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精英
AD100建筑、
主要作品
（见图）
深业上城LOFT（孟岩 刘晓都 王辉）
南头古城保护与更新（孟岩 | 都市实践）
栾庆胡同 37 号葫芦院（孟岩 | 都市实践）
天津京杭大运河创想中心（王辉 | 都市实践）

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

主要作品
松美术馆（见图）
长堤软装配饰设计中心
上海禧玥徐家汇旗舰店
海底捞上海大华虎城店
山下学堂

URBANUS
Architecture
& Design
“我们努力继承
现代主义先驱的理想，
‘建筑是让生活变得
。
更加美好的动力’
因此，
我们认为，
建筑师应超越
传统角色，
站到社会
”
进步的前沿。

朱周空间设计

Vermilion Zhou Design Group
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师团队之一，由刘晓都、

朱周空间设计由周光明先生与朱彤云女士创办于上海。自成立以来，

孟岩和王辉共同创建于1999年，目前在深圳、北京均设有办公室。URBANUS既是一

两位创办人分别作为事务所的创意总监、照明设计总监，与设计总监

“URBANUS”源于拉丁文的“城市”，事务所从广
个设计机构，更代表一种设计理念：
阔的城市视角和特定的城市体验中寻找出发点，以此解读建筑的内涵。多年来，事

后提出一整套具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从平凡的功能中衍生出诗意的生活方式，平
衡错综复杂的因素，使项目通过设计得以增值，并变得更加有意义。

www.urbanus.com.cn

刘晓都

孟岩

王辉

photographer: 曾天培

供新的解决办法。URBANUS的设计方法是在每一个项目中发现关键性的问题，然

photographer: 雷坛坛

务所紧扣时代问题进行建筑探索 ，致力于为21世纪建筑和城市所面临的新问题提
周光明

朱彤云

洪宸玮

“建筑与空间
洪宸玮先生共同带队，至今已完成超过700个室内设计项目，建成作
的自由转换
品包括公共、商业展厅、美术馆、办公、酒店、餐厅、住宅等领域的高质
赋予作品
感空间，于2017年建成充满诗意与中式美感的纯白、的松美术馆就是
延伸、
扩展
最典型例子之一。事务所拥有敏锐洞悉不同设计需求，并精准定位、
”
最大的可能。
解决的能力，致力于将每个案例都打造成美感与实用性并存的综合
性解决方案，并且通过设计带动项目取得商业上的成功。

www.vermilionzhou.com

设计精英
AD100建筑、
主要作品
阿丽拉阳朔糖舍酒店（见图）
所城里社区图书馆
y Sea 餐厅
意大利威尼斯军械库
Connecting Vessel

直向建筑事务所

Vector Architects

直向建筑事务所由建筑师董功于2008年在北京创立 ，在十余年间 ，事务所以直面

“建筑不是开始，“场地”
“ 光 ”与“ 建造 ”等关键问题进行设计实践 。在事务所的设计理念中 ，没有一
也不是结束， 座建筑是脱离“场地”而存在的，建筑要做的是通过精准的空间动作，把已经存在
“ 光 ”则是事务所的另一个关注
它是一种连接和 于场地的能量揭示出来，转化成人的感知和生活。
：
，
。
” 点 自然光明确空间中有形的物质和边界 同时也在消融它们的物理局限 光对
呈现的媒介。
于建筑 ，既是一种视觉意义上的“ 观看 ”，也是一种身体意义上的“ 沉浸 ”。最终 ，建
位建筑师参与施工的全过程 ，汲取当地的建造智慧 ，不断修正设计图纸阶段的局
限和偏差 。

www.vectorarchitects.com

董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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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是一门“ 建造 ”的艺术 ，事务所坚持“ 和工人在一起 ”，为每一个项目现场派驻一

设计精英
AD100建筑、
沃普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由Tiziano Vudafieri 与Claudio Saverino 共同创

