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
待
业
：

03
案
例
研
究
：

P
ark H

yatt P
aris-Vend

om
e

法国巴黎



位于巴黎心脏的现代

豪华饭店的开业，为

智能室内照明的提供

了展示其实力优势的

机会。

利用其在照明设计的

最新进展方面和采用

设计师产品方面的优

势，美国的照明控制

系统制造商路创公司

获得了又一个享有声

望的客户的认可。

所采用的模块化和使

用容易的路创智能照

明解决方案，使饭店

能够建立电脑控制的

照明场景，并几乎完

全掩盖了传统的照明

系统。

巴黎的 Rue de la Paix 是许
多豪华饭店和流行时装店的
所在地。Park Hyatt Paris-
Vendôme 坐落在 Rue de la 
Paix 5 号，于2002年7月完
工，并于8月底开张纳客。客
人会在这个曾经是 Comptoir 
des Entrepreneurs 公司总部
的地方发现一个最豪华的饭 
店，它由五座建筑所组成， 
它们原先是相互独立的，而现
在则被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
体。它是目前法国首都唯一的
一个完全重新建造的现代豪华
饭店，包括饭店正面的装饰艺
术品。

缤纷的新外观

由于饭店的开放面积大约有 
14,500 平方米，项目所有者
和室内设计师 Ed Tuttle 都认
为，与饭店的入口相比照明是
其附加值的根本因素。

在 Park Hyatt Paris-
Vendôme，久经考验的技术正
以新的方式被用于管理视觉环
境。为了避免使用大量的传统
开关来一次操作一个照明设备
，该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单独
的控制电柜，克服了在墙上安
装各种各样壁式开关的混乱。

Park Hyatt Paris-Vendôme 使
用了照明解决方案的三个核心

原则。首先，其一般原则是要
创建不同的照明场景，而非只
用不协调的光源来照明不同的
区域。其次，所形成的空间必
须具有灵活性和实用性，使任
何人进来后能马上从只用单个
控制电柜就可调节各时刻气氛
的照明系统中体验到一种舒适
感。最后，特别注意了控制电
柜的设计和感觉。路创设计并
制造创新产品，但最主要的是
最前沿的高科技电子产品。

节能明显

经过改进的照明管理必定产生
更有效地操作和维护成本控制
，这对于像 Park Hyatt Paris-
Vendôme 这样的昂贵区域尤
其重要。调光控制包括对各个
灯的电压控制，从而降低了耗
电峰值。这也延长了白炽灯泡
的工作寿命。总计电力节约可
高达 50 %，对于这种规模的
机构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可观
的数字。

Park Hyatt Paris-Vendôme 
所选用的是创艺 (GRAFIK) 
6000® 系统，因为该系统在管
理大量属性方面可提供理想的
解决方案。它被安装在饭店的
一楼、二楼和较低层，包括了
餐厅、酒吧、接待处、大厅、
Verrière 沙龙室、会议室、门
厅及健身中心。创艺



(GRAFIK) 6000 系统利用单个
壁装控制电柜无缝地管理着所
有类型的照明。

照明，整体装饰的一 
部分
灯光设计师 John Marsteller 
承接了饭店的照明部分并与
室内设计师 Tuttle 协同工作
，对于他而言，其目的是要通
过将照明系统成为饭店的一种
完美特征，创建出一种独特的
气氛。“只需按下单个按键就
可改变一种气氛，这可添加一
种新奇和实用感” Marsteller 
解释说。Marsteller 在为领先
的国际酒店链创建照明场景方
面具有大量丰富的经验。“您
按下一个按键，它就成为晚上
；按下另一个按键，它就成为
下午，所有这些都无需启动分
散在房间各处的大量传统开关
即可轻易实现”。

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就是饭店
的主要大厅，它有一个宽阔的 
Verrière 沙龙室，这是一个玻
璃圆顶的厅，可根据天顶的照
明变化改变厅内的照明。它由
单个控制电柜操作整个区域的
场景，只要按下单个按键即可
启动 48 个照明回路。饭店的
工作人员则负责“手动”调节
照明的气氛。在这种场合中，
自动启动照明场景的系统内置
时钟并不适用。另外，也可用
光电传感器根据外面的照明来
调节室内的照明。最后，饭店
的所有者可利用预先编程的场
景对照明进行完全的控制。

预编程的照明设置

创艺 (GRAFIK) 6000 系统的
主要优越性之一是能够创建并
记录照明环境，然后根据一天
中的时间或所涉及的事件类型
自动将其再次启动，这也是路
创解决方法的基础所在。便携
式控制器能够让饭店管理人员
简便地调整预设照明场景，这

