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指导老师 送展单位

1 LOHAS乐活家
陈晓  都琳  王珏玲  倪
小慧

谢飞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2 《枪炮与玫瑰》居住空间设计 查承希 王桉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3 亭湖·雅境之居 周同 孙猛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4 纸雅轩——主题体验式住宅室内设计 卓银贵 朱小军 中国矿业大学

5 大华紫郡-木风别墅空间设计 张奇鹏  王颖 郑小伟  吴传景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创意学院

6 《尘木境》 张嘉琪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7 暮阑阁别墅设计 张佳怡  栗靖姗
裴会芳 宋扬 曹

孟陬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8 艺境·诗苑 李子涵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9 万科蓝山联排别墅建筑室内空间设计 葛佳怡 曹晋 江苏理工学院

10 泰州文旅集团罡杨镇和园住宅设计 顾欣雨 费诗伯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指导老师 送展单位

1 归心 邓玲  王露  郑菲菲 谢飞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2 诗意生活 魏敏  王婕 丁昶 中国矿业大学

3 “静默”——解构主义住宅室内设 卓银贵 朱小军 中国矿业大学

4 “向往的生活”家居设计 韦雯馨 周晓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 三胎之家
王琳悦  朱家琳  郑一涵
张洁

谢飞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6 水天花月兰亭墅 祁贤  丁必健 李敏  赵波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7 苏州苏里人家别墅设计 丁健强  葛  晶 鲁子祺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学院

8 “简•繁”家装设计 冯甜甜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9 飞阁流丹 马研博  周详  徐振峰 孙猛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10 心灵港湾 卓银贵 朱小军 中国矿业大学

11 水忆·江南园林别墅空间设计 陈雪  顾天威 王玮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2 绿色生态住宅设计
赵雪婷  宋纯伟   张雯
魏敏

丁昶 中国矿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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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青枫”单身公寓室内设计 卓银贵 朱小军 中国矿业大学

14 品滇味温暖 顾珂 杭咏新 中国矿业大学

15 “艺术家”雅居乐别墅空间设计 沈江华  陈志雄  何国瑞
颜文明  周丽华

王彦霖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创意学院

16 “蓝韵”家装设计 王健  高骁 徐敏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7 “罗马假日”家居设计 周雪妍 周晓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8 灰度 宋星慧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19 澹雅居 吴玲玲 白艳萍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0 人生有伴，山语而居 谢飞 林宝军 南京传媒学院

21 《逸致》 李亮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22 余闲-居住空间设计 黄建平 金影娜 任南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3
“木色的暖意”——江宁法兰谷李先生住宅
设计

李君婕  李君瑶 周卫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24 素匠·室内空间设计 王子怡 张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25 轻侯闲居 李浩铭  赵航  杭雨田 谢飞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26 新中式主题居住空间设计 陈漪  徐伟巍 徐敏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7 “碧温”家装设计 顾成娜 周梦霓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8 “山水清音”国潮风格居室室内设计 徐一菲  马聪  蔡清树
周丽华  颜文明

徐吉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创意学院

29 家居空间设计——轻质 王闯  田甜  陈海伟 兰昱  贡艺昀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30 《浮生》 刁钰峰 陈娟  王芳 南京工程学院

31 新南雅舍——新中式别墅 丁健强 鲁子祺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学院

32 云初梵居
李虎威  范娇琪  俞铮
陈慧敏

谢飞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33 室内设计·自在之地 庞瑜
王盈 韩颖 王海

英 薛云
金陵科技学院

34 蓝调·流线音乐之家 章慧灵
韩颖  薛云  王

盈  王海英
金陵科技学院

35 无问西东 王娴娴
韩颖  薛云  王

海英  王盈
金陵科技学院

36 檐下·邻里
徐嘉旋  孙垚  曹明蕾
鲍伟韬

丁昶 中国矿业大学

37 《鎏金岁月》居住空间设计 蒋奕轩 王桉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38 “木林森”居住空间设计 卞钰静  李曼曼 白艳萍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第 2 页，共 16 页



