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指导老师 送展单位

1 泓·湾酒店大堂设计
张明哲  李嘉琪  阮姗姗
刘昕晨

张轶 南京理工大学

2 科创
朱静如 朱梦唤 江梦茹 杨
天乐

张菲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 红色·艺语
卞郭兴  李涵知  杜问桴
李威甫  贺杨

厉群  mikhail
llyin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 思方静茧书店室内设计 鲁泽萱 王颖睿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 金瑞中心办公室内设计 李小龙 倪子豪 许建均 陈晨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6 《飞梦空间-艺术培训机构》 宗怡雯 裴元生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7 山峦·叠嶂 符玉龙  陈烨  谢晋 潘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8 意染 冷文杰 李欣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9 Lucky设计|春风十里——办公空间设计 叶佳 张霞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10 《流光》 周天一 周潮  顾宇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指导老师 送展单位

1 蔦·山日式料理餐厅
刘昕晨  邱雨婷  姚张晗
张明哲

张轶 南京理工大学

2 共建共联 李嘉琪  张明哲  阮姗姗 张轶 南京理工大学

3 千里行—售楼空间 金钰琪 赵星星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4 Kaws主题餐饮空间设计 姚一舟 周晓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 奕·动——大学生活动空间设计 马晨荇 顾舒馨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6 冰渊融生——咖啡厅室内设计 胡雨晴  李佳欣  何丽君 刘美英  刘欣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7 酒店空间设计 叶竞芊  苏醒  潘弱寒 周晓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8 MY婚纱专卖店 卓路 倪静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9 多维空间 周琳  张倩倩  骈曦 李天 江苏开放大学

10 瑞缘酒店空间设计 王健  王浩  黄运奇 张菲  孟芳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1 金陵吟
李威甫  王博闻  李春蕾
袁辉  徐秋月

厉群  陈周翔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2 彼爱川涧 刘钰  付欣  朱悦 徐雪梅 李瑾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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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溧阳养生会所设计 刘冠玉 兰静 许建均 陈晨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4 BACK To NATURE —主题餐厅空间设计 石嘉伟  王焕文 朱小军 中国矿业大学

15 星际迷航——超现代风格科技馆设计 姜冯颖  王振刚 戴梦清  王伟红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16 龙港开发区运营公司办公空间装饰设计 蒋开伟 徐晓升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17 HI LIVE
孙文杰  陈雪晴  黄澜  陈
楚儿

谢飞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18 “做文化传播者”宋代文化学堂空间设计 黄蓉 徐晓升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19 新中式风格主题餐厅设计 赵舒怿  戈畅 王伟红  戴梦清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20 爱乐之城
陶勇  俞珮滢  吴琼  张琪
淼  范谢玉

厉群  张颖璐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1 浦口乡村大食堂装饰改造
卞郭兴  李涵知  李延文
潘云鹤  汪浩

厉群  李永昌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2 城市阅读空间设计 纪可薇 施爱芹 梁晶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3 “律动江南”苏州金鸡湖临湖餐厅空间设计 徐颖慧 徐晓升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4 古村茶舍
李威甫  李涵知  刘洋  李
春蕾  李婷

厉群  张颖璐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5 青玉案·元夕 邹福萍 张洁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26 智能未来办公空间设计 张澳佳 程燕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27 宁芙森林奶茶店
高宇辰  王俊豪  唐奕楠
谢相雨

谢飞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28 广州中交酒店设计 董鹏浩  刘成 柯志能
许建均  陈晨
郑彩红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29 江苏李子酒店室内设计方案 张思婕  徐敏  王晨仪
吴传景  李辉
徐吉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创意学院

30 manman文创店
于建雅  余忻月  付薇  孙
晓虹

李浩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31 lychee 朱子怡 房柳青 张子欣- 徐雪梅 李瑾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32 时之痕——旧厂房改造设计 高婕  林钰津  李杨  李江 程燕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33 徐州苏宁广场香奈儿专营店空间设计 卓银贵  程勇  张沈 朱小军 中国矿业大学

34 景刻—书店空间设计 陈齐峰  张一驰 蒋国良  王叶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35 罗马森云
陈德意  丁旺  李静坤  李
思远

谢飞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36 餐厅空间设计 姚一舟  吕纯超 徐敏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37 淄博学术交流中心 李松林  张影    李鹏飞 吴剑锋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38 暮橘     酒店式公寓设计 闫雪儿  祖亚宁 杨曦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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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晗意律师事务所办公空间设计 李若晗  刘艺伟 王遥  马远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0 沉睡与唤醒—春秋粮仓改造设计 徐玉宁  何爱扬 谢垚正 马远  王遥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1 忆旧游茶文化空间设计 姚友馨 曹晋 江苏理工学院

42 《歌德巴赫的猜想》餐饮空间设计方案 高琳 武德芳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43 一兰拉面 徐加颖 王超 阮元 胡金鸿 高珊珊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44 治愈系奶茶店设计--寻茶 吕向虎 霍佳凌 管雪松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45 坠入湖光——小匠太湖船菜馆设计 闫朝胜  李耀辉 刘汝才 龚瑜 赵晨雪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雅高品牌设计
有限公司

