空间

完美人生 张敏 中国 别墅空间

《简》 蓝坤木 中国 别墅空间

王嘉欣

《精致·时光》 河南九度空间装饰艺术有限公司 中国 样板房

新城常州淹南地块洋房190户型样板房 邸设空间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 样板房

宜兴氿悦湖山售楼处项目-样板间B 苏州臻源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样板房

漫享·简雅旧时光 新设致尚 中国 软装陈设

南京锦绣和樾 上海大朴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软装陈设

绿城燕语桃源小镇 盛永娜 中国 软装陈设

成都融侨悦蓉城 刘超然 中国 软装陈设

叶永志 中国 软装陈设

绿城桃源小镇 中熙设计 中国 软装陈设

《精致·时光》 河南九度空间装饰艺术有限公司 中国 软装陈设

中粮·祥云售楼处 盛永娜 中国 软装陈设

清生远鸣主题餐厅 中国 方案设计

国家电网展厅设计 南京苏逸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方案设计

民宅室内作品 严子涵 中国 方案设计

秋庄 木子口天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中国 住宅建筑

ZNA|泽碧克建筑设计事务所 中国 公共建筑

潮墟 刘咏诗 梁俊毅 尹就豪 中国
社区改造和历史街区
保护和更新

重庆仙桃数据谷商务办公楼工程（一期）

当代置业·中国圈（北京博物馆会所） 王可畏 中国 会所空间

星河·山海半岛 LENG设计

中国 会所空间

有惑茶集 蒋国兴 中国 会所空间

重庆市长寿区陈蹄花餐厅 张虹源

中国 餐饮空间西西友谊酒店-四季厅 杨志坚

中国 会所空间宝石树红酒会所 翁祖凌 蔡宝林

中国 会所空间华夏天璟湾A6会所 林文贵

中国 会所空间

登陆鞋PXL-S62A08 杭州杰森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济宁城投绿城湖畔云庐项目 济宁城投绿城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 建筑概念设计

德盾乔纳安全门 浙江金和美工贸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山西尧京酒庄项目—领地酒庄 宋铁峰、李述春、刘梓洋、种灿、陈士方 中国 公共建筑

中梁 · 沐宸院 上海方大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当代建筑

山西尧京酒庄项目—种植园公共厕所 宋铁峰、陈士方、种灿 中国 公共建筑

中铁云湾 中设工程咨询（重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建筑概念设计

趣味笔托减压防滑钢笔套组 杭州笔酣墨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realme X50 5G大师版 深圳市锐尔觅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小容电陶炉 上海茗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realme X2 Pro大师版 深圳市锐尔觅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realme X大师版（洋葱&白蒜） 深圳市锐尔觅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随吸式手动剃须刀 北京清锋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简意”系列家具 全友家私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宋大元帅 Abrand亚本品牌设计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润鑫珠宝 Abrand亚本品牌设计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泰咀刁 Abrand亚本品牌设计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护衣留香珠包装 肖荷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摇摆鹿椅 叶迎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Orchids Rozaliya Nicheva 保加利亚 产品概念设计

“画外有声”—彭小航作品集 龙伟权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福客 亚洲吃面公司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薏品田园 奶芙 贵州泛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狼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薏品田园 薏仁米花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贵茶高尔夫小叶古树红茶 广州星空大海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中国金茂 · 爱茂科技Logo标志 张竹青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WELLBEING 杨良辰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活着系列-抗击新冠病毒 柯恩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全国援鄂医疗队都从哪里来？ 蒋涪陵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犟骨头 亚洲吃面公司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修剪的和被修剪的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猫韵”手机主题设计 蒋涪陵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燕京白啤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纳冉视觉设计工作室标志设计 吴海茹、乌日图宝音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Logo Design for airline Dasha 白俄罗斯 视觉传达设计

“六五”世界环境日公益海报 龙伟权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赛博动物女士 叶迎

叶迎

叶迎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礼物大陆 中国 视觉传达设计

金卫华恂·禅

中国海油加油站空间设计 广州震雄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优秀奖IAI

佛山市高明安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贵州泛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狼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坎皮纳拉纳之家，热带棚

评审特别奖IAI

获奖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阿尔戈斯创新中心 Lorenzo Castro 哥伦比亚 公共建筑

H房

雀巢烹饪学校

Felipe Assadi  

Rosenbaum® design studio 

智利

巴西

公共建筑

公共建筑

拉塞雷祖埃拉广场文化，美食和商业中心 Aaron Cohen 哥伦比亚 社区改造和历史街区
保护与更新

智利南方大学科学学院大楼

一次性一体化口罩 北京清锋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中恒建筑设计院（广州）有限公司

玫瑰喷泉 上海梵誓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时尚设计

中国

魔方 上海唯宝电子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秋田布谷 陈善武陈善武 中国 民宿空间

天津招商津湾天玺296样板间 菲嘉室内设计（天津）有限公司
刘宇 中国 样板房

星岸销售中心 袁鹏鹏空间设计顾问 中国 商业空间

哈尔滨招商学府1872销售中心

长春招商学府1872销售中心

菲嘉室内设计（天津）有限公司
刘宇

菲嘉室内设计（天津）有限公司
刘宇

中国 软装陈设

中国 软装陈设

Slightly Dr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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