江苏省第十六届室内装饰设计大赛

学生组居民住宅类获奖名单

39 法式复古家装设计 戚子怡  高骁 徐敏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0 北欧风情室内设计 张辰昕 徐伟巍 蔡丽芬  白艳萍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1 白·居·易—家居空间设计 蒋安琪  姜  梦 王吉  王遥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2
“刚柔并济，经典优雅”——山水氿城公寓
室内设计

高博文  朱紫璇 周卫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43 “老有所居”老房改造设计方案 李莹莹  叶帆 许松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44 金庭样板房室内设计 李庚林 马艺嘉 许建均 陈晨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45 简居-让家更有温度 徐婧娴
薛云 韩颖 王盈

王海英
金陵科技学院

46 稚趣——亲子主题民宿设计 徐竹馨 王雅静 刘运 贾宁 中国矿业大学

47 解构·意向空间 刘子阳 张宗康 张晨  林宝军 南京晓庄学院

48 繁悠之境 夏伟涞 林宝军 南京传媒学院

49 “光槿”世茂香槟湖室内设计方案 相状青  唐晶晶
颜文明  李斌

吴传景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创意学院

50 S.A室内设计 黄爱婷 赵岳峻  杨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51 静谧 卞吉新 陈曦  徐颖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2 影踪 宋雅楠 陈曦  陈烨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 “留住记忆里”的家老房改造项目
潘力芳  龚俞倩  张雨曦
张逸飞

杨晶晶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54 《不舍》民宿空间设计方案 朱丽萍 顾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55 《舒迹》 张鼎 王芳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56 《左岸汀芷》 于超 陈娟  王芳 南京工程学院

57 山水屏断
李威甫  祁妙  刘洋  高
辰淼  谢茵茵

厉群  戚飞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8 奢雅唯美 周婷婷 杨曦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59 霜降 魏筱默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60 小巷中的家·姑苏区老房改造项目设计 管红霞 许松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61 湖畔翠庭别墅空间设计方案 郁琳石 陈鑫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62 “白墨居”——现代极简室内设计 熊宇煊 赵岳峻  杨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63 纯璞 谢敏 徐颖  陈曦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64 极致收纳——零杂物 钟情蓉  杨传传  何雯馨 张雷鋆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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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熠日暖阳住宅空间设计方案 王颖 王梦笛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66 Designer studio-设计师工作之家 孙紫琪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67 《自然元素》 刘心钰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68 块·生 朱菀晔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69  归于“趣”处  陈嘉祺 陈尚书 南京传媒学院

70 基于园艺疗法的自闭症患者康复公寓设计 侯欣懿 薛雨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71 新农村大平层 吴曦 王丽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指导老师 送展单位

1 汀烟阁江南水乡别墅设计 吴冬雨 白艳萍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 《“闲逸”---新中式室内空间》 朱丽欢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3 “屿”居住空间设计 吴兢兢  李曼曼 白艳萍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 《武夷绿洲居住空间室内设计》 高超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5 清竹园公寓室内设计 向文静  李花 周卫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6 一隅
党梦圆  丁旺  庄露露
刘海军

谢飞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7 自由空间 杨杰  王佳龙  王健飞 谢飞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8 《奢而不凡》 杜若谦 
戴广凯   费小

伟
苏州托普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9 《江南新秀》 王顺鑫  梅逸捷 戴广凯 纪传勇 苏州托普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0 《青江秀韵》 王顺鑫  梅逸捷 戴广凯 纪传勇 苏州托普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1 自由空间 薛蓉蓉  徐声玥  姚敏 林宝军 南京传媒学院

12 “光影”居住空间设计 陈欧迪 李曼曼 白艳萍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3 北欧家装设计 徐旭军  高骁 徐敏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4 “慢享”住宅空间设计方案 李莹莹 吴雨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5 《归期》 汤颖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16 “归·巢”
韦立娜  宋纯伟  赵雪婷
张雯

