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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告

第 538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旅馆建筑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旅馆建筑设计规范》为行业标准，编号为 JGJ 62 

2014 ，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4. 1. 9 , 4. 1. 10 条

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原《旅馆建筑设计规范))Jω62 

90 同时废止。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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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09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c建标[2009J88 号)的要求，规范编

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

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 2. 术语; 3. 选址、基

地和总平面; 4. 建筑设计; 5. 室内环境; 6. 建筑设备。

本规范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增加了术语和室内环境;

2. 取消了防火与疏散; 3. 将旅馆建筑等级改为由低至高划分为

一、二、三、四、五级，并修订了相应条文; 4. 适应旅馆建筑

使用、管理、技术方面发展的要求，对相关条文进行了修订。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

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地址:北京市

车公庄大街 19 号;邮编: 1000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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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总则

1. O. 1 为)丘应ii[< 阳也 j立的发展，使旅11\建筑设计伺介过川、安

全、卫生导 J+t 乍生t;j(. ;lílJ j主斗、!见范。
1. O. 2 木规范适用于至少设有 Li 1'0 J (1::')山和存房的新建、扩

lli 、，''，[建的旅馆建筑设计。

1. O. 3 旅馆建筑等级按由低到高的 1I11f I r: 11f 划分为一级、二级、
二级、 rq级和五级。

1. O. "' 胀馆建筑设计应遵循节能、节地、口水、节材和保护环

境的原则 c

1. O. 5 旅1'1\ 1主 1山 1. I注!但 tJ 合木规范外.尚所付台 [iil 家现 f J 

有关标准的 L见山

l 



2 术 ì(j'

2.0.1 旅 F币 hütcl

i咀 '':;í'lll 客房 ì11; 让、公共 ~~i; 址、辅助部分组成.为客人提iJ飞往

宿夜餐饮、会议、健身和娱乐等一全部rI~ì百计服务的公共址:吨乞山

林为ì~q J11i 、饭店、完t11 、度假村

白'建筑类型投垃'此特点什为 i前务旅町、!主flU fii~ '(f'j 、二_~ i义旅

íi; 、 !>f'j~J~M~tn 习气}

2. o. 2 I句:开旅出 bu"in(、川 h01d

主要为从事商务币动的客人捉川门宿和相关服芽的旅 i古

建筑 c

2.0.3 J 让 11') í'(1 川、吨。 rt

主虫 7、JJ主冉提供住宿干11 1'1 1 关服务的自Í( 建筑 c

2. 0.... _rUii< tÎ; apartn1C'1l1 hotel 

'存白 l片!耳!一设 Ú 13 ，j 房或拇 fí: i'flJ 、 卫生i'lJJ 、储 :1战争问.适合节:人

较 l二 II .J lúJ目性的胀的也jiL

2. O. 5 '客吝由 ;川川|口:7让r g矶阳l门l陀巳叫川I扒(川川m 川 ℃川川;门i

肮 i恼I千古2丁川[凡i佳t筑内工沟J客人挝(快共 f门H衍Î~ }皮止幻{(l'旧飞咀斗己套服务{白ι的i川内(甘J 空 n归问h叫口l 卫4戈场所

2.0.6 公共古部|口5 1;分t p阳ul川)才山lic、 t扎川l山rca川Lω 忖

市民「肖建筑内为客人iUfJ轩在件、在 U: 、会议、[过挝、以后军服

务的公共 ['IIJ r，~J功!听{

2. o. 7 4Hl Jl}J 巾 jr 、 l'rVICl' ar l' il 民

旅 tfnJ~J;(I)才为客人 lf rÎ'Î 、活动和出 (10辅助空间rI立场所 c 边

常指旅盯[建筑IJ良好人的 i 作、休息、牛币的非公共， i'HJ!'也场所

? 



3 选址、基地和总平面

3. 1 选址

3. 1. 1 旅馆建筑的选址应符合吁地城乡总体规圳的要求.并应

结合城乡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皮产业!丘求进行布局 L

3. 1. 2 旅m建筑的选.h l: J0;: r:ì今合 F列规定:

l 山庄抨仁和地质反水文;地质条件有平IJ 、-tw 水 i国畅、 1T U 
照条件H 采 )t通 JA较好、环境良好的地段. )j二!茧避斤可能发牛地

质灾'土'的地段:

2 不应在有在气体和恫尘影响的K域内.且T，-:-r .ì孟离污染悦

和储存易燃、易爆物的场所:

3 'H:选样;与且使手IJ 、附近的公共服务和l基础设施较完备的

J也段【

3. 1. 3 在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风景名胜地K反重

}，r， J~ 文物保护币位附近.旅而建筑的选址及建筑布局. }茧符合作|家

和地方有关保护剧划的要求 c

3.2 基地

3.2.1 旅馆建筑的基地应至少有一面自拔临拉城市道路4公路.

是应设道路与城市道路或公路相连接。 {ÌJ于特咪地用环境 l ↓ l 的旅

馆建筑.应设置水路戎航路等其他交通方式 c

3.2.2 斗旅馆建筑设有 20() rsJ (套)以上客房时.其基地的出
入口不I少于 2 个 fH 人门的位置应符合城乡交通地划的要求。

3.2.3 旅馆建筑基地宜具有相同的巾政配套条忡。

3.2. "' 旅馆建筑基地的用地大小应符合同家和u也应政府的相关

规定 .m能与胀而建筑的类明、客房间数及相关 ir1i功需求相

~~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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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总平面

3.3. 1 tî[(馆建筑总平lIll应根据当J也飞快条件、地理特征等进 f J 

布置。建筑布局应有利于冬季日!附和jM风.夏季减少得热和元始

利用自然通风。

3.3.2 总平面布置山功能分区明确、总体布同合理.千年部分联

系方便、 IIA~ 1. 扰

3.3.3 当旅馆建筑与民他建筑共建在同一基弛|人J!&: I司民建筑内

时，日满足旅馆建筑的使用功能和环境要求 Jí. 巾 η 合下列

规定:

1 旅馆建立L部分h~ 单虫、 57\. 区，客人使用的主要出人门宜油
\夺、TLJ_I，_'，主

_\LW. i' L: 

2 旅馆建筑部分'It集巾设置:

3 从届 Híd古建筑但同 IIJ x.J:7 1、营业的商店、餐厅等不应影

响惊吓:建筑本吁的使用功能 ο

3.3. .t J ，'jl，、J tr\建筑的使川和各种设备使川过程中可能产牛的

噪声手[1废气采lli(措施，不得对旅馆建筑的公共部分、客房部分寺

和邻近建筑产生不良影响

3.3.5 旅阳建筑的交通 J ，'，ì_合理m织.保证流钱清晰句避免人流、

货泊、午j杠相互十扰，并应;tillLi肖防疏散坚JJto

3.3.6 旅馆建筑的总平 IÎIÎ J ，~f介 ffj1布置设备用房、附属设施和地

下建筑的出人口。锅炉房、厨房等后勤j用房的燃料、货物及J:v:坡

等物品的运输宵设有单独通道和出人口。

3.3.7 同级和 JÎ. i反旅馆建筑的中要人流山人口附近宜设青专用

的出租车排队候在车道或候客年位.且. /f~ '1、(1可用城市道路或公

路句避免影响公共交通。

3.3.8 除吁地有统筹建设的停车场x&:停车库外.放创建筑基地

内应设置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停放J功地4停午库。机动午:和作忧

动午停车fv:数量应符合、tí J也 J、见 \IJ主管部门的规定。

3.3.9 旅馆建筑总 T 面布置应 ill行绿化设计 n山符合下夕IJ



地定:

