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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用于停车场系统的栏杆装置以及用于付费车库的栏杆和收费站系统 

• 用于闹市区域交通管制和出入控制的 Security 护柱 

• 高安保等级区域内的 High Security 护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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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寄语

尊敬的各位读者， 

任何在建筑方面有要求的地方，都会产生相应的文
化。虽然对其优劣程度仍然不能给出任何定论 – 但建
筑无论如何都可以算得上是社会意志的见证。但如果
是大规模的快速兴建，就像几十年来亚洲蓬勃发展的
部分地区所经历的那样，那么建筑师就需要不断面对
这样的提问：建筑设计是否应该成为对应国家形象或
者是对应地区形象的载体和表达？换言之，是否应该
确定“场地精神 (Genius loci)”并且加以进一步延伸？
还是说不同的地方文化其实更愿意主动汇集形成一种
全球化的主流？在我们为本期 PORTAL 所挑选的设计
项目中，每个设计项目对于这个问题都给出了不一样
的解答。在其中两个项目中，设计师追求的是共生：
Antonio Citterio 和 Patricia Viel 理所当然地要为迪拜的
意大利宝格丽酒店赋予意大利独有的特质，并且将相
应的内饰与外立面相结合。而其外立面的设计则很显
然源自于阿拉伯文化。Lyndon Neri & Rossana Hu 尝试
在苏州阳澄湖畔的豪华别墅将传统的中国建筑材料及
所有中国人都熟悉的四合院与国际住宅标准相结合，

但与此同时又不能落入俗套。要知道，“传统中式建
筑风格”对于普通欧洲人而言并非信手拈来。在我们
的另外两个示例中，可以看到完全相反的策略：在深
圳，Skidmore Owings Merrill 正进行了一个项目，它虽
然在城市建筑风格方面与周围环境相得益彰，但其品
质却绝对不受任何地域限制。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的设计师们在天坛医院的项目当中，所要
面临的挑战与世界范围内所有其他医院建筑规划单位
面对挑战的是一样的 – 这也是为什么最终结果与所有
其他同类国际医院项目是如此相似的原因。在亚洲，
虽然设计策略可能非常相似 – 但对于欧洲人而言，在
这片大陆上，不同地区在相应的日常规划设计工作中
的差异却非常巨大。对此，本期 PORTAL 中请来了三位
作者为您详细进行介绍。他们目前分别在印度、越南
和日本自己创业，并且会以非常形象的方式告诉读者
这些国家都能提供怎样的机会，以及人们应该注意哪
些风险。希望您能喜欢本期近东和远东版 PORTAL 的 
内容。 

Christoph Hörmann Thomas J. Hörmann Martin J. Hörmann

个人责任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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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和现代在中国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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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土 
 焦点话题：亚洲 

 潜力和特质 
 Lara de Rooij、Claudia Hildner 和 René Böttcher 

在亚洲，成立一家建筑设计师事务所可
能极具诱惑力。便利的各项手续办理，
比较宽松的建筑立法以及最重要的是：
足够多的项目委托。不过，亚洲是个多
样化的地方，并且条件差异也非常大。
我们访问了一些年轻的欧洲设计师， 
他们介绍了各自在印度、越南和日本的
经历。 

亚洲可以说是建筑设计行业的一方乐土。持续了几十年
的经济增长推动了持续的建筑热潮。而这种热潮导致华
丽复杂的建筑也成为了主要城市之间竞争的基本手段之
一。对于欧洲建筑师而言，这里还有许多其他诱人的地
方。这其中就包括较低的建筑设计行业准入门槛，以及
尚处于发展阶段还不够健全并且在许多方面人为因素仍
占据主导地位的建筑立法情况。这对于来自斯图加特、
维也纳或者代尔夫特的年轻而又满怀抱负的建筑师们而
言，岂不是像天堂一样？但是在很多时候有句话说得
好，距离产生美。我们采访了三位年轻的欧洲设计师，
他们在一番经历之后，都选择留在亚洲国家工作和生
活。当然，和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中国相比，其他亚洲
国家还是不可相提并论，因此，我们选择了印度、越南
和日本这三个反差比较强烈的国家。 

荷兰人 Lara de Rooij 在孟买创办了一间事务所，从那时
起，她一直在贫民窟和印度新兴城市之间为这个国家的
新富阶层建造豪华公寓，并为自己设定了超越中国的目

标。建筑行业记者 Claudia Hildner 则来到了日本。日本
是亚洲第一个成为世界工业强国的国家，现在似乎已达
到顶峰，这对于欧洲建筑师而言绝对算得上是最大的挑
战。最后一位，来自图林根的 René Böttcher 在河内经
营着一家成功的事务所，并且即将加入越南国籍 – 虽然
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于一个在越南的德国人而言，一切
似乎都让人崩溃，但现在他已经熟悉了这里所有的文化
特质，并且也十分认同。 

印度：LARA DE ROOIJ 
“作为荷兰建筑师，我于 2007 年在孟买开办了自己的
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事务所。开始阶段就非常顺利，每
年都会有稳定的项目量。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公司和私人
客户，对政府项目或者公共机构的客户则不太感兴趣。
在开始阶段，我们有许多需要学习的东西，尤其是如何
将画在纸上的图纸变为真正的建筑。一开始的时候，印
度的施工工地给我的感觉总是特别缺乏组织、混乱且散
乱。但在执行了数个项目之后，我发现，对于有些事情
为什么和我最初计划的不同这个问题，其实始终都是有
原因的。 

设计通常不是建造过程的一部分。对此，我过了很久才
发现这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在印度计划总是赶不上变
化。重大灾害，例如停电、洪水、火车罢工和‘Bhand’
（由于政治家死亡、政府更迭、选举日和许多其他可能
的原因，导致城市封锁以及公共设施和社会机构关闭）
都可能对项目造成影响，因为在这些情况下，人员和材
料都无法及时抵达施工现场。除了这些常规的不可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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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a de Rooij 
1978 年出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在代尔夫特攻读建筑学专业。在 2004 年毕业后，她首先在多个事务
所参与了大量国际性项目，这其中也包括印度。最终，她在 2007 年
在孟买创立了 LMC Architects。除了建筑师这份工作以外，她还在 
Kamla Raheja Vidyanidhi Institute for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Sir JJ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以及 Nirmala Niketan College 学
院授课，这些学校都在孟买。
www.LMCarchitects.com 

焦点话题：亚洲

之外，在最近的两年中，我们还要面对货币贬值以及新
颁布的增值税法所造成的问题。 

对规划的不重视以及执行力方面的欠缺同样也会对设计
和生产造成影响。多年以来，我们只会在施工进行到一
定程度后，才会真正启动设计阶段的工作。在设计阶段
没有什么急迫的要求。除此以外，可能还需要对原有设
计进行大量的变更，因为客户会花更多的时间去重新思
考，并且斟酌他的要求。在更为私人的层面上，我必须
承认，我花了超过六年的时间才真正理解为什么许多人
总是会紧急取消会议，为什么总有许多人不能按期交
货，或者拒绝提供某项约定好的服务。他们其实是要紧
急赶往医院，因为某个叔叔、某个婶婶或者某个侄子必
须住院。在欧洲，只有非常亲近的亲属入院治疗的时候
人们才会陪同去医院，或者会选择在下班后前往医院探
望。在印度则不一样。在这里，在一位患者被送入医院
前，所有家庭成员都要贡献出自己所能从自动取款机上
取出的最大数额的金钱，以便凑够所需支付的住院费。
和不可靠的规划过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客户对我和我
的公司给予了信任，并且也非常忠诚，尤其是在完成了
第一个项目后。绝大部分客户都会成为回头客。有些甚
至根本不愿意和其他设计师合作，而是会一直等待，
直到我们有空接新项目为止。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就
包括我们在财务以及期限方面做到了最大的透明度。虽
然在初期我们项目非常多，但在中期的数年中，公司的
发展速度却逐步放缓，但非常稳定。两年前，公司开
始走上正轨。目前，我们正在为 Tata Steel 的一处面积
为 6000 平方米的曲棍球学院提供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
服务。我们还将负责为孟买的一所法资学校新建占地 