丁昶 中国矿业大学

17 居园 曾丹垚  侯佳乐  赵曼霞 谢飞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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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IN CUBISM别墅室内设计 周园梦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19 雅·居 王轩  王丽文  陈晖映 佘昉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20 《“知否知否”---中式室内空间》 芮淑婷  郭晓雨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21 新农村住宅 赵志强 王丽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22 半生奢 郭冰冰 高佳婧 杨曦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23 江宁罗托鲁拉别墅设计 刘苏然  童苏皖  李吴伟 张慧 三江学院

24 古墨山水 蒋浮鲲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25 方圆领地 李梦园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26 室内设计——凡间 周阳
王海英 王盈 韩

颖 薛云
金陵科技学院

27 海之悦主题民宿 王官小源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28 传统与现代融合家居设计 王蕙清 黄荣 刘冰 杭咏新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29 《弘扬上湖》 陈韬宇 宋景景 戴广凯 苏州托普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0 新中式室内装饰设计 王欣雨 张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31 “铭轩”轻奢风格家装设计 丁婉琳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32 “极简生活”现代家装设计 刘亚荣  高骁 白艳萍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33 欧式家装设计 潘璐  高骁 白艳萍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34 复式轻奢楼装 周杨帆 冯烨 余翔  孙成东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5 艾达的梦 全心
陈烨  徐颖  陈

曦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6 拾光 刘洋松
陈烨  徐颖  陈

曦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7 隔岸 赵俊才 陈国锋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8 秋色 熊云菁 郑小鹏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39 晨熹——居民住宅 胡彦宁 张如梦 金陵科技学院

40 《保利·梧桐语三居室室内空间设计》 潘佳宁 李前琛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41 轻奢风设计 张鑫钰 姜忠涛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42 小憩·舒适居住空间
高辰淼  祁妙  周洲  谢
茵茵  杨菁

厉群  薛冲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3 编织万万 邢若楠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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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轻奢蓝调，让生活更加精致 邰仕明
薛云  韩颖  王

盈
金陵科技学院

45 室内设计·简栖之家 谢红
王盈  薛云 韩

颖 王海英
金陵科技学院

46 独白·对白 刘恒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47 《岁月的痕迹》 冯飞钒
戴广凯   费小

伟
苏州托普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8 “山·隐”室内装饰设计 袁志扬 林宝军 南京传媒学院

49
“适度的幸福”——苏州风华里小区养老空
间设计

朱紫璇  冯瑞雪 周卫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0
“自然气质的渗透”——南京山水华门王先
生住宅空间设计

冯瑞雪  朱紫璇  向文静 周卫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1 南京三牌楼老旧小区住宅二孩家庭空间设计 高博文   冯瑞雪 周卫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2 “光阴之美”——翰林苑别墅空间设计
高博文  李君婕  李君瑶
朱紫璇

周卫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3 “一抹童话”居住空间设计 张晴晴  李曼曼 白艳萍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4 山 舍 孙宁芝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55 既竹里 毛锦程 蔡晓冰  邬荣亮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学院

56 苏州·新力云语铂园设计 唐雨婕 王伟韬  刘洁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57 遇见·清风自在 刘宇健
薛云 韩颖 王海

英 王盈
金陵科技学院

58 原生木简生活 杜雯 张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59 《简》 单静茹 陈娟  王芳 南京工程学院

60 《静雅居》 苏梦玲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61 《繁》 熊倩铌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62 《武夷花园两居室室内空间设计》 潘佳宁 李前琛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63 新中式风格万博汇大平层室内设计方案 卢懿静 倪静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64 碧海小筑 吴宜峰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65 Tranqui Villa 静谧别墅 杨蝶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66 燕归巢别墅设计 张雅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67 室内设计·暖暖の家 范睿敏
王海英 薛云 韩

颖 王盈
金陵科技学院

68 摩登—韵律 何禹含
韩颖  薛云  王

盈  王海英
金陵科技学院

69 色彩·碰撞 冯志梅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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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向阳”loft公寓室内空间设计 黄荣 刘冰 王蕙清 杭咏新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71 清·简—现代简约室内家居设计 周慧 张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72 禅说 周梦景 孙盼盼 姚舒淇 刘蒙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73 现简家装设计 陈露  高骁 白艳萍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74 秋日奏鸣曲 章罗江 陈曦  陈烨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75 枕边童话--爱丽丝梦游仙境 胡洁 陈曦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76 居住建筑室内环境设计 蒋奕轩 张辛悦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77 “菲”住宅空间方案设计方案 吴怡雯 吴雨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78 “罗德斯玫瑰”住宅空间设计方案 叶帆 吴雨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79 俱泰 邱宇成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80 阆苑 张宗康 刘子阳 张晨  林宝军 南京晓庄学院

