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 project

九熹 | 大乐之野·胡陈粮仓
度假酒店
MIYA | LOSTVILLA Huchen 
Barn Resort 

开篇及本页：酒店的模型及鸟瞰视

图。远山下的灰瓦白墙俨然一幅泼

墨山水画。群山环绕，秀丽宜人，酒

店在外观上极大程度地保留了粮仓

的特色

Opening page and this page: 
model of the resort and its 
aerial view. Grey tiles and 

white walls under mountains 
suggest the vitality of a 
scene from an inkwash 
scroll. Coved in those poetry 
mountains, the resort 
reserved features of the old 
barn mostly

隐秘在群山环绕的宁海县胡陈乡里的九熹·大乐之野是由老粮

站改造成的精品民宿，这里曾经是当地热闹的粮食储藏和供

应站，之后慢慢淡出并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景会设计（Ares 

Partners）在2015年接受甲方的委托对老粮站进行全面的改

造设计，经设计师的精心规划与设计，这个废弃的粮仓又重新回

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改造后的粮仓酒店由7栋建筑组成，其中6栋为改造建筑，1栋为

新建建筑。酒店共有21间客房，并配有全日制餐厅，游泳池，会议

室,茶室等公共设施。 

原有的建筑是典型的粮仓建筑，窗户小并且都在距离地面2.5米

以上，窗户主要以通风为目的，不考虑采光功能，从储物空间转

换到酒店客房空间，如此两个极端的功能转换成了此项目建筑与

室内空间改造的一个挑战。 

场地规划

原场地由一条4.5米宽的主通道连接前后两个庭院及围绕着庭院

的7栋老房，改造中设计师在尊重现有建筑肌理的前提下，调整

和梳理空间格局，首先是拆除了正对酒店入口大门的一栋二层高

的砖房，这栋原始建筑阻隔着前后空间并阻挡了视线，在其占地

范围内新建的是一栋局部二层高的建筑，并在其西（西南）侧增

加了一条3米宽的次通道，加强了前后场地在视觉上以及动线上

的连贯性。其次是拆除了主通道与西侧草地之间的围墙，使建筑

与整个场地及周围的山景融合更密切。在功能分布上，酒店的公

共及辅助设施被安排在临近入口庭院的几栋老建筑中，新建建

筑西侧的一栋老建筑改造后作为酒店的全日制餐厅，餐厅北面是

新增加的泳池，泳池面向视野开阔的草地和远处的山。设计师通

过疏导.围合的手法，使场地的动线更流畅，空间组合疏密相间，

让人在不同尺度的空间中游走体验。 



改造与新建

对于场地中6栋建筑的改造，我们保留了原有的结构体系，由于

原有粮食储藏功能导致窗户都非常小，室内光线很暗，原始建筑

的2.5米以下为毛石墙体，毛石上方是约30公分高的一圈水泥

压线，水泥以上为砖墙和支撑屋顶的结构柱，改造中，我们将所

有在2.5米以上的窗户扩大，并按平面布局的需求，有节制有选

择的将部分窗户不仅水平方向扩大而且纵向扩大至2.5米以下，

这样增加了室内空间的舒适感。在外立面的处理上，我们将毛石

上厚厚的白色涂料去除，让毛石的天然色彩还原，毛石以上的水

泥轮廓仍然保留了白色涂料，窗洞两边的砖墙上外挂深色的塑

木墙板。去除了涂料的天然石材的建筑与远处的山体似乎融为

一体。 

整个场地中最小的两间客房面对的是最开阔的景色，我们在原建

筑的西侧加建了阳光房和露台，满足了客房功能面积的需求也增

面积的落地玻璃，透过玻璃远处的绵延起伏的山隐隐可见。步入

室内，透过落地玻璃大窗眺望远处一览无余的山景和近处的桃花

林，如同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这栋建筑的东立面顺应着场地在

接待与会议功能空间的分界处作了一个“折”，建筑立面与地面边

界的镜向“折”线在接待的入口处自然形成了一个围合空间，供人

们停留交谈。正对着酒店大门的南墙以封闭式墙体为主，唯一的

竖向窄条窗有节制地控制着内外空间的对话，客人从室内通过窄

条窗眺望远处层层叠叠的山景，有似一幅山水画轴。

一层北端会议室的西墙采用了磨砂Ｕ型玻璃，这种磨砂颗粒肌理

在建筑外立面上与细腻的外墙涂料和刷白的粗糙砖墙在对比中

形成统一，从室内看不仅玻璃表面粗糙感与东面的拉毛水泥墙呼

应而且也增添了一些朦胧感。U型玻璃外隐约可以看到通向二楼

茶室的楼梯。会议室的北面是落地大玻璃窗，东墙有节制地只开

了一个窗，这样将人的视线有目的性地引向了北面的开阔山景和

山景衬托下的建筑。此栋建筑在型体，体量和室内外材料的运用

上尽可能地保持着抽象和简洁。 

粮仓过大尺度的室内空间本身是个不宜用来居住的空间，我们通

过“盒体”嵌套的方式来化解室内单一性，这些赋予了实用功能

“盒体”满足了酒店客房功能上的要求，并通过对尺度的调节来

唤起人的身体在空间中的知觉性。这种形式改变了通常用隔墙来

区分空间的方式，增加了空间的丰富性和具体性。

在室内的材料的运用上，设计师保持了一贯的朴素自然的风格， 

实木板，素面水泥，槽钢，乳胶漆，冷轧钢板有序结合使用，营造

出了室内平静温馨的氛围。

这次对粮仓酒店的建筑与室内改造，设计概念的调整与完善贯

穿了整个建造过程，新与旧，粗犷的与精细的在对比中达成统

一，让新老建筑既能融合又各自表诉着不同年代，不同功能，不

同的使用者的话语，是一个渐渐理解原有的并逐渐建立新“秩

序”的过程。

加了这栋建筑的体量感和存在感。在西北面山体的衬托下成为主

通道和次通道轴线上的“景点”。新加建的阳光房和露台将室内

空间水平方向延展至室外，阳光房的天窗从视觉上纵向延伸向天

空和远处的山景，从不同的角度将远处的山景带入室内。这个加

建的构筑物边际线以多段折线呈现，它与背景的山体岩石的刻凿

痕迹有种相似感，同时建筑的人工性和自然的山体又存在着一种

强烈的反差，既有着关联又有着反差特性，建筑与自然默默中进

行着一场对话。 

除了对6栋原有老建筑的改造之外，入口处作为接待及会务的是

一栋新建建筑，设计师以抽象简洁的几何体回应了相邻的老建筑

和远处的自然山景。建筑的一层南端为酒店接待，北端是会议室，

二楼的北端为茶室，南端为户外露台，新建筑的高度由北向南逐

渐从7.1米降低至4.85米，当人们站在酒店入口大门处时，北面

和西北面的山景不被建筑所阻挡，并且二楼的茶室南北都采用大

本页，顶图：夜幕将至，黄色的点点

暖光划亮山脚，仿佛置身于万家灯火

中，炊烟袅袅升起。都市的繁忙也仿

佛恍若隔世。

上图：改造前的粮食储藏和供应站，

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并慢慢淡出了人

们的视野

This page, top: the darkness 
is gathering and yellow 