3000 平方米的欧式风格的校园。我们还规划并建造了新
的荷兰总领馆，并且能够为老客户提供多样的室内设计
服务。” 

日本：CLAUDIA HILDNER 
“对日本文化全情投入：如果要作为建筑师前往日本工
作，那么就必须要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认识和了解这个国
家。特别需要适应的是那里严格的等级制度，以及极难
平衡的工作生活关系。毕业生必须准备好融入前辈/后辈
体系，而这种观念早在大学阶段就已经深入人心。办公
室不成文的规矩很多，其中就包括，只有老板才可以第
一个下班回家。在办公室里典型的道别方式是：“O saki 

ni shitsureishimasu.”翻译过来就是：“对不起大家，我
要先走了。”大部分日本人虽然工作很努力，但效率往
往一般，因为直到老板午夜前后下班回家前，他们其实
有充足的时间。如果老板意外地早下班的话，大家则会
选择出去聚聚：接下来，整个办公室会前往一家或者多
家酒吧参加“饮酒聚会”。年轻的建筑师们往往会在办
公室内放置一个睡袋和一块睡垫，以便在错过了最后一
班回家的地铁后，能够相对舒服地在办公桌下睡一晚。
加班自然是没有加班费的，并且硕士毕业后平均入行工
资为每个月大约 180000 日元（约 1400 欧元）。一所面积
大约 20 平方米的廉价公寓在东京市区可以算作标准单身
公寓的配置，月租大约需要 70000 日元（约 550 欧元）。 

日本毕业生如果日后打算另起炉灶的话，通常情况下会
尽可能进入知名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就职。如果在大学就
读期间就可以和事务所建立起联系，并且/或者教授能够
为学生美言几句，这将会十分有帮助。像这样的建筑事
务所，必须在那里坚持三年，并且在这段时间内要尽可
能通过日本建设省的复杂考核，成为所谓的“1st class 

kenchikushi”（初级建筑师）。如果师傅允许，学生就
可以创办自己的工作室，通常是从设计建造一幢单户住
宅开始。在日本，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独特的小房子的其
中一个原因就是，年轻的建筑师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引起
别人的注意。 

www.LMCarchitec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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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家在一个方面有着共性：鲜艳、刺耳并且喧闹 – 比如东京。 

Claudia Hildner 
1979 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 

在 1999 年至 2005 年期间就读于慕尼黑工学院建筑学专业。在这段时
间里，她获得了一笔欧盟提供的奖学金并以交换生的形式前往东京大
学就读了一个学期，并从此唤起了自己对日本的热情。完成学业后，
Claudia Hildner 投身于新闻专栏行业，先是在慕尼黑就职于 Baumeister 
杂志社，然后前往斯图加特为 Metamorphose 杂志工作。2009 年，她再
次前往东京，但由于东日本大地震及其造成的严重影响，她不得不在 
2011 年早早地返回德国。自那之后，她一直在为多家建筑刊物担任自
由撰稿人。
www.childner.de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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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内，城市生活和城市交通则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则。

在孟买，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痕迹仍然随处可见。 

而且亚洲城市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在绝大部分的大城市中，人们的居住空间都非常狭小。 

而对于追求的是能实现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的人来
说，他们会倾向于在大型建筑设计公司工作，例如日
建设计株式会社。但需要提前一年投递简历，因为应
聘过程非常复杂，并且日本公司一般都会固定在每年
四月份录用新员工。作为外国人，在参加这样的应聘
时有多高的胜算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尤其是签证状
态。对于忠实的日粉而言，建议首先通过其他渠道入
境：例如通过就读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同样，外国的
事务所如果打算在日本设立分支机构，其全权代表中
必须至少有一人在当地持有长期签证。至于如何取得
合法身份的问题，即使是在许多年以后，最简单的方
法或许仍然是：找到一位绅士的日本男性或者漂亮的
日本女性，然后结婚。” 

越南：RENÉ BÖTTCHER 
“作为一名德国建筑师，我在越南的生活和工作都
十分顺利。在河内生活了八年之后，我完全可以问
心无愧地这么说。对于国外一再推崇的那些关于德
国人的优良品质，如果能够全部具备的话，那这已
经可以算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了。当然：也不能太过
“德国”，许多事情在这里就是不一样；如果忽略
了这一点，那么早晚会失败。重要的是，必须保持
开放的心态，尤其是不能先入为主。2010 年，当我
决定离开德国的时候，这绝对不是一个心血来潮的
决定。在大学期间，我已经在中国工作了一年的时
间，并且在那里亲眼见证了超过 10% 的经济增长究
竟意味着什么。无论是规划、设计还是建造，都是
超大规模的，而且这一切还都是在创纪录的时间内
完成的！数百公顷的城市规划、大面积的住宅楼施
工、基础设施、旅游项目和各类公共建筑的建设 – 

这里绝对是建筑设计工作者们的天堂。我立即觉得
斗志昂扬！ 

焦点话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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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最终我为什么会去越南，这还得感谢我之前的德国
老板，是他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在他河内的事务所为我
提供了一个岗位。不过，和他的合同只有一年的时间，
而我也才刚刚开始理解并且认识这个如此复杂的国度。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供职于一家越南建筑设计事务
所，期间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最终，我决定自主创业。
在越南开办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手续办理过程非常简
单，再加上这里的生活成本也比较低，因此，在创业初
期，一些小项目和每个月几百美元的收入就已经足够维
持我的生计了。要是在德国的话，我可能早就被迫放弃
了。而在这里，我在没有太大压力的情况下，在相对较
短的时间里创办了一间有四名员工，同时也有一定客户
基础的小型事务所。在德国接受过的建筑设计师培训，
加上在亚洲市场所积累的经验，这为我在越南打通了许
多渠道。再加上对越南语的掌握，也就难怪客户会对我
们赞叹不已。当地的投资者非常欣赏德国式规划设计的
品质。另外，来自德国的建筑设计方案销路也非常好。
必须承认的是，和德国相比，这里建筑师的佣金要低一
些。但由于工资和附加成本同样也低不少，因此，利润
空间其实差不多。 

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与本地的甲方以及各类公司打交道
的方式。这里的人喜欢在餐馆或者咖啡馆开会。而且十
分看重私人的交往关系，且重视程度甚至超过所签署的
合同。如果客户在午餐时要和大家喝酒，这并不意味着
他是个酒鬼，而更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欣赏。说到底，
谁会愿意和自己不喜欢的人一起喝酒呢？ 

在越南，（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工匠培训课程，
这当然会对施工质量造成影响。所以，在设计阶段就应

对此加以考虑。因此，这里的人宁愿选择大家都熟悉的
施工技术，同时避免过于复杂的细节。这样一来，建筑
设计师要提供的质保期也要短得多。如果提供五年质保
的话，客户就已经会感到特别高兴了。一般情况下为一
到两年，许多本地的同行甚至根本不提供质保。原则
上，所规划的投资回收周期也要短许多。投资者计划的
投资回收期最长为三到五年。在经济增速稳定在 9% 的
条件下，这绝对是可行的。在这里，一周工作六天，星
期天休息。 