81 《简阁》 张熔熔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82 喵与喵寻 刘晓雪  张玥 吴茜茜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83 《光·遇》 王桂琴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84 《艺创安居》《朝微夕归》 吴巧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85 《“明雾住宅”---现代室内空间》 吴仪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86 世纪府 周 震 白婉静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87 暖居 吴静雯 王丽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88 现代简约格调生活 140平现代住宅设计 马鸿伟 赵星星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89 朴居 傅洳楠 张洁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90 木色浪漫简约空间 周誉淳 马贻 南通工贸技师学院

91 新月轩 顾天旭 姚雪娇 南通工贸技师学院

92 City Garden 周予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93 山水之乐 林雨清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94 太平有象 刘艺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95 秋意浓R&G&O 沈慧 李欣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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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偶遇—民宿设计 胡思琦 张灵敏 李天 江苏开放大学

97 室内设计·冬眠 陈秋灵
王盈 韩颖 王海

英 薛云
金陵科技学院

98 室内设计·明雅 田玉琴
王盈 韩颖王 海

英 薛云
金陵科技学院

99 山林集装箱 张寒池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00 轻奢的舒适·室内空间设计 黄蕾蕾 张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101 简居室内空间设计 王文静 张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102 《简·祺家居空间设计》 郇佳琪 张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103 “森”别墅空间设计 谢思怡 白艳萍  蔡丽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04 云边小窝 张聪聪 陈烨  陈曦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05 风光无限好—民居建筑改造设计 朱宗然 陈国锋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06 水云间别墅室内空间设计 姚倩茜 曹晋 江苏理工学院

107 乌托邦的线现代北欧空间设计方案 龚俞倩 王梦笛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8 我国传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谢茵茵  林忆馨  李威甫
杨菁  林诗淇

厉群  蒋晖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9 创·享 张政泽 孙猛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110 茶馆树屋-Tea house tree House 谢菲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11 《窗明几净》 曹艺罗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112 《煦•余》 丁赛金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113 《夕影之家》 许文怡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114 《木痕》 陈泊帆 陈娟  王芳 南京工程学院

115 《“迹·白”---现代公寓住宅室内设计》 芮淑婷 郭晓雨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116
江浙沪文化带老街改造——“雉水”东大街
旧居翻新设计

戴冬澄 张如梦 金陵科技学院

117 东方叠墅 蒋帅 于娜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18 诗意·栖居—别墅室内设计 蒋帅 于娜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19 蓝白时光 卢雅璇 孟茹怡 白婉静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120 欧迈梦想花苑 贺自立 白婉静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121 闲庭雅韵 蔡嘉欣 姜莉莉 贺自立 陈 艳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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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睦—创意住宅空间设计 封雅 王丽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123 木色空间-极简生活
汪浩  李涵知  李婷  卞
郭兴  龙怡忻

厉群  李芳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24 家梦奇遇儿童屋
徐晓婷  杨菁  范谢玉
杜问桴  时佳

厉群  耿涛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25 心灵港湾-儿童屋
张琪淼  林诗淇  熊菲雨
徐晓婷  吴琼

厉群  耿涛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26 信步闲庭 卜佳欣  王欣天 庄璐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7 星光 卞玮捷 孟鹏飞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28 大城小爱 戴炜 姚雪娇 南通工贸技师学院

129 安静悦然 史敏 姚雪娇 南通工贸技师学院

130 理性节奏 杨佳俊 姚雪娇 南通工贸技师学院

131 家·家居室内设计 曹泽源 张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132 凤凰水岸9#201 顾正宇 裴会芳 刘浩天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33 《隐匿的阳光》
陈鑫艺  刘雨欣 周杰  白
龙禧

