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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 获奖者

Ring餐厅
泽碧克（北京）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泽碧克格鲁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 当代建筑

郑州滨河春晓示范区 均匀（杭州）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 公共建筑

模块化环卫工具房 中建科技集团北京低碳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公共建筑

镇江融创京源里展示区 上海柏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公共建筑

长兴幼儿园建筑设计 上海紫领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 公共建筑

华蓥·江南里 | 天上街市 绿发设计 中国 公共建筑

模块化智慧小型公厕 中建科技集团北京低碳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公共建筑

珠海东澳岛阿丽拉酒店
泽碧克（北京）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泽碧克格鲁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 建筑概念 

红庄艺术里 王琛 卢孟松 施建成 中国 建筑

风和树影 张通 中国 住宅空间

又见华港 陈伟彬 中国 住宅空间

心泽园 集见设计 中国 住宅空间

《寂》 刘帅 中国 住宅空间

屋有园 北京逸刻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样板房

爃儿雅幼儿园 周丹 中国 文教空间

意施普拉提健身空间成都店 广州韶康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体育空间

THE ONE HOTEL 高云 中国 室内方案设计

宿迁运河书场 苏江 中国 室内方案设计

身体、空间、边界—健身女博主的私人工作室 郭东海 燕泠霖 中国 商业空间

ATB studios国际婚纱店 陶仲驹 中国 商业空间

MF和谐的多彩森林 尤芳信 中国 商业空间

百年黄天源 张力 中国 商业空间

TAIC 南京拿云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0238：I Space 星际漫游指南 菲嘉室内设计（天津）有限公司 中国 软装陈设

会呼吸的人居美学空间 ArtHouse艺居设计 中国 软装陈设

上海南郊花海 · 芳香小镇 上海泽钦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民宿空间

在木星 林柯群 中国 酒吧空间

教父酒吧 南京一朵云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 酒吧空间

建发·玖熙府营销中心 漫思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 会所空间

天峰云端公馆 陈程意 中国 会所空间

Care U商务会所 袁鹏鹏 中国 会所空间

Digital Phyllotaxy Jason Bruges Studio 英国 光环境艺术

FOURTRY SPACE潮流生活体验空间 Studiolite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运河边的明珠—高家花园 DDO Design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睿·和牛烧肉 广州韶康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餐饮空间

三江月明 郭正 陈海梅 中国 餐饮空间

黄金罗盘 吴博文 中国 餐饮空间

迪曲白云 洛宜（上海）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餐饮空间

华远春风度样板间 上海牧笛室内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别墅豪宅

融信中能 & 海月清风 Matrix Design 中国 别墅豪宅

爱想（上海）投资办公室 周小瑞 中国 办公空间

熵空间办公室--于时间的叙述 广州本末言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办公空间

普德赋上海办公室 李楠 中国 办公空间

凡度 几何空间美学馆 张成荣 蔡嵩 刘玉雷 杨帆 中国 办公空间

高端全屋定制品牌-筑木良造logo设计 王健 中国 视觉传达

雪之语 上海梵誓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时尚设计

博雅Blobby无线麦克风 深圳市长丰影像器材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小蓝鲸壁挂式饮水机 本源万物（南京）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大白 SKYⅠ天境智能马桶 厦门大白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冕》圈椅 深圳木土可人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红豆0感舒适衬衫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获奖作品 获奖者

获奖作品 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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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液体打印凉鞋 Studio Guberan 瑞士 工业产品设计

获奖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加州小镇
加禾（香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加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住宅建筑

仲恺区陈江街道ZKC-050-21地块项目 杭州绿城都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建筑概念