这听上去很累，实际上也真的很辛苦！不过作为补偿，
这个国家有很多法定节假日。其中，越南的新年假期
“TET”是最重要的！整整两个星期，原本喧闹的国家
会突然安静下来。对于进行中的施工或者规划设计项目
而言，最好在这之前结束。将“未完成的工作”带入新
年会带来厄运，这里普遍都迷信这种说法！除此以外，
在这段时间里，根本找不到任何工人愿意放弃朝思暮想
的休假去加班，哪怕仅仅只是一个小时而已。即使你愿
意出平时十倍的工资，也绝对不可能。对此，我十分清
楚。在早期的一些项目中，我曾经数次尝试过。但现如
今，我当然也已经入乡随俗。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会
发现，这样的优先级安排其实也完全正确。能够和家人
及朋友共度美好时光当然总是比赚钱更重要。 

而作为受过严格训练的建筑师，我经常会忘记这一点。
到今天为止，我都没有后悔来到越南。恰恰相反！整个
国家正处于发展建设阶段，人们的生活质量正在不断提
高。对于一名建筑师而言，能够为这样的发展做出自己
的贡献绝对是最值得的事了！”

René Böttcher 
1981 年出生在德国 Schmölln 
在接受了一段高层建筑专业技工方面的培训之后，René Böttcher 于 
2004 至 2009 年在埃尔福特应用技术大学攻读建筑学专业。在埃尔福
特求学期间，他已经通过在中国成都一个学期的实习获得了不少实践
经验。除了建筑设计本身以外，René Böttcher 还对基于图像的虚拟实
景空间构建特别感兴趣。这为他 2012 年在越南河内创建的可视化技
术办公室 V-Lab 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还从 2014 年开始经营着一
家建筑设计事务所 MOCCA Architects。
www.mocca-architects.com 
www.v-lab.co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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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 
位于苏州的阳澄湖别墅  
设计单位：如恩设计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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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对于中式建筑而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成功地复兴本地传统建筑风格并不意
味着在装饰方面必须拘泥于民俗。对于
建筑设计师郭锡恩先生和胡如珊女士而
言，他们通过苏州阳澄湖上的高端别墅
以一种十分精妙的方式，实现了中式生
活传统与国际化标准之间的共生。 

中国人喜欢传统的中式天井。这样的传统已经延续了至
少 2500 年，并且每个人都知道这种被称为“四合院”
的住宅形式。许多彼此连在一起的四合院构成了社区，
而许多这样的社区则构成了整座城市。但 21 世纪的中
国业主同样也喜欢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流行的原创西式建
筑。来自上海的建筑设计师郭锡恩和胡如珊在拥有百万
人口的城市苏州的近郊设计建造了一处由 50 幢别墅组
成的社区，他们尝试在传统的西式和传统的东方建筑之
间营造出一种共生关系，以期能够同时满足来自两个世
界的要求。然而对于欧洲人而言，并无法马上破译这次
尝试成功的秘诀。在传统的中式灰色砖墙之上，是用白
色灰泥粉刷的上层建筑，因而欧洲气派十足。长长的两
排白色别墅即使是出现在柏林的哈弗尔河或是荷兰的运
河两岸也不会觉得突兀。 

传统的中式主题 

根据传统中式建筑，可通过将各幢建筑联排建造在一
起，来形成独享的内庭。前院以及通往院前池塘的窄桥
同样也要体现出传统中式庭院设计方面的风格 – 而这在
苏州尤为重要。这座古老的城市在其核心地带有多条具

有历史价值的运河流过，拥有多座名列世界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的园林，而且始终和水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天，
苏州是上海和北京高铁线路之间的一座新兴城市，同时
也是国际企业的首选地点。在这个项目中，这些别墅与
“阳澄湖”之间的直接关联并不仅仅只是用来吸引眼球
的噱头。它们也是场所精神的组成部分。同样，在用料
方面，这些别墅也与传统紧密相连。例如，底层的砖墙
对于欧洲人而言仅仅只是灰色的砖而已，但熟悉地方情
况的中国人看到的却是数千年来当地首选的建筑材料。 

底层的开放式设计 

在房子的内部，满是精致的各类材质表面和悉心施工的
各种细节，再配上德国建筑装潢行业能够提供的最好的
装潢材料：从管配件直至室内门。但在这里，同样也能
够找到大量诠释不同建筑风格传统的细节。通过平面图
可以看出，传统中式设计的影响尤为突出。在底层，设
置了各种功能区以及库房和保姆的生活空间。房子所有
的“公共”功能都集中在底层，其外由砖墙环绕。而与
之不同的是，上层空间第一考虑的就是私密性。“公共
的”客厅和独享的院内庭院首要的目的是用于展示，以
及款待宾客。在上层的卧室之间设置了第二处绝对私密
的起居空间。真正的家庭生活是在这里开展的。建筑面
积达 600 平方米的别墅（取决于具体的户型）并未设置
儿童房或者仅设置了一间儿童房，这个问题的根源可能
是过去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影响。 

现如今，正在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在这方面同样也
十分接近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理念——自愿也非常乐意
只生一个孩子。 

共生：阳澄湖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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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的底层区域用作展示以及接待宾客。而上层则保留着私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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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中心：“社区广场”是社区的核心地带。 

共生：阳澄湖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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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灰色的砖是本地区一种非常典型的建筑材料，小礼堂的基座同样也是用它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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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一部分采用了木制嵌入式家具，其他部分则与落地窗煤黑色的窗框交相辉映。 

所有别墅在其待客空间中都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池塘。 

引人入胜：围绕着主走廊的空隙，方便您向内和向外查看。 

共生：阳澄湖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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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帘将不同的居住区域相互隔开。第二处绝对私密的起居室位于楼上。 

设计（例如这里的楼梯间）在细节方面特别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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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时，可以打开第二扇门扇。 可从过道平面图中看出门的宽度。 

防盗安全进户门平整嵌入到深色的镜面玻璃立面中，没有一丝破绽。 

选材和颜色对于该社区而言绝对是体现品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上层
建筑采用的是白色灰泥，并且配以柔和的木饰面，底层采用的则是
当地非常典型的浅灰色砖。而全玻璃幕墙则体现出了建筑的个性。
由 Hörmann 为全部 50 幢别墅提供了与楼层高度相同的钢板进户门，
而且颜色还能够与玻璃立面煤黑色的梁柱结构相搭配。根据具体的
平面图，它们的两侧还搭配了固定安装的玻璃幕墙。门体由两个门

扇组成：普通的进户门和一个固定式的可在需要时打开的副门；门
扇由钢板和 PU 硬泡沫隔热材料填充加工而成，隔热能力达到了 UD = 

1.7 W/(m2K)。为了确保理想的防盗效果，在别墅的进户门中安装了防
盗性能极高的安全装备。为了突出建筑的优雅气质，建筑设计师选
择了简约的长条型不锈钢门把手。Top Security 进户门只在亚洲市场
上销售。 

Hörmann 专家意见： 
Top Security 钢板进户门 

共生：阳澄湖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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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平面图  顶层平面图 

地下室平面图 

剖面图 

位置图 

地点：中国苏州阳澄湖阳城环路199号
业主：新加坡万邦集团（中国苏州）
建筑师：中国上海如恩设计研究室
室内设计师：中国上海如恩设计研究室
总建筑面积：50 幢别墅，每幢 600 m2 

竣工时间：2016 

照片：Pedro Pegenaute，Pamplona，ES/Hörmann 

Hörmann 产品：Top Security 进户门，配有 RC 3 安全装置（在亚洲市场上销售） 



混搭 
迪拜宝格丽酒店 
设计师：ANTONIO CITTERIO & PATRICIA V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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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阳顶棚的纹路让人想起珊瑚。 

在过去满是荒漠的地方，现在每天都会
有新的建筑设计作品问世。迪拜因此成
为了各式奇妙建筑物的汇集地。而对于
一家奢侈酒店的设计，Citterio & Viel 无
疑还有更为复杂的目标。所呈现的出是
一种完全混搭风格的作品，它融合了世
界著名的罗马珠宝商的古典主义风格，
当代的意大利建筑风格和阿拉伯式的装
饰设计风格。 

