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设计人

1 梳式村 三间堂 叠台院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赖奕堆、易照曌、许卓安、
杨  涵

2 山区独栋 广州市设计院 洪  琰、罗铁斌、张一宁

3 基地90㎡(丘陵)独栋式-180㎡住宅 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吕舒韵、李梦娇、杨卓毅、
陈伟源

4 基地150㎡(山地)双拼式-DOUBLE住宅 广州珠江外资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黎蔼鸣

5 生态乡村 广州城建开发设计院有限公司 陈伟才

1 基地80㎡-平原地区（独立式） 广州市设计院
封瑞牧、洪  琰、罗铁斌、
王  璟

2 平原独栋 广州市设计院 陈杰超

3 平原独栋-聚▪方院 广州市设计院 齐帅杰

4 基地80㎡(平原)独栋式-自建住宅 广州市设计院 韩  笑、马应龙

5 平原-圭峰新村方案 广州市设计院
池健彬、黄  劲、林  健、
苏华超

6 平原-静幽隐林 广州市设计院
池健彬、黄  劲、林  健、
苏华超

7 基地80㎡(平原)-青水涧 广州市设计院
池健彬、黄  劲、林  健、
苏华超

8 基地80㎡(平原)双拼式-现代风格住宅 广州市设计院 陈蒋辉、李  冰

9 基地80㎡(平原)-云山叠翠方案 广州市设计院
池健彬、黄  劲、林  健、
苏华超

10
基地120㎡（丘陵）独栋式-3层住宅-岭
南新居

广州市设计院 曾宇钦、李  冰

11 基地120㎡（丘陵）独栋-合坊院 广州市设计院 曾恒锐

12 基地120㎡(丘陵)双拼式住宅 广州市设计院
封瑞牧、洪  琰、罗铁斌、
王  璟

13 丘陵双拼 广州市设计院 李万兴、王炜航

14 山地双拼 广州市设计院 李  冰、李嘉慧

15
基地150㎡（山地）双拼式-280㎡山地住
宅

广州市设计院 覃福友、谭立高

16 基地120㎡(丘陵)联排式住宅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蒙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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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基地120㎡(丘陵)联排式住宅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蒙小梅

18 基地137㎡（山地）双拼式-绿色住宅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刘耀徽

19 基地80㎡(平原)独栋式-200㎡住宅 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吕舒韵、李梦娇、杨卓毅、
陈伟源

20 基地80㎡(平原)独栋式-199㎡住宅 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吕舒韵、李梦娇、杨卓毅、
陈伟源

21 基地108㎡(丘陵)独栋式-180㎡住宅 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吕舒韵、李梦娇、杨卓毅、
陈伟源

22 基地120㎡（丘陵）联排式-满庭翠住宅 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许丹纯、唐诗涵

23 乡村民居方案（怀景住宅） 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许丹纯、唐诗涵

24 基地80㎡(平原)联排式-同阳里住宅 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唐忠林、蓝英沛、张文柯、
吴乐文

25 基地120㎡(丘陵)双拼式-和谐新居住宅 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唐忠林、蓝英沛、张文柯、
吴乐文

26 基地120㎡(丘陵)联排式住宅 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陈星江、李龙健、李玉萍

27 基地120㎡(丘陵)独栋式-岭南住宅 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李龙健、黄继明、李荣泽

28 基地120㎡(丘陵)独栋式-宜居住宅 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李本科、杨嘉楠、李龙健

29 美丽乡村农村自建房 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潘幸福、李龙健、钟林妙、
陈尔迪

30 “新农人”双拼联排别墅 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曹锦波、陈翔宇、李龙健、
王  宁

31 基地80㎡(平原)独栋式-明字屋住宅 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李本科、杨嘉楠、李龙健

32 基地120㎡(丘陵)联排式-田园居舍住宅 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李龙健、刘  洋、王  根、
吴楚霖

33
西关民居——基地80平米（平原）联排
式民居

广州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
限公司

汤文健、李镓岐、王灿豪、
周华龙

34 归乡-坡地120㎡双拼
广州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
限公司

孙艺飞

35 基地150㎡（山地）独栋式-岭南简语
广州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
限公司

何颖赋

36 基地150㎡（山地）独栋式-乐享住宅
广州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
限公司

袁先放

37 美丽山居-山地150㎡联排
广州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
限公司

蓝小明

38
基地150㎡（山地）独栋式-以人为本的
房子

广州珠江外资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曾宪伟

39 美丽乡村住宅设计（檐下） 广州珠江外资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邱桓

40 基地80㎡（平原）双拼式—竹韵住宅 广州珠江外资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刘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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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荟萃岭南人文，造云山珠水情韵 广州珠江外资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潘少文、陈垚