I 址I也山担的指标!主符合吁地规划主怦部门的问定:

2 栽种的树种 J.:i 恨据当地气{川、土壤平11 ;11 f七空飞 (I~HUJ 字

条件确定:

3 室外停午场I采取flil 合绿化的遮阳措施:

4 度i1U Jlí:d官建筑京今|、山非场地宜结合绿化做好景观设计 o

3.3. 10 惊旧建筑总平 1(111[J直w合理安排各种管道.做好管道综

合. Jt 山便于维护和怡修。



4 建筑设计

-t. I 一般规定

4. 1. 1 旅恼'建筑应根据其等坡、类咽、规模、服务特点、经营

管理要求以及吁地气候、旅馆建筑周边环境和相关设施情况.设

肯客房部外、公共部分茂辅助邱分 c

-t. 1. 2 旅馆建筑空间 {!J )"J } :，ì_ 与管理方式和i服?于相适应.做到功

能址|欢明确、内外交届联主方便、各种idL武组织良好. f归正在白

皮公共部分具有良好的居住和|币可j环境。

-t. 1. 3 旅馆也筑防火设汁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边筑设计防火

用范飞(;巳 50() llì 、 P 建筑内部装修设f十防火规范 ìì (出币')')')、

汽介!午、修车库、仔吁:场设 i十防火 Þ~ ì'Ó: (;1350067 的千JX

);I,\l. ~主

4. 1. -t 旅馆建筑应进行节能世 ì I .并应符合现行 IEI 家标准《公

共建筑节能设叶标准)) (出 O() 1:-\9 手" ((民用建筑热 T kQ叶规迫》

(;n ::J 017G 的规定。

-t. 1. 5 旅馆建筑!但边 f J 北障碍设计Jí山符合现行国家际ì11

u 元阵 fí~Î è主汁规范)) (;1, .~(l 7日的规定。
4. 1. 6 客房部让与公共部分、辅助部分宜分区设 Fi10

4. 1. 7 旅馆建筑的主要出入口山引合下列规定:

I 1占有 ~m目的导向 i示 i只.并应能 IJ 1 导晾在:á接到达门盯:

2 1:，1满足帆动 r l' 、 ，.;客的需求 . j í一根据使用安;j( ~Q 'i1j' 

1手乍道!1;;:多年道:

3 :1\人门 1. 方宜设雨篷.多而吁地区的白人门，.厅应设雨

篷，地面I~L 阳'j ì骨:

4 一级、二级、 :细旅馆建筑 fj(J JL: I;i:dí导 iH 人口宜设吉 {F 全

业 iH 人! r. ULI 级、 fJ:纯 tkff[建筑的无阵6:1 : I \入门应设置在卡 I!~.. :1\ 



入 [1

-'. 1. 8 1%炉 Jì} 、制;?十几房、在泵町、冷1.111芥号采取1;(fÍ 卢、 ì ，rIÎ~

振等措施 ζ

-'. 1. 9 旅馆建筑的卫生间、盟洗室、浴室不应设在餐厅、厨房、

食品贮藏等有严格卫生要求用房的直接上层。

-'. 1. 10 旅馆建筑的卫生间、国洗室、浴室不应设在变配电室等

有严格防潮要求用房的直接上层。

-'. 1. 11 电梯7x电梯h ì:'j:~且也符合卡罗IJ~见之:

l 同级、 11.级旅馆建筑 2 层宵设乘客屯陆. 3 民吱;) }三以

UAì生呆客电同 J 挠、 Li址、 :主&放 t'f\ 边筑二 t~'r'(民乘吝 Ig

柿 .l t? 在↓~以|→r;';ii主乘客电梯:

2 乘客也怖的打数、有61 1l' 载量主兰和制定边皮 ， \~Z 通过设计和I

11 算确定:

3 主要乘客 Iß棉位世应有明确的导向标ii1.j卡应能使捷

抵达:

4 客出一部分立至少设置问-r{[)乘客电梯. 1I日级及以 L此情建

筑公共 r'~;i; 址 l~: iJJ: 茸|气功扶相~ ~_J1G专) I J呆客电机。
5 服务电梯山根据旅馆建筑等级和实际百斐设世. LLL哩1 3:址、

11 皱旅 tî:建筑设服D-电梯:

6 电梯厅深度应符合现行 1叶家标准<< l( J-H建筑设 ì 1 ì咀则

(~Il :ï O: l.ï二的制运. J:-[、 li 客!什 lj 屯 t~\}f 11二中J tflì flj 出时. 1 l.J.协 r r (1;) 

深度币1、7包括客房 IJ电梯!了之间的走边宽度。

-'. 1. ] 2 旅 lf\ ili筑的时料:ìßA手和中i]1与设计 . r.N J{ l'e.IIJ 'ι'Î': It 
fnt#:护、 i古 i~i 的{坦利性 c

-'. 1. 13 中庭栏杆或十二十反白皮不山低于1.山口1. J4.同以坚 IL~'1 、 ìftiJ

久的材料制作 . r苍白E承受J见 (i[升宗标准 i! 建筑汗i 构荷载~ll'. {[i 'j 

U扫 .îOυ(J付规屯的水平南载。

-'.2 窑房部分

-'.2.1 存房设 ì [-山 ilú F YIJ );见定:

/ 



I 不丫 1:设置在}ê外商的建筑空间内;

2 客房、会客厅不I tj电梯井道贴邻布置;

3 多床客房问内床位数不宜多于 4 床;

4 吝房内 Jl1. 没有壁柜或挂衣空间。

..J.2.2 无障碍客房应ì'):!j'4L 在距离室外安全~l\ f-I 最近的客房楼后，

并应设在该楼旦进出使捷的位置。

..J.2.3 公寓式旅馆建筑客山 1-j 1 的卧室及采用燃气的 Jjjf 房TIX:操作

问应直接采 Yt 、白 fk通风 c

4.2.4 客房i争而积不应小丁二表 4.2. ，1 的规定。

表 4.2.4 客房净面积( lll' ) 

LJTL-l… 1 气川附!?
恨人J~， rIl J 一 币!引 ()二

卜丁牛二二J;j( rAJ !-~r2 -! 丁门二 7 
|j州J (叫j悄定每床府刷酌l川巾iυ) I 每 l床川末

2主亏/ 
1 [注í一 存!川j污Jì净争jt j面面积i桂~t拈背削|除涂客!川j江;1阳阳1旧I 手台?、 1刊J '1.:七li归问画同l 和门内 J川山|川1 人口 IJ小J'、走 j道直 ( i' 川、']1听怕[';内'11山;仆) ↓以1 勾外1'11川忡!刊句(甘1}凡民

JHJ 内由于r! 公寓式旅馆迂筑的容而除外〉

4.2.5 客房间、f设_JJf主问不应小于表 L 2. 5 的现定

表 4.2.5 客房附设卫生闯

; ì: ') 1'4 指大使得、洗阶l盆.l il↓指大{曰(，，"i 、流向盆、 H^i- ;ri;必 i怀 l 辞 [bJ (![ i)正式J1乍

["'J I;j 、 '111

..J.2.6 不同H1TI吁:间的在房‘自设置集中 (10公共 I ~'t::.rEJJ fll 时'主.