46 鲸云之境 付薇  孙晓虹  余忻月 潘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47 Hello，pink! 景一丹 史展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48 无垠商业空间设计方案
刘思维  祝逸萍  钱冰瑶
濮艺珩

杨晶晶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49 无·垠大学生活动中心设计方案
瞿沁怡 王洁怡 陆尤哲 杨
泽佳 王启蕴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50 青溪阁书店设计方案 尹凯祺 陈鑫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51 MEMORY咖啡馆空间设计方案 葛霞 裴元生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52 现代风格办公楼室内设计方案 张晨霞 刘骄
孔德敏 车风义
张微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53 嗡嗡乐—办公空间设计 马蜜凤  沈颖晨 王遥  马远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4 创客空间 张澳 梁晶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55 瑞鑫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内设计 魏威  张正龙 徐吉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创意学院

56 “童心”幼儿园设计 王子康 冯雄英
裴会芳 宋扬 张
涵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7 致敬未来—ALIENWARE 刘恒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58 古风交融科技——艺工融合教室设计 薛雨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59 《奇境酒店室内设计》 宋航
罗珊珊  侯彬彬
吴洲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60
间隙与缝合——基于凡·艾克群化思维的空
间设计研究

柳立亭  钟阳江 卫东风 南京艺术学院

61 M·A·C彩妆店——柔光娇韵 庄颖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62 赫本餐饮空间设计方案 何好 许松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63
乡村振兴背景下泰州“悠然居”民宿酒店设
计

郁亮 张兴刚  杨政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64
一竹刻坊——南沿江武进站室内店铺规划及
装饰设计

杨敏舟 高祥生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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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因“疫”而生·共享进行时——办公多元化
空间设计

花时政 周潮  顾宇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66 慢蔓·万物都在温柔呼吸 马雯 周潮  顾宇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67 稚·遇 许靖熙 周潮  顾宇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68 自行车旗舰店建筑方案设计 任欣 丁源 南京艺术学院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指导老师 送展单位

1 方寸之间—画室空间设计
王沛宁  张璞轩  贺英杰
谷婷婷  张毅科

张轶 南京理工大学

2 绿阶书屋——五家渠第三中学阅览室设计 王雨琦  蒋子隽 张轶 南京理工大学

3 光·年——养老中心再设计 阮姗姗  张明哲  李嘉琪 张轶 南京理工大学

4 “归属”工业风艺术展馆 邱雨婷  刘昕晨  姚张晗 张轶 南京理工大学

5 共生体·观景阅读空间
张璞轩  谷婷婷  贺英杰
王沛宁  张毅科

张轶 南京理工大学

6 且听书吟书吧设计 李佩茹  张梦洋  吴晓漫 朱书华  孙  静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7 女性青年公寓设计 乔磊  徐雪 周晓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8 畅想未来
屠星辰 朱清淳 李安基 宋
欣泽 王云飞 张祖贤

张菲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9 太空里 徐丹丹 汪瑞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10 幻·饷——主题餐饮空间设计 王亚妮  夏承云  熊晨 范青青  王跃伟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11 T.C.G.BOOKSTORE概念书店设计 唐梦园  陈学静  龚劼 谢飞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12 浮生若梦茶馆 盛莉 赵星星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13 金鹰裕德孚餐厅 丁益清  李薪宇  李吴伟 张慧 三江学院

14 唐山“新鑫”科创园办公空间室内设计 卓银贵 朱小军 中国矿业大学

15 遊生夢时
陈雪  王春迪  桓钰  黄金
瑞

谢飞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16 梨园新说——情景体验式餐饮空间设计 卓银贵  王雅静  徐竹馨 朱小军 中国矿业大学

17 美容美发空间设计 张贞贞 周晓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8 丘红玉温晋-含云山奢酒店 周婷婷 杨曦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9 驿.木衍--现代精品酒店空间设计 吕向虎 霍佳凌 管雪松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0 “福斋”餐厅设计 薛邵研  丁婉琳 徐敏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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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安麓酒店独栋客房空间设计 王浩 王健 黄运奇
张菲  孟芳  王
磊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2 卓越高能 / 财务型办公室设计 张欣 薛燕生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3 昼与夜主题食堂设计 徐雨腾  任婧 潘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4 御福明轩
李威甫  唐家徐  徐秋月
赵宇杰  贺杨

厉群  施爱芹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5 IN WHITE—婚纱专卖店设计 张澳佳  陈晴  唐甲婷 程燕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26
再现楚韵汉风——徐州“汉画石”主题品茶
馆设计

朱芷萱 范青青  王跃伟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27 禅茶一味，行于天然
朱嘉欣  洪小慧  邱泓予
钱志铜

谢飞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28 无我之境 束佳敏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29 跨越时代的传承 冯艳  王淑媛  姜存乾 李天 江苏开放大学

30 氧气空间 李睿  丁亚倩 李天 江苏开放大学

31 如故-四合院民宿改造设计 魏敏  王婕 丁昶 中国矿业大学

32 三只松鼠零食专卖店改造 吴淼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33 WILD BLOOM 杨嘉慧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34 蝶
李威甫  李凌菲  贺杨  李
璇  李延文

