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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隐的建构
——喜岳云庐酒店瑜伽亭及泳池
Disappearing Tectonics：Pavilion for Yoga and Pool in XY Yunlu Hotel

1 介入场地与空间要素

这是一次关乎环境、身体与心灵的建构体验。

喜岳云庐酒店瑜伽亭及泳池项目位于云庐酒

店所在的桂林阳朔杨家村背后的山脚下的一个台地

上。建筑师在设计伊始便邀请结构工程师一起挖掘

结构在项目中的价值。随着各种外部条件的慢慢清

晰，功能、空间、结构之间的互动也将模糊的结构

印象慢慢转变为清晰的影像。

整个项目主要由泳池、功能用房以及瑜伽亭三

部分组成，结构设计的任务主要在于瑜伽亭。建筑

师希望瑜伽亭的屋面呈现出轻盈的效果，作为主要

功能的瑜伽活动区尽量向自然环境开放，屋面下还

能有私密性的功能区（更衣、淋浴）以及少量储物

空间。屋面轻盈的效果可以通过控制结构尺寸来实

现，其余因素能否以结构的方式介入设计是建筑师

与结构工程师共同考虑的方向。

2 概念融合与地形思考

从最根本的场地关系开始，最先处理的是空间

与地形的关系。由于我们的方案选择在两个不同的

场地标高解决泳池和瑜伽亭的落位，这意味着在处

理地形的时候，实际上探讨的是结构问题，特别是

地坪以下的结构基础，如何有效地把原本有一定高

低落差的地形重新形成若干个台地，并结合地形学

的思考，把结构融入其中，是探讨的核心问题。

透过设计将一组近乎等比例、等面积的泳池和

瑜伽亭平行并置于场地当中，形成整个酒店空间序

列的制高点。通过对环境的细腻捕捉，感知光影、

微风及风景，将场地平整尽量做到最小，对周边植

被及景观视野最大保留，选址布局巧妙融合周边环

境。地面的曲线边界顺应山石走向，嶙峋的喀斯特

地貌和孤石近亭散置，成为近距离感受大地生命气

息的景观。

3 结构控制与方案优化

屋顶尺寸为8m×24m，初始方案考虑弱化瑜

伽活动区竖向结构构件的存在，同时考虑减小屋面

跨度来控制屋面构件尺寸，结构方案采用适当增加

立柱根数但减小立柱截面的做法。这种结构方案

下功能区可以游离于结构之外灵活布置，这也是

“亭”的原初构型。

虽然减小立柱尺寸可以削弱其存在感，但建筑

师认为柱子形成的围合感仍然过强，希望瑜伽区与

周边环境之间最好没有结构竖向构件的遮挡。在这

一需求的指引下，产生了利用一切可支撑物来减少

附加立柱的想法。私密空间从功能上需要围合，同

时又具有一定的体量，因此有发展成结构竖向支撑

的可能性。方案二考虑以筒状私密空间作为竖向结

构支撑，向两侧悬挑屋面，但因为造价及长悬挑屋

面结构厚度的考虑而被排除。

至此，我们开始思考下一个问题：只附加一个

支点是否可行？

基于结构的受力对称性，结构工程师建议将

筒与立柱布置在亭子的中轴线上。而筒本身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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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ject of Pavilion for Yoga and Pool in XY Yunlu Hotel Project of is 
a joint excavation of project value by architects and structural engineers. 
Through topographic thinking, design responds to the most fundamental 
site relationship. By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terrain, the position of Yoga Pavilion and swimming pool is solved, and 
the design of Yoga Pavilion is further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 control and atmosphere creation,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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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处理方式：采用淋浴区界面作为结构支撑（方

案三）或采用更衣储物区界面作为结构支撑（方案

四）。单从结构受力角度而言，采用外部储物区的

界面作为结构时，屋面抗倾覆能力更优。

将方案四的结构布局放入场地后，建筑师将筒

体的位置向外侧移动，给使用者留出足够的行走空

间，同时也提高了淋浴区的私密性。

这种设计调整使屋面原本的受力平衡被打破，

需要进行广义的结构“找”型来向结构的合理性靠

近。首先为了维持屋面的受力均衡，根据筒体位

置、屋面形心重新确定了立柱位置；同时为了抵抗

屋面自身的扭转，在中轴线设计了组合箱梁承担两

侧的悬挑梁。

为了均衡抵抗水平力，将立柱设计为人字格

构支撑，同时通过调整合适的放置方向满足结构受

力及主视觉方向构件尺寸最弱化的要求。至此结构

整体布局确定，而筒体偏置这一操作还引发了对侧

角部悬挑呈现出更为惊奇的效果。因为房屋体量较

小，任何结构构件的减小都是在争取建筑本身的使

用空间。若结构如纸片般存在于功能空间的“夹

缝”中将是这个问题的有趣解答。

而一片钢板恰恰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钢板墙体的受力问题在于，出于经济性考虑需

要减小板厚，但由此会引发屈曲问题。为了抵抗屈

曲并结合储物功能的需要，设计了月牙板作为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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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力加劲构件兼作置物架隔板。带有月牙加劲的