奢侈品牌有很多。“宝格丽”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品牌之
一。这家来自罗马的珠宝商最初仅从事珠宝生意。但作
为如此成功的品牌，可以开展的业务绝对不止于此，因
此宝格丽很早就决定拓展“品牌范围”，也就是说将
品牌形象应用到其它相关产品领域（例如皮草、钟表
或者香水）上。2001 年，宝格丽开始和酒店巨头万豪集
团进行合作。从 2004 年开始，第一家宝格丽酒店开始
营业。由于宝格丽是奢侈品集团 LVMH（法国酩悦·轩尼
诗-路易·威登集团）中的一员，因此，业务拓展得更加
顺利。作为必然的结果，在那些低调并不受欢迎，而奢
华总是受到偏爱，并且最好是越张扬越好的地方，新的
五星级酒店拔地而起。除了伦敦、米兰和莫斯科以外，
蓬勃发展的近东和远东地区的亚洲大都市也在其列，最
近加入的还有迪拜。 

完美的细节 

对于建筑师 Antonio Citterio 和 Patricia Viel 而言，虽然他
们一直负责宝格丽酒店的设计，但在迪拜的工作却是一

次特殊的挑战。这是因为，一旦整座城市都成为了炫目
浮华式建筑设计的集中地，那么再惊人的建筑外观也会
变得苍白无力。为了突出重围，就必须在细节方面追
求极致，从而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宝格丽专属的氛围。因
此，这座拥有 101 间客房的酒店在整体建筑形式上毫不
张扬。主楼、20 座私人酒店别墅、六幢拥有 173 间公寓
的公寓楼、15 幢私人住宅和配有游艇俱乐部的首个宝
格丽游艇码头，这种建筑组团会让人依稀联想起意大利
南部的传统渔村。从人工岛卓美亚岛的始端开始依次排
列着所有的建筑，从高空中看下去，这座岛好像一条 
海马。其他人工岛，例如“棕榈岛”和“世界岛”都在
附近。 

伊斯兰装饰风格 

设计的目的是要将经典的宝格丽风格、时尚的意大利建
筑风格和中东情调混搭在一起。而为了体现中东情调，
大量的表面都采用了传统的伊斯兰式的装饰设计，整个
酒店从内到外风格尽显。众所周知，由于伊斯兰教反对
偶像崇拜，排斥具象，因此阿拉伯国家发展出了特别复
杂的装饰艺术。来访者首先会记住的就是宝格丽酒店的
立面，它采用了复杂的非对称式设计，就像一丛密集的
珊瑚礁。垂直表面连接着采用了摩尔人传统纤细交织
花纹的窗扉，这种半透明的格子窗一方面可以保证私密
性，另一方面则可以对空间进行划分。在水平使用时，
它们就成了经典的“Brise Soleil”，也就是所谓的“遮
阳板”。这些主要由 Le Corbusier 引入现代建筑设计的
元素最初也是来自于北非和阿拉伯地区，同样也是用来
遮挡阳光。在迪拜宝格丽酒店，欧式与中东两种不同的
奢侈风格之所以能够和谐共生，主要应该归功于这些
“遮阳板”，它们发挥了精妙的装饰效果。 

混搭：迪拜宝格丽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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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览无余：“棕榈岛”和“世界岛”就在旁边，远处是迪拜中部的海岸线。 

毫不张扬，但是考虑并照顾到了每个细节：宝格丽酒店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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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可以观赏日落的海景浴室。 

客人躺在套房的床上就可以观赏到阿拉伯海湾的开阔景观。 

混搭：迪拜宝格丽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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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没有人愿意离开套房的客厅和餐厅区域，但您也可以在超大的阳台上享受人生。 

简约的家具样式和采用天然石材装饰的墙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Spa 区域则采用了东方风格的全新时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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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别墅本身一样，周边区域也十分宽敞。 浴室同样也非常宽敞。 

别墅的主卧室配有特大号双人床。 

在距离主建筑稍远的地方，坐落着别墅 – 极致的专属享受。 

混搭：迪拜宝格丽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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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配备了 Hörmann 整体车库门 ET 500，并且采用了和立面相同的材料作为饰面。 

别墅的外观采用了明亮的米白色石板饰面。而作为对比，与主建筑连
通的车库则使用了较窄的锈红色涂漆木板。通往各个车库的入口分别
使用了两套 Hörmann 整体车库门 ET 500，它们采用了和别墅外观相同
的涂装材料。不过，门还是和别墅立面形成了反差，因为它们会稍稍
向内嵌入，和立面并不齐平。除此以外，Hörmann 还提供了另外一种
分段门。它们由 42 mm 厚的门板组成，其内填充了 PU 发泡材料。 

表面为带有粉末涂层的钢板，并压铸出了波形。这样一来，就能呈现
出一种细碎的光影效果。这些门的其中一部分通过 WA 300 驱动装置
控制，其它则通过 Supramatic HT 驱动装置进行控制。通往地下车库
的入口使用的是 Decotherm DD 系列的卷帘门，它们通过直接驱动装
置控制，并且可以实现快速开闭。卷帘门的安装深度很小，在打开时
会收起到拱腹的后面，非常节省空间。 

地点：Jumeirah 2，迪拜，阿联酋
业主：宝格丽，罗马，意大利 

建筑师：Citterio-Viel & Partners，米兰，意大利 

空间布局：101 间客房和套房、20 幢别墅 

餐饮：8 间酒吧和餐厅 
Spa：1700 m² 

竣工时间：2017 

照片：宝格丽，罗马，意大利/Nicole Lüttecke，迪拜，阿联酋
施工：Alec Engineering & Contracting，迪拜，阿联酋
Hörmann 产品：卷帘门 Decotherm DD、分段门 SPU F42 – Micrograin、整体车库门 ET 500 

Hörmann 专家意见： 
整体车库门和卷帘门 



不受约束 
深圳的深业上城建筑群 
设计者：SKIDMORE OWINGS MER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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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心中的购物中心就是这个样子 – 全球化在深圳同样也没有停下脚步。 

从深业上城开始，深圳成为了世界级的
消费电子产品交易中心，而来自 SOM 
的世界知名设计师也为此奠定了相应的
建筑设计基础。从城市建筑风格方面来
看，整个建筑群和这座城市紧密地交织
在一起，而在设计方面，则与当地的高
科技产业一样，严格遵循着国际风潮的
导向。 

1950 年，深圳的人口只有 3000 人，比一座渔村大不了
多少，但由于紧邻香港，因而其地理位置优势十分明
显。后来，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决定建立经济特区。
对于这一决定的意图，他的表达非常具有诗意：“让西
风吹进来。致富光荣。”今天，深圳拥有差不多一千两
百万人口，其人均收入水平为国内最高。这样看起来，
自那时起，对于邓小平的这份特别的“荣耀”期许，深
圳地区始终都不负所托。紧随着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政
策，中国国内迎来了一段轰轰烈烈的发展建设时期，这
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当前的亮点，但
绝非终点，是由 SOM | Skidmore Owings Merrill 负责的
“深业上城”项目。 

设计方案的突出之处 

对于全球化设计理念而言，将办公室和酒店、公寓、餐
厅以及购物区混合在一起这种典型的应用方式本身其实
并不新鲜。设计方案真正的突出之处在于 CEEC – 中国国
际消费电子展示交易中心。这座由省政府牵头建设的展
示交易中心需要向全世界（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深圳本
地）证明这座城市作为国际消费电子中心的实力和创造
力。与这种独特的建筑设计风格一起，深业上城成为了
中国领导力的象征现如今，只要您还在使用手机，就绝