中电光谷智造中心•武汉阳逻 中电光谷建筑设计院 中国 建筑概念

颐和山庄 杭州青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 建筑概念

将老建筑更新改造成爱情公园： 中国成都高
新区婚姻登记处的一体化设计

谭璇景观工作室 中国 公共建筑

成都融创水雪乐园综合体 华凯建筑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 公共建筑

游览车站海豚秋千站 范文军 中国 公共建筑

其他的节奏 原本实验 中国 住宅空间

聚界 詹益臻 中国 住宅空间

碧桂园精装修 徐兵 中国 住宅空间

《珠光-御景壹号》 姚国健 中国 住宅空间

巴黎夜曲 南京策研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住宅空间

觅时光 苏琦 中国 住宅空间

清歌行 四川尚舍生活家具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住宅空间

辰-悦 邱俊晖 中国 住宅空间

《方塘》 爱空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 住宅空间

滨城生活 乐清市欧亚装饰有限公司 中国 住宅空间

晨曦 刘雪冰 中国 住宅空间

中铁阅山湖 唐坤 中国 住宅空间

木影山云 代拓 中国 住宅空间

有温度的家 崔立伟 中国 住宅空间

平静与经典 陈晗 中国 住宅空间

逾简 罗盛鸿 中国 住宅空间

珠海万菱情侣湾一号 深圳双色空间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中国 住宅空间

木质生活 赵帆 中国 住宅空间

灰木之间 黄晓辉 中国 住宅空间

专业中蕴藏着温馨--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
河北店

罗科 中国 医疗空间

述演生活 南京策研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样板房

广州中海观雲府130 王承超 中国 样板房

秋韵·经典与永恒的延续|北京格拉斯六期明德
兰庭展示样板房 潘及 中国 样板房

礼和茗韵 穆藝文 王俊文 中国 文教空间

窗 原本实验 中国 商业空间

屿漫摄影基地 董甜甜 中国 商业空间

之一服装店 董甜甜 中国 商业空间

融创南京滨江ONE售楼处 张力 中国 商业空间

弘阳盐城晶曜上东 张力 中国 商业空间

漳州龙海文璟苑 上海璞丽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上海虹桥领峯售楼处 创一设计 中国 商业空间

北京春和景明售楼中心 陆力行 中国 商业空间

蓝绿双城·宁海陆潮云境府售楼处 李晓芬 中国 商业空间

安徽六安万瑞璟瑭 鲲誉设计 中国 商业空间

南通融创盛和铂园售楼中心 睿禾建筑装饰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壁山融创售楼部 成都昂洛建筑设计 中国 商业空间

诺享·艺境 陈锋锋 姜宝义 中国 商业空间

理想生活之—九溪玫瑰园 DDO Design 中国 软装陈设

定制轻奢 静享从容丨162㎡ 菲嘉室内设计（天津）有限公司 中国 软装陈设

简约至上，少即是多丨136㎡ 菲嘉室内设计（天津）有限公司 中国 软装陈设

朝阳而居 安橪 中国 软装陈设

云栖 穆藝文 王俊文 中国 民宿空间

艺江南 陆珂莹 中国 会所空间

潮牛与未来对话 王丽丽 俞燕芳 中国 餐饮空间

橘墅 集见设计 中国 别墅豪宅

私人别墅 梁枫 中国 别墅豪宅

天津城市新地标---中建六局总部大楼 深圳市本至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办公空间

西安城市新地标---荣民总部超高层 深圳市本至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办公空间

珠海城市新地标---星汉智能总部大楼 深圳市本至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办公空间

AC 概念店 鄭秋基 中国香港 办公空间

贺兰神销售中心 上海间睦室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办公空间

巴马长寿烟 浙江美浓世纪集团有限公司/广西中烟包装材料研究所 中国 视觉传达

真龙天下为怀 浙江美浓世纪集团有限公司/广西中烟包装材料研究所 中国 视觉传达

手机装裱画 张修 中国 视觉传达

金霸旋风杀虫气雾剂系列 广州市觉度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中国 视觉传达

研发云平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 中国 视觉传达

五粮金樽 王卫宁 郑潭江 中国 视觉传达

QCY HT03 东莞市和乐电子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空气啵啵 上海欲眠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中海万悦 王卫宁 郑潭江 中国 视觉传达

海洋生态水 江苏丰海新能源淡化海水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 视觉传达

动力火车大师系列 广东仙津保健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 视觉传达

T型吸油烟机 中山市甜美电器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面包羽绒枕+可替换芯 海洋羽毛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富兰瓦时家储系统产品 深圳市富兰瓦时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轻乳茶 咖世家 中国 视觉传达

小白智慧门 上海创米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Xmic Z4 USB麦克风 深圳市长丰影像器材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玛菲系列卫浴产品 浙江摩尔舒卫生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PONPON提链系列玻璃高脚杯 上海博丞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PONPON陶瓷奶酪高脚杯 上海博丞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海龟爸爸棒棒糖润唇膏 广州好肌肤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好太太智能锁V86 郭淑霞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SR-BH60 Pro X电竞真无线耳机 深圳市长丰影像器材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驱蚊喷雾瓶 鼻精灵（重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音乐家套装
RITKIT PTE. LTD. (Singapore)
深圳洛可可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获奖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顺德鹏瑞皓玥湾别墅 深圳市华汇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住宅建筑