并 r~~;: ,r:f '{i- F 91J ~Iìl， j l: : 
1 公共卫牛 I'HJ 圳市主 i曼可伍的设国历符合表 L 2. 民的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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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t 2. 6 公共卫生间和浴室设施

" r:,'_L ,'_d , 
{月 il!l L!:'.，

í_:j: ~)人 1 个 l

f手 1 个大 f~~' ~~ I吧置 1 i' 啕|

h -，个小使器 tf~1 [.安 l 个 i 

每「二 l 个 J自气(15'虫 iit 宣沾沾j'cf]

主 I 述设施大佼23f儿女比[!ill't'{j安" : :>设肯.苦男 IK H: f列有变化在if故十日 r:'i 队j

整:贯4号;直到久 j: 1 Itf川剧宣 c

1主 j 1;川~1于|叶家标准飞尤障碍设汁规范 (山 ;")('7Ii:i 规尘 .iE胃')C降1M 1, JfJ 网I

J;Jr"X:厕位 fll;'5llíll 证

2 公共卫生 rRJ )，1.设前室或经盟洗室进入，前空中日盟洗室的

门不宜与客房门相对;

3 与盟?:iL宅分设的厕所听平少设-个洗面盆 z
.. t 2. 7 公共卫牛问和浴室不宜 fnJ 室内公共走道设 IT可开启的窗

户.客房附设的卫生间不出:. rí'J 主内公共主道设置商户。

.t.2.8 上 F 楼层直通的管道井. -1< rfì-:在客房|咐设的卫生间内开

设检修门。

..J. 2.. 9 r~房空内i争自由符合下扩Ij规定:

I 客房居住部分;J+ ;句 .7li设古 i同时不应低于 2.ιj ( 'Il l: 乎没

空调H、!不应低于 2.6()m;

2 利用坡)豆 U!内?间作为吝房g，t. 山至少有 3m" 而积 Ll(J /j'r 

白不低 f 2. 40111; 

3 jJ 11二|可净高不应低于 2.201丁1 : 
4 客房f王公民走道及在房内走道j货商不!在 m:~ r 2. 101口。

.t. 2. 10 荠自门 L~符合 F列规定:

1 客白人口门的布宽不JiÌZ小于伞。.90m. n if'iJ ì争 Itt 不山低

f 2. (ì ()m; 



2 客房入门 f J'(f出安全防范设施;

3 '?气'房卫生 rllJ J' j ì争宽不应小卡 O. 7υnl. i手高不 JJ>L 低于

2. 10m; 兀障碍客房卫生间门净克不同小于 O.80m c

-'.2.11 宵!卫部分走道应符介 F列周定:

1 单面旬出的公 J~ IU1! ì争宽斗Jfi 小 f 1. 30m. 双 júí tn 117 的

公兵正;过净宽不得小 r 1. 10m; 

2 客房内走iì:! ì争宽不得小于1. 10m; 

3 j巳障碍客房走道净宽不得小f" 1. 50口1;

4 对于公寓式惊f有建筑.公共走道、管内人户在 iTIì争宽不

，({小 f 1. 20m; 通n:目|、吉、屈居室(厅)的占 J_ê: ì争克不小 j -

1. ()Om: 通往厨房、f1_ j 间、 Wh m主主的占道净宽小 J\;/小

于 0.90m"

-'. 2. 12 度的旅馆建筑客房宜设 [5H T-ì 。相邻客山之间、客房与公

其部分之间的阳台店外附.叫应避免向线干扰。

-'. 2. 13 客房层服好 J jJ );; ，在符合 F列 ~1~ í.Ì二:

1 宜根据管理要求句层旦旦隔层设置:

2 ï(邻近服务电梯;

3 宜设服务人员 γ作 I"IIJ 、町'可自间或开*IHJ. 且旷瞌间应设

~1~1~ n日务手推车停放及N.'l干干 rHj;

4 客房J2'A~ì主污 t(. )j j直. 1亏衣 -}I jÌl lr~; ~夜 n道前:卒: (1:) i 1: 人

II Id设乙级防火门:

5 --c:纯及以上旅馆建筑叽设工作消毒间:一级和二级旅馆

建筑应有消 4i划也:

6 下伞作 j肖毒户 IJ ì'J: {j 放的排气m'Ij但. 门蒸汽或异叶、 1， r径 'rh

人吝 1;; : 
7 客房层附设且IJIi耸人员卫生|可;

8 1i 服务通道有高差IlJ. "飞设置坡度不大于: 1 : S 的坡道。

-'.3 公共部分

-'. 3. I 旅馆建筑 f J 厅( )\_'l~) 应付合 1'- ljlJ ~~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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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旅馆建筑门厅(大世)内各功能分反应i古晰‘交通 ùrL线

山明确. id毛件 tl才 n] ì';l:汁门厅:

2 J1tdù建筑i'J厅(大芳~)内 dt附近应设总!服务台、晾在休

息、|式、公共卫生 l町、行李奇在空间或仄域:

3 口、服务 fT位自 1苟明显.1t形式应与旅馆哇筑的{CTJ甲方式、

军级、 1、山村忡11 适JI\[. fnìíI j_.;Z有等候空间.前ff办公室干{山庄，让服

务行附近:

4 乘客电棉J r' (J\J 1-tL置 J，"i1i何苦IJ ì主.不 'f{穿fËlZ客!占区域

~. 3. 2 ìjr( t'll i主筑应十H j}Ji性质、军纯、规模、服务特点 frJI咐近向

~k'J;大食设施条件设置餐厅， J f:J;;L符合 F叫周定:

1 iïK馆建筑可分别设中餐厅、外|可餐厅、自助笃斤(咖啡

厅)、阴阳、特色餐 I J 二等:

2 对于此客京Jt餐的 [1 WJ餐厅(咖啡厅)座位数. →级、二

级市J务旅馆建筑 wJ按不低于客房间数的 20%配置.丁;级及以|二

(r甘商务惊 i有哇筑可扛f 不1lIi: 客日!，uj î;立的 :)0 配 l~l'L :一纯、 」级

(jg 度iF~ iï~î白过筑可战斗、低 F曰 I'uj I坦j 边的 !O 刘国tJ主.二二级足以 1宁

的!主 ilU旅馆建筑 11ft安不低于客房间数的 50%配置:

3 ~-J 'J.二寄厅人都( . →缀至二三反 JJ~tl古建筑的 111 餐厅、白 I的餐

厅(咖啡厅 J 有按 l. Um 人~l.二 III一人汁:四级和 11:级 !Ì[< tl肖建

筑的 r'i 助餐厅(咖啡厅)、 I t 1 餐厅宜按1. 5町/人~ 2m' ，'人 j十:

