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riel Studio最新力作 | 拥抱诗和远方的办公室——栗壳 Liquid Office 

 

设计公司：Dariel Studio 

主设计师：Thomas Dariel 

设计师：Marco Montanucci,  Enrique Zamora 

深化设计师：张凌云 

项目经理：刘世蔚 

摄影：Derryck Menere 

项目地点：中国上海 

面积：1200 平方米 

办公位：189 个 

完工时间：2022 年 7月 

 

Dariel Studio的这一全新办公空间项目坐落于上海市中心，由 Dariel Studio的创始人

和首席设计师 Thomas Dariel 躬行整个空间的设计，将一整层坐拥充裕阳光和开阔城市

景观的楼层打造成一个简约时尚、舒适治愈的可持续办公空间。 

 

 

前台及接待区 

 

 



作为一个玩转创意的整合营销公司，栗壳 Liquid致力于以创意带动全方位整合营销，为欧

莱雅、海蓝之谜、雅诗兰黛、飞利浦、3CE、Beats等诸多耳熟能详的品牌提供广告服

务。而对一群眼光独特又走在潮流前沿的广告人来说，一个风格鲜明，能激发无限创意又

能随时放松身心、自我疗愈的办公室，则成为他们的期待。Dariel Studio便为这层办公

室进行定制化设计，将整层楼的结构特点与使用功能性结合统一，打造这个办公空间。 

 

 

Liquid 栗壳办公室前台及接待区局部图 

 

设计师独特选用“仿生学”的概念，从“根茎”、“菌类”、“珊瑚”、“多肉植物”等

多种元素中汲取灵感，以设计语言和多样化的材质诠释自然生态，寓意创意无限的勃勃生

机。按照整个楼层的动线，设计师将 1200平的面积顺势划分为四个主题区域，包含接待

区、4个办公分区、8个不同大小的会议室，以及 2个用餐休闲区域。 

 



 

分区创意示意图 

 

在木质和白色为主的基调下，设计师选取低饱和度的色彩区分不同的区域，并以少量色彩

作为点缀，凸显自然生态的雅致氛围。 在材质的选用上，设计师将木质和金属材料巧妙

地进行搭配组合，凸显出轻盈的造型和色彩的灵动，让整个空间充满自然环境状态下的动

态感和呼吸感。 

 

  

Liquid 栗壳办公室内部 



 

前台及接待区 

来到这一层，时尚亮眼的前台首当其冲进入人们的视线。以“根茎”为灵感，为打造独

特、温馨的氛围，设计师巧妙地选用木质色调来装饰整个接待区。由天然石材、圆形橡木

木棒结构和白色洞石桌面组合而成的前台长桌，柔和雅致，木棒结构弱化了石材的厚重

感，增添一丝轻盈。前台长桌的一侧是接待区，设计师用橡木纹地板和大面积的灰色地板

进行空间上的划分，留足充分的动线空间。 接待区的橙色 L 型沙发和另一侧的 Maison 

Dada红色巨型吊灯相呼应，成为舒适氛围中的色彩亮点。 

 

 

前台及接待区，吊灯和花瓶均来自 Maison Dada 

 

前台背景墙为一面完全由条纹肌理的真石漆砖打造而成的造型墙面，接待区隔断则从“叶

片”中汲取灵感，将橡木格栅板制作成大小不同的形状进行拼接组合，两种墙面均体现出

通透和轻盈的呼吸感，并以此丰富接待区域的自然采光。 

 

  



肌理砖造型背景墙及以“叶片”为灵感的隔断 

 

办公区 

四种不同类型的主题将整层划分为四个办公分区，以天花设计和颜色来加以区别。每个办

公分区均包括一定数量的工位及会议室，及沿着外缘的休闲沙发，并选用高端办公座椅品

牌 Herman Miller赫曼米勒，为团队提供舒适的办公环境。 

 

 

每个办公位均配有 Herman Miller 赫曼米勒办公座椅 

 

第一个办公分区的天花设计以“花朵”为灵感。暖白、原木、灰粉三种低饱和度颜色的几

何造型木板围绕筒灯排列成花瓣造型，轻盈灵动。同样的色彩搭配亦延伸到这一分区，叶

片造型的地胶错落地分散在地面，与吊顶造型呼应。 

 



 

以“花朵”为灵感的办公区，可容纳 43 人 

 

 



 

董事会议室，吊顶为抽象的层叠花瓣造型，并展露中间的金属网格吊顶。地毯为 Maison 

Dada 特别为本项目定制，以绿色为主的自然风格地毯呈现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开放式休闲会议区 

