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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飞思维x创意空间

“跨领域、紧随核心、满怀激情”是ippolito fl eitz group公司的slogan。核心指的正是空间设计。

空间设计几乎嫁接了视觉传达、新媒体设计、品牌识别设计等等所有门类，正好对应了设计师所主张的

运用一切方法和途径将客户的身份和独特性，转化为正确有效的媒介，传达给使用者。在他们众多的作

品中，可以看到其中始终含有原创的和强烈的个性视觉。ippolito fl eitz group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一领

域传统的室内设计师。他们既是设计师，又是概念的共同塑造者甚至是背后的驱动力。

FEATURE

PART.2 空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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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设计

 “Gerber”——格

柏中心于2014年起成为

斯图加特市中心的一个

新地标，成为现代购物体

验的代名词。该中心内部

设计的流畅形态引导顾客

走进拐角形的购物中心的

深处，既创造出轻松的购

物氛围，又令三层空间彼

此柔和贯通。中心的几个

入口设计各成一章，高度

的识别度将令其成为无可

混淆的地标。

项目信息

名称：格柏购物中心

类型：零售

地点：斯图加特

面积：25000sqm

完成时间：2014.9

摄影：Sander & Bastian

位于斯图加特的格柏中心是一座综合的公共建筑，包含购物、酒店、住宅及办公，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如何

实现这一地标性建筑，不论是对于投资者、建筑设计师乃至室内设计师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今，拥有超过85家

专卖店的格柏购物中心已然成为了巴登-符腾堡州首府的一个主要的购物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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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BER 
SHOPPING MALL

将城市揽入檐下



格柏购物中心的三个入口位于不同楼层，其特殊的设计反映了复杂的城市状况以及比邻关系。照明设计是这个

项目的亮点，每个入口根据不同的主题，设计了不同的灯光造型，该项目总共采用了31组LED灯环，地下一层的照明

设计是将灯带融入天花，以暗藏的方式照亮空间。而在首层的一个入口处，设计师将自由组合的LED环形灯悬吊于

天花，彼此交错相扣的灯光造型，体现了一种特殊的科技感。贯穿于三层挑空的区域，特别设计了多个“呼啦圈”式

灯环，围绕着建筑柱体盘旋而上，直观地表达了购物中心的总体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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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的天井设计不仅有效地将自然光线引入室内，更有趣的是设计师特别在此处采用了蓝色LED灯带，当夜幕降临时，

幽蓝的灯光毫不费力地模拟出静谧的夜空。特殊的照明设计结合几近户外的地面材质，不论是白天或者夜晚，都会让人仿

佛置身于室外，漫步在林荫大道，体会屋檐之下的“城市”而流连忘返。格柏购物中心实现了将城市揽入檐下的梦想，创建

了一个提供全新购物体验的“城中城”。



兴 建于1726 年的绍

恩 多 夫 市 政 厅 在 2 0 1 2

年得以进行 全面修缮和

现 代化 改 造。在 改 造 工

程中，I ppo l i to F l e i t z 

G roup完美平衡了空间

的历史性 和现代化需求

之间的矛盾。同时，典雅

庄重的空间氛围和优 雅

的空间划分，以及对于自

然与技 术两者之间的处

理手法，无不令本案熠熠

生辉，让人过目难忘。

项目信息

名称：绍恩多夫市政厅改造项目

类型：大型公共空间

地点：德国·绍恩多夫

面积：654平方米

完成时间：2012年11月

摄影：Zooey Braun

本案是位于德国绍恩多夫市中心广场上的一座巴洛克风格市政厅。这座兴建于1726年，至今已经拥有两百八十

余年建成史的古老建筑是当地的象征，同时也是全体绍恩多夫市民的骄傲。为了现代社会行政办公的需要，同时也

为了对这座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古董建筑进行保护，2012年绍恩多夫市政府决定对它进行一次全面的现代化改