“我们的设计 立于2000年，他们以米兰作为起点，逐渐将设计影响力扩展至欧洲、
呈现出我们 美国 ，以及亚洲各地 。事务所为了更好地理解亚洲文化 、开拓亚洲
“ 多才多艺 ”是这
对于不同文化、 项目，于2012年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家海外办公室。
“
”
，
家 米兰式 创意工作室的特色 两位创始人均拥有丰富的设计经
潮流、
艺术、 历：Tiziano Vudafieri曾师从意大利传奇建筑师Ettore Sottsass；Claudio
生活方式的 Saverino在作为一名空间设计师的同时，还拥有平面设计、舞台美术
‘敏感度’ 方面的专业经验。沃普广泛的设计领域涵盖住宅空间、商业空间、艺
‘辩证性’
。
” 术展厅等，他们尤其擅长高端时尚品牌零售店的设计，成立至今已
与

Tiziano
Vudafieri

Claudio
Saverino

完成超过700家店铺作品。

www.vudafierisaverino.it

（上海）
沃普
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Vudafieri-Saverino Partners

主要作品
青岛和通行汽车展厅（见图）
WS SPACE無·集
广州华远云和墅

W.DESIGN无间设计由著名设计师吴滨先生创立，是
一个植根于中国文化 、拥有国际化视野的设计团队 。
吴滨先生开创了“摩登东方”设计语言，深入理解东方
美学与哲思 ，并将东西方文化融会贯通 ，旨在营造气
韵生动 、富有意境的当代人文空间 。无间设计亦是集

photo from 设计师

主要作品
金宝贝儿童多元成长中心（见图）
上海湖南路私宅
红星美凯龙凯撒至尊Glory Casa

photo from 设计师

建筑 、室内 、陈设 、产品设计于一体的专业设计团队 ，
空间作品于全球各类设计大奖中屡获殊荣，在业界受
吴滨

到好评，备受国内外专业媒体关注。

www.wdesign.hk

无间设计

W.DESIGN

“艺术、
设计与生活应该 更好地
融合。
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变，
不再需要符号化的概念，
而是
”
精神需求。
回归生活的艺术、

设计精英
AD100建筑、

“我们希望重拾那些被淡化的情绪和情感（emotion）
。
‘讲故事’
借助
的方法，
挖掘每座建筑的情绪表达，
’
，
‘场所（place）
使建筑成为一个以人为主的
。
’
”
‘空间
（space）
而不只是抽象的

waa未觉建筑设计事务所

waa

waa由英国皇家注册建筑师张迪于2010年创建。在此之前，张迪与waa的创始合伙人杨杰克（Jack
Young）的工作经验得益于在国际著名设计公司Foster+Partners多年的实践，他们在大尺度的公共
项目设计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伦敦希思罗机场航站楼扩建就是他们参与的著名项目之一。waa
成立后，张迪、杨杰克与事务所中来自英国、中国、新加坡的国际化团队倾力合作，致力于通过设
计讲述建筑的故事。waa讲述的故事源于他们自身对所处世界的本能阐述，在这样的设计过程中
产生的建筑是有“情绪”与“情感”的，这让他们的设计作品不仅仅是抽象的“存在”与“空间”，而是
实实在在地表达了对于“人”与“场所”关系的深度思考。
杨杰克

张迪

主要作品
丹桂花园（见图）
安之秀菓南山路店
泊空间

万境设计

WJ Design
万境设计由建筑师胡之乐创办于2014年 ，在短短5年的时间里 ，他带

“建筑是有时间记忆的，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设计越发趋于形式化 、设计元素过度堆
这样的感动胜过
砌的当下 ，万境设计经过深入的创造性思考 ，赋予建筑设计的观念
其本身的形态。
我们需要
是富于情感的。他们注重建筑内外空间的延续性，探索人与空间、空
思考建筑对于我们
间与自然环境的联结，并结合最新的技术，创造出兼顾实用性、互动
真正的意义，
更多地去
性、艺术性的完整作品。万境设计认为，当代设计语言的核心依然是
”
“少即是多”，比起对美的设计，更重要的是对美的不断发现。
发现，
而不仅仅去设计。
领团队已完成近百个项目 ，在建筑 、室内 、规划 、景观设计等领域都

