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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让环境和文化结合。空间尺度的拿捏上，要尽

可能的贴近自然，给酒店住客打造最放松的私密空间。将地

域文化融入酒店设计，结合当地的传统文化底蕴，撷取地方

建筑元素，使建筑根植于当地的地域文化和地域精神，令旅

行者能在空间格局、建筑细节上，自然而然的感受到浓郁的

当地风格，而非像传统观光旅行那样，需要导游或者导览可

以提醒。

第三，休闲的建筑风格。实现真正的“休闲”，要做到

两个“避免”： 避免为风格而风格的矫揉造作，避免过于厚

重的符号元素带来感官负担。在建筑风格的打造上，建筑师

主张要具有一定标示性，但又能充分融入自然，这样才能实

现建筑与环境间的有机呼应。

第四，要为度假酒店布置多样化的休闲配套。以温泉度

假酒店来说，就是要充分利用当地的优质温泉产品，提供度

假式的休闲娱乐活动和康体理疗，打造高端休闲度假体验。

本案项目整体设定为现代中式风格，突出“温泉”主题。

风格上与一期建筑以及整个度假区的氛围统一，将白墙灰瓦

组织在丰富的景观当中，使建筑在现代感的造型中，融入了

深深的中式园林的烙印。外观通过材料构造变化及体型变化

的组合，在视觉上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建筑立面材料采

用石材、涂料、钢、木、瓦等的结合，将现代中式的精髓诠

释得淋漓尽致。建筑环境强调园林空间的对景与借景，小中

见大，步移景异。

项目度假酒店部分，分为南北两侧两个完全不同定位的

产品，设计团队巧妙运用了差异化的设计语言，通过分别满

足各自的实际需求，实现了邻近却迥然不同的两种“度假”