造。在一期工程中，市政厅地面层以上部分得到了妥善的修葺和维护。而在二期工程中，Ippolito Fleitz Group接

受了对市政厅地面层现代化改造的设计工作。

在全新的改造设计中，设计师希望在最大程度上展现这座建筑的历史空间。而所有区域的透明处理则象征了贴

近公民的民主意识，并且让人回想起底层原本作为公共广场的功能。

FEATURE

SCHORNDORF 
TOWN HALL

历史与现代的融合



为此，198 0年代增设的陈设以及陈旧

的木地板和历史更为古老的木质护墙板被

统统拆除，建筑的墙体和承重结构被更多地

暴露出来。古老的木柱在得到全面清洁和修

缮之后，充分保留了数个世纪的光阴在木材

上留下的岁月痕迹，并且与空间中其他全新

的现代化材质产生出奇妙的视觉反差。设计

师借此，将建筑本身的历史性和现代性展现

出来。

由于拆除了大量陈设，市政厅一层的空

间得以变得开阔而通透。站在内部，各个区

域之间由于玻璃隔断的存在，在保证空间有

效划分的同时，视线的连通性得以保障。同

时，纯白色的墙壁，与深棕色的钢制框架结

构，以及米黄色的水磨大理石地面遥相呼

应，营造出一种庄重而精致的整体氛围。

而天顶上精心设计的灯具，则为整个空

间增添了一抹未来气息。这些无眩光的LED

灯带由金属支架悬挂于天顶之下，构成一种

近乎悬浮般的环形阵列。白天，这些灯带可

以发出暗淡的低色温灯光，作为空间的补充

照明；而到了夜晚，灯带则调整为发出耀眼

明亮的白色光线，充分照亮天花、立柱上部

和柱头，并通过上层空间的漫反射进而为整

个室内环境提供充分而舒适的照明。

此外，矗立着古老木柱的大厅内部，采

用玻璃包裹的悬浮结构婚礼厅和下面的议

事大厅通过巧妙的空间划分，在保持了室内

环境统一的同时又保障了公共空间的功能

性。而议事大厅座位设置则充分考虑到了与

会者的目光交流，促进了空间中人与人之间

建设性的交流气氛。

FEATURE



HOSPITALITY
DESIGN
餐饮空间设计

这 家 1 4 5 平 方 米 的

有 机 食 品售 卖 商 店，位

于 德 国汉 堡。在 这 里，

IFGroup充分利用了有限

的面 积构 建 起了一 个 售

卖、就餐的综合空间。为

了迎合业主销售有机食品

所追求的天然、健康、质

朴的理念，设计师在此大

量使用了实木材料，同时

高效率的商品展示能力也

充分体现了本案的功能性

和实用性考虑。

项目信息

名称：

WakuWaku快餐厅和有机食品商店 

类型：餐饮、零售空间

地点：德国·汉堡

面积：145平方米

完成时间：2012年

摄影：WakuWaku & Benjamin Nadjib

0 1 2 3 4 5 M

毫无疑问，WakuWaku的店铺是那种可以仅仅靠着有趣的室内环境就足以把忍不住一看究竟的顾客吸引进来

的地方。这家德国有机食品连锁店位于德国汉堡的分店，以商店兼营快餐的形式，吸引着越来越多希望体验并接受

有机食品的顾客。而在这个过程中，IFGroup所设计的，充满了奇思妙想和小清新风格的店铺环境，显然大大增强

了这家连锁店对人们的吸引力。

对于具有餐饮功能的商店来说，145平米的总面积着实有点局促， IFGroup决定充分利用有限的室内空间。他

们采取了开放式的安排，取消隔断，而仅仅依靠家具的摆放来划分室内不同的功能区域：在室内的一端，开放式的厨

房和前台让顾客在点单的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种食材以及食物加工的全过程；而其他空间，则被分为左中右三个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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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KUWAKU 

DAMMTOR
质朴·有机·情趣



FEATURE

区域，成为商品陈列区、单人就餐区以及用

于3至4人就餐的坐席区域。在陈列区内，整

面墙的木质储物架一目了然地陈设着格式商

品，其下端的冷藏设备更为食物的温度管理

提供了条件；在单人就餐区内，高脚凳和长

桌贯穿了整个店面，并巧妙地成为室内划分

的中轴线；在多人就餐区，餐厅常见的卡座

满足了普通就餐者的就餐需要。整个环境内

的软装家具，全部依据空间需求定制而成。

木材是本案中装饰材料的绝对主角。为

了配合“有机”这个主题，Ippol ito Fleitz 

G ro u p 在 店内 地面、墙 壁以 及 家具 的制



FEATURE

作上都大量使用了未经修饰的实木元素，营造出那种店家所追求的天然、质朴的气

氛。其中，做旧处理的木地板与水泥相互对比的处理手法，让客人在踏入商店的一瞬

间就能感受到一种令人放松下来的稳定与平和之感。而商店中清新的木色环境，同

时也形成了一种低调的视觉背景，把五颜六色的商品凸显在顾客们的视野之中。为

了与WakuWaku紫红色的商标相呼应，空间当中也反复采用了同色系的辅助色进

行点缀，例如墙上的涂鸦，高脚凳的凳腿部分，桌上的小摆设等等。

此外，还有一些细节同样让人眼前一亮：尽管单人就餐区内的座位都是样式统一

的高脚凳，但仔细看去不难发现，每一把椅子都具有独一无二的靠背；而白色金属丝制

成的假吊灯与墙壁上用黑色紧绷细线构成的涂鸦图案，则全都来自于著名艺术家Chris 

Rehberger。这种近乎于视觉游戏的处理方式，让顾客在 WakuWaku 享受健康有机食

物的同时，也能够因为店铺内的各种有趣设计而拥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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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案 是 德 国 明 镜