厉群  郭强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5 风居住的街道——民宿设计
李世杰  陈怡茗  秦正  邱
霞

谢飞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36 红山数据中心公共空间设计 陆扬  邱璇  谢李平 徐凡 三江学院

37 洞穴之喻 邢李诗怡  邹淑君  崔静 闫子卿  徐 丽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38 粼光酒店 黄玥  李蓉 杨曦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39 “穿越旅行”服装店空间设计 郭思琪 蔡晓冰  邬荣亮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学院

40 自在一方——民宿设计 周楚慧  周婕 张占威  陈林烽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41 一合——办公空间设计 谢晖 张占威  陈林烽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42
太空主题·未来城市科技馆——室内空间方
案设计

房佳卫 范青青  王跃伟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43 未来活力城 赵文静 施爱芹 梁晶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44 雅致——酒店包间设计 丁念念  肖红 梁晶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45 南丰集贸市场改造项目 水婷  谢松霖    吴秀珍 吴剑锋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46 金陵制药厂办公楼室内设计 陈聪聪  谢李平  邱建浩 张慧 三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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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映·秦淮 史思文  束佳敏 汪瑞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48 白云轩 郑姜澜  王辰龙 陈曦 江苏开放大学

49 “SIMPLE”办公空间设计 薛舒婷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0 “竹艺”餐厅室内设计. 吴玲玲  汪莹 周梦霓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 半角书吧设计
张泰泽  李雅诗  李宣宣
段  婕

朱书华  孙  静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2 逐鹿书院 王路  张凯 李天 江苏开放大学

53 宁夏·蝉鸣—主题酒店设计 徐可 王丽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54 轮回——周恩来主题咖啡厅
仇珉洙  董文迪  丁慕槿
韦王娟  罗凡

周宇 淮阴师范学院

55 智能健康休闲书吧
袁辉  李宇芹  彭梦晗  徐
秋月  刘洋

厉群  施爱芹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6 《尽枕河》 马婧慧 鞠天洋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57 《Free时光》猫咖主题空间 李倩 鞠天洋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58 “遇诗”民宿空间设计 谢垚正  陶乐进 桂  林 王吉  范佳鸣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9 格格屋·幼儿园 陈烨  符玉龙  于建雅 葛佳佳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60 SAKURA SNOW TOWN 戴诗宇  高倩莲 潘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61 星空艺术馆 谢晋  许凡  杜陈玮 李浩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62 浮生闲——猫咖室内设计 徐妙琳 潘涵 江苏理工学院

63 往事童年亲子餐厅设计方案 杨倩 王梦笛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64 Cat's Memory主题猫咖设计方案 袁佳玉 曾慧颖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65 网易云办公空间设计方案
周苏杰  康帅  张为志  陈
赵欢  龚新雨

曾慧颖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66 纪元脉率--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设计方案
李鸿儒  钱江悦  栾雨清
杨嘉豪  方菲  颜正哲

王鑫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67 “星迹空间”科技馆综合体验中心设计方案
陈轩宇  陈赵欢  龚新雨
周苏杰

王启蕴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68 “绿意澜珊”现代办公空间设计 李欣悦 裴元生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69 安麓酒店独栋客房空间设计 王健  王浩  黄运奇
张菲  孟芳  王
磊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70 Source泽源 徐童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71 自然 钱智成  沈成 曹余露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72 海·错酒店设计创意 贡为龙 顾平  唐梦骥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第 6 页，共 18 页



江苏省第十六届室内装饰设计大赛

学生组公共建筑类获奖名单

73 桂林八角寨餐饮设计 郑思佳 陈安妮 许建均 陈晨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74 桃蘇里新中式餐饮空间设计 李明源 吴小燕  纪传勇 苏州托普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75 乡村法式——民宿改造 王蕙清 黄荣 刘冰 杭咏新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76 主题餐厅设计 李菊  王婧琳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77 合一融合餐吧设计
刘砺璇  苏思琦  任雨琦
刘人豪

谢飞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78 《侘》 陈安妮 鞠天洋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79 《观行瑜伽安亭店设计》 王士怀 夏吉宏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80 京东客服中心 王旭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81 炎培楼内庭书吧咖啡馆设计方案 唐崇海 李梦娟 马骏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82 糖果森林——幼儿园空间设计 朱益坤  范韩涛  茆庆福 程燕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83 《雷允上·老字号店铺空间设计》 王琳 鞠天洋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84 夕阳下 黄昏前 马嘉文 张洁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85 WeLight 微光共享——办公空间设计 李博雅  姜  楠 刚雨婷 王遥  张莉丽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86 无境建筑设计事务所——办公空间设计 季钰凡 钱海月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87 艺境——办公空间设计 王诗娴 张霞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88 金杜律师事务所办公空间 林琳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89 大咖小啡 周梦圆  叶佳豪 李天 江苏开放大学

90 草木间 李睿  丁亚倩 张悦  郭叶莹子 江苏开放大学

91 Young青春，正当燃 梁云 张晨  林宝军 南京晓庄学院

92 星梦馆——大学生活动中心设计 王欣怡  周琳悦 朱子砚  陆晓俊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雅高品牌设计
有限公司