这个开放式区域是栗壳办公室的亮点之一，配有吧台及投影设备，既可作为用餐休闲区，

又可以作为开放式会议区使用。一侧的半圆形墙面使这个区域更显灵动，墙面以白色和绿

色的木砖成辐射状交错排列，充满动感韵律。半圆形墙面围合成 2个会议室及 4个休闲区

域，以便灵活使用。 

 

 

开放式休闲会议区，造型独特的半圆形装饰墙面和顶灯 

 



  

开放式休闲会议区局部， 吧台椅、座椅及矮凳均由 Maison Dada 特别定制 

 

 

半圆形造型墙围合的会议室 

  

第二个办公分区以“多肉植物”为灵感，承接开放式会议区的色调，以绿色和原木色木饰

板做成起伏的天花造型，硬朗中透出温馨舒适，别具一格。 



 

 

以“多肉植物”为灵感的办公区，可容纳 25 人 

 

办公分区周围随处可见舒适的休息区 

 

用餐休闲区 



得益于两面开阔的窗户，这一区域坐拥充足的自然光线。墙面采用 3D橡木立体造型和波

纹造型的白色立体水泥砖，两种材质对比下，更凸显绿色橱柜和白色墙面的组合带来家的

温馨之感。顶部的木饰板和有机造型的灯具与地面的粉白条纹地板则为这个空间增添了艺

术氛围。 

 

 

富有艺术气息的用餐休闲区，桌椅由 Maison Dada 特别定制 

  

用餐休闲区的立体墙面 



 

第三个办公分区以“菌类”为灵感，呈现出柔和色调下的黄、橙、粉等多种色彩。此区域

共计 300余平，可容纳多达 87人，并包含一大一小两个会议室和两个高级管理办公位。

整个分区吊顶灵感来源于菌类的伞褶，以白、粉两种金属网格结构组合成波浪状，富有韵

律的动感和令人赞叹的空间感。 

 

 

以“菌类”为灵感的办公区，可容纳 87 人 

  

以菌类伞褶为灵感的金属网格吊顶，和高级管理办公位 



 

第四个办公分区以“珊瑚”为灵感，蓝色系的主色调充满海洋气息，玩趣十足。此分区吊

顶依然采用随处可见的木质板材，以深深浅浅的蓝色、暖白色和原木色做出的不规则形

状，层层叠叠，似海洋又似珊瑚，与办公位隔断和地面的蓝色色块相映成趣。此区域内的

会议室两侧是可双向进出的移动玻璃折叠门，连接两个分区的同时，也充分的利用了自然

光线，让整个分区通透明亮。 

 

 

以“珊瑚”为灵感的办公区，可容纳 25 人 

 



 

以“珊瑚”为灵感的办公区，可双向进入的会议室 

 

徜徉于整个办公区，随处可见的休息区均沐浴在充分的自然光线下，低饱和度的色彩搭配

和木质主色调贯穿整个空间，让人身心放松，紧张的工作之余，触手可及绝佳景观，拥抱

家的感觉。偶尔的明亮色彩点缀其中，宛若灵感触手激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关于 Dariel Studio 

 

Dariel Studio 是一家荣膺多项国内外大奖的室内设计事务所，由法国设计师 Thomas 

Dariel 创立，在上海和巴黎均有展厅及办公室，并将其设计语言延伸到家居品牌 Maison 

Dada及位于法国勃艮第的设计学院 La Ma.Na。自 2006年创立至今，以独创性和创造力

为驱动的 Dariel Studio 团队糅合西方设计风尚及东方文化影响，从时尚、美食、视觉艺

术、奢侈品和自然等不同领域汲取设计灵感，玩转色彩搭配及多种材质碰撞对比，其风格

精致现代充满艺术美感，打造出调动多重感官享受的空间体验，项目涉及私人宅邸、餐厅

酒店、办公空间及商业领域。 

 

Dariel Studio 致力于发挥其独创性和创造力，并与良好的项目管理整合在一起，这种双

重服务确保了项目从概念创意到落地实施的完美完成，事务所以此而赢得认可和荣誉。 



Dariel Studio 根据客户的需求，专注于为客户提供量身订做的设计服务，这种服务方式

使得事务所吸引了大量不同类型的中外客户——私人、企业、奢侈品品牌和大型集团。 

现今，Dariel Studio 拥有来自不同国家和背景的 15名成员所组成的专业团队，投注对设

计的热情。 

 