智能构形 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RMIT 中国 数字建筑

郡安里格拉普茵度假公寓 绿发设计 中国 建筑概念

青岛东方影都秀场 华凯建筑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 公共建筑

禅影空间 郭东海 燕泠霖 中国 住宅空间

遇见幸福 武建国 中国 住宅空间

“墨-延” 尹超 中国 住宅空间

序列.秩序 孙文明 中国 住宅空间

雅颂居 集见设计 中国 住宅空间

静·时光 姚云南 中国 住宅空间

伦敦广场 黎易来 中国 住宅空间

天空旅人 洪兴 中国 住宅空间

中原明珠--晋亨视光眼科诊所 罗科 中国 医疗空间

《 云霞翠轩》龙凤山庄样板房 源木 中国 样板房

海宁培智学校公益改造项目—“彩虹坊” 李楠 中国 文教空间

学墩颐养社区服务中心 李兰敏 中国 室内方案设计

盗骊威士忌酒吧 穆藝文 王俊文 中国 室内方案设计

内外上海嘉里中心旗舰店 Studiolite 中国 商业空间

柔软的边界 董甜甜 中国 商业空间

西安力高荣华君樾营销中心 牟红波 中国 商业空间

重庆光明拾光里售楼处 睿禾建筑装饰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融信.碧桂园大境风华售楼处 张力 中国 商业空间

折叠 林柯群 中国 商业空间

新城佛山陈村盛悦之光售楼部 张力 中国 商业空间

正荣翰林合著营销中心 张力 中国 商业空间

路劲御和府体验中心 上海牧笛室内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海伦堡玖悦澜湾 张力 中国 商业空间

知隐生活 苏红江 中国 商业空间

邂逅太湖雪 梁飞 王星 中国 商业空间

引水域之境，构未来之城 南京策研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漫天星空 南京策研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来伊份商场店 朱辰 中国 商业空间

福建宁德中梁大唐星海时代 鲲誉设计 中国 商业空间

《8月·蓝鲸》 郑跃飞 中国 商业空间

SETIROM 时光美术馆  所向创意 中国 商业空间

温州suger饰品博物馆 版筑（上海）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淮安融创运河望售楼处 陈润佩 中国 软装陈设

民宿MISS改造项目 版筑（上海）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民宿空间

阳江海陵岛北洛秘境度假区洛悦酒店 高辉 中国 酒店空间

杭州铂卡曼洲际酒店 方智宏 中国 酒店空间

南京丽笙精选度假酒店 伍强 中国 酒店空间

长沙地铁数字艺术馆 李少波设计工作室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宁波三里江印艺术馆 上海璞丽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盐城融创壹号府 Matrix Design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佛山旭辉东平家园 Matrix Design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呼和浩特华润瑞府 Matrix Design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開籠雀茶餐厅 广州韶康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餐饮空间