氛围。

高端情景酒店：
在庭院内布置别墅

在本案温泉度假酒店项目中，设计团队为地块北侧的情

景酒店，设定了以“别墅型酒店”为主的产品定位。

大小体量不同的别墅单体建筑相互组合，与不同主题和

尺度的院落相互串联，交通上设计便捷贯通的流线，直达每

个院落。

三益的建筑师们为这个高端情景酒店区设计了大、中、

小三种院落体量，各具特色，且代表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主题。

然后，再在每个院落中，通过“造园”的手法来组织别墅酒店。

院落中，连廊、景观有虚有实的串联起若干栋别墅，形

成聚汇交往的公共景观。此外，还在这样的基础上，整理出“休

闲游走的半私密空间”和“私密的内院空间”这样多样化的

空间关系来，既保证了度假独处的私密性，又充分兼顾了团

队或是家庭亲子聚会对公共空间的要求。

在院落层次的打造设计上，设计团队将“精巧”和“丰

富”做足，步移景异，营造别样的生活氛围。同样是“景观”，

设计方案中，将别墅二层阳台设计为另一种层次的景观平

台——从这里望出去，是一览无余的开阔自然山水景观。

内、外两层平面上的景观资源，通过别墅不同楼层的垂

直位置，实现更为丰富的叠加关系，这样的空间组合充分契

合度假的行为需求——无论是在大自然中徜徉，还是在庭院

情景度假酒店 城市道路 市政绿化 已确定的规划用地

国际体检中心 内部道路 沿路绿化 补偿置换用地

温泉 SPA 水疗中心 区域步行流线 组团绿化

后勤服务用房 二期可连通城市道路 水景渗透

大众主题酒店 地面停车场 入口节点

商业 地下停车库 广场节点

中交流嬉戏，或是在私家院落中静逸放松，都能够营造唯美

舒适的度假氛围。

立面设计上，这里的别墅群落式情景酒店被打造成“新

中式”建筑，白墙灰瓦被组织在丰富的景观当中：面向公共

空间的部分以实墙面为主，强化空间的界定；面向私属内院

空间的部分，则以通透的大面玻璃为主，强化和外部景观的

渗透融合。远景看去，丰富起伏的坡屋面隐约穿插在绿化当中，

安静私密，却又灵动的和自然融为一体。

经济主题酒店：
紧凑布局里的互动关系

基地的南面是主题酒店和后勤服务用房。主题酒店为经

济型，定位中端、布局紧凑，怎样在这样的格局下打造出度

假酒店的特质？设计团队的解答方案是：注重建筑和环境的

融合，以及尺度适宜的休闲空间的营造。

在设计方案中，这个区域的整体建筑布局呈 Z 字形蜿蜒

展开。在紧凑的用地前提下，用这样的布局围合出一个入口

前院和南北两个内院，然后在院子里，按不同主题打造区别

化的景观场景，使之与围合的房型形成良好的互动。

设计团队主张以主入口门厅和电梯厅为核心，通过走廊，

从南、北两个方向联系所有的客房。于是，走廊空间的舒适

2

2. 位于项目北侧的别墅型情景酒店，由大中小三种院落体量中的多

类别墅单体建筑组合而成

度得到了充分重视，每个走廊的转折处都局部放大，形成敞

亮的观景休憩空间，避免了走廊的冗长。

这样一来，相当于在每一层的室内又形成了若干个开放

景观节点，来活化整体公共空间的氛围。

既然定位度假酒店，就要为住客充分预留舒适的客房空

间和尺度。在本案设计中，尽管南侧主题酒店为中端定位的

紧凑型酒店，空间设计上还是适当放大了房间的进深和面宽，

并设置了一定比例的家庭房。

在客房卫生间设计上，有别于一般城市酒店三件套的常

规布局，设计团队为颐和温泉度假酒店客房设计了干湿分离

的布局，结合面向客房的全透明淋浴房，打造出不同于城市

商务、紧凑型酒店的“度假氛围”。

此外，设计团队还在酒店外立面设计上，通过轻盈的屋

顶组合和米灰色、深灰色两种色调的形体咬接，弱化了酒店

过于庞大的体量，使酒店建筑和周边温泉度假区的环境实现

融和的效果。

南立面图

北立面图西立面图

东立面图

一层平面图 二层平面图 三层平面图 阁楼平面图 屋顶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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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地处荆山以北，除黄帝铸鼎外，四周更环绕多处文