周 刊 总部 的 食 堂。尽管

Ippolito Fleitz Group的

改造方案对原有设计进行

了最大限度的保留，但整

个空间最终呈现在人们面

前的效果，依然具有极其

强烈的现代气 息和视觉

冲击力。同时，由于设计

师考虑到了业主的企业文

化，因而整个食堂环境除

了就餐功能之外，还充分

满足了人们交际、沟通的

功能型需要。

2011年10月，德国著名新闻周刊《明镜》所属的明镜集团迁入汉堡港城新址。这座壮丽的建筑矗立于易北河环

绕的Ericusspitze，由丹麦建筑师Henning Larsen打造。Ippolito Fleitz Group受邀为其设计大楼中的职工餐

厅。由于原先建筑中的食堂于1969年由Verner Panton设计，名声在外，并且已经作为文物受到保护。因此这个项目

对于设计师的工作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挑战。

Ippolito Fleitz Group首先考虑到的是如何重新整合原先Panton的设计，让空间焕发出全新的气息。但是经

过仔细考虑之后，设计师最终却决定尽可能保留Panton原先的方案，仅在天花和其余一些细节上进行重新演绎。之

所以如此考虑，是因为本案的场地平面形状较为特殊，并非是简单的多边形，并且与原先的设计高度融合，贸然更改

内部空间可能造成整体的割裂。而且，原先由Verner Panton打造的空间，已经与整个建筑的历史融为一体，保留

原有室内环境大轮廓，不仅是对Verner Panton的致敬，更是保护了整栋建筑的历史。

项目信息

名称：明镜周刊总部食堂

类型：餐饮空间

地点：汉堡

面积：525平方米

完成时间：2011年11月

摄影：Zooey Braun

DER SPIEGEL 
CANTEEN

明镜周刊总部食堂





正是出于以上的考虑，Ippolito Fleitz Group小心保留了原有的空间规划，

而将设计重点放在天顶之上。由于整个空间的轮廓十分复杂，设计师必须保证新

的设计方案拥有高度的“灵活性”以适应空间的变化。因此，4230片半哑光铝制

反光片被安装在天顶上代替传统吊顶。通过反光板大小变化和安装角度的调节，

以及穿插于反光板之间的灯具，整个天顶得以最大限度地随意调整自身节奏来适

应局部环境。而天花板整体的黑色处理，则从反光板缝隙中透露出来，高度对比的

效果增强了整体的视觉冲击力。同时，黄色蘑菇形吊灯的运用，则又调整了亮白色

金属过于单调和尖锐的视觉感受。

对于空间细节的修饰，Ippolito Fleitz Group完全考虑到了明镜自身的企业

文化特点。作为德国最著名的传媒机构，明镜集团致力于观念的交流与传播，而这

个理念也同样适用于内部员工之间的沟通与合作。食堂，作为员工休息、用餐和交

际的场所，自然正是体现这种互动关系的最佳场所。为此，设计师完全摒弃了会造

成视线阻隔的元素，无论是开阔的流线通道，还是代替隔断的垂线设计，全都最

大限度保障了空间内部的开敞与联通。空间中功能区域的划分也尽量利用抛光石

材拼花地面上黑色曲线纹样来对空间中的人进行引导和提示，而不人为地进行强

制性的阻隔。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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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是“not guilty”

在 瑞士苏黎世的一家分

店。设计师通过独特的造

型演绎手段，营造出一种

优雅、时髦，但又平易近

人的视觉体验。同时，温

和的装饰元素也为每一

位顾客提供了惬意的就餐

环境。

“not guilty”是瑞士一家著名的连锁餐厅，主打特色是坚持选用优质食品原料，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将其制

作成品种丰富的沙拉和小吃。为了实现下一步的发展规划，该企业于2013年，在瑞士的苏黎世，这个欧洲最富裕的

城市的市中心开设了第三家连锁店。

长久以来“not guilty”餐厅都标榜自己意在创造一个“人间小天堂”，呼唤访客融入自然，贻享其中之乐，唤起

人们内心的幸福感。而Ippolito Fleitz Group则希望在本案当中通过造型演绎的手法，创造出一个具有实验性质的

独特餐饮空间。

在此，设计师依旧采用了敞开式的空间布局，搭配着温和而颇具亲和力的橡木地板，以及白色、浅粉色配色方

案，营造出一种不失高雅的惬意与舒适之感。同时，餐厅入口处色彩鲜艳的沙拉吧和造型独特的菜单牌，则在整体

平淡的空间环境中凸显出来，构成了有趣的视觉焦点。

项目信息

名称：苏黎世not guilty餐厅

类型：餐饮空间

地点：瑞士·苏黎世

面积：230平方米

完成时间：2013年

摄影：Zooey Braun

NOT GUILTY 
ZÜRICH

优雅的室内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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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引导，用餐顾客的目光，会不经意

地经由门口汇聚到餐厅的深处，而此处的中

央高台，则由绵延神像屋顶的，由白色钢管

制成“枝条”支撑起来。轻松幽默的造型语

言让每一位顾客都产生了轻松随意的感官

印象。整个店面空间由自然材质构成，设计

师在这里展示了业主高雅的品味和崇尚自

然的精神追求。此外，其它的设计元素，例

如贯穿屋顶的麻质条带，以及墙面上以拉

紧的麻绳和麻绳投下的光影共同交织而成

的独特图案，不拘一格、出人意料之余，又

营造出奇特的视觉效果和美学感受，体现

出设计者对设计细节的控制力，以及业主

“not guilty”希望向所有顾客传达的激情

和情怀。



RETAIL
DESIGN
零售空间设计

斯图加特的Si g r u n 

Woehr鞋店刚好位于一

家 路易·威 登 门 店 的 对

面。这 种 独 特 的竞争 关

系使 得业主决 心邀 请 I F 

G roup为自己打造一个

能让人只看一眼便被吸

引的商店。为此，设计师

以 大面积的纯色运用和

模仿皮革缝线的装饰元素

打造了一个现代、优雅，

并且充满 女性精致品味

的售卖空间。

项目信息

名称：Sigrun Woehr鞋店项目

类型：零售空间

地点：斯图加特

完成时间：2013年

摄影：Zooey Braun

Sigrun Woehr是德国一个非常著名的鞋店品牌。在普福尔茨海姆、卡尔斯鲁厄、海尔布隆等城市，过去二十

年来Sigrun Woehr都以它美轮美奂的风情和精制品位赢得了众多顾客，尤其是女顾客的青睐。而斯图加特的分

店——刚好位于一家路易·威登门店的对面——则可视为Sigrun Woehr经营活动的又一次开拓。

由于显而易见的竞争关系，业主希望这家分店能够展现出不同寻常的独特魅力，以此体现Sigrun Woehr对于

品味和格调的追求。对此，IF Group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他们希望营造一个巨大、纯净的白色房间，并以高纯度的蓝