陈婷  侯彬彬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134 馨居-我们的幸福 周震宇
王盈 韩颖 薛云

王海英
金陵科技学院

135 泊舟里 周婧芸
薛云  韩颖  王

海英  王盈
金陵科技学院

136 悠然见南山（农村老人小型集体养老公寓） 潘浩微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37 Dream of a touch of blue 谭莹纹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38 仰山.碧禾 顾佳莹  姚佳怡 王茵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9 第二次呼吸 马婧慧 徐雪梅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40 铂悦府 钱玉萍 姚雪娇 南通工贸技师学院

141 無繁 张红 张东 李欣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142 木心 刘宝玉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43 轻简小品 黄雅洁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44 “风白”室内装饰设计 王月 张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145 雅阁名居 倪顺风 陈烨  陈曦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46 悠然田居 李天乐 陈国锋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47 太湖湾滨水别墅建筑室内空间设计 李煜汇 曹晋 江苏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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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简·纯室内创意设计 李雅文  李孟珂  曹蕾蕾 孙成东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49 屋舍 鞠梦珂
韩颖 薛云 王海

英 王盈
金陵科技学院

150 住宅设计-“诧寂风” 钱鑫杰 林宝军 南京传媒学院

151 质本 极简格调 李雅文 李孟珂 曹蕾蕾    孙成东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52 S.L公寓——loft复式单身公寓设计 熊宇煊 赵岳峻  杨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53 美好.收藏.家 王唱 张琪 夏梦珂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154 满月 张可 郑小鹏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155 《港湾》 张傲 李剑南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56 青春-单人公寓设计 余新龙 庞琳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农林工程学院

157 微来•住宅室内设计 费梦 庞琳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农林工程学院

158 静泽苑 谢旭铭  薛龙飞  宋乘宇 王茵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59 忆光室内设计 郝俊涛  田雪佳 于晶晶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60 暖韵 精于内 简于形 卢振丽
薛云  韩颖  王

盈  王海英
金陵科技学院

161 温暖、舒适的室内设计 周媛
韩颖 王海英 薛

云
金陵科技学院

162 现代风尚·艺术之家 鲍双蓉 韩颖  薛云 金陵科技学院

163 清简——极简画风让家更显舒适 蔡媛
韩颖  薛云  王

盈  王海英
金陵科技学院

164 有閒居·独居的静谧 程洪健
王海英 韩颖 王

盈 薛云
金陵科技学院

165 归属 吴淼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66 彝·情 潘帅帅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67 可移动的家——Mobile home 杨嘉慧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68 无主灯家居设计 章一琳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69 《凭栏望月》 江敏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70 乐居 程楠 林宝军 陈尚书 南京传媒学院

171 智慧自由——住工娱一体 颜淑娜 林宝军 南京传媒学院

172 方块之间 吴洁  夏璐 林宝军 南京传媒学院

173 低碳 绿色家居设计 李祥雨 张丽娜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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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FILA Mimic——居住空间设计》 王馨悦 吕游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175 横梁之下—分而不离的共享三代居 刘可怡 张丽娜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176 室内设计·港湾 纪新雨
韩颖  王盈  薛

云  王海英
金陵科技学院

177 “共享”空间 吴双君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78 “茶居” 李嘉乐 杨柳  赵岳峻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79 大简其行 段鹏举 陈烨  陈曦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80 住宅空间设计 张旅婷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181 静·慧 贾璐枝 李欣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182 民国新语·多元融合智慧餐饮 张如茵 张丽娜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183 壹品-办公空间设计 陶星雨 郭立春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184 超现实主义——次元呼唤 庄颖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85 pjoebe的留学日常  贾臻 陈尚书 南京传媒学院

186 宿舍设计-蛮横聚集下的公私性与秩序 殷晗放 彭毓颖 张丽娜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187
可居住墙体——“青知蚁族”合租屋适应性
设计