特色餐厅、 71、同餐[J二、包房宜按 2. ()川仁/人~~二 ;'nr 人 ì' ; 
4 夕|、才二人员就校不应穿~吝!足以域。

~. 3. 3 旅馆建筑的宴会厅、会议室、多功能厅等一山根据山地条

件、市同特点、管用W;J<: 设置. )j:r;节符合下功JJ且屯:

1 '豆二:厅、多功能旷的人计L!，;Ulrt免和JÌi(íHlt筑其他 ìIJL ~v.相

互 HJè.并宜设独立的分门儿

2 宴会厅、多功能厅Gv.设晋前厅.会议专「力设置休思牛!，uj.

j丰M在ßH JJi ì'J: R有i'ÌÍJ室的卫生 I'nJ ; 

3 宴会厅、多功能开应自己专用的服务通道.并立设专用的

厨房现备餐间;

11 



4 宴会厅、多功能厅的人数宜按1. 3m! /人 ~2. Om' 人计:

会议宰的人数宜按1. 21n 人~l. 3m二/人计:

5 、 'í\[会厅、多功能厅设置能JU币什 IWi J&相对她立的使用

!可 11才. 1)，百 l听反隔断七方封堵应根iJtl恬卢， (j(J '垃 -'k. hJ_d:设置相应

(I(J i\ U向、川屯设施:
6 宴会厅、多功能厅宜在同居 i引丁， ['11J : 

7 会议主宜与客房区域分开设置

4.3.4 旅馆;建筑山店等级、市求等配备商务、商业设施 c 气级

至五级旅馆建筑宜设 l部务中{，\、商店或精品店;一级和二级旅馆

建筑宜设零售柜介、白马力售货机芋设施，并应符合 F列规定:

I 商务 'jl.L、IrV.标识可JM. 容易到达，并应提供打印、传虫、

网络等服务:

2 1 主J Irl{或精品店的位置应方他帐'存.斤忖11吁:介 J见行行业标

准 I;;i J;q -tt筑设计规范/\ JGJ 48 的地走:

3 、 'í hí~饵建筑设置大型或中 I~rj I:'U J占时. 1m Jh '-ji5 廿宜弛立设

iy. 且货 i主流线应与陈馆建筑分n. Jj'J "'f 另设剖J i龙、!i. fî 0 

4.3.5 出身、提乐设施应根据旅tff ffi;立主刚、古纯1'11 实际需要

进行设置，四级和 1 71:级旅馆建筑宜设健身、水疗、游泳油等设

施.并应符合下列规也:

1 客人进入游泳油路径rN按卫生防疫的要求布置. 11 比赛

游泳油的;j(~~'R:大 j 二1. ,lm: 

2 对有 u朵 fij的健身、提乐?;1 问.各罔护界面的隔声性能忧

符合现行!叶家和'J;{在《民JFH主坑i届卢设 i十规范、 (æ5ílllx 的规ii;:

3 ',/,;: Jrlt立对外经开的气可问 . 'lÚ迂专川 t I ~人 11 气

4.3.6 M(Íh建筑公共部分的卫生问 1 ，'， 1 符合|、一扩IJ J;见屯:

1 jJ '[JHJ应设前主级及以 LM~馆lt>>L~} !;_- [J/j 间应分

i艾。íj言:

2 山坡和 h纯收 t古建筑 1飞生 r' Jj Ú01~!lj íÌL I:Wi JhJ r- J'Ù Jí可内开启.

J!而位隔间宽度不'rY小 J' O. 90日1. 深度不宜小于 1. .5 51曰:

3 公共部耸JJft 问 ;11具数 ld应符合表 cl. 3. 6 (J (j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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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公共部分卫生间洁具数量

lì; luJ 约j!，J:
女γl3 •-

小i>t {，~ 111; 大(史器

句 l 川人间已 l

f jJ J (大'~~: ) 
个. ， 1业 ili仆仆人. 每 1(1()人向 l

j;i /"人内i~ 1 个.

hJ m Jm 300 人增 l 个
f巴.iJ ,;"" 1 ，咽 hi 1自

ìll I 个
IJII1 仆人 j:?'i ì主 1 ~' 

人内[ 1 

?于户 l' 餐厅(含 .i 1 1)0 人"
勾 人们L' 1 个:

咖Ii机制I[".~';) I hl"'i JJIJ 2:í()人增 H 人国ê 1 个 起jj立 1111)人. t-:r- J-/;l 

川 fOLJ)1 人人IRnUuil' ì:l- 1 个

L一一一

再 11 心人自己 1 I 

宴会厅、多 rJ]
1 个.

能厅、会议主

1 也 J _f()()人[
hjl民 }JII 200 人士曾

每 1 ， 1 人自己 1 个 111!土 11'" 人吨 主号增

JJII 1 人J曾设 l 个

ìì.: 1 本表的;王男、 i;C ;午 }J .,)í I1 1 另 IJ tt f7IJ 个同时巾进 i r ìJ:与

2 门厅(大 'I:~.: )和餐厅我 I%!U ， IIJ 时.沽只数量T1J-h主餐厅内己百‘不必叠加。

四、 11 级 QKt古建筑可按实际情J兄 '11情 l'ii !JlI 

l 洗面盆、清沾;也数证可按现行门、11; +;J、准 城巾公共!川'J 附设 il 标准 (丁 I I1 

自己'i'j'ζ

:J liij ， 1[' 、娱乐 1JO健身的 1 J 11 设施 μ[拨圳 j rf J 业 tJ; ì任 4 城市公共 }~IJ 所设计 flJ;

i 作 (丁 11: 自己置 c

"'...辅助部分

"'....1 辅助部分的出入门 q符合下列规定:

1 }、江勺昧平马庐山人 11 让开自置;

2 耐人门挝;量和位置 j.:i根据旅馆建筑等级、规院、布局和

h'，j j主条件设置.同级和J 11 f(皮旅馆建筑应设1'!TI、心;的辅助部分 :M 入

门.且明1i j(斤物出入门 'I'f )上设:兰级及以下旅馆建筑宜设辅助

部分白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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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高靠近库日、厨房、后勤服务川房和l肌 r- )J、公、休息JH

房及Dlz 好 I I_i，陆.并应与外部交 i国联系方便.易于ι汇丰、[I1J +二手H装

卸货物:

.. nl 入门附近1设有装卸货停车{，j:、装卸货千行、十~ i~~ J(1. 