sparks light up the foot of 
the hill. It seems like you are 

本页，右图及下图：灰色屋顶和栏杆

与黛色远山逐渐融为一体，简单的折

线勾勒出建筑的边际线，与自然深山

形成反差，构成对话

This page, right and below: 
the grey roof and handrail 
with blue-grey mountains 
from far away become 
one gradually. The simple 
polyline outlines the 
architecture, contrasting 
and communicating with 
natural hills

in the lights of a village and 
next moment a wisp of smoke 
is curling up from the kitchen 
chimney. Buzzing with life 
in cities is just like another 
world. 
Top: the grain storage 
and supply station before 
renovation. The state of 
being unoccupied made it 
faded out gra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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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卫/Guard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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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配套设施/Pool Facility 
侧门/Side Entrance
布草/Li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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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Guest S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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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卫/Guard House
后勤/Back of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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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Meeting Room
茶室/Tea Room
露台/Ter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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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平面图/Site Plan

西立面图/West Elevation

南北向剖面图（由东向西）/North-South Section (Looking West)



本页：设计师在尊重现有肌理的前提

下，调整和梳理空间格局，以便人在

不同尺度中游走体验。这不仅  是建

筑与自然的对话，更是历史与现代的

共融。

对页：餐厅，窗户均被水平及纵向扩

大，借以营造一种通透与舒适。空间

皆开阔明亮，简约得体，采光充足，

又保证了私密性。粮仓原来的内部空

间尺度大而单一，而改造之后的空间

多了一些亲和力

This page: in respecting 
of the existing texture, 
the designer adjusts its 
space patterns for brilliant 
experience of wandering in 
different scales. It’s more 
of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九熹 | 大乐之野·胡陈粮仓度假酒店/

MIYA | LOSTVILLA Huchen Barn Resort
项目地点：宁波市宁海县胡陈乡

项目功能：民宿

基地面积：5 430 m2
建筑面积：2 630  m2
建筑及室内设计：景会设计（Ares  Partners）

设计主持人：汪莹

设计团队：汪莹，程辉，祝林，胡杰玲，

                             覃桂梅，詹腾军

设计时间：2015.4 - 2015.12
建成时间：2017.12
业主方：宁海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运营方：宁海翠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大乐之野

材料：塑木墙地板, U型玻璃，素水泥，水洗石，

                冷轧钢板，实木板

摄影：苏圣亮

原始照片及图纸由景会设计提供

history and modern than 
the dialogue between 
architecture and nature.
Opposite page: dining 
halls and windows are 
expanded both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to create 
some kind of ventilation 
and comfort. Brightness 

and openness of the space 
guarantee its lighting and its 
privacy in the meantime. The 
barn renovated has more 
affinity compared with the 
monotony of the spacious 
old 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