高薛雯 张丽娜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188 “栖息”方块和好休息 胡思楠 郭立春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189 惟馨居 邹玉阳 吴晨韵 王茵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90 Love is 2 蒋丽雯 李欣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191 卧龙湖别墅室内空间设计 娄宜辰 邓子阳 徐伟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192 《金陵御花园旧房改造》 王凯璐 李剑南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93  两个人的烟火气  黄振宇 陈尚书 南京传媒学院

194 蔚然 史苗苗 郭立春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195 UPWARD-办公空间设计 陈季龙 郭立春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196 《三餐四季 四季予你》
孙晓青  张思莹 尹鹏皓
兰长江

陈婷  张萌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197 陋室——明  袁宗军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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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指导老师 送展单位

1 拙隐沧浪 吴琳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2 别墅设计 张文静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3 山山而川 朱晓丽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4 立体碎片 金天赐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5 诗情画意 彭亚美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6 水之郡 屈敏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7 极致简约，让家更有温度 田雨欣
韩颖  薛云  王

海英
金陵科技学院

8 简约复式公寓 梁詹茜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9 Song F 尤晔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10 简悦——居住空间设计 朱海悦 林宝军 南京传媒学院

11 “随风的梦”室内装饰设计 唐思依 张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12 亲子玩乐 小型室内空间设计 季潇雁 张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13 陋室 梁语 王丽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14 禅•意
李延文  李春蕾  俞珮滢
李威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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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折扇留暗香 林琳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16 民宿酒店 王耐寒  朱雨婷 李天 江苏开放大学

17 《朴色入吾家》 陈言 陈娟  王芳 南京工程学院

18 《流年》 徐慕瑶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19 《繁华之外》 张起瑞 陈娟  王芳 南京工程学院

20 简怡·JY—72平服装店 龚思琦 赵星星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21 伴我成长儿童屋
熊菲雨  袁欣  时佳  吴
琼  张琪淼

厉群  耿涛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2 繁华之外·悠然之境 张琦 姚雪娇 南通工贸技师学院

23 自然和鸣 束佳敏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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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绿意盎然 王昇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25 盒中盒 许筱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26 《紫禁·宜·景》 朱海棠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27 Z世代的心灵栖息地 韩乐彤  林宝军 南京传媒学院

28 逐光 徐梦欣 林宝军 南京传媒学院

29 现代简约灰色派住宅 仝梓琪 刘思悦  孙成东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0 森林之家 李祥玥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31 艺术与心灵——情感化艺术家居空间设计 高静雯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32 植造之旅 曹紫璇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33 自·然空间 吴莹  夏璐  夏凡 林宝军 南京传媒学院

34 茶米油盐 陈雨诺 徐颖  陈曦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5 《書韵》 吴海燕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36 《港---居住空间室内设计》 郭晓雨  芮淑婷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37 《“雅白·简黑”---现代室内空间》 谢子漩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38 225大平层室内设计展示 欧阳延坤 郑小鹏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39 月光变奏曲 吴颖 郑小鹏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40 粉色泡泡
时佳  谢茵茵  陶勇  陈
婉婷  熊菲雨

厉群  张颖璐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1 《述说者》 是含悦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42 沐光/136㎡现代简约室内住宅设计 殷雨佳 赵星星 南京雷镀职业培训学校

43 雅•静
李春蕾  李延文  李威甫
彭梦晗  袁辉

厉群  张颖璐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4 “形散神聚”新古典风
彭梦晗  董靖雯  马丽娜
唐博洋  贺杨

厉群  戚飞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5 智能家居
林诗淇  董婧雯  彭梦晗
杜问桴  俞珮滢

厉群  mikhail
llyin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6 净化心灵，休养生息
李璇  李婷  杨菁  刘洋
贺杨

厉群  耿植荣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7 水墨三十度 陈辰  濮韫云 于宁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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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弄 叶沁  季琮翊 李欣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49 归简—心之归所 王玉莲
薛云  韩颖  王

盈
金陵科技学院

50 简-单居-----让生活更美好 桂麟磊
王海英  王盈
韩颖  薛云

金陵科技学院

51 清陌·雅寓 徐雯旭
韩颖  王盈  王

海英  薛云
金陵科技学院

52 春暖花开便是诗 包慎行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53 适老化空间设计 刘冰 李柯伟 徐明月 杭咏新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54 现代轻奢，让生活更有品质 李紫怡
韩颖  薛云  王