FEATURE

3

SIGRUN WOEHR
现代的极简优雅



FEATURE

色进行妆点，从而体现出业主所希望营造的

“不同”和吸引力。

因此，IF G roup设计了一个造型独特

的巨大吊顶，配合白色的环氧地坪漆以及亮

黄色的踢脚线，整个空间的大轮廓就被确定

下来。而大面积的纯色运用，以及发泡材料

和高分子材料的使用，则以一种未来主义的

风格诠释着现代城市气息。与此同时，精心

修饰、轻盈而充满女性韵味的整体环境将

Sigrun Woehr自我标榜的经营理念以空间

的语言展现出来。

为了进一步营造出空间明亮、友好的形

象，内嵌于吊顶内的背光以及吊顶凹槽中的

巨大射灯，增加了环境光的层次，并提高了

整个室内空间的照度。而环绕在空间四周的

虚线装饰，则直白地模仿了手工制作皮具类

产品上的缝纫线。通 过每条贯穿空间中各

个角落的“缝线”，IF Group强调了Sigrun 

Woehr鞋类产品的精雕细琢。整个店面设计

带有很强的科技氛围，湖蓝色的吊顶，会让

你在这样洁净的白色空间中放松身心。  

FEATURE



林 登·阿 波 特 克

（Linden Apotheke）

是一家位于德国西南部

路 德 维 希 堡 的老字号

药店，它邀请Ippolito 

Fleitz Group对店面进

行翻新，整个项目解决

了三个问题：第一，在

一个面积不大的药店里

实现对空间的最大利用

率；其二，突破传统，创

造了一个舒适温馨的交

流场所；其三，以新的

方式吸引顾客，让他们

对这里印象深刻乃至念

念不忘。

项目信息

类型：售卖店

地点：路德维希堡

竣工时间：2006年

平面设计：Monica Trenkler 

摄影：Zooey Braun

近年来，由于同类产品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林登·阿波特克药店的经营方也开始尝试做些改变。而这次的改

造显然不单单只是个简单的翻新工程，更重要的是，通过设计强调和实现他们的市场定位，加深品牌在顾客心目中

的印象，从而扩大影响力。

经过慎重地考虑与设计，Ippolito Fleitz Group选择了简约而不简单的线条、纯粹的白色墙面、连续精致的货

架和墙面的弧线等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赋予林登·阿波特克非凡的面貌。设计师为从前至后整齐排列的商品确定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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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reibplatz 4,8m2

2  Labor 12,1m2

3  Rezeptur 3,7m2

4  Schrankraum 17,7m2

5  Büro 3,3m2

6  Verkaufsraum 50m2

  

LINDEN APOTHEKE
百年老店药草香



了一个清晰的背景，空间的连结点通过新的销售柜台创建起来并附着在中间支撑柱

后，朝两边不断延展开来。房间的整体性通过从墙壁到天花板光滑的弧形过渡及白色

墙面的连续性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墙面部分也是设计师最精心研磨的部分之一，花岗

岩鹅卵石这种现代设计中极少运用的材质被提炼出来，呈现了典型的巴洛克风格，这

和路德维希堡镇的风貌相呼应。于是空间的结构和设计特点与材质的选用之间形成了

一种微妙的对比关系，而这种现代与古典的相互交汇融合也的确让空间多了一份奇妙

的特质，让人难忘。

为了体现坐落于路德维希堡的Linden药店专攻天然草本的特点，Ippolito Fleitz 

Group 特别与画家莫妮卡•特伦克勒 (Monika Trenkler) 协作，用11种草药的造型制

作出一套图案，使用到门店天花板的设计中。这一设计既体现了药店的特色，又增加了

药店的识别性。百年老店药草香的诗意也从空间中渗透了出来。

FEATURE



WORKSPACE
DESIGN
办公空间设计

总 部 位 于 韩 国 的 国

际广告公司INNOCEAN

在 德 国 法 兰 克 福 开 设

的欧 洲总部落成入住。

IFGROUP为这家年轻而

注重设计的企业构建了一

个灵活而现代化的办公场

所，满足了公司不同工作

领域的要求。

项目信息

名称： Innocean广告代理公司

类型：办公空间

地点：法兰克福

完成时间：2013

摄影： Robert Hoern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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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宽敞的接待大厅，室内设计元素中所蕴藏的动感扑面而来。天花上的悬吊装置呈波浪形由高至低，似云层

般随着人的行走飘入室内，隐藏在其中的灯光像穿过云层的阳光洒向地面。等候区的秋千座椅与跷跷板充满着童趣

与创意，地面上的波点改变了固有的形式感，刻意地制造连续性，来营造一种无限延伸的感觉，让置身其中的人误

以为闯进了一个童话世界。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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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CEAN 