photographer: 舒赫

主要作品
WeMarket未马市共享零售空间（见图）
AnyShopStyle北京太古里北区概念店
原麦山丘南京江宁店

photographer:张锡

www.w-a-a.cn

胡之乐

www.wanjingdesign.com

设计精英
AD100建筑、
Wutopia Lab由建筑师俞挺和设计师闵而尼创立于上海，公司以复杂系统这种新的思

主要作品
台北华固天铸（见图）
巴厘岛的ALILA酒店
新加坡艺术高中
樟宜机场皇冠假日酒店

维范式为基础，以上海性和生活性为介入设计的原点，以建筑为工具，推动建筑学和
社会学进步的建筑实践实验工作室。在公司的设计理念中，重视对人的研究，致力于
联结城市生活中的不同方面：传统的、日常的，以及文化的方面，致力于诠释城市人
的生活方式，并发展出基于上海的当代中国式审美。面对每一个项目，设计均希望呈
现出创新的建筑策略、思维以及形式。公司致力于全面设计，不仅能够完成建筑的概
Richard
Hassell

念和深化设计，还具有前期的策划分析能力、景观和室内的设计能力，具有协调各工
俞挺

黄文森

闵而尼

种和协作单位的能力、以及现场执行建造的能力。

WOHA 建筑设计事务所由新加坡建筑
师黄文森和Richard Hassell共同创立于1994

非作建筑设计

年 ，是一个对设计理念 、技术创新有着

“我们重视对人的研究，
致力于联结城市生活中的
不同方面：
传统的、
日常的，
以及文化的，
”
以此来诠释都市人的生活方式。

Wutopia Lab

不懈追求的顶尖设计团体 。一直以来 ，

WOHA对自然环境与文化传统持续进行
深度认知；对当代建筑的形态及理论不
断探索，他们结合自身的理论优势，在设
计实践中形成了兼具创意与实用性的特
点，享誉国际。WOHA不遗余力地在作品
中运用绿色、环保的设计策略，在热带建
筑和城市设计方面独树一帜，将景观和
社区空间融入建筑结构，创造出生动、有
机，并且可持续发展的建筑作品。WOHA
自创立以来在东南亚、中国及澳大利亚
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完成了大量项目，获
得了众多当地及国际上的重要建筑奖
项，其中就包括极具行业影响力的阿卡
汗建筑大奖。

www.woha.net

WOHA建筑设计事务所

“我们将绿化、
建筑与城市发展有机结合，
”
以改善高密度环境中人们的居住品质。
photo from 设计师

photographer:CreatAR Images

WOHA Architects
主要作品
阿那亚儿童餐厅（见图）
桐庐结缘堂
上海新月志愿者之家
秦皇岛阿那亚海魂屋
上海高和云峰办公社区

设计精英
AD100建筑、

Yabu Pushelberg设计事务所

Yabu Pushelberg

Yabu Pushelberg 由George Yabu与Glenn Pushelberg共同创

刻烙印在人们心里的美好空间记忆始终是事务所的
设计理念。

www.yabupushelberg.com

Glenn Pushelberg

George
Ya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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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设计极具 立于1980年，这个广受业内好评、获奖无数的事务所最
带入感的空间、
吸引人 初以打造精致考究的室内空间为设计重心，并在不断
的目的地和经得起 发展的过程中将设计领域扩展至建筑、景观、灯光、家
具、产品，乃至平面设计。事务所同时在纽约与多伦多
考量的产品。
我们探索 设立了办公室，有着百余人的设计师创意团队。对他
与创造的目的是 们来说，屡次获得的奖项与荣誉固然代表人们极大的
共同构建一个理想的 认可，然而这并不是目的，而是鼓励他们更加努力地
” 继续探索。增强人们真实空间体验的舒适感、打造深
现实世界。