相对设计: 思考源于实践 

 

结合传统遗产和先锋创新，玩转感觉，混合强烈对比，融合法式设计专长和东方文化影

响，Dariel Studio 旨在将现实转化成调动感官享受的体验。  

 

Dariel Studio 通过不断开发新行式， 在实践的过程中以其开放的态度展现出了超常的远

见和潜力，并且总是奉行规则和客户的需求标准。以这种方式创造室内设计，一种新的表

达方式就此诞生，在每个项目上都体现出由激情驱动而颠覆传统和一成不变的特色。 

 

大气，优雅，活力，专业，创新，并且高度理解客户的需求使得我们的设计作品达到最高

的水平和质量。 

 

 

 

 

 

奖项和提名 

 

2022 

- Le French Design 100 

表彰法国空间及家居产品设计 100位突出表现人才 

- LIV 酒店设计大奖 

居住空间设计优胜奖 - 申城诗意公寓 

- Home and Garden Awards 

最佳高端室内设计事务所 - 欧亚地区 



最佳豪宅室内设计作品 - 申城诗意公寓 

- Leading Design Awards 

上海最佳室内设计事务所 

 

2021 

- 《安邸 AD》杂志 AD100 榜单，表彰 100 位建筑设计突出表现人才 

- GRP中意国际设计金指奖 

银奖 - 居住空间设计 - 申城诗意公寓 

优胜奖 - 申城诗意公寓、西安忆昔花间堂精品酒店 

 

2020 

- 新设榜，年度创新设计机构 

 

2019 

- 《安邸 AD》杂志 AD100 榜单，表彰 100 位建筑设计突出表现人才 

 

2018 

- 年度最佳设计合作伙伴（花间堂酒店及度假村项目） 

 

2017 

- 《安邸 AD》杂志 AD100 榜单，表彰 100 位建筑设计突出表现人才 

- EDIDA China 2017，年度设计新锐 

- 《时尚家居》年度出色设计师 

 

2015 

- 金堂奖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住宅公寓设计作品“贰千金”，“万科”，“京城幻想曲” 

- 《安邸 AD》杂志 AD100 榜单，表彰 100 位建筑设计突出表现人才 

- 《精品家居》年度 Top 100 软装设计奖 

 



2014 

- a&d TROPHY大奖 室内设计（专业类）- 最优秀住宅设计奖: 

  室内设计（专业类）年度最优秀住宅设计奖（北京公寓） 

- 上海沃画报 - 年度最佳新餐厅（贰千金餐厅） 

- 【世界向东】国际陈设软装艺术设计周 － 中国软装设计艺术金凤凰传承奖 

 

2013 

- 《安邸 AD》杂志 AD100 榜单，表彰 100 位建筑设计突出表现人才 

- Perspective 杂志 “40位 40岁以下设计人才”奖  (Perspective 40 Under 

40) 

- 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 2013（DFAA）：铜奖（蓝色公寓项目） 

- 亚洲酒店设计与家居奢侈项目大奖 - “顶尖奢侈酒店设计”银奖 

- 金堂奖 2013 China-Designer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住宅公寓设计作品（蓝色复式公寓项目） 

年度优秀休闲空间设计作品（Prime健身会所） 

- 第二届中国软装 100大奖 ：Top 10 十佳软装项目（周庄花间堂精品酒店项目） 

- IAI2013全球空间设计大奖-竹美奖入围（蓝色公寓项目） 

 

2012 

- 安德马丁 国际室内设计大奖年鉴优秀设计师奖 

- 第十届现代装饰国际传媒奖: 

年度杰出设计师大奖 

年度酒店空间大奖（周庄花间堂精品酒店项目） 

- 金堂奖 2012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十佳酒店空间设计作品（周庄花间堂精品酒店项目） 

年度优秀酒店空间设计作品（上海爱莎金熙全套房酒店项目） 

年度优秀办公空间设计作品（Dunmai办公室项目） 

年度最佳市场拓展奖提名（Dariel Studio） 

 

2011  



- 金堂奖 2011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餐饮空间设计作品（YUCCA 酒吧项目） 

- International Arch of Europe Award (IAE) – 金奖 

 

2010 

- 第八届现代装饰国际传媒奖:  

年度最具潜力设计师大奖 

年度办公空间大奖（Imagine China办公室项目） 

 

更多信息 

www.darielstudio.com 

或联系公关总监 Belinda LIU 

pr@darielstudio.com /  微信号：belinda1203 

 

http://www.darielstudio.com/
mailto:pr@darielstudi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