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指导老师 送展单位

1 “留住你的美”女性服饰体验馆空间设计 代文欣 徐晓升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 摇风——传统扇子销售与体验店
丁慕槿、韦王娟、罗凡、仇
珉洙、董文迪

沙俊双 淮阴师范学院

3 白色之殇——冰川消亡主题展 唐玉洁、乔凯璐 虞英 南京艺术学院

4 “秩叙”——灭绝并非世界末日 蒋依玲 何永军 南京艺术学院

5 点泽展厅空间装饰设计
赫骏、刘师贝 武帅、江兆
磊 王磊、孟芳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 《Oh!My cake》 金璐颖 王之千、朱蘅初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7 佛像雕塑展馆空间设计 任欣 施煜庭 南京艺术学院

8 行之疆界 朱浩暘 姚翔翔 南京艺术学院

9 江南建筑技艺传承馆设计方案 徐蓓蓓 陈鑫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如意·三河”社区公共设施空间设计 崔师杰 赵怡霖 杨林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指导老师 送展单位

1
重觅B612——小王子主题钻戒专卖店体验空
间设计

仇珉洙、董文迪、丁慕槿、
韦王娟、罗凡

沙俊双 淮阴师范学院

2 律动CONCISE — 服装店空间设计 石嘉伟、程勇、王雅静 朱小军 中国矿业大学

3 创造进化 毕诗雨、曹晨韵 虞英 南京艺术学院

4 与物共乐——互动体验空间概念设计
宋纯伟、赵雪婷、张雯、韦
立娜

丁昶 中国矿业大学

5 未来已来-概念机车展
唐博洋、刘洋、潘云鹤、袁
欣

厉群、施爱芹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 瀚·海——图书馆室内设计 王韬鸣、范磊、鲍俊怡 刘美英、刘欣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7 漫威手办展示·新型展厅
赵宇杰、刘洋、高辰淼、俞
珮滢、汪浩

厉群、施爱芹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8 《ZER0》 李文文 王之千、朱蘅初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9 徐州三友企业文化展厅室内设计 卓银贵、陈新元 朱小军 中国矿业大学

10 千灵碧海幻魂臻——中医药文化展
王萍、薛涵月、 王巧玉 、
项婧宇

何永军 南京艺术学院

11 湫·语——常武太湖医院党史馆设计 冯玥 傅媛媛 何磊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艺术分院

12 树里服装陈列室设计 王星雨 邵兴月 顾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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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第十六届室内装饰设计大赛

学生组陈设展览类获奖名单

一等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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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商木”展馆中心空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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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囊萤书店空间设计 陈雪、顾天威 王玮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5 艺轩-Artwork Home 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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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箱叶间语——建筑空间与边界的对话 郭大松、施幸未 史云杰 丁治宇 南京艺术学院

17
光·影·对白——栖霞铅锌银矿文化博物馆
空间设计

周嘉璇 姚翔翔 南京艺术学院

18 Supreme专卖店设计 陈艳、李梓萍、王小文 梁晶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9 《陌森眼镜概念设计》 周慧娇 黄艳丽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20 木星 龚凯琳 陈辰 高昕桐 李欣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艺术学院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指导老师 送展单位

1 鲟迹 白雪、蒋源 虞英 南京艺术学院

2 “蜂巢”——紫金展南京艺术学院展位设计 王萍、万雨晨 虞英 南京艺术学院

3 清旭碧浔
俞珮滢、唐家徐、贺杨、赵
宇杰、李春蕾

厉群、施爱芹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 “星云”数字化智能博物馆设计
李威甫、王博闻、杨菁、袁
欣、龙怡忻

厉群、施爱芹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 红楼寻医——中医药文化展览馆设计 庄丽、徐毓晨、张艺、赵艳 何永军 南京艺术学院

6 缔生——工业设计学院毕业展 马艺萌、沈敏 何永军 南京艺术学院

7 殇迹——土地资源展览 马艺萌、沈敏 何永军 南京艺术学院

8 《EXOJZ》 晏雪 王之千、朱蘅初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9 《MISS&ING服装店》 蒋慧婷 王之千、朱蘅初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10 《阿欣的花圃》 李欣雨 王之千、朱蘅初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11 忆·昔——常州武进区太湖医院党建馆改造 汪奕茹 傅媛媛 何磊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艺术分院

12 “用乐如用药”——中医药文化博物馆设计 王辰、万雨晨、  张亚雯 何永军 南京艺术学院

13 虚空 黄李玟  蔡洁莹 虞英 南京艺术学院

14 辰星璀璨——科技馆室内设计 吴善东、王思坤、徐宁 刘美英、刘欣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15 蓝色妖姬--滴展厅视觉形象设计 丁必健、祁贤 李敏、李奎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16 建党100周年纪念馆方案设计 冯艳、王淑媛、姜存乾 张悦、郭叶莹子 江苏开放大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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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非常态”展厅空间设计 乔路、刘祥祥、石佳伟 朱小军 中国矿业大学

18 高邮遗址公园生态民俗展馆设计 许悦 陈菁菁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19 《书香雅院》 李懿 王之千、朱蘅初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20 《胡小毛的衣柜》 胡雨旋 王之千、朱蘅初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21 《苏州军休所展示设计》 胡以凡 夏吉宏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22 A＆D学院展厅改造 魏敏 王婕 丁昶 中国矿业大学