对绕不过深圳这个地方。美国的苹果手机在这里生产，
华为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上正掀起一轮新的波澜，而众
多其他中国企业也在这里为全球电信市场生产部件。深
圳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断打破着之前的记录。而对于打破
纪录的渴望同样也反映在城市面貌上。在这里开展设计
的都是在世界建筑设计领域颇负盛名的知名企业，美国
大型建筑设计事务所 Kohn Pedersen Fox 凭借海拔 600 米
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目前仍是这一记录的保持者。 

简约的设计 

SOM 两座的“深业上城”塔楼虽然海拔高达 299 米和 

388 米，但从外观而言却非常朴素。尽管如此，它们仍
然成为了地标，并且对于这座城市而言无比重要。该
项目连接着两座最大的公园，即莲花山公园和笔架山公
园，并因此形成了一条连续的“绿色纽带”。SOM 设
计的合伙人 Gary Haney 希望能通过他作为单人帆船水手
的私人经历来解释一下“设计式简约”。只要单独在一
艘小艇上航行过，就一定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东西
都必须毫无例外地进行精简，但同时又必须足够实用。
而就是在这样的精简主义的大背景下，同样也能产生出
优秀的建筑设计作品。他在设计高海拔的塔楼时，层内
除八根巨柱之外，再无其他柱子存在，无论在哪里都能
一览无余地看到楼外风景。另外，两座塔楼的立面均采
用了宽三米、高度与楼层高度相同的玻璃幕板，无论是
在透明度方面，还是在工程技术方面都发挥到了极致。
在高度较低的塔楼中仅设置了办公室，而在高度较高的
塔楼中则在 67 至 79 层开设了文华东方酒店。从那里，
住客可以向下看到高出周围街道的广场。而这片区域则
连接着两座塔楼，公寓区，CEEC 和属于文华东方酒店
的会议中心。酒店下面的楼层配备有各色餐厅、奢侈品
商店和一个购物中心，它们全部都采用了时尚且统一的
室内设计风格。在这里，成功的深圳人可以用邓小平所
说的“荣耀”，也就是金钱购买他们所需要的消费品。 

不受约束：深圳的深业上城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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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楼的其中一个管理区中，还放置了一套深业上城建筑群的等比例微缩模型。 

仅从外观上就能看出它们不同的功能性。 

广场区只有三层高的建筑和周围的高楼大厦相比显得十分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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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木饰面很好地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这里的门全部都是钢板制成的防火门。 

在发生火灾时，无需超级英雄出现即可保障安全。IMAX 影院入口处的防火门能够提供足够的安全保护。 

凭借 1,200,000 平方米的总建筑面积，深业上城绝对算得上是深圳最大
规模的建筑项目之一。相应地，由 Hörmann 为该项目提供的防火门
的数量也非常之大。在整座建筑群的不同建筑内，总计安装了超过 

8000 扇防火门。所有门和门框均使用了钢板。主要特点：部分门扇使
用了不同的材料作为饰面。例如在管理区，门扇表面使用的是橡木薄
板。而 IMAX 影院入口的设计则要奢侈得多。在这里，将亚光的木饰

面和反光的金属饰面组合在了一起，并且采用了不规则的多边形设
计。无论是单扇门还是双扇门，门扇的厚度均为 60 毫米。根据中国
国家标准，它们的耐火等级为 B 级，安全等级则为 C 级。除此以外，
Hörmann 还提供了分段门，它们使用了 40 毫米厚的 PU 发泡材料隔热
层，隔热效果良好。 

Hörmann 专家意见： 
防火门和车库门 

不受约束：深圳的深业上城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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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中国深圳福田区皇岗路 5001 号
业主：中国深圳深业置地 

建筑师：SOM | Skidmore, Owings & Merrill（美国纽约）/
Urbanus（中国深圳）/Gravity Partnership（中国香港）
总建筑面积：1,200,000 m² 

产业研发大厦：332,700 m² 
LOFT 面积：100,000 m² 

商务公寓：170,000 m² 

商业：167,000 m² 

酒店面积：50,000 m² 

绿地率：40 % 

底层平面图 

竣工时间：2018 

照片：张力，中国南京 
Hörmann 产品：贴面防火门 HC，分段门 LPU 40 



功能性 
北京天坛医院
设计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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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örmann 为该所医院提供了超过 2000 套室内门。它们非常坚固耐用，而且能够耐抗化学清洗剂的腐蚀。 

对于医院系统的建筑而言，仍然适用 
Louis Sullivan 的经典名言：“形式总是
追随功能”。由于医院对功能性要求非
常高，因此在形式方面似乎几乎没有任
何突破的余地。然而作为世界一流神经
外科研究中心的天坛医院却是根据极富
诗意的构建理念“六感五情”来设计
的，它的主楼外观设计极富特色。 

医院系统内的建筑很少会被当作试验模型采用特别大胆
的建筑设计构思。因为这会导致需要完成的建筑体量特
别巨大，规划设计时间特别长，功能要求特别高，并且
各个科室的改造也十分麻烦。就算不考虑整个建筑物的
体量，现代化的医院也几乎无法融入到城市的历史建筑
风格当中去。各类医院现在大多都集中在大城市的周边
地带。在中国，这一点和在欧洲没有什么不同 – 新的北
京天坛医院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 

建筑设计方案方面的竞争 

北京的市中心同样也急需减负，否则就有崩溃的危险。
而体量巨大且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的天
坛公园也无法容忍在其周围有任何其他建筑物与其形成
竞争关系。但如果市政府决定在原地将 1956 年建成的
“北京天坛医院”进行必要的扩容扩建的话，那么上述
的情况就真的有可能发生。因此，在 2010 年终于决定
将该医院搬迁至丰台区，这里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叶还
只是一片胡同，但现在这里的人口已经达到数百万。在
这一庞大项目的准备阶段，德国方面就已经参与进来，

并且就项目的具体实施进行了仔细论证 – 最终，该项目
由中国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BIAD) 负责落实。 

时尚的外墙 

设计师很好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具体方法是将所
需的总体空间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单元，并将其细分为不
同的结构空间 – 其整体形式与一艘航空母舰非常相似。
最显眼的设计无疑是项目的主楼。柳条编织式的装饰设
计形成了华丽而又时尚的外观，Herzog & de Meuron 继 

2008 年完成北京鸟巢的设计之后，又一次引领了国际建
筑设计领域的新风潮。在天坛医院这一案例中，由白色
网格形成的柳条编织式设计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鸟巢进
行了致敬，并且构成了建筑的最外层外观。而这一亮点
设计并未应用到排列在主楼后面的科室建筑上。 

富有诗意的构建理念 

与之不同的是，整个项目的构建理念极具诗意：“六感
五情”。我们希望患者、探病者和员工通过他们的所有
感官能够获取到这样的信息：即在这家医院，尊重、权
威、信任、安全和舒适至关重要。我们将通过特定表面
的颜色和触觉，通过声学规划、照明技术以及通风系统
来实现这一目标。总体而言，该建筑项目在 352000 平
方米的面积上将规划建设多个专家门诊区、普通门诊
区、候诊区、后勤部门办公区和行政大楼 – 以及 1650 

张病床。天坛医院是世界三大神经外科研究中心之一。
如果严格地从一名德国国家健康保险投保病人的角度出
发的话，那么，除了天坛医院的标准病房以外，双床位
病房的贴心服务一定会令其感到满意。医院系统的建设
已经实现全球化 – 但国家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 

功能性：北京天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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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中国北京市丰台区 

业主：中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建筑师：BIAD –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建筑面积：352,294 m² 

床位数：1650 张床位 

费用：4.5 亿欧元 

竣工时间：2017 

照片：陈溯，中国北京 
Hörmann 产品：ZK 钢板门 

底层平面图 

39PORTAL 45

Standort: Fengtai, Peking, CN

Bauherr: Beijing Tian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Peking, CN

