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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I 全球设计奖获奖榜单
                                       IAI优胜奖

   获奖者                                      国籍                                       作品名称                    

 

 

                                 北京全福凯旋家具有限公司                      中国                              CAMERICH锐驰官网                               

                         Gen Uchida                                  日本                               WAKAGI KINDERGARTEN                       

                              Niko Kapa                                          希腊                                           Audi Cetus                      

 

              林志辉                                           中国                         伯明翰足球俱乐部香港办公室   

                                                                                                                         光譜66          

 

 

2018

Rafael Simoes Miranda                      瑞士                

叙品新疆办公室 

  敖静                                       中国 非黑

      Joe Tian                                           中国              Light 4 Life

噪咖藝術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

Wu Wai Chung                                 法国                                      陽光流動

朱子琦 李嘉翔                                      中国                                    公共座椅/时光

北京艾奕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TZ 办公室设计 

  創空間集團                                中国台湾                              New York Dream

董则锋                                         中国 净化

黄婷婷                                         中国              融侨·大梦

几立设计事务所                                  中国  方-盒

蒋国兴                                          中国 

   DWISS RC1-SW

汪宸亦                                            中国       银杏叶椅子

 彭琳                                      中国                            常州米朵餐厅品牌设计    

汤晶                                               中国                                  民主路西段步行街改造    

                                 刘国海                                         中国                                        生长的BOX                                

ERIC TAM                                      中国香港                                ET DESIGN OFFICE

  

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                                LED太阳能运动感应灯

吳韶國 中国台湾

张兆勇 生华

王伟 中国 IDDW design office

夢想之邸

楊謹安 中国台湾

中国

層層辦公室

艺格工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拜腾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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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org                                             德国                       Boutique Hotel Huzhou/Forest Villa                     

 

                                                                                                                   燕西华府42#合院别墅          

 

 

2018

JEROME LEE                                 中国香港                

      徐達                                          中国台湾                  寒舍

黄婷婷、杨俊                                      中国

MELROSE HILL VILLA

顾伟伟                                            中国       林·夕

  

北京艾奕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广州顶层住宅W²

jeorg 德国

楊程宇 BARMOOD

李明锋

中国台湾 Delta Home

中国台湾

游小华、陈东升 中国

郑小馆 中国 黄宅

张兆勇 中国 鎏金岁月

余颢凌 中国 白麓

合一墅

尹晓敏 沈丹 中国 时代

楊程宇 中国台湾 光邸琉域

徐振 中国 缥缈灰色

王建 湖州绿城御园49号别墅

樹屋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引光

邸设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澳门天钻高级公寓

倪董波

李培媺、湯伊芳 Shades of Grey

李培媺、林軒慧 中国台湾 The Domain

中国台湾

中国 不居一格

中国

中国

李培媺、賴昱承

中国 爱很简单

赖仕锦 中国 建筑师之家

邹洪博 中国 “并非世外，只是桃源”——上海浦江华侨城住宅项目

Deus Cocktail Bar

陈正茂 中国

中国

森林里的餐厅

                 杨跃文 广州K11-莫迪里阿尼咖啡

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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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翁新婷                                          中国台湾                  In's Cafe

L'arôme 芳芳法餐厅·餐与酒的神秘结合

钱银铃                                              中国      泉上海鲜粥

  

敖静 中国

董则锋 蜕变

陈呈

中国 山月间民宿设计

中国

邹洪博 中国

呂沛杰

曹伟东、虞苗、于是 中国 阳光城･檀院

曹伟东、于是及GP团队 中国 信达泰禾･上海院子

拿云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中国 104咖啡厅

Alter Ego Project Group 意大利 奢华陈列室

凌子达 中国 杭州中南樾府

唐海松 中国 现代新型智能镂空式筒射灯/新型裸眼3D智能筒灯/现代新型智能节能环保灯饰

“东方之名，以合之意” 演绎泰禾大美宅院-合肥院子”

重庆宜庆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茅莱山居叠上别墅

一研設計制研所 中国台湾 感知．線構 

王黎贤 中国 太原盛高·山鼎庄园150户型 /青岛银盛泰·博观一品A户型

童一宸 不二/尺度

刘国海 无关西东

邸设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天荟悦麓高级住宅C2一期

黄婷婷、杨俊

黄锦华 中产的生活方式，沁透心脾的蓝调/法式轻奢，陪伴是最长情的爱

黄金旭 中国台湾 弗洛斯秘境餐廳

中国

中国 燕西书院90合院

中国

中国

葛凡

中国 DARK/X-VILLA

曹伟东、虞苗、于是 中国 卓越地产

LTHK collaboration with K11 Concepts Limited 中国 广州K11购物艺术中心

破壳计划

北京艾奕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中国台湾

依格宝星级发廊(成都店)