42 隐于云山珠水间 广州珠江外资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陈雪婧、欧子鹏

43
基地80㎡（平原）独栋式—半坡半平顶
住宅

广州珠江外资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房启斌、徐富瑶、赵珦宇

44 基地80㎡（平原）连排式—印象·徽派 广州伯盛建筑设计事务所
盛宇宏、李  阳、林靖尉、
邵  菱

45
基地80㎡（平原）院落式连排—院落里
的房子

广州伯盛建筑设计事务所
盛宇宏、冯  奇、吴华波、
邵  菱

46
基地150㎡（山区）双拼式— 蝴蝶五居
室

广州伯盛建筑设计事务所
盛宇宏、张家健、吴华波、
邵  菱

47
基地120㎡（丘陵）院落式连排— 乡镇
市集

广州伯盛建筑设计事务所
盛宇宏、弘育涛、吴华波、
邵  菱

48 基地80㎡（平原）双拼—双园宅邸 广州伯盛建筑设计事务所
盛宇宏、廖健华、黄玉柱、
邵  菱

49 美丽乡村住宅设计（双拼式） 广州瀚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王仲明、莫  菲、陈茂欣、
蒙日升

50 缘恬居——居岭南 广州城建开发设计院有限公司 陈海伦

51 繁花里 广州城建开发设计院有限公司 黄健明

52 基地80㎡（平原）独栋式-农村住宅 广州城建开发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超明

53 基地80㎡（平原）独栋式-乡村住宅 广州城建开发设计院有限公司 彭运浩

54 暮光 广州城建开发设计院有限公司 姚莺

55 基地80㎡（平原）独栋式住宅 广州城建开发设计院有限公司 朱文浩

56 基地120㎡(丘陵)联排式-馨园居所
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新技术开
发中心有限公司

廖奕斌、林伟锐、王  业、
谭  进

57 基地150㎡(山地)联排式-乐居住宅
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新技术开
发中心有限公司

黄长胜、林伟锐、罗  振

58 基地80㎡(平原)连排式--雅居住宅
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新技术开
发中心有限公司

黄长胜、赵雅新、王  业、

韦玉莹

59 基地80㎡(平原)连排式-尚木住宅
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新技术开
发中心有限公司

廖奕斌、赵雅新、王  业、
韦玉莹

60 基地80㎡(平原)联排式-简约住宅
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新技术开
发中心有限公司

廖奕斌、林伟锐、谭  进

61 基地80㎡(平原)连排式-憧井住宅
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新技术开
发中心有限公司

黄长胜、林伟锐、张  晓、
王  业

62 基地80㎡(平原)联排式-乡韵住宅
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新技术开
发中心有限公司

黄长胜、罗  振

63 基地80㎡(平原)联排式-XX住宅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龙奕霖

64 享·家-享你所想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林卓文、陈泽弘、谢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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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寻找记忆老宅，回归诗意栖息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范跃虹、曾凯洋、韦  昭、
姚  鹏

66 基地80方（平地）联排式住宅
广州市天启正业建筑设计事务所
(普通合伙)

罗  竑、陈锐康、江志翔、
朱志威

67 基地120㎡(丘陵)独栋式-住宅
广州市天启正业建筑设计事务所
(普通合伙)

罗  竑、林萍萍、余广学、
余晓华

68 基地120方（丘陵）独栋住宅
广州市天启正业建筑设计事务所
(普通合伙)

罗  竑、冯健明、林彦亨、
刘明洁

69 基地150㎡（山地）独栋式-两层半住宅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

蔡荣庆

70 基地120㎡ 双拼-岭南山语人家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

李  昊、杨镇涛、陈宇佳

71 基地150㎡（山地）独栋式-一方印台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

李  昊、肖  遥、陈宇佳

72 基地150㎡联排式-岭南韵味之家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

熊文杰

73 80㎡基地（平原）五联排住宅
广州市番禺城市建筑设计院有限
公司

冯新文、陈子扬

74 基地120㎡（丘陵）独栋式-安居住宅
广州市番禺城市建筑设计院有限
公司

樊治平、邓伟杰、范杰英、
邓文浩

75 基地120㎡（丘陵）独栋式-南方住宅
广州市番禺城市建筑设计院有限
公司

陈燕娜、林良森、关  天、
邓文浩

76 基地120㎡（丘陵）独栋式-雅居住宅
广州市番禺城市建筑设计院有限
公司

樊治平、黎汝明、许永恒、
黄振强

77 基地120㎡（丘陵）独栋式-友邻住宅
广州市番禺城市建筑设计院有限
公司

樊治平、黎汝明、钟适雅、
梁援战

78 基地80㎡（平原）独栋式-美丽乡村住宅
广州市番禺城市建筑设计院有限
公司

朱晓辉、黄艳明

79 基地80㎡（平原）独栋式-适老住宅
广州市番禺城市建筑设计院有限
公司

马  跃、王思尹

80 基地120㎡（丘陵）双拼式-岭南小筑
广州市番禺城市建筑设计院有限
公司

杨  毅、关  天、蔡静雯、
曾  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