Architekt: BIAD – Beiji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Brutto-Grundfläche: 352.294 m²

Kapazität: 1650 Betten

Kosten: 450 Mio. Euro

Fertigstellung: 2017

Fotos: Chen Su, Peking, CN

Hörmann Produkte: ZK Stahlblech Türen

Grundriss Erdgesch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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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人眼球：Hörmann 位于北京的工厂在色彩方面同样也与周围环境相得益彰。 

HÖRMANN 专家意见：亚洲 

Hörmann 的 Dirk Fell 和 Jochen Nippel 介绍了他们
在亚洲做生意的经验 

1998 年，Hörmann 来到中国。Dirk Fell，
现在的总经理和他的继任者 Jochen 
Nippel 针对亚洲业务关系的特点分享了
他们的经验。 

欧洲人和中国人是否比我们认为的更加相似，或者那些
老式的刻板印象是否有道理？ 

在当今的中国，中国人的形象并不完全是受孔子影响的
安静而又和谐的样子。许多中国人总是缺乏耐心。而相
应的，这里的发展也充满了活力。要知道，中国人往往
是优秀的商人和难缠的谈判对象。 

社会和文化差异对于供应商行业的业务流程而言，会有
怎样的影响？ 

必须快速做决定，对变化保持开放的心态并且保持灵活

度。一份已经签订的合同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会被履行，
而只是被看作进一步发展业务关系的基础。外部因素经
常会扮演一定的角色：无论是停产，还是无法交付。有
时候，这会令供货过程变得非常难以预测。 

在中国和欧洲之间，业务流程方面最大的区别都是 
什么？ 

在中国，建筑师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作为供应商，必
须考虑到这一点。建筑师纯粹属于服务提供商，而不是
具有创造力的决策者。他在这里要完全依从于业主的意
志。知名的欧洲建筑师对此会感到非常不适应。供应商
必须迎合中国市场和中国人的品味才能在这里获得成
功。对于门而言，没有任何标准尺寸，每扇门都是“量
身定制的”。因此，务必要在生产设备的灵活性方面下
功夫。 

HÖRMANN 专家意见：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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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örmann 参与了众多大型项目，例如由 Zaha Hadid 设计的在 2012 年竣工的北京银河 SOHO。在这里，Hörmann 负责提供室内门。 

照
片

：
Hö

rm
an

n 

Dirk Fell Jochen Nippel 

亚洲国家在技术方面算得上是创新的。德国的一流工艺
还能在这里取得某种基本的信任吗？ 

德国公司和“德国制造”依旧有着令人不可思议的信誉
优势地位。而与之相比，人们对本国制造的信任度却非
常低。 

和欧洲建筑设计师相比，中国建筑设计师对产品的要求
都有哪些不同？ 

基本上，在建筑材料方面，他们对质量的理解并不十分
透彻。但对于 Hörmann 这样的优质制造商，依旧也会提
出高品质要求。 

亚洲业主是否和欧洲业主有相似之处？还是说这里其实
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亚洲，一切都更快、更大。但对可持续性和使用寿命
并不是特别重视。因此，中国 Hörmann 的项目业务占比
非常高。 

在标准方面，例如防火标准方面，都有哪些差异？ 

防火方面的标准在亚洲差异很大。一方面，有没有任
何标准的国家，他们参照的是“英国标准”。而另一
方面，中国则有着非常先进的防火标准。例如，所有
防火门都配有一块微型芯片，在其上存储了所有技术
数据、制造商和安装地点。挑战在于标准的大规模落
实以及相应的监管。 

在亚洲，质保是如何规范的？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体系，以及相应的质保规
范。但在许多亚洲国家，对质保的理解以及提出质保
主张的意识普遍非常低。相反，日本的质保规范和对
质量的理解相比德国还要强上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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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9 年 07 月起，Hörmann 将扩展其防火产品系列，增加防火型纺织幕帘。 

HÖRMANN 
在 2019 年德国慕尼黑建材博览会上

防火幕帘 FLEXFIRE 

Hörmann 的防火产品系列十分完善：
其 中 包 括 钢 板 门 和 不 锈 钢 板 门 、 
钢 或 铝 合 金 材 质 的 管 架 零 件 、 全
玻 璃 质 系 统 隔 墙 和 防 火 推 拉 门 。
从 2019 年 07 月开始，Hörmann 将
会扩展该系列产品，增加防火型纺
织幕帘。它们适用于大尺寸的开口
（尤其是在开口上部以及侧面都没
有足够的存放空间时）。而对于推
拉 门 而 言 ， 则 需 要 足 够 的 存 放 空

间。FlexFire 是一种厚度仅为 0.5 毫
米的防火型纺织幕帘，它特别适用
于酒店、公共建筑、办公室或者百
货商场这样的场所。它的耐火等级
最高可以达到 E120。特别纤细的导
轨并不显眼，但是却能实现防火型
纺织幕帘的侧向引导。FlexFire 使用
了一套符合 EN 14637 标准的可锁闭
系统。光学烟雾开关可监控大门区
域，并且在探测到烟雾时确保幕帘
可靠地关闭。控制系统同样也允许

连接至现场的消防报警中心。纺织
幕布的最大尺寸可达 5 x 5 米，并且
使用了用 V4A 钢丝加固的玻璃纤维
织物。在有具体需要时也可以提供
更大的尺寸。发生火灾时，每米防
火幕帘能够在短短 4 秒的时间内关
闭。ift Rosenheim 根据 ISO 14025，
为 FlexFire 出具了一份环保产品声明 

(EPD)。这样一来，防火幕帘即可应
用在通过了相应认证，且在可持续
性方面有特别高要求的建筑物中。 

在 2019 年德国慕尼黑建材博览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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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型停车场直至多层立体车库都适用：Hörmann 的门禁系统。 

用于长时间停车的停车场的门禁系统 

从 小 型 停 车 场 到 大 型 多 层 立 体 车
库，Hörmann 可以为门禁系统提供
栏杆、入库和出库收费站以及自动
收费机。Hörmann 可以提供不同尺
寸和规格的栏杆。它们可以在最宽 

10.5 米的通道中进行拦阻，并且可以
设计成扁平形、圆形和八角形，或
者在高度有限时使用折叠式栏杆。
对于私人停车位，所采用的栏杆系
统应可以配合使用不同的操作元件
和身份识别装置，例如手持式发射
器、车牌识别装置或者感应环、各
类应答卡或者智能手机，以便实现

通 行 。 对 于 长 时 间 停 车 的 车 库 而
言，除了栏杆系统以外，Hörmann 

同样也可提供入库和出库收费站以
及配套的自动收费机。可以通过一
套身份管理系统进行管理。它可以
通过 LAN 或者 WLAN 实现连接。也
可以选择通过网络服务器来管理栏
杆系统和车库系统，从而提高灵活
性，同时不受地点的约束。这样一
来，就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访问车
库系统，从而在不受地点限制的情
况下，快速地对故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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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Security Line 产品系列适用于要求较高安全等级的区域内。 

对 HIGH SECURITY LINE 产品
系列的扩展 

Hörmann 的 High Security Line 产品
可以在高安全等级区域内进行出入
控制。为 High Security Line 产品系
列增加了自动护柱 A 275-M30-900 E 

和 A 275-M50-900 E。它们配有一台
无刷电机，并且可以选配  EFO 应
急功能，在大约 1.5 秒内就可以升
起。按照制造商的说法，这样的组
合形式在市场上是独一无二的。新
款自动护柱能够满足很高的安全要
求，达到了安全等级 M30 和 M50。
车辆与之相撞时，它们能体现出很
高的抗冲击能力。根据具体的碰撞
能量，可以阻止车辆通行或者实现
强力制动，继而可靠地封锁某个停
车位或者某幢建筑物。对此，独立
检验机构出具了国际认可的碰撞测
试证书。例如，通过了 M30 认证的
护柱 A 275-M30-900 E 能够拦截一台
重量约为 7.5 吨、时速约为 50 km/h 