93 无度BOUNDLESS
傅洳楠  姚聪  刘冠玉  朱
梅红

张洁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94 “社日村居”民宿空间设计 许雨  谢垚正  何爱扬 马远  王遥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95 觅境·办公空间设计方案 袁洪豪 肖瑶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学院

96 皮影戏社空间设计
俞珮滢  唐家徐  李春蕾
赵宇杰

厉群  郭强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97 非遗文创之家“乡土”剪纸工作坊
徐秋月  郭锦辉  贺杨  龙
怡忻  祁妙

厉群  李芳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98 东南亚“茅草屋”——体验式火锅店设计 李慧杰 范青青  王跃伟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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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苏州新区镇湖消防站设计》 贡为龙 夏吉宏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00 苏州轨道交通8号线室内设计
房柳青 朱子怡 陈佩蓉  洪
晨健

徐雪梅 周浩明
葛云飞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01 聚焦 董正午  付欣  刘钰  朱悦
徐雪梅 周浩明
葛云飞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02 “芒来芒趣”文创公司方案设计 蒋安琪  姜  梦 王遥  马远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03 新饮世纪餐厅设计 邱璇  曹子玥  芦濠楠 徐凡 三江学院

104 易享公司——办公空间设计 常蕾 杨静康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105 THE VALLY沉浸式咖啡馆 史思文  束佳敏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106 “智慧鑫”办公空间设计 陈豪 周梦霓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07 山水涧——民宿设计 张紫宇  王雨萱 陈林烽  张占威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108 溧阳曹山火车民宿5#车厢室内设计 华雯婷  董子凡  李雅雯 张慧 三江学院

109 万镜 魏雨婷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110 雅舍 李嘉诚  董一苇 王小越 江苏开放大学

111 畅居圆—传统民居设计 马瑾轩 张宇 李天 江苏开放大学

112 素食餐饮空间设计 黄利金 李淼 金陵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113 时空旅站商业空间设计方案
刘海芸  吴怡雯  张梦婕
俞想

杨晶晶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4 小构园林寂不华--园林景观公司设计方案 严蔚  武文杰 王鑫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5 与绿植交织的世界--苹果办公空间设计方案 王雯婷 张伟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6 《医药提供所》

王颖
李王菲
马佳怡
郭翌晨
吴顺祺

许松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7 《秋水•观鱼》餐饮空间设计方案 徐静瑶 裴元生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8 琴川·印象餐饮空间设计方案 马欣宇 裴元生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9 星际·云--乐天幼儿园
周洲  耿忠平  龙怡忻  彭
梦晗  李春蕾

厉群  李芳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20 如梦敦煌 彭亚美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121 汽车改装店 王善明 郭闻 李天 江苏开放大学

122 逆之重生—战疫主题纪念馆空间设计 邵梓杞  蒋心如 蒋国良  王叶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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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时作”自媒体公司办公空间设计 黄诗琪 张泉 三江学院

124 川—室内设计工作室——办公空间设计 郁鑫楠 钱海月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125 Starry Sky电竞—网咖空间设计 黄之文 吴小燕  纪传勇 苏州托普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26 太空漫游 尤晔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27 日落前书屋 黄雅洁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28 白色森林主题餐厅设计 杨辰雨 孙成东  王磊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29 艺伶舞蹈家园室内装饰设计
赫骏  刘师贝 武帅  江兆
磊

王磊  孟芳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30 太湖望亭十里花香民宿设计 肖红  丁念念 梁晶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31 Once Upon a Dream 李艺卓  李楠楠 闫子卿  徐 丽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132 被点亮的记忆——灯笼主题餐饮空间设计 卞毅文 范青青  王跃伟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133 城市共享办公空间设计 李佳未 梁晶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34 Cyber古乐梦谈录——民宿设计
王昌旺  王俊豪  秦俊义
谢相雨

谢飞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135 《Moon·餐厅》 孙欣茹  李卓倩 顾平  唐梦骥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36 《吴江华衍水厂室内设计》 张飞 夏吉宏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37 鲜花餐厅 张宇 马瑾轩 李天 江苏开放大学

138 沙县定食 张灵敏  袁雅倩  王鑫 秦健 江苏开放大学

139 徽派风格印迹下的校园图书馆改造设计 程勇  卓银贵  石嘉伟 朱小军 中国矿业大学

140 恬 酒店休息厅设计 潘之勍 郎竹筠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41 《奕辰》
孙庆威 唐豪杰 周业凯 周
哲瑜

张菲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42
隙——某高校实验大楼七楼室内环境综合改
造设计

李子韩 潘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143
电子电工实验大楼七楼室内环境综合改造创
意

曾嘉睿 潘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144 春晖幼儿园 戴鸣翠  蒋恬  张雪 潘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145 《吉都》 张飞  唐好文 顾平  唐梦骥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46 《遇见  方的水》 江敏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47 乡村农产品体验中心设计-商旬
李春蕾  陈淑荣  李延文
李婷  李璇

厉群  朱宇婷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48 荣平精神病医院改造设计 陆扬  王颖  谢李平 徐凡 三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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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归林家具展厅 张雅 汪瑞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150 半山书局 周梦圆  叶佳豪 叶子戎 江苏开放大学