化古迹，有着渊源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项目位置所属的富

平县，汉唐时曾是皇家御花园所在，盛唐时更是游览胜地。

项目基地周边有着大量的古代皇陵，历史上秦穆公、汉高祖、

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等均在此祭祖，甚至李白、杜甫、

王安石、苏武等文人雅士也曾在此处留下足迹。

如何将基地周围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项目整合起来，

是设计的出发点。

在项目整体规划构思上，设计团队沿用了中国唐代都城

的营造方式——以组团为里坊，轴线为道路，广场为集市，

整体呈现棋盘式规整布局，和里坊式的排序结构。在继承传

统文化和建筑空间肌理的基础上，融合并发展了现代商业的

体验型和多样的生活方式。

规划中，本案三个地块被分别设计为 4.5 万平米的酒店、

16 万平米的商业、7.5 万平米的中心论坛，通过两条轴线被

串联起来。建筑师在轴线上设计了多个节点，形成空间变化

的节奏。

保留商业地块南侧自然村落的肌理和生活气息，与新建

商业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提供传统的业态支撑，在复旦路

的节点位置和交叉路口，考虑视觉连贯性和项目展示性。

与此同时，这套设计方案还在场地之外，打通了一条

2,400 米的“文明之路”，沿路展现富平的文化历史场景。

这条文明之路在串联习仲勋故居、中哈友谊苹果园和本案内

中心论坛地块的同时，也寓意着富平 2,400 年的悠久历史。

起+承 +转 +合

规划整体结构以“起承转合”为主线，把三个地块和多

样的功能有机串联。

起点在酒店前广场和商业入口广场的位置，在 1.2 万平

米的商业广场上，通过雕塑展示、景观引导，塑造项目入口

形象，结合周边业态，共同构成项目起点。

酒店部分地块正位于这个“起点”上，和游览动线吻合。

整个酒店部分由酒店主楼（含大堂）、窑洞酒店体验区、独

栋及双拼，和联排客房区域组成，内部有一条水平轴线和商

业小镇相连，游客可以直接方便的进入商业小镇消费。

再来看商业小镇，经过入口 100 米左右的场景铺垫，

游客将在此进入项目内的首个高潮点：文化艺术中心。该展

馆内主要展示富平悠久的仰韶文化、荆山文化、秦腔艺术等

各种历史文明，为消费者和游客塑造第一印象，打造主题。

“承”的部分，由设计团队在商业地块中间设计的一条

宽度 50 米、长 500 米的商业视觉通廊贯穿。这条横贯整个

商业地块的轴线中部，被设计了多个节点，包括石刻艺术馆、

墨艺展示馆、陶艺展示馆、红色岁月展览馆、东方梦工厂、

梦舞台等各种商业业态、主题展馆。路演活动沿主轴一一展

开，共同构筑整体商业形象和文化体验的行程。

转，指的是两条主轴转折处的古城门。古城门严格按照

唐代重玄门、玄武门构建，庄严肃穆、气势恢宏。在复原大

唐城门场景的同时，设计团队希望能在这里形成两条主轴共

同的视觉焦点——它既是中心论坛的第一道门户，南北主轴

的起点；也是梦剧场的舞台背景，东西主轴的终点，是整个

项目的活力所在。

中心论坛地块，是项目三个地块中与另块地分离较远的

部分，被项目主创团队设计成了由会展中心、五星级酒店及

餐饮、农庄别墅组成的 7.9 万平米的论坛区域，也是本案起

承转合 4 部分中“合”的所在。

整个中心论坛“合”区域以“鼎”为主题，象征黄帝铸

鼎的文化起源。结合广场前与商业地块衔接的长约 500 米的

景观大道，极大增强项目的仪式感和体验感。同时该地块还

和西侧的习仲勋故居遥相呼应，实现场所和空间的对话。

由于整个项目基地有着南高北低的地势特征，此处正是

30 米地高差的最高处，也是项目最终合力展现的至高点。

两轴、两市、九坊

“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

这是唐朝元稹所做的《估客乐》，将唐朝时长安城的繁华格

局进行了一番描述。

在荆山农业文明旅游项目中，建筑师通过两轴、两市、

九坊的打造，来再现盛唐时的长安城。

两轴，指通过两条清晰的轴线把 3 个地块在空间上串联

起来，形成完整的叙事脉络。

其中东西主轴先把酒店和商业串联起来，商业的各种业

态以及各种主题空间沿轴线展开。南北主轴把中心论坛和商

业地块串联起来，形成一条仪式感强烈的主动线。

两市，设计团队在商业地块东西两端各设计了一个大尺

度的广场，形成项目两个最具人气的节点。

西市是酒店和商业的过渡，也是文化历史馆所在，承载

着项目的文化内涵；东市是商业和中心论坛的过渡，梦舞台

是项目最具人气的场所，是历史与现代商业的完美结合。

九坊，是指设定九个“里坊”（相当于中国古代城市里

的居民区）。里坊制承传于西周时期的闾里制度，把全城分

割为若干封闭的“里”作为居住区，商业与手工业则限制在

一些定时开闭的“市”中。

本案商业地块被两条主轴及三条次轴分割为九个里坊，

形成棋盘式的布局，每个里坊既是自我独立的体系，同时又

统一在整个大规划结构中。

通过轴、市、坊的格局营造，打造项目兼具时代性和

传统性的双重特质。与此对应，整个项目的建筑风格采用

外古内新、东古西新的整体布局方式，让建筑和时空产生

对话和融合。

这里有体现汉唐时期陕西建筑风貌的“汉唐古韵区”；

融入一定现代元素的“传统商街区”；用新材料、新工艺创

造性的诠释古代建筑文化的“新中式时尚区”；采用现代设

计方法，成为整个项目的“标志节点区”。设计采用结构、

抽象、再现、和呈现四种方式，整体风格即有文化传承的统

一性，又体现出商业建筑的多样性。

CTBP：历史小镇的“套路”

Culture（文化）+Tourism（旅游）+Business（商业）

+Patriotism（爱国主义），统称为 CTBP，被本案设计团队

称为“历史小镇”的一种混合发展模式。

本案是一个集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爱国主义教育、

传统文化、民间艺术、大型会议会展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型

文化旅游集镇，不同的业态与相应的主题有着极高的融合度。

业态上，北侧里坊基本布局为特色手工艺商街、陕西及

富平特色美食街、富平特产汇广场、陕西非物质文化展示区、

特色零售等；南侧里坊为国际美食原地、主题餐饮区、酒吧街、

青年旅社和传统客栈等。

文化功能方面，在展示富平仰韶文化和荆山文化的文化

艺术馆的周边，布置了汉唐文化展示馆、墨玉展示艺术馆、

石刻艺术馆、陶艺展示馆等功能模块。

结合“红色”主题、“农耕”主题，东侧被布置为一带

一路、智库培训基地、农业研发办公基地、特产加工坊和民

间工艺坊，与整体外部农业场所形成无缝对接。在红色岁月

展览馆周边，布置红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演示中心等。

此外，东方梦工厂为秦腔艺术打造一年一次的民乐节和

秦腔艺术节；梦剧场为露天舞台，每天可以上演不同的主题

表演和商业活动，营造极具特点的旅游型商业氛围……

建筑师通过“两轴、两市、九坊”的布局构造，再现盛唐时期的长安城。
通过轴、市、坊的格局营造，打造项目兼具时代性和传统性的双重特质，
让建筑和时空产生对话与融合

技术总平图

规划框架 - 起承转合分析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