HEADQUARTERS 
EUROPE

传达企业充满创造性的经营态度



FEATURE

空间整体以中性色为基调，在个别动感的区域点缀了企业的

Logo色，Eero Aarnio设计的Half Dome Chair特别定制了属于

Innocean的橙色坐垫，鲜艳的橙色像动态的思维在空间内跳跃，

传达着这个公司的经营态度。

开 放 办 公 区 内 设 计了 半 封 闭 的 讨 论 区，造 型 的 创 意 来 自

Innocean标志性的方括号，内部饰面以软包作为主体，起到了较强

的吸音作用，苹果绿的色调提供了舒适的视觉感受，营造平和宁静

的氛围。



FEATURE

INNO LAB是整个空间内色彩相对强

烈的区域，两种颜色的碰 撞为这个“实 验

室”带来了激情。满 铺的绿 色长绒 地毯除

了体现出众的吸音效果外，也是草地最理

想的幻化者，波点的概 念在天花上得到了

充分的表达，阵列的排布同样打破长方体

的形式感，置身其中，仿佛能感受到真实世

界和幻境之间的交替。橙色的Half Dome 

Chair延续着整个空间的活力。旋转门的设

计为这个空间增添了更多的趣味，开合之间

在地面上顽 皮的画着圆圈，呼应着天花上

的一个个光点。

动感的元素贯穿开敞式的办公区域和

公司内部的图书馆，直达位于六层的员工健

身区。从这里，可以欣赏壮美的法兰克福城

市景观。多边形的空间元素与丰富的建筑材

料代表了公司本身对设计构成的高标准要

求。开敞透明的办公区域搭配半开放以及私

密会谈区域，促进了充满创造力和积极交流

的工作气氛。



业主方是一家集企业

发展咨询、项目管理、工

程、基础建设咨询以及战

略过程咨询的跨国公司。

该项目位于斯图加特，是

一座具有2 0年历史的老

建 筑，业 主 坚 持 最 高 标

准 的改 造，通 过 这 次 改

造，设计师帮助Drees & 

Sommer完成了其自身的

转型，告别了传统的办公

模式，实现了“无疆界办

公室”的全新工作理念。

项目信息

类型：办公空间

地点：斯图加特

面积：2775平方米

完成时间：2013.2

摄影：Zooey Braun

新办公室突出流动空间，通过自由放置且随时可移位的家具和齐腰高度的打印传真功能区将其分隔出来。封闭

办公室采用通透的玻璃隔断，因此在视觉上仍是整个空间的一部分。像素化图案的地毯除了区分空间的虚实之外，

同时通过地面给整个办公室带来动感。助理工作区位于空间的中心，以便于配合各个不同团队的工作。半圆形的工

作台强调他们在这个空间内的特殊功能。

核心筒周边设计了从地面到天花的组合柜，整合了储藏间、更衣室、小厨房以及空调机房和新风机房，使得相邻

的房间成为一个整体。温暖的木饰面让人愉悦，与中性色的墙和家具形成对比，调和了整个空间的色彩。

FEATURE

DREES & SOMMER
 STUTTGART 
为新体系创造空间



集会区是Drees & Sommer的交流中心，就像

公司内部的餐吧，不仅是个休闲的场所，同时也是和

客户进行非正式讨论以及会议的区域。细长的造型是

三个半开敞的小包间，每个包间可容纳四人进行私密

的谈话，位于包间前方的是一张巨大的会议桌，可供

团队讨论或联谊活动。吧台不仅将厨房与休闲空间分

开，员工们还可以在此喝杯咖啡，悠闲地聊天。除此

之外还提供了快速用餐的两人桌，以及多功能家具的

休息区，房间外的平台将这个空间延伸至室外，直达

中央庭院。

由于室内灯光和材料饰面的中和作用，自然光很

难照进空间深处，于是设计师运用地毯的像素化图案

从窗口由深至浅的排列来平衡自然光线的弱化。

核心筒周围设计了LED灯带，将木饰面板照亮与

天花融为一体。聚光照明和分散照明的结合，确保不

同类型但功能特定的灯光氛围。

FEATURE

大面积的地毯与天花的冲孔板形成建筑内部的整体吸音表面。在使用频率较高的通道以及核心筒周围均采用冲孔吸音板，

另外，个别工作站之间使用软包板进行有效的隔音。会议室的长绒地毯确保了舒适的声学会议空间。在密集交流的中心—集会

区，设计师采用高强度的吸音木饰面天花，确保了有效吸音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整个空间的环境和氛围。

“无疆界办公”的理念适用于当代办公环境，机动灵活的工作时间，随时调整的团队规模已经司空见惯。传统的工作概念

正在改变，IFGROUP为新体系创造了全新的空间。



Schlaich Bergermann 

und partner（施莱希）

是一家颇负 盛名的工程

设 计所，尤 其 是 在 体 育

场、 桥梁和能源概念方

面驰名于世界。该所设立

于斯图加特的总部喜迁新

居，为整个公司的工作和

交流方式带来了翻天覆地

的改变。新总部是一个充

满审美意义的世界，到处

散发着工程设计的精确感

和技术内涵。

项目信息

名称：施莱希总部

类型：办公空间

地点：斯图加特

面积：2500sqm

完成时间：2011.7

摄影：Zooey Braun

施莱希办公室的首层（位于建筑大楼的2层）是整个公司的交流核心，同时也是面积最大的一层，功能涵盖接

待、小型会客、会议以及茶水休闲。所有会议室、行政管理以及组织部门均位于该楼层。设计师为功能各异的讨论

区配置了不同类型的座椅，完美匹配设计及功能的需求。其概念是希望沟通不仅仅是在休息时间，相反的，这一区域

提供的沟通功能应该成为工作流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来访者通过施莱希自己加建并施工的独立悬浮状楼梯进入办公室的首层，以精心设计的方式引导来访者抵达