151 珠宝店 王耐寒  朱雨婷 王小越 江苏开放大学

152 江南茶事 黄岚馨 何一凡 李天 江苏开放大学

153 天文图书馆 黄岚馨 何一凡 郭叶莹子  张悦 江苏开放大学

154 清水日式料理店铺室内设计 陶一龙 陈桂如 于晶晶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55 TOPTOY潮流玩具店 吴双君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56 MARIES 刘宝玉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57 石川买手店商业空间设计 李祥玥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58 “半木”民宿空间设计 陈宇馨  宋昱  王婧琳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59 简设计公社——办公空间设计 蒋梦婷 杨静康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160 胡桃夹子的森林——四个王国 刘欣悦 管雪松 南京林业大学

161 “和风”主题餐饮空间设计 顾如平 邬荣亮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学院

162 DREAM WORKS 徐珑恬 倪静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163 《亦景》民宿设计 王哲 鞠天洋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64 银盒子 王哲 杨乐  施璐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65 北京·映巷
尤文静 林子文 姜艳超 庞
欣雨

张洁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66 阡墨设计公司——办公空间设计 马仪华 陈卓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167 “九巷”民宿室内空间设计 黄荣 刘冰 王蕙清 杭咏新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168 阳山·漫溪春民宿设计 王文鸽 臧笑笑 李洁 龚瑜 赵晨雪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雅高品牌设计
有限公司

169 星游-星空主题桌游吧 韩欣洋 杨乐
苏州熙元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苏州工艺美术
职业技术学院

170 智慧酒店
林诗淇  董婧雯  俞珮滢
唐博洋  李威甫

厉群  陈玮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71 纹理——主题酒吧设计 王钰  王治丹 戴梦清  王伟红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172 闲逸拾光——青年社区设计 胡雅婷  李仙梅 朱子砚  陆晓俊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雅高品牌设计
有限公司

173 轴心覆写站——书店设计 潘媛媛  高家梦 陈林烽  张占威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174 哈雷.戴维森机车专卖店 徐浩  刘宇  付智新 曹余露  施璐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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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悠创——办公空间设计 彭苏畅  刘欣雨  潘鑫 王宁梅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176
【枕味·江城】江苏开放大学（江苏城市职
业学院）第一食堂设计

周靖葳
姜越  王烨  谈
晨

江苏开放大学（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177 栖水岸
李威甫  陈淑荣  袁辉  赵
宇杰  刘洋

厉群  邢雯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78 BUBBLE.——少儿艺术培训中心设计 滕倩  薛滢 王伟红  戴梦清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179 Happy Coffee 咖啡吧设计 韩明悦 张金威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180 龙山镇实验幼儿园 陈艳  王小文  李梓萍 梁晶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81 风度自习室——室内方案设计 王小文  李梓萍  陈艳 梁晶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82 《未央》 李丰文 冯俊鹏 王伟韬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83 氧树设计工作室——办公空间设计 顾宏琳 刘蕴蕴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184 indigohood市井蓝染 周一旭 平凡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185 Sunset 王谦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186 朴宿微澜 李睿  丁亚倩 李天 江苏开放大学

187 精彩服装 刘茜  吴孟瑶 肖伟 江苏开放大学

188 识光里.城市书房.识光咖啡 袁雅倩 王鑫 李天 江苏开放大学

189 异居——主题酒店设计 卓银贵 朱小军 中国矿业大学

190 璞·素——农业体验式民宿 孙垚 刘祥祥 黄庆煜 丁昶 中国矿业大学

191 三亚“停·驻”创意酒店空间设计
魏西凡  周彩萍  范乐乐
吴文倩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92 青山潭饮—茶体验馆设计 邹轶琳  过娴 朱子砚  陆晓俊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雅高品牌设计
有限公司

193
共生演绎—基于包容性理念的大学生创客空
间室内设计研究

张彩红  靳铭 夏莹莹 卫东风 南京艺术学院

194 踏莎行
徐雨腾  戴诗宇  高倩莲
任婧

李浩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195 轻奢风室内设计 魏慧莹 赵子君 金陵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196 《NASA研究所设计方案》
李易轩  印宇轩  王健诚
陈果  姚文亮  周涛

王鑫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97 《校园书舍＂云鹿书屋＂》 郑颖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198 轻质空间 郑荣萍  钱欣茹 宋晓真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99 闲·果 孟美雪 管雪松 南京林业大学

200 汫(JING)COFFEE 周一旭  周甜甜 汪瑞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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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秀·意 谭莹纹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202
《茶想墨澄——江阴高铁站室内商铺空间设
计》

周鑫 王桉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203 “融合”乡村民宿设计 顾晓彤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04 智能化酒店
杨菁  董婧雯  俞珮滢  谢
茵茵  袁欣

厉群  李永昌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5 晋中地域文化主题酒店大堂设计
徐秋月  郭锦辉  李威甫
汪浩  卞郭兴

厉群  耿植荣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6 知识驿站
潘云鹤  郭锦辉  汪浩  唐
博洋  林诗淇

厉群  陈玮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7 EA品牌直营店
潘云鹤  郭锦辉  卞郭兴
赵宇杰  周洲