城储{{rllj 、而且}J j国 itf 反货 JIJ 电梯.并宜阳有|临时(子午{立;

5 !山l川1 入门内外i由玩线瓦斥吭:飞Z f什7忖t埋用耳「向ιi进E缸ID'免..客" .寸.叮1服Rr，H. 交 3注(_ • 叮}

..叮.寸;污亏俨H ~讨ii 4杂Y 反 H朵 y并HI 扫扰t 

......2 日山 l览山价合现行行、/k标准 1 饮食建筑设 ì I 圳 I&:. j (~J 

川中有 k圳7立外. 1五且在符合下扩IJ 规定:

1 旧房的而枉!和 T而!布置!但根据旅iI哇筑咛级、餐厅关:刑、

f\t!Hl IJ良好要求设民.并山与餐厅的 i自|积相[JL自己:级平 ú:级旅盯(

建筑的厨房网技 Jt 1- Z ìfri f't i，t rJ 分 1J11丁、 flJiJ作、 白奸斗宇轻2 、 ;洗j先t盹、 i冷令J

及一气伞_ i次欠且史史~;{I衣叫l( 1仄天 J城戎、J.iTf 1 服务JiJ房、 主副食库等. 并宜过食品化验

室: 伞级手11 一二级胀i古建筑的剧自 nj 简化旦旦仪设备餐['fij:

2 时出的机直!业与甏厅联系方便.井山避免厨房的 1噪卢、

;111州、气|床及食品 fì吕 J主对在厅及且他公共部分手11客房部分iiJI 成/-

扰:设有多个在厅~'J .白:%'1 1设置主回归 J下 '['1:与村1院的服务电

怖、 tt怖]在通 j1}联系:

3 旧房的平面什J 直山符合 nll 下;在悍.避免ft .ì亘交估. Jí一应

j':j{t [J'/: 防:j主要求. /苟|尸|二食勺熟食 j昆朵军情况发!!工:厨房 ill 、

tH 甏厅的|、 J'f'( 分子1 设 8'. 汁rrl:采用带有歧冉的 1'(1 [;j) 川~ Hl 门.川 Jri

);[;，)山|叶 1iÍÜ戈方向 'î2:: 
4 归J山的!车 !Hftf计工J 主食库、画IJ 食库、 i令;战库、{与(鲜 f平平11

;VyJ年等 υ

......3 旅出佳jtII设置洗衣自l!Q.~.、件;先凉间.并 IJ;L 衍合 f 3/IJ 

t见:ζ:

1 ìjL1< J;f li(] 1(1if!1日按 i;t作内容、服务也用及设备能力确定:

2 洗手〈白的、F [B 111i 'f'Ï I\;{ 分设衬衣人 u 、、~-l; 在 K 、沾点问、

i占衣 f_U 门.片」宜过衬衣 )j伞道:洗衣月J r;ìJ. ift 近服务电网、;亏衣 )j

i且 jt二山避开中耍'岳'流路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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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亏衣井道iX\t ~弓衣 n.ì且前室的 lH 入川‘ r，'Ij_设乙级防火门

.t~. ~ 备 ll古库房rllL柏:合 F 夕IJ 规定:

1 备 illI 昨日应包括家旦、指血、纺织品、 H 川j品、泊起品

及易燃易煤 ~11-~i 库房;

2 库房的位过!主与被服务功能 i又攻 D1r 芽电样;联系使J走‘J1'

f ，;i_满足1/立运、储存、发成军管理工作的安全气方便要求:

3 库房走道和门的宽度 J ，~l满足物品通行 '~;R. 地面应能承

受重物f~J载。

~.~.5 垃圾|让j山符合下手IJ规定:

I 旅馆建筑M i2 生 Ijl 垃圾|、日J ， {:i '1且 '1'( ~靠近卸货 '1'- fì LJQ 柑i j])] 

r\'n; 汁的货物 1 1\入仁1. )j: Jι 采取通风、|在jill 、|盯蚊蝇等措施:

2 ，Lì 坡山外类.并由拉:f 、 i!~分设垃圾|让l ‘且 i~~垃坡宜采

用专ÞH冷藏iμJ DX:专用湿士在圾处理设备。

..t .~.6 设备用房(oi付合下列规定:

l 旅馆建筑应根据JJIj 要设置给本-111 /J二、空调、 i令山、 LI寸[]'I 、

热心、燃气、备用发电、坚配电、 l州站、电讯、;肖防控;jìIJ'士'应安

全防范中心等设备用房.小型旅馆建筑可优先考虑和l川旅馆建筑

附近已建成的相关设施:

2 设备用房的 1:' 'i=if 1f接近服务负荷 11 1 ，1':.应运行安卡、甘

理手11维修Jd更 .jlH朵 !I; 1'11 震动不应1、j 公 )iJ i部分和客房部让造成

1 -1尤;

3 i生备川府应有或预留安装干11检修大型设备的水平通道和

垂直通迫

~.~. 7 职 rJ-H 房]，;i_1':ì 合 r 91J 规定:

I 旅馆建筑h设自管理办公室、 JH( l' 住在、'l::衣室、浴宝、

卫'-Þ.i'uj 以皮职 r 自行车存仪问:军JtJ 房;

2 DLJ级和五级旅馆建筑宜设首职工理发主、 l"-~ 务室、休息

室、蝶乐室和11古1J1 1室等月j房 c

~.~.8 惊惊建筑 y场、库|徐山符合 111 家用行标准 U飞斗 r丰，]

f乱时 il J现范) JGJ 1 ()()、 j气干库、 11苍 /1': I午、 i乎年场设计|山火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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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 GB 50067 的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卡列规定:

1 应根据圳院、条件及苛求设置相应数量的机动丰、作机

动车停车场、停车库:

2 旅馆建筑的货i三专用:1\人门设 f}也 F车库内时.地 F 车

库货运通道和货远区域的净高不宜低 f 2. SOr丑;

3 旅馆[建筑再年库在设置届住公共部分的公共通jEE艾电梯 c

16 



5 室内环境

5. 1 采光、通风

5. 1. 1 旅馆建筑宇内应充分利用自然光，客 I;~ '1' (一行 I'{ i妾采光『

J二道、 j去梯 l'uJ 、公共卫 'f二问宜有自然采)'L;和自然通风。

5. 1.2 自然采光房间的宇内采 W_:[0Z符合现行 IE]家标准 哇筑;托

克设[十标准 GB ， '1 、 /)0033 的地定。

5.2 隔 ='=" 
p" 

5.2.1 旅馆建筑的闹卢减噪设计应符合现fJ l王|家如准:民用建

筑隔卢设计规范/\ C;L\ 50118 的规定。

5.2.2 客房附设!尸七间的排水管道不宜安装{t: _!j 百房相邻的隔

墙 L'. .应采取隔(1 i 1)平 11最措施。

5.2.3 当电梯井道贴邻荠山布置时，的采取隔卢、减振的构造

措施。

5.2.4 客房内房间的分隔墙L迁到约十2J 问底。

5.2.5 相邻房间的电器插座山铺位市直，不同贯通。

5.2.6 相邻山间的壁柜之间应设置满足闹声要求的隔墙。

5.3 防潮与防7.1<

5.3.1 厨房、 'P.'j: l'oJ 、盟洗室、浴室、游泳池、水疗室等与相

邻房间的隔墙、顶棚应采取l坊潮或防水措施。

5.3.2 厨房、卫生间、盟洗室、浴室、游泳地、水疗室等与其

1" 层房间的楼十反应采取防水的施。

5.4 室内空气质量

5.4.1 胀叮flf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的选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17 



《民用建筑 I丁程主内环境时ijE控制阳也 GB 50:)2)的规定。

5. ..J.2 底订[建筑室内环境污染物被监限量应符合表;;. ,[. 2 的

规定。

j 只

表 5..t 2 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限量

污染物名称 浓度|捉iIi

\，飞 1:'[ 川、)