的卡车，而通过了 M50 认证的护
柱 A 275-M50-900 E 则可以拦截一台
重量约为 6.8 吨、时速甚至达到约 

80 km/h 的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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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oPlan Hybrid 铝合金进户门的门扇在两侧均与门框保持齐平。 采用 4x4 设计方案的 DesignLine Concepto。 

HÖRMANN THERMOPLAN 
HYBRID 

Hörmann 的进户门产品系列可以提
供多种型号和款式，以满足不同家
居 风 格 的 需 求 。 无 论 是 铝 合 金 还
是钢/铝混合材料  – 针对不同的审
美品味和不同的经济实力，都能配
套 提 供 合 适 的 进 户 门 产 品 。 而 现
在，在高品质铝合金进户门领域，
Hörmann 在其产品系列中增加了 

ThermoPlan Hybrid 进户门。除了颜
色和设计风格以外，隐藏式边条和
齐平式表面同样也是这款门的质量

特性。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无论是
在外侧还是在内侧，门扇都与门框
齐平，因而显得特别大气和高雅。
除此以外，还有多种设计风格和颜
色可供选择。Hörmann 专属的铝合
金与不锈钢的组合可以实现极为稳
定的结构。除此以外，ThermoPlan 

Hybr id  还具有特别良好的隔热能
力，可达到 0.78 W/(m²·K)，同时还标
配有 RC 3 装备。 

4X4 设计方案：采用时尚设计
的室内门 

DesignLine Concepto 室内门系列能
够与现代式的装修风格完美融合。
根据 4x4 设计方案，可以在四种表
面效果以及四种颜色中进行挑选。
可以选择的表面效果包括超亚光、
高光泽、锦缎纹理以及亚麻纹理。
它们分别都有白色、煤黑色、灰色
以及灰褐色四种颜色可供选择。全
部的  16 种设计外观都十分耐用，
因为它们主要使用的都是抗冲击的 

Duradecor 表面。 

HÖRMANN 
在 2019 年德国慕尼黑建材博览会上

在 2019 年德国慕尼黑建材博览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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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隔音双门系统。 隔音推拉门可应用于较大宽度的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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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拉门：XXL 规格的优异隔音
效果 

XXL 规格的优异隔音效果 – 这就是 

Schörghuber 的新款推拉门。凭借
最大 2200 毫米宽和 2800 毫米高的尺
寸，可以用单扇推拉门封闭特别宽
的过道和走廊，并且将不同的区域
分隔开来。此外，门的隔音能力最
高达到 42 dB，适用于幼儿园、医
院、疗养院和酒店，可确保安静和
私密性。推拉门特别节省空间，非
常易于操作，并且在打开时不会妨
碍到人员或者放置的物品，因为门
扇不是翻开的，而是沿着墙体运行

的。另外，在操作力方面，大型推
拉门要比旋转门更省力。因此，如
果周围的墙体允许，那么建议使用 

XXL 推拉门代替建筑物的大型通道
所采用的双翼旋转门。Schörghuber 

的 XXL 推拉门在隔音性能方面最高
可以达到 42 dB，并且可以手动或者
自动操作。它可以贴墙运行，同时
无需地槛，也没有任何突出的五金
件。这样一来，在打开状态下，推
拉门可以确保过道完整的净空高度
和无障碍。Schörghuber 的合作伙伴
可以从 2019 年年初开始订购 XXL 隔
音推拉门。 

双门系统，提供最高 60 DB 的
隔音效果 

如果建筑物对隔音效果要求极高，
需要至少达到 56 dB，则应选用双门
系统。它由两扇门组成，它们相互
之间隔着一段固定的距离空间。凭
借改良型的门结构，Schörghuber 的
双门系统可实现最高 60 dB (Rw,P) 的
隔音效果。而为了确保实现相应的
功能，门在日常使用时必须严密关
闭。对于双门系统而言，最重要的
一点就是背压补偿。在 Schörghuber 

的产品上，这种气垫效应的消除在
外观方面没有任何不利影响。 

SCHÖRGHUBER
在 2019 年德国慕尼黑建材博览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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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心动的性价比：Zeroline living。 Zeroline living 产品系列将隐藏式铝合金门框与全幅门扇结合在了一起。 

ZEROLINE 铝合金门框 

崇尚极简主义的现代室内设计风格
成为了潮流。 

齐 平 式 表 面 和 简 化 式 设 计 在 房 屋
和 住 宅 的 建 造 过 程 中 越 来 越 受
到 欢 迎 。 为 了 紧 随 这 一 潮 流 ，
Schörghuber 在隐藏式门框领域增
添了新产品。2017 年年初，推出了
可以完全集成到墙体内的 Zeroline 

function 铝合金门框。它几乎适用
于 房 屋 建 造 的 各 个 领 域 。 同 时 ，
作为首款投放市场的隐藏式铝合金

门框，它还通过了 T30 防火功能认
证。除此以外，这款门框还可满足
防烟和防噪音、防盗以及防潮等方
面的要求。现在，Schörghuber 完善
了该产品系列，新增了两个型号：
Zeroline living 和 Zeroline glazing 同
样 也 采 用 了 无 框 和 齐 平 式 表 面 的
外观，并且是专为住宅而设计的 – 

没有特殊的功能要求。“Zeroline 

living”这一规格将隐藏式铝合金门
框与全幅门扇结合在了一起，不再
满足其他功能要求。再配以令人心
动的性价比，因此 Zeroline living 尤

其适用于私人住宅使用。在每个住
宅单元中，平均至少会有一扇门采
用全玻璃门设计。现在有了 Zeroline 

glazing，全玻璃门也可以与集成在
墙 壁 中 的 门 框 结 合 使 用 。 这 样 一
来，门框与全玻璃门的组合不仅可
以实现时尚的设计，而且还可以保
证居室的通透性和光照。Zeroline 

门框通过一种安装后可以批腻子、
抹水泥或者安装饰板的特殊铝合金
型材完全集成到墙体中，因而可以
实现无框且表面齐平式的外观。一
层 可 以 卡 入 门 框 中 的 灰 泥 网 确 保

SCHÖRGHUBER
在 2019 年德国慕尼黑建材博览会上 

在 2019 年德国慕尼黑建材博览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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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Door 的门禁控制系统 LightAccess 可以与门的外侧表面保持齐平进行集成。 

SMART DOOR 

凭借 Smart Door，Schörghuber 开
发出了一款智能型门禁控制系统。
在房屋和住宅建造领域，如果需要
一套智能且灵活的门禁控制解决方
案，那么它就是最佳选择。钥匙即
所谓的 LightPass，一种动态创建的
数字访问代码，通过 App 或独立于
平台以链接的形式通过短信或者电
子邮件发送到智能手机上。它可以
以光信号的形式，类似于一个二维
码显示在智能手机上，以便开门和
关门。除了 Schörghuber 独家采用的
基于 LSA 技术 (Light Speed Access) 

的光信号传输以外，对于 Smart Door 

而言，同样也可以使用其他技术来
操作门：其中包括 RFID、NFC 或者
蓝牙。对由于时间或者经济方面的
原因，不能立即完全转换为通过智
能手机进行操作的客户而言，这一
点特别重要。Smart Door 的出入权
限通过一个 App 或者基于云的平台 

LightCommand 进行管理。通过该管
理工具可以实现出入权限的创建、
删除和修改 – 安全、简单且直观。
与 Smart Door 的外侧表面齐平集成
的 Access 模块能够识别出入权限并
且向门的开闭机构发送信号。 