厉群  邢雯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8 北京展览馆建筑研究及改造设计 袁金铭  张丰怡  张佳男 顾勤芳  丁俊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209 泰洋川禾办公空间设计 邢若楠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210 颜如玉书屋 王路  张凯 叶子戎 江苏开放大学

211 PRINCESS 袁雅倩 王鑫 李天 江苏开放大学

212 游园惊梦-共享自习室设计 孙紫琪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213 民宿空间设计——北欧 王子轩  潘朝文  洪窦 谢飞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214 鸦青室内设计工作室——办公空间设计 吴浩玥 陈卓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215 畅意流动 朱菀晔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216 青瓷雅墅—别墅空间设计 周守虎  马路 蒋国良  王叶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217 寻•续 王春慧  孙可儿  徐羽佳 孙巍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218 预言 谢红燕   李宁 孙巍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219 繁宓 许泽杰  蒋成静 孙巍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220 奢雪甜品店设计 张宇 马瑾轩 李天 江苏开放大学

221 服务体验提升下的大创中心室内设计 唐梓瑜  袁娜  卓银贵 朱小军 中国矿业大学

222 真彩世界——极米专卖店设计 陈雨珂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223 外星人电脑专卖店设计 侯欣懿 薛雨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224  悬浮·森林 郑淑慧 张晨  林宝军 南京晓庄学院

225 《橘朵办公空间》 张萌  谢姝涵  仝彬楠 逯鹤 晏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226
《人来人往——江阴高铁站室内商铺空间设
计》

丁雅婷 王桉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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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壹品——办公空间设计 陶星雨 陈菁菁 郭立春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228 漫思茶苑民宿设计 张译文 朱子砚  陆晓俊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雅高品牌设计
有限公司

229 漠绿至茵——主题餐饮空间设计
王泱森  张文文  范妍妍
谢书静

成果  高二军
董娜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雅高品牌设计
有限公司

230
催化空间：复杂场景下“游戏化”理论的空
间设计研究

靳铭  张彩红 夏莹莹 卫东风 南京艺术学院

231
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江阴站的室内店铺规划
及装饰设计

秦雨薇 潘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32 南沿江金坛站室内店铺规划及装饰设计 杨恬 赵博闻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33
YOUNG空间——某高校实验大楼七楼室内
环境综合改造设计

杨婷婷 潘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34 宿舍楼改造概念实施方案 冯伶通 王海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35
电子电工实验楼第七层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室内空间设计

卜禹君 潘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36 旷野之春 薛淇文  陆璐 潘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37 Serendipity Cafe 符玉龙 史展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38 “世外桃源”老年公寓建筑室内外空间设计 夏雨晴 潘涵 江苏理工学院

239 MORE美术馆设计 赵炎 李淼 金陵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240 趣味共享―联合办公空间设计 贺素素 王玲燕 金陵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241 工业风格咖啡空间设计 曾姝 赵子君 金陵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242 FLEURKEY办公空间设计 解思怡  顾晓彤 赵子君 金陵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243 滋食绮丽 张可  曹跃锟  朱霄 谢飞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244  绿环·环保工艺展厅 恽昊澎 汪瑞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245 芥子——餐饮空间设计 殷高峰  蔡濮罄  李小彩
成果  高二军
董娜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雅高品牌设计
有限公司

246 隐于市 刘玲羽   刘畅 孙巍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247 牛首山文旅区空间规划设计--上善佛堂 孟美雪 梁晶 南京林业大学

248 时代美术馆 周予  周敏 汪瑞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249 山林野居 — 宾馆空间室内设计 石嘉伟  程勇 朱小军 中国矿业大学

250 基于重大疫情的方舱医院设计研究 丁珂欣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251 《大米办公室空间设计》
李景琦 王政翔 周方杰 阚
文轩

逯鹤 晏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252 《壶觞办公空间设计》 王月 王欣雨 唐思依 逯鹤 晏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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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遇见江南——南沿江江阴站室内店铺规划及
装饰设计

夏可昕 潘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54
江阴河豚小栈——南沿江江阴站室内店铺规
划及装饰设计

刘欣悦 潘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55
一份早点——南沿江江阴站室内店铺规划及
装饰设计

季曹承 顾云杰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56
福茶·句容的茶叶——南沿江句容站室内店
铺规划及装饰设计

何莉 薛燕生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57 万和装饰设计公司办公空间设计 刘传龙
王志强  张兴刚
王丽美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258 泰州市青年北路消防站综合楼室内装饰设计
胡洲涛  穆蔡铭  刘戊葵
任月

杨政  张兴刚
李薇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259 落拓—基于细胞学模块化公共空间研究 刘一帆 卫东风 南京艺术学院

260
集智未来——国产芯片”智能孵化“服务空
间设计

崔师杰 李子涵 王楠 杨林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261 無界云台民宿茶室空间设计
高莹荧 韩思雨 孙婧媱 崔
馨心 刘舟

赵晨雪 龚瑜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雅高品牌设计
有限公司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指导老师 送展单位

