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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座大楼
巴塞罗那的普雷
当 CGA Arquitectos
斯蒂奇宾馆在所
Asociados 接受委托对位于巴
有房间都安装了照
塞罗那 Paseo de Gracia 62
号的这座古老建筑进行改造的
明控制系统。这一
时候，其最主要的挑战是要创
由 CGA Arquitectos 立一个可满足在装饰和布局方
Asociados 设计的照 面都具有非常特殊需要的独特
宾馆结构要求的项目。其最基
明项目充分考虑了该 础的一点就是要充分利用建筑
建筑的特殊结构特性 内的空间，通过建立多种多样
的照明效果来增强每个区域的
及其原来的经营方式 特征并突出体现不同环境的装
。由于特别考虑了其 饰。
独特的设计及优异的 当 CGA 找到路创公司并了解
服务，使其成为一个 其产品在商用建筑的装饰方面
所具有的多种应用之前，他们
与大多数城里的其他 已经开始对大楼的改造方案进
大宾馆截然不同的高 行设计。当该项目的总建筑师
María Vives 了解到可以将照
品位宾馆。
明控制系统结合到其方案中时
，立刻感到非常欣喜。她马上
明白自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进
行发挥，以创建不同的建照明
效果并为该建筑提供一系列在
其他情况下无法实现的性能。
尽管用传统的系统来创建某些
照明效果也是可能的，采用路
创的系统则更有机会，而且一
旦安装之后该系统的使用非常
方便，任何一位客人都可操作
。由于灯光亮度是预设的，只
要按下一个按键即可打开所需
的场景。
对于诸如宾馆这样的必须让不
同的客人都能操作照明系统的
商用空间，照明控制系统的使
用尤其重要。

公共区域：多功能房
该宾馆有一个单独的公共区域
。因此，该区域必须是一个多
功能区，以满足宾馆的各种不
同用途。早餐、阅读、起居室

、因特网查询、饮品、咖啡，
所有这些都在一个私人的、个
性化的环境中进行。因此有必
要设计一种结构，使其在突出
这些特性的同时具有一定的灵
活性，以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改
变空间的特征，而又能维持其
装饰元素。
对于 Vives 而言，“既然该
空间在不同的时间段需要有不
同的照明水平以满足多种活动
的需要，从吃早餐到工作、开
会或在晚餐后喝上几杯，照明
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根据照
明的不同，可以将同一间房间
转换成为一间很好的阅读室、
一个功能齐全的餐厅或一个好
的放松休闲环境，而同时保持
宾馆的特有设计元素不变”。
一方面，这要通过室内的家具
来体现房间的空间布局。因此
，阅读室里装有两个带背光照
明的大书架和暗淡灯光。在侧
面的大厅里，墙上挂有深色的
挂毯，中间计划摆放一个倚在
大的有靠背长椅上的台子和四
盏标准灯。
另一方面，要想达到所期
望的效果，照明控制系统的
使用非常重要。多亏了创艺
(GRAFIK) 3106，它还配有管
理系统，使设计人员可以将该
区域转换成为一个多功能房，
每个区域的装饰都和谐地集成

为什么 Vives 选择了路创的
创艺 (GRAFIK) 3000 系列，
它不仅完全满足所有这些要求
，而且还可以控制卧室里的所
有光源，甚至包括荧光灯。.
这套系统采用了三个带夜光式
按键的 seeTouchTM 墙控器，
而不是传统的开关，因而可在
黑暗中找到每个按键。每个墙
控器都能从房间的不同位置（
{F0}门口一个，床的两侧各一
个）访问预设功能。

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
体。
所预设的照明场景总计有 6
个，可在一天中改变不同的灯
光亮度。从全亮的早餐场景到
希望在晚上喝上一杯时所需的
非常灰暗的灯光和轻松音乐相
结合的场景、白天的场景、亮
的晚上场景、带柔软照明的晚
上场景以及将灰暗的灯光与烛
光及柔情音乐相结合的晚餐场
景。
其结果是，客人可以坐下来工
作、召开商务会议或使用他们
的笔记本电脑上网、早上吃早
餐或晚上喝上一杯茶或咖啡、
晚上吃晚餐或在完成一天的工
作后喝上一杯，所有这些都是
在同一个地方进行的，但却都
有与每种情况相适应的、完全
不同的气氛。

能提供个性化的高品质服务，
最大程度地产生所需的效果，
使客人有一种似乎就在家里的
感觉。
这样，无论客人的住宿目的是
休闲还是商务，卧室的主要目
的就是要为每位客人提供特殊
的待遇。就像普雷斯蒂奇宾馆
的总经理 Natalia Ruiz 所说，
“从他们最喜欢的报纸到特殊
类型的香烟，我们要了解客人
的各种喜好并为他们提供所需
的服务”。
卧室中普遍使用的东西是高品
质的材料和各种家具、音像系
统等等，当然还有照明系统。

卧室照明

Ruiz 介绍说，“我们与竞争
对手相比的最突出要素，就是
我们的路创照明系统，该系统
使我们能够创建出不同的气氛
，让我们的客人最大程度地感
到舒服”。

根据该建筑的结构，整个项
目包括有少量数目的房间，合
计 45 间，其中带露台的十间
、带封闭阳台的十间，另有两
间套房。除了这些差异之外，
45 间宾馆客房还必须每间都

确实，卧室装饰的最突出特征
之一就是所有的卧室都装有照
明控制。但它必须易于使用，
这样，即使对照明控制系统不
熟悉的客人也能操作。这就是

从每个墙控器上，客人可操作
总共 4 种预设场景，只要按
下一个按键即可满足其需要。
此外，客人可以选择对预设的
场景进行调节，并在必要时恢
复原始的设置。灯光亮度的变
化始终是逐渐进行的，这样有
助于营造一种更让人感到舒适
的效果。
“尽管该系统的使用非常方便
，我们还是始终陪新客人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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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房间里向他们解释这套照
明系统的功能以及音像系统控
制器的使用”, Ruiz 解释说。
每个场景都有一个指定的按
键，并刻有其名称：可供使用
的照明模式可包括“欢迎”、
“浴室”、“阅读”及“看电
视”。有些功能可能会随墙控
器在房间内的安装位置不同而
不同，以满足客人的不同需
要。
例如，如果是在门口的墙控器
上操作“浴室”功能，浴室灯
光会全亮；而如果是在床边的
墙控器上操作，则浴室的灯光
会变昏暗而走廊的灯光会变柔
和。在这种情况下，其功能是
要提供准确的亮度，使其不会
打搅您。
“欢迎”场景使房间的灯光全
开并打开窗帘；“阅读”功能
会将床两侧的阅读灯打开，
同时调暗卧室的整体照明；
而“看电视”场景
则创建一种整体的
昏暗环境和反差，
使您不会在屏幕上
看到任何的反光。
另有一个可用于随
时放下窗帘的独立功能。

该系统的另一功能是，只要按
下位于床边的墙控器上的“关
闭”按键即可关闭卧室的所有
灯光并放下窗帘，如果忘记关
闭浴室或走廊的灯，这一功能
就非常方便。
选择照明控制系统时，路创墙
控器的美观设计也是所考虑的
因素之一，另外还有其可供选
择的大量型号和表面涂饰。
正如 María Vives 所解释的，
“具有可与装饰相匹配的流行
墙控器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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