接待区。正对电梯的主墙以铝板作为饰面，其间镶嵌黑色磁力条作为展示板，配合天花的灯带，起到了很好的引导

作用。

FEATURE

SCHLAICH BERGERMANN 
UND PARTNER 

让交流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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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敞的交流区堪称整个楼层的中心装饰，充

足的面积显示了这个公共交流区的重要性。特别

引人注目的是窗前的tête-à-têtetables（密谈

桌），这个区域提供了亲密的对话环境，地面设计

非常独特，点状排列的绿色霓虹灯从地面散发出

光芒，仿佛一片草地，像一座桥梁连接着室外的平

台，让绿色得以延伸至视线尽头。

其他五个楼面是施莱希的办公区，每层由不同

数目的独立办公室、团队工作站以及一个大型开放

办公区组成。每层结构相同但布局各异，营造出不

同的视觉景观。

长方形的建筑内有两排结构柱，设计师利用

柱子设计出十字形柜体，一方面提供储存空间，另



FEATURE

一方面带磁力的柜体又可作为展示区域。悬浮设计的柜

体形成了半通透隔断，既保证了各工作组的私密性，又

使得相邻的两个团队可以随时进行沟通。

独立办公室均采用通透玻璃作为隔断，在视觉上减

少阻挡。另一方面光线经由顶部金属天花的反射，将自

然光线充分引入室内。玻璃隔断上安装的软包和金属冲

孔内的摇粒绒提升了整个空间的声学效果。

施莱希新办公楼的落成，在企业内部创建了一个全

新的沟通文化和工作环境。不同的讨论区满足了不同的

沟通需求。不同的平面规划令办公空间灵活多变。通透

的玻璃隔断使得空间保持了整体感，利用十字形家具把

开放办公区分隔出不同的私密工作组，使集中办公的氛

围得以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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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IAL
DESIGN
住宅空间设计

上个世纪还是公园的

Palmscher，现在却是受

人追捧的住宅区。而Loft 

ESN则是住宅区的一员，

既同样享受着山间的清静

与美景，又没有隐居的后

顾之忧。不管是悬挂的壁

炉还是镜墙的树枝花纹，

抑或是细长的吊灯，都为

空间抹上了静谧的韵味。

灯光、镜子、花纹既渲染

了空间的诗意，又增加了

公寓的舒适。

位于瑞士埃斯林根的Palmscher公园之前是威廉明妮末期的军营，在世纪之交被改造成公寓，由于它位于山

间，又与埃斯林根市中心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距离，所以这一块成为了受人追捧的住宅区。Loft ESN就是这块住宅区

的一栋二层公寓，当房子的主人带着两个孩子暂别公寓后，他们把这个空间交给了IF group，期待着下次回归看到

他们梦寐以求的新家。

FEATURE

项目信息

所在城市：瑞士埃斯林根

类型：住宅

竣工时间：2012年

摄影：Zooey Braun

5

LOFT ESN
静谧诗意之家



不负厚望的是，当房子主人回归后，他

们为这空间重组的开放性新家所震撼。空间

的多重划分和充分利用，让房子看起来足有

40 0平方米。一旦进入公寓，就能看到纵横

对称的宽敞空间。起居室和门口之间隔着一

面L形的窗帘，楼梯的底部放置了一面镜墙，

FEATURE

后面隐藏着整体衣橱。一层的空间围绕着餐

厅被精心布置，一张长桌子被放置在地毯

上，桌子上方悬挂着细长的吊灯。开放式的

厨房通过三个自由的白色体块完成与餐厅

的连接。厨房后排可以看到各式的家用餐具

及狭长的酒架，不锈钢、木头和坚固的墙板

让厨房充满了魅力。喷金的意大利玻璃瓷砖

令人回忆起美好的童年。厨房与儿童卧室相

邻，客厅的走廊直接通向儿童卧室。

客厅另一区域也是一层空间的亮点，悬

挂式的壁炉以及整面墙壁的木柴为公寓抹上

了温暖的色彩，另外镜子墙面被刻上了冬天



feature



树枝的花纹，逼真的程度简直与公寓外的树枝融为

一体。起居室区域则布置有一张长沙发、厚绒地毯

以及一架大钢琴。二楼则是大人的专属区域，这里

虽然没有独立书房，但却有个小而实用的工作站。这

里是联排房间空出来的一个部分，卧室隐藏在工作

站的背后。这块区域阳光明媚，而主人却需要一间

没有阳光照进去的房间。于是主卧便没有设置窗户，

为了弥补光的缺失，天花板温暖的蓝色以及大的灰

色圆圈起到了很好的修补作用。另外，五个大小不

同的球体吊灯反射的柔和光线被反射到帆布花纹的

墙上。卧室的对面坐落着开放式的浴室，镜墙是唯

一一个分割走廊和浴室的元素。悬挂的吊灯使浴室

区域变得明亮，像拼图一样的墙面使室内变得富有

诗意。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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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ance
Snooker
Lounge
Dining room
Kitchen
Laundry
Guest restroom
Kids bathroom
Workroom
Kids bedroom
Balc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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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RTMENT SCH
Apartment Sch公