T't;陆 \rt斗L一「

:r,'( (111μ1n' )二

口、扣发 11 有机化合付("1\'( )(丁 | 



6 建筑设备

6. I 给71<排水

6. 1. 1 胀阳建筑给水排水系在的用水水质JiV:符合现行|玉!家标准

《生;币饮川水水 Jrf[ 卫生标准)) G 1, ;) ï j C) I'I~ ~见定。山披手nh纯收饨'

建坑的川 j 水尔 lifr还 Id仔介卡列规定:

1 可对吁:清饮用水供水水搅总硬度(以碳酸钙t十) 1J 斐求

IH. h>í 丰t~把水源总硬度(以碳酸钙 ì " )↑r'JìJe，进行整个室的给水系

统的水陆4í; i七:

2 先软化后的水硬度小满足厨房洗碗机、破璃器IllL;克法机、

市IJ Ì7](块机、洗衣房洗衣 0): f\í-付给水的总硬度(以碳酸钙11-)的斐

:J己时.应进1 J" 二次软化

6. 1. 2 旅tlï ill筑给水系统";í.符合下列规定:

1 1].1根据建筑 1)、j功能的划分和吁地供水叩门的水 hè ì t一货耸
类等因素.设 rt柑j业的牛j阳台水系统.并附和Jm城镇均水管网的

水斥:

2 旅 'CI白'哇 j吭生活月J*定额山符合下亨!J~见定:

1)最高日一午1币川jJj(定轨 I ，;i 符合表 G. 1. 2 的脱定。

:巳J陀二小
~& 

表 6. l. 2 最高日生活用水定额

备ìt

级 i二力 111 :l,() 2 j 
!不少 J' :)[).γ在山

IML9: [1'1 illJ 

j (‘ l 



续表 6. 1. 2 

旅馆建筑等级
!H水量

小时变化系数
使用时间

备i ì:
(L d. 每床) (h) 

二二二级 20()-300 2.0-2. () 2,1 全部客房怀H主

四级、五级 200-. \00 2.0-2.0 21 R生间

注. 1 一级旅馆建筑用水量含公共淋浴问、洗衣问及公共卫生问 Jij水 z 三级旅馆

建筑用水量除一级旅馆建筑用水量外.还含客房卫生间用水。

2 气至五级旅馆建筑用水量含公共部分的公共卫生间用水 3

3 表中数值不包括职了用水。

4 二级旅馆建筑客房卫生间可取上限值，缺水地区宜取F限值。

2) 厨房、洗衣房、理发室、游泳池、洗浴中心、室内水

景、汽车冲洗及职工等用水定额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的规定执行。

3 给水设计应有可靠的水源和供水管道系统，当仅有→路

城市引人管或供水不满足设计秒流量或压力要求时，应设置生活

贮水池(箱)或1101王供水设备;

"" -.级至三级旅馆建筑客房卫生间用水器具配水点处的静

水压，不宜超过 0.15MPa; 四级和五级旅馆建筑卫生间选用特

殊卫生器具时.其配水点静水压不宜低于 0.2MPa;

5 二次加压给水的水泵房和水池(箱)间应为独立的房间，

并应环境良好、便于维修和管理，不应与客房和需要安静的房间

毗邻;水泵房及设备应采取消声和减振措施;高层建筑的加压给

水泵出水管应采取消除水锤措施;

6 设有二次供水设施时，建筑物内给水系统的竖向分区和

二次供水设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

CJJ 140 的规定;

7 设有直饮水系统时，其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管道

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 CJJ 110 的规定;

8 设有游泳池及洗浴中心时，其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游泳池给水排水工程技术规程)) CJJ 122 和《公共浴场给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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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工程技术规程) ('J门 60 的规定;

9 客房、 1it1谷中心、 JM房、洗衣山等供水宫'网应各白分H

设'8'. ~í二应分设 Jj(表t十红i:. 高级套房I、(Ì迂油 ìr(l~管道系统;

10 采用非饮用水作为 ìll l厕、 i r!Ti;t 、汽年与地面政绿化商阳

等川水时，其水质应满足川农对象的要求. JtTT-近山有明旺的标

志，且不得与饮用水管j且相连接

6. 1. 3 jjKt('， 也筑应设生活热水供应系统 Jí二应钓台下列问定:

l 有: J ì J品高 11 生活热水(币。飞)用水量应付介去 6. 1. :;的

叫定:

表白.1. 3 客房最高日生活热水 (60t' )用水量

l 川)'l，注定额 | 攸!jJ H.JIÎ'j
旅 tl'\达 11L 飞「纯.... _"_'-..' 

1 I L d. 何床) I11) 
备íì

[1) - _ f)\ 楼层设公 l飞 IJ'i j'il]

i二 i~i~'K 1;;- t哇 JJ' l:i'8j

;'j 川房、洗衣的、理发室、 íjUi1巾 .L 千Illl!( I '!, J!.\ JK )↓l 水巧在回炫现行 1'，1 家标准

飞7l JJí价 IKjllJJd引↑呗/IÏ I (_~B :J(ì门 1.) (1:; 刷ídíiJ iζ

2 生 ì1Î:V~水系统的划分由与生活给水系统丰H -致;级王

tJ~级旅馆建筑)i'，z.设今日制集巾热点供应; →址 HI二级旅听建筑11:

设定时;jjlJ 集中共也水忧山D.X:局部汁散热水快 J \~i ; 

3 lA阳的选用山符合现行同家标准、建筑给水+11 水设 il 规

范 iì (;13 50015 炖定:

4 集小热水!其 1亿系统 J.ii.保证配水点冷水、热水 J 1; 刀平役J.

应设T 、 E管或千、 if_ 、支节'循环.并应符什政!h国家标准《建

筑纶 !J(排水设计规范)) (~B :J仆仆 1:; (I~ 相关规定:

5 热水内己水点供水旧!主不[:\( fR t二C)()飞. -f，反主气级旅馆'建

筑用Jj(点热Jj( tH ;j( H.J 间不山大于1Us. VLJ 级、 11 ft，及旅馆建筑用水

点热;j( I打水时间不应大T' :J，，;



6 冷水给水未出可J 几1. 1 条第 1 ;JXi丘iJ软化时，山根据冷

血水压情况.按现 fJ 国家标准《建革L f{ì Jt 1IF水设计规ì'li i (; B 

50015 的剧定进 1j水质软化或 l5tit，后缓蚀处理。

6. 1. 4 胀馆建筑饮水装置的设置:山符合下列规定:

I →级至?之纯方í< 町建筑宜设开Jt1J飞「EJL置;

2 同级和五纯收旧建筑|东山设川-水装肯外.还白:i'Yì斗'jEú

饮水供应装置。

6. 1. 5 二级主 Ji级旅馆建筑1设洗浴、洗涤等优质废水净化M

m系统， rnlHlrjl Jt可用于冲洗地面相绿化等。

6. 1.6 旅馆建筑ill二水系?先应符合 F 刊出定:

l 五级旅馆建筑客日卫生|可排水'自设计流系统. J 1I也tJ& 'if: 