海螺岛上 广州木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餐饮空间

A19清吧 张志苇 中国 餐饮空间

蜀国演义黄寺旗舰店 陈进华 中国 餐饮空间

广东中山~万旗私厨 李中俊 中国 餐饮空间

Nolita意大利餐厅设计 洛宜（上海）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餐饮空间

橙 刘世平 中国 别墅豪宅

乡村别墅·当代的田园雅致生活居所 林海闻 中国 别墅豪宅

渡假居 鄭秋基 中国香港 别墅豪宅

未止设计办公室 杨丹旭 王梓宁 中国 办公空间

新禾创造室 季荣君 中国 办公空间

仁生南京智立方仁生办公楼 睿禾建筑装饰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 办公空间

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镜片加工中心 罗科 中国 办公空间

龙达集团办公室 林绍航 中国 办公空间

拾光流动 尹致中 中国 办公空间

梦游银河系 林广鹏 中国 办公空间

律动 林玉芳 中国 办公空间

前海新地标---恒昌科技总部大楼 深圳市本至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办公空间

米素品牌设计 彭琳 中国 视觉传达

美的小蓝 美的IOT 中国 视觉传达

智家之家 广州宇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视觉传达

冷萃超级还原即溶咖啡 上海圆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 视觉传达

中国电信全域协同平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 中国 视觉传达

The Little 一个充满魔性的盒子 所向创意 中国 视觉传达

男女款轻薄羽绒服 海洋羽毛 中国 时尚设计

魔磁皂液器-双孔 李晶晶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黑森林系列6001A1-R AGELOCER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A500 电动车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Phenix智能电热毛巾架 温州市欧鸿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QCY G1 东莞市和乐电子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吊灯式吸油烟机 中山市甜美电器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小白室外智能摄像机 上海创米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小波浪系列水杯 上海博丞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当贝超短焦激光投影仪 U1 深圳市当智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海龟爸爸防晒乳 广州好肌肤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原本壁灯01型号 原本实验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陀飞轮系列9001A1 AGELOCER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维亚帝别墅电梯 维亚帝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光之舞浴室柜 深圳木土可人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饮术便携茶具套装 上海博丞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挚爱-璀璨版 多功能会客厅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高端商用净饮一体机“鲲” 本源万物（南京）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海浪  杭州逸品纺织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灯丝灯泡 杭州杭科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阿帕奇 胡文蔚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获奖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重庆万科翡翠都会 深圳市华汇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住宅建筑

城市小型智慧公厕 中建科技集团北京低碳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公共建筑

融创盐城壹号府展示中心 季欣 中国 公共建筑

宝钢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空压站（智控中
心）区域环境整治与提升 上海加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公共建筑

横琴海鲜世界 张成荣 蔡嵩 中国 建筑概念

延续 詹益臻 中国 住宅空间

无边界的住宅 聂奇 中国 住宅空间

NEST住宅 聂奇 中国 住宅空间

 纯白盒子 温凡炜 郑鑫 中国 住宅空间

No Restriction 于斐 中国 住宅空间

冉晴 四川尚舍生活家具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住宅空间

优雅复古的摩登居所 高云 中国 住宅空间

半隐 钱前 中国 住宅空间

狮子座女生的暗系轻奢风复式 梁杰 中国 住宅空间

山臻启海 王建锋 中国 住宅空间

温柔时光 倪成兵 中国 住宅空间

中新国际城 石维 中国 样板房

琴悦悠优 在目设计事务所 中国 文教空间

一兆韦德健身中心云汇天地店 上海点悉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 体育空间

苏颐康养护理院 李兰敏 中国 室内方案设计

缪斯的优雅 穆藝文 中国 室内方案设计

成都「天府上城」售楼中心 睿禾建筑装饰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美甲怪兽 曹明 中国 商业空间

X Level健身工作室 曹明 中国 商业空间

光和作用 苏智敏 中国 商业空间

江门-美的远洋售楼部 广州本末言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即刻摄影空间 韩磊 中国 商业空间

天津龙湖天曜售楼中心：当代设计语境下空
间的重构 深圳市大仓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银川万科锦宸售楼处：摩登风尚 叙述人文厚
度

武汉益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TYLAN SPA 牟冬 中国 商业空间

越秀·星耀TOD售楼处 上海乐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从化-雅居乐滨江雅苑售楼部 广州本末言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商业空间

上海樊登书店 张成喆 中国 商业空间

长安麓府 北京赛瑞迪普装饰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软装陈设

厦门正荣中梁天著润宸 美域高 中国 软装陈设

华润·悠山悦景样板间 MOK Design 中国 软装陈设

济宁·保利和光屿湖项目样板间 广州市格菲软装饰有限公司 中国 软装陈设

深圳湾万丽酒店 CL3 Architects Limited 中国香港 酒店空间

 破茧重生 温凡炜 郑鑫 中国 会所空间

越秀集团·品秀星图官湖会所 广州本末言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会所空间

不庫 李楠 中国 会所空间

品域·上高地展示中心 | 光影盒子 张成喆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木棉 · 醉心粤味 在目设计事务所 中国 餐饮空间