开口钢板墙在结构受力必要性之外还产生了语义上

的变化——钢板墙脱离了单纯的结构构件，变得暧

昧而多意。

4 氛围营造与理念诠释

最终的完成效果是由一组弧线钢板墙和A形钢

柱支撑起一片24m×8m的水平屋檐。钢板墙结合储

藏及壁炉等多种用途，望向对角线尽端，A字撑轻

盈简洁隐身于风景之中。结构支承部分全部用素钢

板打造，经过打磨后保留的焊缝痕迹清晰可见，呈

现出独特的印记和纹理；弧线钢板墙部分由1.2cm

厚的钢板组成，背面的横向肋板既有结构作用也

可作储物隔板。屋顶部分采用仅30cm高的箱梁结

构，喷涂成具有未来感的金属银灰色，通过精巧的

结构设计增强屋顶的“悬浮”感，达到举重若轻的

效果。所有电气设备、灯具及吊顶板均整合在此厚

度内，并通过两侧变截面的处理形成边侧轻薄的视

觉效果。利用中部钢板的可受力承重部分，开孔

设6组内嵌式吊杆，可吊挂空中瑜伽吊床或无线灯

具。考虑瑜伽活动会有很多抬头仰望的姿势，屋

顶下的空间设计也是颇具匠心。钢梁之间嵌入银

灰色的硅孔砂吸音板作为吊顶，清晰地显露出结

构骨架也兼顾内部空间吸音效果。在日光晴好的

白日，条形天窗及锥形采光孔捕捉时刻变化的光

影，带来别有洞天的惊喜。嵌入吊顶内的天花灯营

造出柔和的光线，夜幕下星星点点的效果又似另一

重浩渺的星空。

箱梁

出挑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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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圈周长近50m的抗紫外线半透明布帘

替代了常规的玻璃门窗。夹于硅孔砂吸音板和抛光

水磨石之中的半室内外空间完整捕捉了前村到后山

的全景叙事。半透明布帘形成了若即若离的边界，

我们用最大幅面的布料制作了一短两长、高度均为

3m的三幅帘布，上部采用曲线轨道固定，下部于

帘布内置铁圈链，吸附在地面固定的强磁铁上，起

到抗风作用并保持幅面的平整效果。帘内空间可作

为瑜伽场地、泳池休息区、举办宴会及会议等多功

能使用。弧形钢板正面嵌入柴火壁炉，冬季围炉夜

话，倍感暖意。淋浴区背靠水洗石墙，迎面铺陈开

来的是一幅绿意盎然、山石峭立的自然画卷。

当我们透过一种既抽象又直接的方式来表达建

筑时，我们不对钢结构做任何材料上的装饰，甚至

连喷涂材料都可以舍弃，而是更纯粹地去反映了其

最本真的工业材料属性，达到一种既未来又原始的

精确关系。充满视觉张力的设计，传递出瑜伽活动

力与美的关联，寻求着自然与自我的平衡。既实现

了建筑的设计意图，也带来了惊奇的结构表现。但

这种结构表现并非以表现结构为目的，非常规的比

例表达仅仅是表象，其背后的空间意义才是设计真

正的落脚点。

瑜伽亭以极简的方式向自然与经典致敬。

5 泳池设计与环境融合

泳池部分面积同瑜伽亭相当，低处为无边界

泳池，高处是镜面浅水池。低池深而近路，可望

村、望树、望石；高池浅而近亭，可观山、观云、

观星。同时为顺应周边环境，场地上原有的无患子

也得以保留，结合座椅台阶形成特色树池。设计在

有限的条件下，争取最合适的树池范围，回土到原

有标高，并配合景观植栽措施，在业主、施工及顾

问方的协力合作下实现了这次“保树”任务。泳池

以东台阶处作为入口，西侧环绕孤石以弧线边界收

尾。入口平台东侧设置按摩池，平台下方借助高差

布置50m2的泳池设备间。

泳池面层采用灰白调的水洗石，通过富有手

工感的材料施作，水下台阶及座椅呈现出舒适的

弧度及转角。100余m2的泳池范围内，伴随树影及

山石，有多处可游、可躺、可坐的角落及空间。水

平延展的大屋顶悬挑于浅池上方，亦晴亦雨均可赏

景，此处朝南远望，澄明宁静的水波涟漪映衬着竹

影、村落、如黛青山景色美不胜收。

6 结语

在设计中，凭借自然特有的脉络，尊重村落原

有的肌理，准确把我酒店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注重

营造物理空间和心理感受。设计始终对当地文化和

周遭保持一种谨慎的姿态，从地形、景观都最大程

度地维系与本土自然共生的基本原则。经由建筑与

结构的特殊考量，纯净的瑜伽空间与周遭的乡野景

象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反差效果，剩下的则是空间里

人与自然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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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结构爆炸图（屋面跨度约 15m，梁高 0.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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