1 奏越——沉浸式越剧唱演空间 姚张晗  刘昕晨  邱雨婷 张轶 南京理工大学

2 信号——无人快捷餐厅 蒋子隽  王雨琦 张轶 南京理工大学

3 归朴——瑜伽馆空间设计
贺英杰  谷婷婷  张璞轩
王沛宁  张毅科

张轶 南京理工大学

4 原始密林咖啡厅空间设计 唐政炎 赵星星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5 头号玩家 王善明 郭闻 李天 江苏开放大学

6 “岚宁”茶园民宿设计 耿佳宁   金妩淳  陈诗雨 徐敏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7 集城——集装箱改造咖啡书吧设计 沈玥辉 张金威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8 有间书店 李苏情  陈东怡  游维欣 谢飞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9 初妆·婚纱摄影工作室 王菲  郜萧然  晁宝宝 肖瑶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学院

10 重秘·轻食 许伟男  卓凡凡 赵星星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11 拾光里——西餐厅设计 李立  李雪芹 张占威  陈林烽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12 遇·光图书馆建筑设计 陈雪  顾天威 王玮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3 北平异情 钱欣茹   郑荣萍 宋晓真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4 万物有灵亲子餐厅 吴琳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15 BOSATRADE个性化陶瓷花器定制店设计 高静雯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优秀奖

第 14 页，共 18 页



江苏省第十六届室内装饰设计大赛

学生组公共建筑类获奖名单

16 Sugar.Y 刘心钰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7 诚品书店概念设计 李子涵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8 春和景明——养老院设计 张廷  赵悦  邹晴  朱雯娟 王云琦 南京传媒学院

19 《李宁办公空间设计》 刘茜  姜帆  许文倩 逯鹤 晏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20 《苏宁体育办公空间设计》
殷明 刘耘志 陆心成 薛长
城

逯鹤 晏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21 有间书吧空间设计 陈阳  葛赛楠 沈梦琦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22 觅境——别墅家居住宅空间 孙静 陈菁菁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23 弥角合隅——微距空间的适宜性研究 史云杰  徐晶 施幸未 丁治宇 南京艺术学院

24 南沿江江阴站室内岛式店铺规划及装饰设计 李子韩  王昕语
黄译  潘瑜  王
海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5 南沿江金坛站室内店铺规划及装饰设计 宗瑛 李浩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6 南沿江金坛站室内店铺规划及装饰设计 陆菲菲 李浩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7 BOX的分割 / 现代办公设计 黄晨璇 薛燕生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8 南沿江句容站室内店铺规划及装饰设计 孔子忆 赵博闻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9 CUBE 文创店 宋京  张赟 徐倩  曹亦清 李浩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30 锖然 王楠 王靖文 徐嘉云 李欣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31 CACA艺术空间 周一旭  周甜甜 汪瑞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32 江岸·桥下·市集 邢若楠  徐童 汪瑞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33 忆·大鱼--未来之星广场
周洲  耿忠平  刘洋  袁辉
徐秋月

厉群  陶蓓蓓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4 清斋露葵—光影书吧概念设计 袁满慧  夏娴  周媛媛 蒋国良  王叶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35 圆融之境柔情于景 袁鹏 周潮  顾宇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36 现代风格网吧设计 杨宇舟 赵星星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37 青年之家 李梓萍  陈艳  王小文 梁晶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38 山山而憩 朱晓丽  张紫雯 汪瑞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39 平潭仙霞村民宿改造设计 卓银贵  林泽平 朱小军 中国矿业大学

40
《方寸之间——江阴高铁站室内商铺空间设
计》

李晓璇 王桉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41 谧境 姜宏 杨乐  郑彩红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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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一年四季主题酒店设计 封雅 王丽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43
RAG——改编自音乐剧《芝加哥》的空间建
构

王少清 陈嘉佳 南京艺术学院

44 中式庭院 刘茜  吴孟瑶 李天 江苏开放大学

45 文科楼室内空间改造设计
张雯  赵雪婷  宋纯伟  魏
敏

丁昶 中国矿业大学

46 《原生》健康办公
韩盈盈 朱玉洁 赵柳越 曾
玉  程浩然

戴广凯 宋景景 苏州托普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7 喜番·礼 尹方昊 张晨  林宝军 南京晓庄学院

48 以logo为灵感的空间设计/自助打印体验店 施杰 吕游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49 蜂巢主题餐厅设计 吴一寒  刘凯  邵明明
成果  高二军
董娜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雅高品牌设计
有限公司

50 弹性空间·空间弹性 朱浩暘 姚翔翔 南京艺术学院

51 南沿江句容站室内店铺规划及装饰设计 薛萌 薛燕生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52 死亡体验馆 邢若楠  徐童 汪瑞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53 绿色足球协会办公空间设计
辛雪妮 赵咪 许丹妮 虞舒
玮 蒋昕树 葛依敏

张菲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4 校园智能快递站改造
谢茵茵  董婧雯  贺杨  周
洲  潘云鹤

厉群  陶蓓蓓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5 三餐四季主题酒店设计 陈彦婷  周德艳  姚悦婷 朱书华  孙  静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6 遇见 Meet Come Across 酒店设计 马传晓 孙猛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7 北海十六阁 吴琳 汪瑞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58 茶肆 谢菲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59 天空之境——海景民宿 王炜煜 林宝军 南京传媒学院

