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0卷 第 1期
2 0 0 9年 1月

　 　人 　民 　长 　江
Yangtze　R iver

　 　 Vol. 40, No. 1
Jan. , 2009

收稿日期 : 2008 - 09 - 19

作者简介 :舒 　畅 ,男 , AEP柏景建筑景观设计公司 ,工程师。

　　文章编号 : 1001 - 4179 (2009) 01 - 0046 - 03

园林式景观酒店建筑及景观设计特点浅谈

舒　畅　唐 晓 艳

(AEP柏景建筑景观设计公司 ,广东 广州 510300)

摘要 :园林式酒店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商务酒店的新型设计风格的酒店 ,它将酒店建筑设计与园林景观塑造融合

在一起 ,是当代世界酒店设计非常流行的一种风格。根据从化逸泉大酒店的设计实践 ,介绍了酒店的设计情

况 ,重点阐述了园林式酒店设计的新理念及设计特点 ,提出了必须具备的适用条件 ,作为对园林式酒店设计理

念的初步探讨。可供其它类似酒店设计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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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 述

广州从化逸泉国际大酒店是由越秀城建集团 (业主 )按照

五星级标准投资建设的商务会议与休闲度假式园林酒店。业主

于 2004年委托 AEP (新加坡 )柏景建筑园林景观设计公司和广

州瀚景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开始酒店建筑方案设计 ,至 2006年

10月逸泉大酒店试营业 ,作者有幸参与了逸泉酒店建筑与景观

设计工作。

逸泉国际酒店位于“广东温泉之乡 ”的从化 ,毗邻 105国道

与街北高速、京珠高速接口处 ,联通珠江三角洲高速路网 ,交通

快捷便利 (见图 1) ,具有优质的气候条件 ,原生态自然的休闲环

境 , 12倍于珠三角市区空气的负离子 ,空气清新 ,自然气候舒适

宜人。酒店占地 30 000 m2 ,绿化面积逾 10 000 m2。整个酒店

拥有约 204间豪华客房 ,配备 400 m2 多功能国际会议中心、多

间中小型会议室 ;特色的中西餐厅 ;大型娱乐中心、棋牌室 ;以及

极富健康养生概念的水蜻蜓 SPA水疗区、足疗按摩中心 ; 90 000

m2 双湖 4沙地高尔夫练习场、湖畔健峰园以及多个标准网球

场、乒乓球场。

广州从化逸泉国际大酒店在建筑景观上最大的特色便是在

建筑总体规划设计上采用园林式酒店设计理念 ,将酒店的周边

绿化与建筑主体融为一体 ,采取一种新颖自然的设计风格 ,使得

建筑与自然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开创了从化商务度假酒店接轨

国际的新设计潮流风格。

2　设计新理念的考虑和商定

传统上的商务酒店大多采用一种“盒式形状 ”,追求一种四

平八稳的感觉 ,同时大多采取高耸结构 ,在此基础上塑造酒店的

整体效果。长期以来 ,大部分的商务酒店都是遵从这种设计风

格 ,留在人们脑海的第一印象也大多如此。但近年来世界酒店

设计风格开始进行了新的突破尝试 ,园林式酒店设计理念由此

而生 , AEP (新加坡 )柏景建筑园林景观设计公司已有相当的设

计实践经验。

图 1　酒店所处地址局部地图

鉴于从化逸泉国际大酒店的项目选址条件优越 ,建筑用地

较为宽松 ,在建筑形式上可以从容进行建筑物布置 ,因此 ,选择

了一种与传统酒店截然相反的建筑布局。首先是按酒店设施功

能将建筑群分置 ,采取一种“村落式 ”建筑布局。同时控制建筑

高度 ,建筑最高层数在最初定为不宜超过 8层。

在建筑布局基本确定的情况下 ,继而考虑到建筑核心的设

计理念 ,如何让设计方案在众多酒店风格中更为新颕别致。根

据酒店选址所在地从化的具体情况 ,其本身的气候环境非常好 ,

自然绿化覆盖率较高 ,也是广东省著名的旅游城市“温泉之

乡 ”,自然景观相当出色。经过考察和研究 ,在和投资方沟通讨

论后 ,决定将酒店定位为代表时代潮流的园林式商务酒店。在

设计风格上考虑结合室外自然景观形成一种自然和谐的独特韵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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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主体的设计