建筑应根据洗浴!在水的回收方案选择合流戎分流系统:

2 厨房扫l二点应为独立排水系统.并应对 ;111 脂进行回收及

处理;

3 客房卫生 l'uJ i4r: 水系统宵采用西气心管排水系垃 l'~ i:j'咪

(自己1'1 )单立管排水系统、

6. 1. 7 陈旧建筑雨水系统应符 fT下列规定:

1 )吾国际Î!j(应设独立管道系统排除:

2 高层戊越高层方在情建筑的区目rrm7)<排水 ~~t接人宅外r:rí 7)< 

十77 丘川时!\';j_ 采取的能措施 υ

6. 1. 8 旅馆建筑1号 i臼 I ，n水和硬化地由的时点宜进行控制气和J ) IJ 
z与进行收集|口l 用|时，宜用于绿化、?令却塔补水等 c 雨水控制及利

用应符合现行|可家标准《建筑与小区雨水利 Jjj r 程技术规范》

川口川仰的规定

6. 1. 9 高层旅馆违筑的町房内宜设 lt11剧由专用灭火装置.、li 设

有由垃圾道、衬衣 1H且时.井i茧内 I ，'，;:ì主:'8i'l动喷水灭火装 t42

6.2 暖通空调

6.2. 1 可利用l}Jj(Fh 热网耐热时.在热同阶 fl每期或过渡手 17. 四

级干I IiL级旅馆Í:È:t;U ， ;i 吐白备JH热源、 :纯旅馆建筑fn安置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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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热泪。

6.2.2 )j[d古建筑的供眨、专词1'11生活HJ热 iJ单 1'1:型体协调、统

考t/i(句

6.2.3 唁 ìJ斗 ;M;专注衍时间较 i己的l'LJfN 千IllI:纯收馆i!Jfì: 'ti: :<, j ，仨讲i

j发热jlHr IIi ]tl v:平 IJ!IJ

6. 2. ", -kr;~l能资师记沛的地区.宜采用太 1:11 白色热水系

6.2.5 It&ì亟专制设ii-[，;l 符合J~1 i 国家柯:消《民旧建筑供暖 i国民l

L'j空气训 )}i迂 ì 1-):吧范事( ;巳 ;)07川、;公共建筑节能出 i十标准 'ì (;1) 

川189 的脱屯。

6. 2. 6 JJt( tí: 哇J或主内 i匮 j国空间设ìlìln参数应符fT去 6. '2_ íì 的

规1豆 ν

表 6.2.6 室内暖通空调设计计算参数

iu 「

:气川艾|中11 付 iM度
。;['u) \;级刷出 ['11) 名 fJ: '."''''~ , 

f斤 L<l rji: 1/ 

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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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2. 6 

复季 朱、在」

房间等级阳房间名称
空气;且!芝 中11;(才 ì，\l\J支 字气温度 机 1>(才温度 ;旧式L过 L

1m' (h. jl)J / RH f I?H 

(飞) (川) (O( ) 

一级 2日 -28 16-18 

二级 26-28 17-1') 

大~~、巾
二级 26-28 18-20 

庭、门厅
三三 65

四级 2S~2 'Ï 乏:65 19-21 二:?:lO 二三 10

五级 2Cí -27 ，~6J 20-22 τ三:0 0 f三 10

美容l理发宝 21~2日 三(60 20-22 二<， 0 二主 :lO

健身、如:乐 三乙二日仆 18-20 10 ;毛 :lU

6.2.7 旅馆建筑供暖及空调系统热源的选择应符合 F列规定:

1 严寒和寒J令地仄.应优先采用市政热网或区域热网供热:

2 不具备市政或区域热网的地区，可采用自备锅炉房供热

或其他方式供热。锅炉房的燃料应结合当地的燃料供应情况确

定-并宜采用燃气:

3 宜利用废热或可再生能源。

6.2.8 旅馆建筑空调系统的冷源设备注系统选样.宜'符合下列

规定:

1 对 A级、-级旅馆建筑的空调系统.、可 1>?提供市IJ 冷 H才-

1采用分散式独立冷阔、设备:

2 气级及以上旅馆建筑的空调系统宜设置集 rfq令惊系统。

6.2.9 集巾冷1)，~系统的设置.应满足旅tñ建筑部分负荷工旧的

调节;苛求.并应符合 F列规定:

1 冷水机组白:接供岭Ii才.宜采用大小搭配的设置方式:

2 吁地电费政策支持时，可采用冰苔冷战水蓄冷系统:

3 制 i令机房的总、制 i令量应根据空间系统的综合最大冷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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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江

6.2.10 采用冰苔冷系统时.宜民置基载冷水机组

6.2. 11 生" l'仨 j)占l 水系统应采用变水量系统工

6. 2. 12 胀陆建筑山 rllJ HI公共仄域 ::2 iJ !d 系统的没青:自付合 1'. 3ì1J

规定:

I ITU 扣~_[r~空间较大的公共区域. rc采用合空气生时j 系统:

2 客房或而识较小的区域. 'ÞC 设置:j!h、主控制丰温的房间空

调 iEf奇。

6.2.13 采用全年空调系统供冷租供热的旅馆建筑.冷热水管道

制式归根据放旧建筑咋级E!X建设简求、当地的气候特点、建筑相j

rnJ 等 [1;1 素确击。

6.2.1 -1. 旅馆建坑供暖系统的设置山符合|号。规定:

l 严寒地区卫L i生百供暖系统;其他地 r>( IIj根据陀热负布的

变化和JJ求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采用"冬季供暖÷夏季

制 ì/~" 或者冬、夏空叫系统:

2 严寒和寒冷地称旅馆建筑的门厅、大堂等高大空:1可以及

室内游~Jj( 1也人员沾动地面等.宜设置{Eh晶地而辐射供暖系统:

3 f共暖系统的热媒J0I采用热水。

6.2.15 旅馆建筑内的厨房、洗衣机房、血下库房、客房卫生

问、公共卫生间、大型设备机房等. I但设置i国 l礼系统.片们;L符合

|币。规定:

l 厨房排油:J:1~1 系统应独心:设置， Jt室外tl阳L 口 '1'( il，[ 旨在也

筑外的较高处.且不应没置于建筑外立面上:

2 洗衣房的洗衣间排风系统的苦外悻风门的底 ìh. 宜高于

室外地坪二m 以上:

3 大型设备fJl房、地 F库房山根据 pi→主要求和I余热量军因

素曰:主通风系统:

4 卫生间的排风系统不应与其他功能房间的111:风系统合井
口 Eπ:

1X: IT 

6.2.16 旅馆建筑机械排风系统r0I符合 F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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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客房卫吁:.18J 的排!礼量J门'为房间新风量的 60%~70 .或

换飞次数不宵少于 G ì欠巾;

2 公j 七 1 Jl I I'IIJ 的换气次数不宜少于 10 次 h。

6.2.17 旅馆洼jA迎风空调系统防火阀的民汗山符合下列规定:

1 fliJ)污扫I ìl11炯系统的排!礼节在穿过机山、防火分区等处时，

应设置防火|词句其功作温度应为 lSOO(;