60 岛屿独白——民宿空间设计 白瑸渝  黄子怡 程燕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61 祈愿之城 完昊  吴梓铭 徐 丽  闫子卿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62 环保之家
范谢玉  徐秋月  徐晓婷
龙怡忻  陶勇

厉群  张颖璐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3
此心安处是吾乡—后疫情时代青年公寓的重
组

傅澄珂 孙猛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64 移动堡垒——集装箱民宿改造 王小文  陈艳  李梓萍 梁晶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65 斋缘-宿舍餐厅 周园梦  朱海棠 汪瑞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66 园游——戏剧·书院 周予  周敏 汪瑞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67 书之苑 许子豪  刘金方 李天 江苏开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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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闹聚·不托小驻——面食主题餐厅设计 苏江昕  卓银贵  王雅静 朱小军 中国矿业大学

69 避风塘港式茶餐厅设计——街角风情 周明慧 林宝军 南京传媒学院

70 《任天堂办公空间》
张翊  胡雪铌  廖茗垚 姚
玲珑

逯鹤 晏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71 《高校办公空间模块化设计》
林沐涵 伊馨 何倩 刘骋诗
何倩

逯鹤 晏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72 办公空间改造设计 顾晓彤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73  “智谷”办公空间设计 陈诗雨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74 BABY DIOR 儿童品牌服装店 王官小源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75 理想书屋  李峰硕 林宝军 南京传媒学院

76 《卡地亚·珠宝》专卖店设计 邹敏 陈菁菁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77
“生命”公寓——栖霞手工艺传承人无差别
养老实验村空间设计研究

席雅静 姚翔翔 南京艺术学院

78 舌尖上的优雅 张宇  胡思琦  马瑾轩 秦健 江苏开放大学

79 “人间烟火味”——建宁路菜市场改造设计 林晓昕 朱小军 中国矿业大学

80 ECCO爱步专卖店 潘帅帅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81 《九皋办公空间设计》 曹泽源  周慧  徐中昀 逯鹤 晏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82 悟行（李宁服装店设计） 潘浩微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83 现代书店设计 章一琳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84 Lady M Airy Blue店 王铭靖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85 交点——社区改造设计 石新宇  陈嘉祺  吕晨阳 林宝军 南京传媒学院

86 C空间共享健身房
冯胜利  王耀  许文玲  骆
赛雅

陈捷频 南京传媒学院

87 《清冬馆—冬奥社区》 胡金宇  朱浩  沙山二 逯鹤 晏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88 《云水禅心办公空间设计》 刘雅琪  季潇雁  朱雪晴 逯鹤 晏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89
泰州市姜堰区城西实验学校东区行政楼室内
装饰工程设计

王大露  曹国旭  杨子恒 杨政  张兴刚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90
泰州市姜堰区城西实验学校西区教学楼室内
装饰工程设计

王大露  曹国旭  杨子恒 杨政  李薇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91 净·花-小球藻空气净化装置 曹景行 郭立春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92 COMMUNE酒吧 张寒池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93 南京江宁医院康复科会议室空间改造设计 高博文   冯瑞雪 周卫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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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羊山书屋 徐佳 陈菁菁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95 LOGO空间设计-特斯拉深坑餐厅 陈季龙 吕游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96 海洋主题创意餐厅设计 顾晓彤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97 年华里—新型熟人社区设计 华玥  曹莹  戴薇翔 朱子砚  陆晓俊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雅高品牌设计
有限公司

98 南京市图书馆新馆概念设计 王耐寒  朱雨婷 李天 江苏开放大学

99 墨香——书吧 宋甜甜 邵妍 沈梦琦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100 创世界-乐高少儿思维培训中心 程勇  王雅静  张沈 朱小军 中国矿业大学

101 临渊·游戏工作室 刘怡彤  廖红美  卢粤玫 肖瑶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学院

102 梦的寄语 孙宁芝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03 好利来新零售概念店设计 高薛雯 曹莹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104 壹舍——办公空间设计 朱怡君 陈菁菁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105 任天堂专卖店 梁詹茜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06
“房子里面有房子”——怡景学府幼儿园设
计

张亚  吕晨霄 周卫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107 《梦想飞跃办公空间设计》 黄蕾蕾  杜雯  周冲 逯鹤 晏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108 竹—餐饮空间设计 刘冰 王蕙清 黄荣 杭咏新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109 膳缘聚 徐娟娟 陈国锋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10 《VVV东奥志愿者之家》 黄雯雅  孙惠  芦安然 逯鹤 晏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111 N×N——三胎时代的动态储物住宅 张如茵 曹莹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112 隐西——湿地公园游客服务中心设计 李浩辰 单磊  马永伟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雅高品牌设计
有限公司

113 云汐小筑——集装箱艺术建构 徐晶  施幸未 史云杰 丁治宇 南京艺术学院

114
指尖的回味——南沿江金坛站室内店铺规划
及装饰设计

刘阳 潘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115 锐——光之厅
肖煜璇  单胤之  王永龙
孙沁  景一丹

李浩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116 境·跃居室内设计工作室——办公空间设计 黄荣 刘蕴蕴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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