根据园林式酒店的设计理念 ,在建筑总体规划布局上 ,酒店

主体建筑分为 3部分 ,东翼群楼 ,西翼群楼和中央大堂 ,其中东

西两翼建筑最高 7层 ,中央大厅为两层 ,同时连接东西两侧的建

筑群落。中央部分首层架空使得车行道由南至北穿过 ,酒店大

堂布置在中央部分 2层 ,分设车行道路与步行电梯入口 ,对酒店

出入实行人车分流 (见图 2)。

图 2　酒店大堂部分三维模型

3. 1　逸泉大酒店大堂部分设计要点
(1) 保证了原有区域道路规划的完整性 ,使得酒店与区域

外的交通简洁顺畅。

(2) 将酒店的人流与车行落客点分别于车行道独立开来 ,

互不干扰。实行人车分流 ,提高了交通安全性。

(3) 酒店大堂作为一个独立的建筑体系 ,使得整个酒店更

加大气 ,并且在大堂的内部设计构思上设计创意的回旋余地也

更加宽广。

3. 2　大堂内部设计创意

结合内部装饰和景观设计 ,把握园林式酒店这一设计理念 ,

以此为设计主轴展开各种设计元素。

(1) 首层设置左右两侧小型花园 ,其中的主景植物选择高

耸乔木 ,贯穿二层天井 ,同时在屋顶部位开设天窗采取自然反

光。如此一来直接将外部景观引入大堂内部 ,不仅营造了良好

的景观效果 ,还可以调节大厅视觉尺度 ,一举多得。

(2) 关于天窗的设计 ,不是简单的挖空屋顶 ,而是在屋顶假

设一个圆柱体型的玻璃架 ,顶部蓄设 3～5 mm厚水膜 ,在白天

天然采光的情况下 ,阳光会折射照入下方的花园和二层大堂空

间 ;玻璃架侧面周边全部采取可开启式窗口 ,白天可以打开 ,使

得下方植物能够接触自然空气确保生长顺利 (见图 3)。

(3) 大堂第 2层的设计 ,四周采用落地玻璃的形式保证视

觉空间的无限延伸 ,在此常规设计做法之上 ,在落地玻璃内外两

侧错落设置种植槽 ,配以植物对视觉空间加以屏蔽或点缀 ,同时

在 2层大堂内部设置水景循环 ,可以非常有效的营造出一个自

然趣味盎然的内部空间 (见图 4、5)。

图 3　酒店大堂剖面示意

图 4　大堂实景照片 1

图 5　大堂实景照片 2

3. 3　逸泉大酒店东西两翼建筑设计要点

建筑群体的东西两翼部分作为酒店主要功能设施 ,所有客

房、会议室与部分公共设施间都设置在这两个区域 ,可以说是作

为酒店最重要的主体部分。

东西两侧建筑布局采取“村落式 ”结构 ,建筑群体分为若干

个建筑单元 ,各个单元楼高 5～7层各异 ,错落而置 ,形成灵活多

变的建筑围合空间。总体建筑规划风格统一 ,具体布置细节却

刻意有所区别 ,使人在不同空间体会到不同的感受 (见图 6)。

图 6　酒店标准层平面

西侧的 4个建筑单元采取围合式结构 ,在为各个单元争取

最大化的景观视线的基础上 ,利用围合而成的内部空间创造一

个别有洞天的景观 ,使得景观元素自然融入到建筑布局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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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对于围合空间内的绿化景观 ,也能够自成一体的形成一个

小气候 ,对于酒店内部整体居住舒适度、空间气氛的营造都有很

大作用。正是由于这个花园所营造的氛围 ,使得无论人们处于

酒店哪个位置 ,都能体会到一种与自然和谐亲近的感觉 (见图

7)。

图 7　酒店内部围合空间

东翼建筑群体的设计总体思路与西翼相同 ,但是处理手法

稍稍有些区别。在这一侧的建筑群落采取局部半围合的错落式

布局形式 ,依然是在半围合空间内采用园林布局引入景观元素

营造空间气氛。同时 ,在这一侧的各层走廊通道 ,也依托这种建

筑布局形式 ,形成一种外 —内廊 —外廊的形式变换 ,这样使得整

个建筑格局更加富有趣味性。

4　园林式酒店的设计创意和特点的一些探讨

4. 1　逸泉酒店项目中关于建筑与景观的结合处理

如果仅是在酒店建筑围合空间修建园林景观 ,并不能够简

单的认为这种处理手法等同于营造园林式酒店。园林本身作为

一种设计元素 ,是独立于建筑之外存在的 ,并非两者摆在一起就

能够达到和谐的效果。相反 ,如果在一些细节上的处理手法不

到位 ,就会给人一种刻板、失调的感觉。因此 ,逸泉国际大酒店

在建筑设计上 ,非常注重的就是在细节上的把握 ,尤其在一些能

够体现出园林式酒店特色的地方注意把握园林与建筑两者的过

渡与衔接 ,使得这两个元素和谐共存 ,既非呆板的互相连接 ,也

不是刻意将两者间隔开来。

首先 ,在整体上 ,要把握的一个建筑创意是将酒店所处地区

的外部园林景观引入建筑体系之内。因此 ,采取的一些手法是 :