                 創空間集團 茶閣里的貓眼石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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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杜柏均                                             中国                 霍夫曼

城市中的綠節點/墨花香

唐丽淑                                           中国      罗马假日主题会所

  

尹晨光 中国

周令 SY.集木

王伟

中国 金龙大酒店龙壶茶饮会所

中国

钱银铃 中国

woood空间设计

王建 中国 四季草堂别墅会所

上海如墨室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丽水新湖国际会所

陈鹏旭 中国/台湾

中国 凡舍文创空间

唐丽淑 中国 安居大道斗牛场

邸设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嘉兴新城控股、西塘展示中心/无锡木里木外展厅

如沐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 东亚照明

Slow Bar

刘咏诗 中国 顽皮皮具定制俱乐部

赖仕锦 中国/台湾 洵都医疗上海总部 

方飞 中国 昆明酷博健身俱乐部

周涛 广东顺德美的万豪酒店/惠州龙门富力希尔顿度假酒店

李硕 关中原宿

尹晨光 L HOTEL

Das Lab设计工作室

周涛 越秀·星汇文华·御珑苑

重庆宜庆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融创玫瑰园会所/重庆茅莱山居售楼处

中国

中国 大乐之野· 谷舍精品民宿室内设计项目

中国

中国

严俊杰 冯琳涵

中国 Tan   Y

王丽丽 中国 鼎都足浴会所

艺格工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Blanko

MO服装展厅

尹晓敏、沈丹 中国

中国

宝威地毯

                 周汉林 师义 锦斓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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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周游                                                中国                 墨客

山居

    G-SPACE

  

呂沛杰 中国/台湾

翁新婷 璀燦．脈脈/霏霧．烟波/瀞若．覓謐

陈正茂

中国 梵奢生活馆

中国

創空間集團 中国/台湾

邹洪博

蔡明宏 中国

方飞 中国 WEE CLUB

李友友 中国 中黄教育集团二沙岛未来教育馆

李健明 中国/台湾

中国 海口金地自在城售楼中心

李友友 中国 广东珠海华发水岸度假屋项目

簡維庭 中国/台湾 歸

黃正軒 中国/台湾 共生/光域

中場休息/年輪說/序列/方圓之間/信仰的藍圖

陈香吟 明日軸間/簡約質

曾濬绅 中国/台湾 张宅

中国/台湾

郭永心 中国/香港
"Dance and Desig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pace & Movement"/
Let the Music do the Talking

Joy Seah Vue Hotel Houhai Beijing

朱海博 深圳新东方生活馆展厅空间设计

ERIC TAM THE SKY RESIDENCE

魏主榮

王小锋 保利•春晓/北京保利·和锦薇棠销售中心

黄婷婷、杨俊 中国 燕西书院接待中心

中国

中国/台湾 光束的感動・展演室

中国/香港

新加坡

关升亮

中国 美的檀府/美的置业宁乡国宾府销售中心

Wu Wai Chung 法国 No More Message

立木设计研究室 中国 十三步走完的家/四胞胎的跑道之家

The way we were 

樹屋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

隨心‧隨形/原點生活

       蘇庭婕 浮 尊宅/住宅 办公 现代休闲好生活

中国/台湾



DESIGN 
AWARD

 

              IAI 全球设计奖获奖榜单
                                       IAI优胜奖

  获奖者                                       国籍                                         作品名称                    

 

 

 

 

 

2018

  吴学良                                            中国                 绿城云桂花园

積累之間

國泰雙璽/通北街/雲上青

  

张兆勇

中国 嗨，贝琪

中国

吳韶國

楊謹安   中国/台湾

游世军 中国 一丨束

徐振 中国 joyful Life of Affordable Luxury

吳韶強

  中国/台湾 微古典·现代白

  中国/台湾

朱海博、钟行建 雲外有雲

李楠 花间堂/罗绮香

刘杰 南昌恒茂未来都会销售中心

靳冬

深圳市艺鼎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RMK酒吧

尹晓敏 中国 景和

中国

中国 深圳凤凰天誉华府

中国

中国

钟莉

中国 轻奢雅度

游小华、陈东升 中国 幸运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