79号渔船 广州木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餐饮空间

CoCo九江九方店 刘嘉培 中国 餐饮空间

林太西餐厅 洛宜（上海）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餐饮空间

小时光，微微甜 周仕润 中国 餐饮空间

顽石小馆 广州韶康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餐饮空间

玛尚诺 上海间睦室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餐饮空间

田宅 毛晓翌 中国 别墅豪宅

浮光之味，岁月沉香 官木竹雨 中国 别墅豪宅

戏如人生，浮华情深 官木竹雨 中国 别墅豪宅

面朝大海的现代独栋别墅 牟冬 中国 别墅豪宅

堆白 曾承林 杨绍德 中国 办公空间

忱意空间设计办公室 陈程意 中国 办公空间

萨驰智能装备研发中心 王琛 中国 办公空间

世丞投资客厅  周小瑞 中国 办公空间

智慧云会议中心 上海点悉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 办公空间

薄盐剁椒 郑芝雅 中国 视觉传达

四海八鲜聚龙宫 上海胜仕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中国 视觉传达

深联航空logo设计 王健 中国 视觉传达

山门岗小封坛酒 朱海 董科 中国 视觉传达

钓鱼台 王卫宁 黎凯 中国 视觉传达

竹光共影导视系统设计 杭州龙禧标识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 视觉传达

诺斯清DK联名款生理性海水鼻腔护理喷雾器
包装设计

上海诺斯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视觉传达

‘5D’抗寒·极地穿越羽绒服 宁波太平鸟风尚男装有限公司 中国 时尚设计

大爆炸系列5803J3 AGELOCER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小爱E390 电动车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BY-X3 手机音频稳定器 深圳市长丰影像器材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匹鲁儿童防踢被 真智屋（宁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梦洁i 系列全能枕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小白智能看护灯 上海创米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大白ispa置物恒温淋浴花洒 厦门大白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ER紧急警示牌 于皓 李靖 杨奥茹 张燕 孙惠东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社区配送机器人 温巧灵 中国 产品概念设计

获奖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新校区 李晓东 中国 绿色/生态建筑

正义区城市广场 SHAU 印度尼西亚 传承与创新建筑

南京江宁区市民中心 邱立岗 中国 公共建筑 

上野書屋 林文科 中国 商业空间 

中原融创文旅城，沉浸式冰雪乐园 上海景远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软装陈设

农林上路私宅改造 傅俣迪 中国 住宅空间 

长兴幼儿园室内设计 上海紫领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 文教空间 

临山海美宿 凡启通 中国 民宿空间 

建发.养云地下会所 漫思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 会所空间 

有惑·御宴 蒋国兴 中国 餐饮空间 

奇妙阁楼 郭东海 燕泠霖 中国 别墅豪宅

Paper Design 办公室 | 花辞 杨绍德 中国 办公空间

入山那渡 曾蓉 中国 办公空间 

“土”生“土”长—大海小燕设计工作室新办公室 郭东海 燕泠霖 中国 办公空间

Blink900 2.4G 无线麦克风 深圳市长丰影像器材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高空蜘蛛人装备整合工具 李嘉翔 蓝绥泓 徐硼 潘丹滢 单徐榕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骨传导蓝牙耳机 猎声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口罩麦克风 深圳市长丰影像器材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悠行外骨骼 杭州程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透明的心 湖州蚕花娘娘蚕丝被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一体式智能坐便器 广东爱拉尼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碳纳米智能加热毯 苏州捷迪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溯餐厅品牌设计 彭琳 中国 工业产品设计

最具创造力大奖IAI

金奖IAI

铜奖IAI

银奖IAI

优秀奖IAI

环境友好大奖IAI

最佳设计大奖IAI

获奖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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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舍 曹刚 中国 公共展示空间 

评审团特别奖IAI

获奖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普拉森西亚礼堂和会议中心，卡塔赫纳演艺
和会议中心，梅里达青年工厂，holLA好莱坞
办公室，森林工作室

SELGASCANO 西班牙 最具创造力大奖

终身成就奖IAI

国籍 参赛类别获奖作品 获奖者

F APARTMENT 吾隅设计 中国 住宅空间 

京西国际学校 Rosan Bosch 丹麦 文教空间

黄石市科技创新中心 中电光谷建筑设计院 中国 建筑概念 

代表作品 获奖者 国籍 参赛类别

Roberto Loeb 巴西 终身成就奖

NATURA/COSMETICS行政与工业园区，犹太
文化中心，MAHLE巴西和南美汽车零部件研
发中心，拜耳人行天桥，巴西冶金矿业公司
科技行政园区

重庆来福士洲际酒店 CL3 Architects Limited 中国香港 酒店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