些场景可按照客户的特殊需要

进行定制。这个简便的手持装

置与一个安装在客人所看不见

地方的控制电柜相连接。而且

，在酒吧里，它可启动八个预

选的声音和照明设置以营造不

同的气氛 － 从一个惬意、亲

密的气氛到一个聚会气氛。可

以随时对这八个预编程气氛中

的任何一个进行修改，无需像

许多其他系统那样要运行复杂

的电脑程序或要与制造商联系

。这一能力使创艺 (GRAFIK) 
系统成为当前可用的照明控制

解决方案中最容易使用的一 

种。

简单易用是控制系统的口号。
凯悦饭店的电气维修技术员，
Benoît Gervin，已经过使用路
创技术的培训。他解释说，
发掘该系统的众多优越性不需
要特殊的技术秘诀。“要掌握
它非常容易。尽管使用多种光
源，访问场景编程功能的用户
界面已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
要用较传统的控制器创造出这
许多的各式各样照明设置无疑
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
能。”

在 Park Hyatt Paris-Vendôme 
开业后的最初几个月里，
Tuttle 和 Marsteller 帮助饭店
管理选择了适当的设置。店主

要求能反映出饭店优雅形象的

照明：要在表达其高贵的声望

和地理位置的同时能体现出热

情和魅力。“照明是客人整体

体验的一部分”，Park Hyatt 
Paris-Vendôme 通讯小组的 

Maéli Jauneaud 说。“这也

包括音乐气氛，而我们可以根

据一天中的时间、客人的位置

及类型进行调整。能使饭店的

特定部位个性化的能力是我们

的服务基础，它使我们能够为

客人提供最适合这一天的心情

的适当气氛”。Tuttle 已成功

为饭店表达了一种亲密的居住

环境 － 而照明则无可置疑地

对这种优雅舒适和令人满意的
整体感觉起到了一种基础性的
作用。



路创设备和装置

公园凯悦 (Park Hyatt) 
饭店装备了路创的创
艺 (GRAFIK) 6000® 系
统，并在总统套房内
装有创艺 (GRAFIK)  
Integrale GXI-3104 控
制器和创艺 (GRAFIK) 
Master RF® 射频遥控
器。

创艺 (GRAFIK) 6000 
预设照明控制系统可为大型
项目提供理想的容量，因为它
可以管理一个有多达 512 个
区域和超过 2000 个照明回
路的建筑内的所有照明。系
统具有易于理解的控制电柜和
无线红外遥控器，它完全电脑
化并使用同样易于理解的基于 
Windows™ 的编程软件。创艺 
(GRAFIK) 6000 提供一系列的

调光时间、提前一年安
排事件发生的时间、在
可间隔空间改变时进行
自动的照明场景控制、
可随日光的改变选择预

设照明场景，以及由于受
益于内置的 RS232 接口
而简化了的数字通信和系统

集成。

系统在供货时既可以是一个
由八个 4 回路调光模块组成
的 LP 调光电柜，也可以是
一个具有 3 至 24 个照明回

路和三种电柜尺寸
的 GP 调光电柜
。这两种控制电柜
都装备有一个按键
回路选择器，使系
统的设置、现场配

置和修改以及将负载类型分配
给调光器等操作都得到简化。
该选择器还具有带应急设置的
内部记忆，使控制电柜可完全
独立地运行。GP 电柜的单个
调光器就可控制所有常用的负
载类型：霓虹灯／冷阴极灯、
白炽灯、电子低压灯、荧光灯

光源等。它采用台式电
脑以确保实时操作，同
时使用笔记本电脑、电
脑接口适配器以及编程
插孔将编程软件与系统
相连接。系统还包括一
个可自动对日光水平、
无线红外控制器及照度
传感器作出响应，以 4 
个场景为一组选择多达 
16 个预设场景的接口
装置。

安装在总统套房内的创艺 
(GRAFIK) Integrale 系统具有
与创艺 (GRAFIK) 6000 一样
的技术特点，但设计用于较
小的区域（如会议室、客房
等）。这一解决方案可访问
利用中央控制器的前面板预设
的四个照明场景，其他的十二
个场景则存储在中央控制器内
存中并可以用壁装控制电柜进
行调用。也可通过可选的创艺 
(GRAFIK) Master 射频控制器
来选择场景，您可以在房间内
的任何位置操作射频控制器，
无需将其瞄准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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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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