从 2019 年年初开始，Schörghuber 推出了一款集成了门禁控制功能的高品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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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式 Zeroline 门框的结构。 

了流畅的过渡，并且可以避免在门
框和墙体之间出现细缝。在采用协
调色或对比色时，Schörghuber 的 

Zeroline 铝合金门框也可以提供全新
的设计。这一全新的门框型号将从 

2019 年 2 月起投放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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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 (Lupo)，布面油画，80 × 60 cm，2015 Square，布面油画，70 × 100 cm，2017 

JOCHEN MÜHLENBRINK：
建筑和艺术 

虽然不该这么做，但作为 Jochen 
Mühlenbrink 画作的观赏者，人们会忍
不住想要触摸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因为 
Mühlenbrink 非常善于激发艺术爱好者
的感官需求：他会无助地站在画作前问
自己：这的确是真实的吗？ 

艺术界将此称之为 Trompe-l’Œil，翻译过来就是：视觉
欺骗式绘画。例如，Jochen Mühlenbrink 将看似空白的
油画布相互稍稍交错地立在一家画廊的墙面上。在这些
油画布上，观赏者只能看到一扇窗的投影 – 虽然这扇窗
其实根本不存在。而在另外一堵墙上，又有一些图像以
这种方式相互交叉重叠。但它们甚至还未拆封，用气泡

膜包裹着防止损坏，标着色标，部分还贴有发货标签
和缩略图。但这同样也是假象。因为这一切都“仅仅
是”画出来的，只不过细节非常丰富罢了。艺术历史学
家 Christian Malycha 这样描述道：“虽然画作的初衷并
非要表达任何东西，但它仍然体现出了绘画的全部意
义。所有绘画要素都已跃然纸上。除了画家的思想以
外，作品同时还表达了观者对画作的看法。”1 也就是
说，会引起观者的思考；例如： 如果有人画了一幅画
的背面，那么，在“正面”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的艺
术家通过几幅作品立即给出了他的答案；它们叫做“无
图”。其他一些作品可能会让观者有将“画作”翻过来
的冲动。说不定“真正”的作品就在背面。 
1 Christian Malycha 在“Jochen Mühlenbrink。 FRAGIL。画展作品”中
的表述，Radius 出版社，斯图加特，2013 

建筑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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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Jochen Mühlenbrink 
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师从 Markus Lüpertz，2007 年毕业。2010 年， 
他获得了奥尔登堡公共保险公司 (Öffentlichen Versicherungen Oldenburg) 
授予的绘画激励奖 (Förderpreis Malerei)；2012 年，他获得了 Solingen 
艺术博物馆和乌珀塔尔国家银行 (National-Bank Wuppertal) 授予的贝
尔吉施艺术奖 (Bergischen Kunstpreis)。他的作品在超过 50 场画展中亮
相。最近，除了在奥尔登堡城市博物馆展出画作以外，Radius 出版社
还出版了一本他的作品集。Jochen Mühlenbrink 在杜塞尔多夫和奥尔
登堡生活和工作。 

ASPN 
Spinnereistr. 7
04179 莱比锡 
www.aspngalerie.de 

Afterimage (Triptych VII)，布面油画 [三幅组成]，300 × 360 × 36 c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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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kl & Partner 于 2002 年设计出了自己的办公楼，即 Lindbergh 工作室。2017 年，工作室又扩建了一层。 

最近发生在 
慕尼黑的新鲜事儿 

简阳（音）来德国学习建筑学。这是一
步大胆的棋，因为在德国和中国之间不
仅仅隔着 7000 多公里，文化差异同样
也不容小觑。 

德国哪个方面吸引了您？ 

现代建筑的历史。我生长在一个建筑世家。包豪斯在中
国影响深远。总体而言，德国建筑的质量在中国享有很
高的声誉。因此许多人认为，如果要学习建筑的话，就
应该去德国。 

在德国，是否有哪幢建筑特别吸引您？ 

我们 Nickl & Partner 在慕尼黑的办公室 – Lindbergh 工作
室。这幢建筑造价低、工期短，拥有优秀的空间构造和
能效，同时运营成本也很低。而这五点恰恰是中国建筑
师和建筑公司希望在德国学习的。

德国哪个方面让您感到吃惊？ 

有很多方面！例如，DIN 标准和其他标准在德国是如此
详细并且完整，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说到底，德国建筑
师是在这些标准的基础上规划设计高品质的建筑的。因
此，这或许是一个并不让人意外的惊喜。 

您在德国的生活如何？ 

我就读于柏林工业大学，并且在柏林生活了五年。我必
须得说：和德国其他城市相比，柏林的确与众不同。那
里的生活非常轻松和惬意。之后，我搬去了慕尼黑。慕
尼黑给我的感觉是一座非常传统，但同时又非常优雅的
德国城市。当然，在这里生活品质会更高一些。 

哪些文化差异引起了您的注意？ 

可以用两个关键词加以总结：安静和喧闹。我相信，如
果一个德国人第一次来到中国并且进入一家中国餐馆的
话，他多半会感觉非常吵闹。而在德国则相反，公共区
域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安静的。 

最近发生在慕尼黑的新鲜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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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告 

下一期 PORTAL 的话题：生产 

如果形式总是要迁就功能，那么很大一部分生产建筑
在设计上都会让人感觉十分阴暗沉闷。但是却有一些
企业家已经认识到“企业的建筑风格”对于企业的形
象而言十分重要。即使是人们主观上认为没有什么特
殊作用的建筑，其外观对企业形象而言也同样会有所
帮助，因此即使是生产中心、物流建筑、仓库以及
车间也应该尽量体现出相应的设计理念。在第 46 期 

PORTAL 中，我们将向您展示一些 Hörmann 有幸参与
的工业项目。除此以外，您还将了解到工业用门和装
载技术领域的有趣知识。 

TAU Architectes/Pascal Varone 在工业领域的建筑设计作品。 至少是经典的巴伐利亚风格：慕尼黑啤酒庄园中的欢聚。 

简阳（音） 

1985 年出生在中国北京 

他在柏林工业大学的建筑学系学习，在这里他通过一些相关课程接
触并了解到了 Nickl-Weller 教授一些的态度和方法。毕业后，简阳
（音）在柏林和慕尼黑就职于 Nickl & Partner，直至 2015 年返回北
京。在这里，他为公司的中国办事处工作，参与了多幢医院系统建筑
的建设过程。其中包括西安国际康复医学中心、深圳市第二儿童医院
以及青岛妇幼保健院。
www.nickl architekten.com 

您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德国？ 

在日常生活中，我能够很顺利地融入，没有遇到任何问
题。我发现自己也是那种喜欢安静的人。但在工作方
面，我却会尝试着保持距离，因为我在办公室和建筑行
业中的角色更像是中国和德国之间的一座桥梁。 

是什么促使您最终回到中国？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当时是重新回到中国的绝佳机会。
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医疗保
健领域直到五年前才刚刚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我们
已在中国开始了几项医院系统建设项目。同时，Nickl & 

Partner 在北京也设立了一个办事处。 

德国有什么会让您想念的吗？ 

当然，我很想坐在啤酒庄园中，享用一杯鲜美的巴伐
利亚冰啤酒。另外，德国安静的生活同样也是我所怀 
念的。 

阅读完整的访谈内容，请登录 www.hoermann.de/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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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选择 
终生受用

全方位探索门的世界 

www.schoerghuber.de 

创新型表面系列
与 CPL 相比，Durat 的抗冲击性能提高了 
48%。优点：极为耐用，外观精致。凭借逼
真的纹理和极具现代感的纯色配色，Durat 
表面系列可以为您的室内空间营造出不同凡
响的时尚风格。

www.schoerghuber.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