寓是 位于斯图加特山腰

上的一间公寓，高度的优

势允许它能够俯瞰 整个

城市景观。公寓的主人是

一对热爱并收 藏艺术品

的夫妇，Ippolito Fleitz 

Group受他们的邀请进

行充满创意的室内设计。

数量可观的艺术品、几何

的线条、优雅的色彩成为

了点亮空间的几大元素，

美画与美景使整个公寓拥

有360度无死角的美丽。

对于收藏家来说，没有比能够在家里展示自己的收藏品更具吸引力的想法了。Apartment Sch公寓的主人就

是怀着这样的想法邀请Ippolito Fleitz Group进行设计。公寓位于一栋上世纪80年代居民楼的顶层3层阁楼中。通

过设计，设计师将这个空间转换成充满艺术细节的三维立体空间。

进入公寓客厅，便立即迎来惊喜。这里是三层阁楼的最底层，设计师将它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座

谈区域，这里被从圆形天花板垂下的金属窗帘包围，与客厅的中心区域分开，直接面对一面狭长的窗户，可以边闲谈

边看窗外美景。进餐区域的亮点则是洁白、闪亮的厨房空间。几何感十足的墙壁因为材质与颜色的应用更显立体，不

管是门还是电梯都采用了氧化铝板的材质，如此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隐藏在墙壁里。在走廊与一整排的壁橱衣柜中

FEATURE

项目信息

类型：住宅

所在地点：斯图加特

竣工时间：2008年

面积：335平方米

无死角的美丽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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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隐藏着一块被各种柔软布料覆盖的区域，这里既能用作卧室，又能进行读书学习。客厅的另一方向坐落着一张台球桌，台球桌的旁边便

是通向楼上的楼梯。楼梯的墙壁上挂着主人收藏的几幅画作，显得精美又节制。

一旦进入二层空间，一面斜坡镜子便令人惊喜地出现在眼前。鹅卵型的镜子里倒映着室内的景物，增添了空间的错落感。镜子的对面是

一幅巨大的画作，为艺术家Rosalie所作。画作与液晶电视被放在了一块玻璃的后面，如此制造了一旦关上电视机，它就好像并不存在一样的

效果。迷人的窗外景色在顶层能够更好地被玩味，斯图加特城的美景、远处绿色的山脉透过桑拿室的窗户便能尽收眼底。



SABI

SABI

WMTR

Eingang

Steuerung

700

House WSS位于德

国奥登林山的私家公园

里，本身是一间宽敞的一

层平房。IF g roup在房

间客厅原 来的基 础上划

分了三个不同的区域，即

厨房、餐厅和起居室。儿

童区域 位于房 子的正中

间，而大人的区域则被安

排 在 房 子 的 左侧，所 有

的房间绕着走廊形成了U

字型。对于设计师来说，

House WSS的攻克难点

在于如何将走廊缩短，让

它看起来更简洁。其次就

是如何将地暖良 好地设

置于这个一层的房子中。

项目信息

类型：住宅

面积：420平方米

所在地：德国奥登林山

竣工时间：2014年

摄影：Zooey Braun

奥登林山位于斯图亚特与维尔茨堡之间，这里坐落着一个绿色葱茏的私家公园，而House WSS则置身于这林

间绿色之中，以树木为邻，以鸟鸣为曲。为了更加融入与欣赏惬意的周围环境，IF group被邀请重新设计房子的室内

部分。虽然房子只有一层，但是整体面积却有400多平方米。于是在相对宽敞的空间中，IF group以一贯的谨慎态度

呈现了精致唯美的设计。

IF group在原来的客厅基础上重现划分了功能不同、风格多样的三个区域，即起居室、餐厅与厨房。起居室部分

FEATURE

以林为邻

HOUSE W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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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深红色的“沙发岛”、灰黑色长绒地毯与