23 溯牙雕 田梁、曹景行 刘蒙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24 本格集合空间竹编店铺设计 张欣瑜 蒋子银 陈琳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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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乡村农产品空间再创新
汪浩、李涵知、李璇、祁妙
、杜问桴

厉群、mikhail
llyin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6
红色印记——常州市武进太湖医院党史纪念
馆设计

徐雨佳赵昕悦于嘉琳 宰湘婷 傅媛媛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艺术分院

27 峥嵘——常州太湖医院党史纪念馆设计 吴俊锜周奕成周晨阳 宰湘婷 傅媛媛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艺术分院

28 《耕读文化村落》 徐婕萌 戴磊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29 《哈哈镜》 郑薇薇 黄艳丽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30 牙初 陈虎、陈季龙 刘蒙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31 “FLY”——ninebot电动滑板车展陈设计 万雨晨、王辰 庄元 南京艺术学院

32 白蛇缘·中医药文化馆
王可瑄、薛楚妍、杨情、袁
佳美

何永军 南京艺术学院

33 《秋暮》 刘衍希、刘胡君 陈婷、金叶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34 工人运动史料陈列馆 崔师杰 杨林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35 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文化长廊设计 高薛雯 杨林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36 酒泛夜光杯——葡萄酒博物馆
高辰淼、林诗淇、袁欣、李
婷、李璇

厉群、施爱芹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7 圆影入隙——利他主义下的公共装置 赵欣妍 何永军 南京艺术学院

38 发•声 王善明 郭闻 李天 江苏开放大学

39 RARA品牌SI终端系统设计 陈紫泉、毕月 朱飞 南京艺术学院

40 格·局  丁一凡 王卫文 南京传媒学院

41 《TAETAGE古着眼镜店》 高铭 黄艳丽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42 《圣桦眼镜》 葛旭晨 黄艳丽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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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莫比乌斯Mobius”眼镜概念展厅》 孙源 黄艳丽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44 《GENTLE MONSTER眼镜店》 张心怡 黄艳丽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45 牙雕牙玲珑 韩磊、陈季龙 刘蒙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46 隅现惊鸿——重塑边界与场所精神 史云杰、徐晶 施幸未 丁治宇 南京艺术学院

47 浮生--叙事丝绸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方案 仲圣凯 过阳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48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冰岛馆展示设计——
纯，能源》

王紫荆 朱飞 南京艺术学院

49
《大运河旅游博览会——埃塞俄比亚国家馆
展示设计》

王紫荆 朱飞 南京艺术学院

50 南风知意 卢寒寒 杨乐、顾星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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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年书店》 金梦慧 王之千、朱蘅初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2 《与光同尘——灯具展厅设计》 郭艳 戴磊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3 《“MAGIC”眼镜店》 张佳明 黄艳丽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4 《童真童趣儿童用品商店》 费雪颖 王之千、朱蘅初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5 嚼墨 贾臻 王卫文 南京传媒学院

6 后来人——常州市太湖医院党史陈列馆设计 顾千寻鲁晗蕾 宰湘婷 傅媛媛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艺术分院

7 红色使命——常州太湖医院党史纪念馆设计 赫倩倩李乐孙倩倩 宰湘婷 傅媛媛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艺术分院

8 轻巧-基于牙雕文化的移动模式的展示 任俊杰、曹景行、刘明 刘蒙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9 《浮香若梦》 曹颖 戴磊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10 MG0的遗落 祁文洁 吕游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11 六棱镜 秦昕 吕游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12 绪慰 包茜雯、陆浩宇、杨慧 刘蒙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13 放艇 白雪、唐玉洁 何永军 南京艺术学院

14 《波清》 封士文 黄艳丽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15 Sea Box ——展示空间设计 宋晨玲 吕游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16 “声”临其“镜” 于哲 吕游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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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自然之子”儿童房陈设设计
管莹莹、黄恩强、周亚林、
李雪情、张鑫

孙林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18 大运河会展——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刘影 何永军 南京艺术学院

19 包装材料展示空间设计探索 陈紫泉 朱飞 南京艺术学院

20 《遇见》 刘欣雨 王之千、朱蘅初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21 高邮规划馆布展设计方案 邵云、孙紫嫣、林诗琪 王伟韬、施璐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22 遐想·艺术空间 孙欣茹 杨乐、李赛男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23 星星之火——防疫党史陈列馆设计 江亚南邵樱童 宰湘婷 傅媛媛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艺术分院

24 《更迭》 周琪芬 黄艳丽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25 《Eye care——马卡主题眼镜体验店》 朱春梅 黄艳丽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26 《BOLON——眼镜展示空间设计》 单贵平 黄艳丽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27 红色一隅——红色主题文化创意设计 于文乐 傅媛媛 何磊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艺术分院

28 寻觅·姑苏  张昕悦 王卫文 南京传媒学院

29  歌舞技文化展览馆  李泽民 石莹 南京传媒学院

30 《交影概念展厅》 毕文 黄艳丽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31 大运河会展——伊朗 刘影 何永军 南京艺术学院

32 消失的嬉皮士 王少清 虞英 南京艺术学院

33 《橙·境——家具展厅设计》 李虹肖 戴磊，黄艳丽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34 《滤镜Filter眼镜店》 王诗瑶 黄艳丽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35 《山石眼镜室内设计》 张凯恒 黄艳丽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36 《夕照桃源——新时代耕读游客中心》 王兰芯 戴磊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37 太空space 查沁怡 吕游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38 部品陈设设计 查承希 史展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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