(1) 在东西两翼的建筑单元内 ,选择局部建筑单元首层架

空 ,这部分区域作为公共绿地 ,这样可以使得外部绿化与建筑围

合而成的花园两者贯通一气 ,使得平面二维的绿化景观形成联

系 ,并且使得绿化效果穿过建筑底部 ,远看就好似植物托起建筑

一般。

(2) 在空间纵向处理上 ,无论是酒店各层的交通走廊 ,或是

各个客房的阳台楼阁 ,都配以种植槽加以绿化点缀 ,甚至在局部

一些建筑单元 ,我们还设置了跌水景观。利用这些设计手法 ,就

将纵向空间的园林景观依托于建筑元素串连起来 ,形成上下一

致的建筑景观效果 (见图 8)。

(3) 在各个不同的建筑围合空间 ,营造不同主题的建筑景

观 ,使得人们充分感受到整个酒店园林气氛的同时 ,也能体会到

各个空间不同的树、石、水所给与的独特韵味。

图 8　酒店局部建筑横向剖面

4. 2　园林式酒店设计的特点

综上所述 ,逸泉国际大酒店最大的特色便是建筑园林化 ,将

自然景观和建筑和谐统一为一体 ,让园林渗透到酒店每一处建

筑布局中 ,成为建筑的一部分。在这一设计手法上 ,逸泉国际大

酒店无疑是一个很成功的范例。园林式酒店设计 ,并不是简单

的建筑 +自然园林 ,而是如何能够让建筑和景观融为一体 ,需要

把握的是两者的艺术效果的融合共存。

以这种设计思路为前提 ,需要考虑的是 :

(1) 建筑规划布局对于景观营造的影响。景观作为一种融

入建筑的设计元素 ,本身是依托于建筑而存在的 ,因此 ,建筑规

划布局本身就决定了景观设计的一些基本前提条件。

(2) 景观设计所需要达到的效果。当建筑布局已经定型 ,

需要考虑的就是景观如何配合建筑来展现最佳的整体效果 ,或

者如何用景观来衬托建筑的存在感。

(3) 建筑和景观两者的融合与过渡。建筑本身的特性毕竟

有别于景观 ,反之亦然。需要处理的是 ,如何让两者在细部的处

理上结合起来 ,使两者的过渡自然和谐。

(4) 景观元素在整个建筑中所体现的整体统一性。无论希

望最终的建筑风格呈现一种什么样的风格 —现代、古典、自然野

趣等等 ,在建筑景观的营造上应该保持一种一致性 ,局部特性的

凸显不应该导致整体风格的涣散。

(5) 园林式酒店后期的维护成本要高于普通商务酒店。因

为园林不同于建筑 ,园林的持久性与稳定性都是影响酒店视觉

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园林式酒店在后期需要投入人力物力去

维持酒店景观 ,而这些在传统商务酒店的运作中涉及较少。

5　园林式酒店设计的一些自身特性

5. 1　园林式酒店设计的应用条件
(1) 投资方的意愿及认可。园林式酒店有别于一般的商务

酒店 ,对于建筑和景观的设计有更细致和更特别的要求 ,为了达

到某些特定的设计效果 ,有时会从建筑物结构或者景观上作出

重大调整 ,也可能增加施工难度等 ,必然导致建造成本 ,以及管

理维护费用的增加。投资方必须认可园林酒店听设计风格 ,并

愿意为此付出相应的投资。

(下转第 5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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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收获的植物堆沤后作为有机肥返回农田。经抽检 ,处理后的

村庄污水氮含量削减率达到 66. 9% ; 磷含量削减率达到

73. 8% ; COD含量削减率达到 50. 10%。
(4) 农业清洁生产措施。这一模式主要通过实施测土配方

施肥、秸秆还田 ,减少化肥的施用 ,增施有机肥 ,提高土壤肥力 ;

