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送展单位

1 惠州读者书店设计改造项目
张乃飞  徐梓年  卓信华  周伟  李
雷

南京汉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 双山岛渡江战役纪念馆
郑伟平 王涛 黄腾 彭海霞  刘二亮
曹光明 邱丽媛 魏海昕

南京麦迪逊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3
百年红色文化资源的创意转化及其沉浸式展陈空间
研究工程实例-三坊七巷消防展示馆展陈项目

厉笑余  厉群  赵萍  赵劲风  胡琳
黄鹏飞  杜子文  张颖璐  施爱芹
张馨月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送展单位

1 苏州湾中学校园文化空间设计 张菲  刘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艺术学院

2 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副馆概念设计 何永军  罗述乾  朱士专  丁云 南京工程学院

3 泰州沿江街道党员组织生活馆展示设计 费诗伯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4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光与影艺术课程基地展示厅
王丽丽  杨成珠  毛潇潇  李梦姣
董洪星  张大丰  张妍  郭弋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 智慧熊猫城市展厅 李泽芳  邢晨  侯敬梓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 LIGHT GREY买手店 曹余露 董秋实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7 “秦淮风情“—艺术文学书籍展销馆空间设计 徐晓升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8 南京凤凰国际书城转型升级改造项目 张乃飞 李雷 卓信华 周伟 南京汉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 泰州兴化千垛游客中心展馆设计方案 吴健 刘吉蓉 孙文青 潘秋池 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10 广州岭南温泉酒店营销体验中心 王鹏远 鲁子祺 刘晶晶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学院

11 财智国际马拉齐展厅设计 颜文明  徐吉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创意学院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送展单位

1 激发心动力 铸牢心思想——国网展厅空间设计 王磊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 兰州张掖路新华书店升级改造项目 张乃飞 卓信华 周伟 李雷 南京汉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 南京育英外国语学校校园文化空间设计 刘谯  赵清泉  张菲  洪淼  胡乾 品作设计（南京）有限公司

4 滨江产业园基地展厅方案设计 陈捷频  任燕 王丽丽 南京传媒学院

5 中国传统陶艺博物馆空间设计 张金威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6 嘉兴科技金融集聚区展示厅 王伟韬  施璐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7 产业园展览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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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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南矿石博物馆室内设计 张慧  姜红梅  张万利 三江学院

9 徽州国家安全教育馆室内设计 林宝军 张博 南京传媒学院

10 曹文轩文学馆展陈项目EPC工程总承包 马飞  刘彦芳  江溯   孙鹏伟 南京臻熙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11 徐州市绿色建筑示范城市展示厅
王丽丽  李梦姣  董洪星  缪淑娟
毛潇潇  杨成珠  刘进  孔瑶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2 航空产业规划展示馆设计方案 方宏智  朱晓礼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学院

13 相信热爱的力量 杨乐  陈晓薇  刘东
苏州熙元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苏州工艺美术
职业技术学院

14 民俗展厅（济宁）设计方案 王伟韬  施雨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5 暖科技  乐探索--S空间视觉设计 李敏  李奎  赵波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16 『防空洞』图书馆--海军部队图书馆改造 傅媛媛 陈太康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艺术分院

17 新疆主题教育展览馆室内设计 林宝军 方心 张博 南京传媒学院

18 徐州博物馆“天工汉玉”展览提升改造设计项目 陈海燕 姚锦宇 江苏先达陈列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19
江苏地区文博展馆中百年红色文化资源的创意转化
及其沉浸式展陈空间研究工程实例-南京古生物博物
馆布展工程

胡琳  厉群  赵萍  杜子文  黄鹏飞
赵劲风  张颖璐  施爱芹  张馨月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 非物质遗产展馆陈设 刘洁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21 江苏省海门中学校史馆 郑伟平 王涛 刘二亮 彭海霞 鲍伟平 南京麦迪逊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22 扬工院校史馆展厅设计 杨建华  于晶晶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送展单位

1 株洲渌口区规划展示馆 彭长武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2 大学生文化素质中心项目设计 张磊磊 赵明利 江苏先达陈列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3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因运而生”展设计方案 陈健 赵刚 江苏先达陈列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4 江苏省泗阳县网络素养教育基地展示厅
王丽丽  李梦姣  董洪星  刘进  李
锋  王世金  孔瑶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 把酒临风—酒文化体验馆 杨乐  杨刚  刘欢欢
苏州熙元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苏州工艺美术
职业技术学院

6
百年红色文化资源的创意转化及其沉浸式展陈空间
研究工程实例-福州市三坊七巷历史人物勤廉馆展陈
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

厉笑余  厉群  赵萍  胡琳  黄鹏飞
杜子文  赵劲风  张颖璐  施爱芹
张馨月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7 宁波市生态文明教育馆（环保展示大厅）项目 周建兵  李泽芳  邢晨  陈勇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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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宁波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 李泽芳  邢晨  齐钟琳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9 江南农耕文化博物馆 刘寅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0 睦和新中式家具——展厅设计 陆添翼 南通工贸技师学院

11 ELOGIO家具展示厅设计 徐吉  颜文明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创意学院

12 “童之梦”儿童益智体验馆空间设计 徐晓升 江璐媛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13 “极限玩家”VR虚拟现实游戏概念馆空间设计 徐晓升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14 T&LUXE轻奢生活馆 鲍伟平  陈玲 夏海荣 魏海昕 杨冬利 南京麦迪逊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15 自然艺术馆设计方案 陈林烽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16 云上建邺展示运营中心 李泽芳  邢晨  周建兵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7 “夜无想”整体视觉方案 赵波  李敏  李奎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18 常州市图书馆党员情境课堂 傅媛媛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艺术分院

19 雲裳绣艺苏绣体验中心 陈晓薇  周敏  刘东
苏州熙元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苏州工艺美术
职业技术学院

20 简 倪龙 南京零界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21 农趣--办公空间视觉设计 李奎  赵波  李敏  王轩  朱美诗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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