盈  王海英
金陵科技学院

55 油画里的住宅 王晓雯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56 雅舍·感受空间温度 赵彤
王盈 王海英韩

颖薛云
金陵科技学院

57 《港·湾》 蒋思怡 陈娟  王芳 南京工程学院

58
《“一抹书香气”---两居室室内空间设计
》

周振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59 《“澜”---居住空间设计》 顾子璇 陈娟 南京工程学院

60 不繁服装工作室 庄钰平 王玲燕 金陵科技学院

61 醒读空间 顾如平 蔡晓冰  邬荣亮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学院

62 逸养斋-居住空间设计 杨琳 沈佳璐 牛珊珊 任南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3 暖心儿童房
陈婉婷  袁欣  龙怡忻
林诗淇  徐秋月

厉群  耿植荣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4 禹州嘉荟星岛 陈杨  汤嘉怡 肖志倩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65 禅意
马天  张文彬  孙紫嫣
邹景景

王伟韬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66 玄·住宅空间设计 潘明艳  徐凡舒 王遥  王吉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67 蜜·语 孟美雪 管雪松 南京林业大学

68 偷得浮生半日闲 杨文焘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69 枝 周敏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70 云上的生活 周一旭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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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森·木 刘书蕾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72 “氧”主题绿色健康居室空间设计 霍佳凌 吕向虎 管雪松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73 木之家--享受轻奢之家 杨波
王海英  薛云
王盈  韩颖

金陵科技学院

74 流金岁月 顾涵秋
王盈  韩颖  薛

云  王海英
金陵科技学院

75 雅意—现代住宅室内设计 陈雪
韩颖 薛云王海

英王盈
金陵科技学院

76 森.天地 陈雨珂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77 天壹公寓 杨净莲 罗智慧 程小璇  孙成东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78 简·爱 司宇 陈曦  陈晔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79 初迹 陈诚 陈国锋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0 《原木.雅韵》 廖开心 李剑南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81 鸿竹苑 朱梦文 王茵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82 兰馨苑 汤曼琪  顾希颖 王茵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83 时光漫城 沈群英 温杰 南通工贸技师学院

84 夏日 张严煦 姚雪娇 南通工贸技师学院

85  共读时光  张昕悦 陈尚书 南京传媒学院

86 共暮-农村统一建房的保留与再创 殷晗放 张丽娜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87 微软海边别墅 张铭泽 吕游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88 室内居住设计——三十而以 于婧蕾
王海英王盈  薛

云  韩颖
金陵科技学院

89 梦之间-DREAMS HOME 任港政贤  张昌东 管雪松李永昌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90 春漫里 查慈  商童童 肖伟 江苏开放大学

91 竹韵山居 许子豪  刘金方 陈曦 江苏开放大学

92 绿植的艺术家 受佳伟 张丽娜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93
村落设计-南京唐家庵村建筑改造设计及规
划分析

查沁怡 郭立春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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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云端·未来社区 华唯一 郭立春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95 城市绿洲-南京市八字山公园激活计划 孙谢雅 郭立春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96 “窝”居態青年公寓膠囊公寓 张铭泽 郭立春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97 创生&环保-继碳中和理念下的探索 赵一初 郭立春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98 被动房设计 李一 郭立春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99 共·生-绿色书吧空间 马昊 郭立春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100
“洄”家—洄游动线下四口之家的共享空间
设计

朱诗雅 张丽娜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101 蜂之家-单人公寓设计 伊婧 庞琳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农林工程学院

102 《茶香四溢 碧螺春》
朱灵  沈易 陈珂鑫  劳泽
恺

陈婷  吴洲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103 《旧房改造》 蒋佳怡 李剑南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04 《归心 本真》
杨惠  王慧芝 吴诗诗  唐
嘉嘉

陈婷  陆苏怡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105 咫尺之间 谢青禾 张丽娜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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