利用杀虫灯、黄板、性诱剂等措施诱杀害虫 ,减少农药的施用 ;禁

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 ,减少农药残留和对环境的污染 ;回收

农膜 ,防止农膜污染耕地 ;减少农用化学品对农产品和农田的污

染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通过这些技术的推广 ,提高了农产品

质量 ,抽检的 203个样品中 ,只有 4个样品有农药残留检出 ,检

出率仅为 1. 97%。在湿地出水口对甲胺磷等 20种农药进行检

测 ,均未检出农药残留。
(5) 村庄保洁措施。①路面硬化。组织群众投工投劳对

村庄道路进行改造 ,硬化路面 ,建立完善的排水系统 ,使村庄道

路平整、整洁 ,排水通畅 ,排出的污水统一汇入截污沟进行处理。

②垃圾收集和处理。建设垃圾收集房 ,专人定期清运垃圾 ,送

到垃圾处理场集中处理 ,保持村庄干净、整洁。③人畜粪便的

收集处理。建设公共厕所、沼气池、家用厕所、畜禽粪便堆沤池

等 ,处理人畜粪便 ,使粪便资源化 ,防止污染环境。④做好村庄

保洁工作。建立村规民约 ,约束人们的不良行为 ,加强对村民的

教育和培训 ,提高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 ,引导群众养成健康文明

的生活习惯 ,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

3　效益分析

下面通过具体实例分析以上 5种措施综合利用带来的变

化。具体情况 :人口 6人 ,稻田面积 0. 39 hm2 (5. 8亩 ) ,每年生

产粮食 6 t;生猪年出栏数 12头。
( 1) 生态施肥技术的效益。每亩使用配方肥 40 kg,加上 20

担沼肥 ,单季每亩减少化肥使用 22 kg,节约资金 38. 5元 ,扣除

0. 5个工日成本 ,计 15元 ,单季多亩减少支出 23. 5元 ,一年共减

少支出 272. 6元。稻谷每亩增产 40 kg,增收 30元 ;价格由 0. 65

元提高到 0. 86元 ,净增 0. 21元 , 6 t稻谷净增收 2 520元 ,每亩

增收 464元。
(2) 频振式杀虫灯的效益。杀虫灯杀虫使每亩单季少施农

药 2批次 ,节约成本 16元左右 ,省工 0. 3个 ,计 9元 ,扣除杀虫

灯安装成本 10元 ,每亩增收 15元。每年减少开支 174元。
(3) 秸秆还田效益。秸秆还田后 ,可省 3个多劳动日 ,减少

化肥的施用。每亩少用化肥 27 kg,节约成本 47元。一年节省

化肥成本 545元。
(4) 畜禽粪便处理效益。一年出栏成猪 12头 ,产生干粪约

5 t,堆肥处理后施入稻田 ,一头猪基本上能满足一亩田的基肥 ,

且肥料利用率提高 10% ～15% ,每亩可以节约肥料成本 60元

左右 ,一年节约 348元。
(5) 生活污水处理效益。年产生污水约 175 t,实行净化处

理后污水能再次用于灌溉稻田和菜地 ,每年节约电费 40元。
(6) 生活垃圾处理效益。每年垃圾产生约 2. 2 t,分类回收

堆沤处理后 ,可得到优质有机肥 1. 35 t,每年可节省肥料成本

135元 ,回收利用废品 0. 5 t,可增加废品回收收入 200元。

通过应用以上 6项措施 ,该农户每年共增收节支达 4 200

多元。

参考文献 :
[ 1 ]　王贤圣. 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与防治对策研究 ,见 :中国环境科学

学会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2008.

[ 2 ]　谭绮球 ,苏柱华 ,郑业鲁. 国外治理面源污染的成功经验及对广东

的启示. 广东农业科学 , 200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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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具备相应的外界环境。园林式酒店有着显著的自身风

格 ,对于酒店所处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有一定的要求。自然

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周边影响因素必须相适应 ,否则 ,建造成

本过高或无法达到设计效果 ,就不适宜采用园林式酒店设计。

5. 2　园林式酒店的优缺点

园林式酒店有别于一般商务酒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他所

营造的酒店氛围是自然和谐 ,尽可能弱化人工建筑对于环境的

影响 ,将园林景观元素引入酒店的内部环境。同时 ,引入建筑内

部的园林景观元素有着明显不同于建筑硬质材料的特性 ,园林

是时刻生长变化的 ,不同时期不同季节的园林 ,表达出的是不一

样的景观效果 ,这点与有着恒久性的建筑特点可以形成一种互

补 ,有很好的视觉效果。

而正由于这些特点 ,相对应的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最明显在

于园林景观的不稳定性。建筑效果在建造完毕时就可以看到 ,

而园林景观却需要有一定时间才能慢慢体现 ,同时 ,空气、温度、

湿度等外部条件也极易影响园林景观的效果。园林景观的维护

需要由具有专业知识和一定经验的维护人员来操作 ,否则很容

易破坏初期的景观设计效果。

另外 ,对于同样星级的酒店规模 ,在成本投入上 ,一般情况

下园林式酒店会远大于普通商务酒店。后期运营中 ,园林式酒

店的维护投入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当然 ,这些不利因素对比

园林式酒店本身的巨大优势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园林式酒店作为一种更为现代的酒店设计风格 ,具有其独

特的魅力 ,正由于这种特性 ,在当今酒店设计风格日趋求新求变

的风尚中 ,受到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注重和推崇。

以上是在逸泉国际大酒店的建筑和景观设计过程中 ,作者

的部分设计体验和总结 ,作为园林式酒店设计理念的探讨 ,仅供

同行参考或借鉴。鉴于本身经验的不足和知识的局限性 ,必然

存在着较多缺漏或偏颇 ,欢迎各位专家与同行友人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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