主要作品
香港Arbor餐厅（见图）
La Vetta俱乐部
纽约Amore Pacific体验店
Barneys New York百货商店

设计精英
AD100建筑、
赵扬建筑工作室

Zhaoyang Architects
赵扬建筑工作室由建筑师赵扬创建
于2007年 ，最初设立在北京，随后于
2012年迁至云南大理，多年来 ，致力
于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城镇和乡村
实践建筑设计的可能性 。赵扬与团
队在大理及周边地区完成了一系列
精品酒店 、定制住宅和城市公共空
间的作品，通过创造空间，达到明晰

赵扬

场所的特质 ，以及回归质朴生活方式的目的。工作室的作品和
“作
访谈多次发表于国内外著名期刊，例如，日本出版物评价：

“原创性源自境遇，
而非想法，
境遇的
建筑学无定式，
秩序
交错往复而即兴呈现。
建筑被一切非建筑
影响和决定着，
建筑师安排事物，
不安排现象，
现象则通过这些
被恰当安排的事物
”
自然呈现。

主要作品
金鸡湖畔私宅（见图）
苏州融创桃花源
广东东莞中信御园

Z+H室内设计

Z+H Interior Design
photo from 设计师

张海华

photographer: 雷坛坛

Z+H室内设计工作室是一家擅长为高端酒店、住宅、艺术空间提供设

“我一直在思索 计与策划的专业设计机构，目前由资深设计师张海华主持设计并管
中国传统建筑空间 理。张海华是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会员，有着近20年的从业
的当代走向，
不断尝试 经验。近年来，他的主要设计实践方向是探索中国传统建筑空间的
当代走向。在他的带领下，Z+H室内设计工作室的设计理念是创造适
在室内设计中实现 宜现代人的、优美的生活方式，深入研究东方文化，不断探索传统空
‘江南文人空间’
。
” 间在当代环境中的诗意转化与表达。

主要作品
既下山∙梅里酒店（见图）
大理古城既下山酒店
柴米多农场餐厅和生活市集
大理才村HOTEL S

品现代而且抽象 ，是一种对当下的洞见 ，而不是对过去形式的
模仿……赵扬竭力在每个场所中寻找一种‘存在的理由’，并将
此呈现为当下的形态 。这是一种充满勇气和远见的尝试，是一
种理智而又感性地回应这个飞速变化的中国情境的方式。”

www.zhaoyangarchitects.com

设计精英
AD100建筑、

“可以说，
‘民主、
平等’
的态度，
ZHA的设计哲学饱含
建筑内外兼具广阔、
宽敞的公共空间和饱满的采光。
正是这种理想主义与坚持，
让建筑成为城市中
”
活跃的一分子，
而不是突兀的强加者。

全球知名的建筑事务所 Zaha Hadid Architects（ ZHA ）自成立以来 ，在

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

世界范围内已建成近50个特征鲜明的建筑作品 ，在建项目亦超过

Zaha Hadid
Architects

60个，可谓改变了21世纪建筑的定义 。每个作品在充分尊重周边环
境的基础上“ 进化 ”出形态 ，建筑的形式和空间与结构“ 编织 ”在一
photographer: Virgile Simon Bertrand

主要作品
澳门Morpheus酒店（见图）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南京青奥中心
香港赛马会创新塔

起 。ZHA 事务所作为建筑行业的领军 ，在大尺度城市建设与规划 、
建筑高新技术 、学术理论研究等方面亦投入巨大的创新热情 。此
Simon Yu

外 ，ZHA 的衍生品牌 Zaha Hadid Design（ ZHD ）以极具特质的未来主
义与流线型几何风格 ，将设计灵感延伸至博物馆纪念品 、家居 、产
品设计等领域 。

www.zaha-hadi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