三扇巨大的环形窗户组成，惬意与舒适是这

个区域给人的第一感觉。不管是清晨还是

暮色四合时分，不管是斜倚读书还是闲聊谈

天，窗外的绿色都成为了装点惬意心情的重

要一笔。起居室的墙壁上还嵌有电子壁炉，

而劈好的木柴则完全成为空间的点缀。窗台

的宽度足以允许一个人斜靠上面欣赏窗外的

草地与绿木。

餐厅区域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从天花板垂

下的几何形状的洁白的纸质吊灯以及复古风

格的水晶吊灯。纸质的简单与水晶的繁复，

两者搭配在一起既有视觉的反差，却又共同

营造了静谧清净的空间。厨房区域的设计则

简洁现代，整体橱柜的木纹外表、双人餐桌

的鲜明黄色、洁白的案台，一切无不透露着极简主义的气息。

另外，房子的结构为U字型。U型的设计既解决了走廊过长的问题，又创造了多面与自然“相视”的窗户。儿童房间位于房子

的中部，而大人的卧室则位于房子的左侧。所有房间均采取地暖的供暖方式，如此增加了空间的简洁与舒适感。



FAIR STAND 
EXHIBITION
DESIGN
展厅空间设计

仅 是 一 把 新 椅 子 而

已？不，它是制造者和使

用者态度的体现。在2011

年 的 米 兰 家 具 展 上，I F 

GROUP为著名家具品牌

Brunner打造了一个奇幻

而色彩斑斓的展览空间。

在这一展位上，家具不再

是简单的展品，而是成为

情景中具有主动性的一

份子，让人联想到装置艺

术作品。入口处一把悬吊

在访客视线高度的椅子，

是 这一充满动感的情景

的起点。整个情景设计由

几十把吊在观者头顶上的

椅子组成。空间全部使用

聚苯乙烯镜面包裹，镜面

的反射使堆积的椅子效

果更加强烈。镜面的蜂窝

形态打碎了反射的影像。

访客看到的不再是一个

个单一的形态，而是一幅

交融的像素色彩拼盘。

项目信息

客户：Brunner GmbH

地点:米兰国际家具展

面积：70平方米

竣工时间：2011年

摄影：Ippolito Fleitz Group、Thomas 

Libis

展览空间的设计围绕“观赏、反映、表演”这一口号展开。在这一空间中，家具不再是简单的展品，而是一个有

生命力的主角，感染着台下的每一位参观者。而从整体上看，空间已超出了单纯的展示设计，而更接近于装置艺术。

整个空间是一个延伸的矩形，参观者可从狭窄的前端进入；沿着纵向空间向后可看到两面弧形墙，弧形的墙面使得

由椅子搭建的展台犹如融入这个充满活力的空间一般，引领着参观者走向一个凹陷的室内空间。入口的右手边，五

颜六色的座椅松散地排列着，其中位于中间位置的一把蓝色座椅逐渐上升至齐眼的高度。随后，越来越多的座椅

三五成群地以螺旋状的形态纷纷腾空而起，高度直达参观者的头顶。前后两把椅子间均成45度角向后翻腾，从而使

得参观者可从任意角度看到椅子。最后，云集的椅子在对面的墙上回归起点并呈徐徐着地的姿态。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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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奇幻的椅子秀

MAGICAL CHAIR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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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中的所有墙面均镶嵌有高反光且

具镜面效果的切片。整体看上去，为展览空

间增添了一丝戏剧效果。贴片所具有的反射

效果使空间内原有座椅的数量大大翻倍，

而映射在墙上的五彩椅子就如同喷涌而出

的水彩一般从墙面缓缓溢出，和参观者在

“镜”中的映像融为一体。蜂窝状的贴片结

构还有解构效果。因而室内单个的形状不再

能识别，空间中存在的每一件事物都被迫融

入喷涌的色彩中。此外，印有产品信息的单

张贴片散落在分散排列的椅子之间以及白

色的人工草皮上。

地面的展示区域共分为三部分，分别是

位于两边的白色人工草皮区以及位于中心位

置的休闲区。在弧形墙的前方摆放有一个柜

台，柜台的后方巧妙地掩映着厨房和库房，

同时也可作为额外的交流区使用。由众多座

椅搭建的展台在空间中央腾空而起，带给参

观者非常美的震撼和吸引力，并将参观者牢

牢地封存在这个下陷的空间中，以热情的姿

态为人们迎来一次奇幻的空中体验。



唯有无限的灵感能够

超越无限，为展示油毡的

创造力而设计。

项目信息

客户：Armstrong DLW

地点：Munich

竣工时间：2013年

摄影Ippolito Fleitz Group、

Armstrong/P.G.Loske

慕尼黑 建材展 (BAU) 是世界领 先的建筑行业贸易博览会。在去年的建筑 建材 博览会上，美国地板品牌

Armstrong DLW的焦点集中于油毡和乙烯产品的展示。展位的布置除推广新产品外，还集中力量吸引建筑师里年

轻且乐于尝试的用户来关注和了解这两种材料。

这处展位有如一个交流的平台，将公司的专业能力以视觉化的方式凸显出来。展台的表面全部以几何精确切割

成形的材料包裹，所用材料均为Armstrong公司的产品。在巨大的背景墙后设置有多个附属空间。墙上一幅巨大的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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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展示油毡的创造力而设计

ARMSTRONG FAIR  
STAND BAU 2013



彩色图形制造出抽象的透视效果，图形由此铺散至空间的各个角落：地面、前

台，以及所有谈话桌。一个折叠的天花元素将开敞的交流区域分隔开来，二维

的图像获得了一种三维的效果。高于地面的一个多边形台在展位内创造了一个

较为安静的交谈空间。

整个展位的外观冲击力强，令人难忘，并且运输方便。一套可拆装的围墙采

用油毡制造，是Armstrong推荐这一建筑材料的应用范例，该材料为设计师提

供了一种符合时代潮流且别具设计感的空间处理手段。

FEATURE



办公室在丛林里?

改变从工作环境做起

德国家具品牌Walter 

Knol l以沟通与身份为主

题，参加了2014科隆国际

家具展。现如今，办公室

的沟通性与创造性已经越

来越少，Walter Knoll想

通 过此次展台的设 计改

变以往工作方式，让生活

和工作环境互相融合。

项目信息

类型：展台

所在国家：德国，科隆 

展出时间：2014

此次展台的序幕是由自由移动的“座位石头”揭开的，家具对应着野生丛林植物。这是一个惊人的场景，显示了

新的工作环境如何从传统的背景下解放自己。一个圆周的黑色碳纤维窗帘,专为Walter Knoll研制，把空间分为不同

的区域。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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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FFICE IN 
THE JUNGLE

丛林办公室



从正门进入，中心轴突出了安装在天花板上的散热片,贯穿到

展台远端的自助餐厅。展台内部本身是平静和遏制的，四个不同的

空间场景围绕着中心轴。墙壁上的短文表达了思考现在和未来工

作环境的重要性。

大幅面的悬浮图像也包含在碳帘中，帮助区域空间提供了承上

启下的作用。展台的后部区域侧重于公司内部人员的交流，完全镜

像的咖啡馆可以担任沟通的纽带:简短的聊天，咖啡和零食为伴，

深陷在舒服的沙发中讨论事宜。工作的世界不必是封闭的，但可自

由地组合必然归功于产品的无穷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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