2 当客房新风以及卫生间排!其l :f:时坚向系统 111. ，，:j 在何个

水平支忏 I二设置 70 0( 防火阀或设置防止[口1流措施。

6.2. lS 旅馆建筑眼通空间系统节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客房卫生间-tll: )扎进千T热回 ljÆ，z:时，应采用阳绝式热|时收设

备，不宜采用转轮式热回收设备;

2 公共区域的全节气定风量空调系统，宜采取j1注季节利

用新以Llí年 i品的措施

6.2.19 藏馆建筑暖通空洞的白云;}J 拧;jìlJ l~监测ÎIV. f'q {-干 F罗IH见注:
1 设置散热器供暖系统的在自.应设置 (1 力式散热*，Ii '1 1干

温阀;

2 客房空间系统内采取温度内功TY制措施:

3 集中专调水系、吨的末端)占世'A'III 温度控制的电动两通 i周

节阀或其他实时变流址调控措施;冷水机组宜设肯J刑日二置。

6.3 电 ---飞
6.3. 1 旅阳建筑供电电 ;1圳在山衍合国家用{丁标准《供配 11.1.系统

设计圳也 >ì (~B ::ï ()O :J 2 、飞民}↓j连战电气没 ì I 规范 1 川 I Hì 和 11 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 ιB SOO 16 的有关问:立外.内 )，'，j. 符合 F刑规屯:

1 月J 屯负荷吁:级 '，:L符合表 6. :;. I 的规定。

表 6.3. 1 用电负荷等级

)/; 



续表 6.3. 1 

-- 旅馆建筑等级

时电负信名同-------~-

| Uj 餐厅时山 nJJ 高级套房

皮」非主?自谊咛场所的 ]1月 il!J川也 信息网络

号、;也 1，]系统、广j击手 γÎ[、 {J~f: I l!.视&.

卫足电视技L/让系统、信息引导及发{jj 系统、

11才伸系统及公共安全系统)jj f也.乘冉: 11:t仰、

排污裂、吁二;:;~ J}\.f~川 i也

严; ，1;;;- 、'?~:: ì闭、1!i1' J厅、;1\衣 1):; ,JJ 7J 

l在 1:仁所述之外的其他川也设备

注:扣j，; ".~ f;) 币:[中特别 i主要负荷

一、二级 四、丘级

2 囚级M~Îí肖建筑宜设自备电 11Ý， .丑皱旅惊违筑山进r'i备电

;以 II寄自:应能i卢jlil实际远行负荷的 J7~: )j( : 

3 气级旅馆建筑的前台j十算机、收m机 110f其屯电 j即l'rù安静

用电源; ~Ll级及以 t旅馆建筑的前台计算机、收挝机的供电电源

应设备HJ ll! ìJJ京.并应设置不问 lf]i电跟 CUPS) 。

6.3.2 客房部分的j巴西己也箱不得安装 ι: ;:1二 iE 、电悼厅和l客人易

:fIJ .ì主的场所 3 吁客房内的阳电箱安装{1:1'( thJ /}、J /J;j. }泣做好安全 1;;]

jfl 址 J!íI】

6.3.3 照明设 i l' I在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Rii 明 ì1ì j'标准)) C出

50031 的现定执行外.还应符合 F列规定:

l 三级及以[， ìji~ 订rili筑客房照I=!JJ 'tf丰l~ i1，片功能采川肘 i'i!; J1(~叫.

芹「污 /JJ 电源插座标 f卢:j'fI牛f~ j1，足使用安-* 确定: ;t j且、门厅、市 J j'、

宴云厅、 I且梯厅耳公共场所应设供洁妇设备使J-IJ 的情应;

2 问级&以 t旅馆建筑的每['ElJ客房至少应有 A盏灯接入应

急供电凹路:

3 客房壁柜 I句口't'S' (1;) 照明灯具}，;i ':日'千1 阳j护罩:

4 餐厅、会 iì('卒'、宴会厅、大 ~;;t 、占 j_Q等场所的 !!~II月 'fr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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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生 rt'拧制却式:

5 _.缀旅馆建筑在:房内宜设有分配电柏 i&: ((-川)l~明文路;

同级及以 UJíec(:建筑客房内应改肯让配电箱:

6 丁1纯 IJí~tH建筑的客房宜设置节电 Jf 关: r叫绩 j{( 以七帐饵

it筑的客房，应设古节 [TIJL已。客房内的冰怕、充电器、传tl_. H J 

rti 斗币1吏节电开关 r~rt;IJ

6.3.-' 旅Hr建筑的防雷、撞地及安全措施除f，~Î. 符合现行同家标

准《建筑物!屿'AJ设计规范>) (;1\ :1 0057 和《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

防雷我术规也 γ(市刊::l 4:~ 的规在外.还J，ÌÎ符合}:7IJk见定:

l 有洗浴功能(10挥山卫生181应设置同部等电位联f， 'i:

2 浴室、洗衣房、游泳池等场所向设置局部等电作耳关till

6.3.5 旅出建筑除应根据1见行[1':[家标准《火灾白动，m警系统设

计规范); (;1:\川 116 及相关罔家现1f建筑设计防火规击的要求

i安哥火灾白i)Jtli f?系统lJd肖防联动作制亲纯外. 1圣!当符合下乡IJ

!注定:

l 供残疾人七'JIj的客房.应设拌了lf 光1号报器:

2 当客房利用电视机播放背景音乐及广播时，宜另设置应

急广播系统。 1"!J( \ì.设置背景音乐广播时.向自它受火灾!亿急广播系

统?且;卡IJ [刀换。

6.3.6 旅馆建筑Jd: i;ZB'安全防范系统. [东 JI"Î.符合现行|叶家h;W

、安全防范 r手里技求现泣 GB 50348 (10 规半外 . ]f h;i_ 衍合卡列

规定:

I 二:级及以上旅馆建筑在:房后:走廊)，íl设置视顿安防监控摄

隐忧.~级和工纠 Ij[~ 't'í\ ín筑客房层走 161吓112直视频安防 ilk拧阳

í'安机.'
2 吐，飞飞部位 :tiL;IJ崖人{呈报警皮出人口控制系统;

3 1也 l、停车场宜设置停车场管理系统;

4 在安全疏散:ìffi i巨 t 设;立的 iH 人口控制系统 I，'，{与火灾自动

报芹系统联功。

6.3.7 电手信息系玩山拍合现行 flc] 玄机;ìW 智能建筑ì'Hr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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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031 斗的规定。

6.3.8 放钉(建筑的通信和仨息网络宜采用综合有i线系统.除应

符合现行 [Jil 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 \ GB 50311 的

问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l 三级及以 1'， JÌí~ 1m建筑宜设置白 [JJ程控交换机;

2 每问客房}_，;i装设电话和信息网格J雨同~~ ~四级及以 L 放帕'

建筑客房的且生问应设置电话副机;

3 旅馆建筑的门厅、餐厅、宴会厅等公共场所及各设备用

白白研宅应设电话分机:

4 二:二级及以 ut(馆建筑的大堂会客~"，、多功能厅、会议宝

等公共区域:宜设置信息兀找网络覆盖:

5 主与旅馆建筑室内存在移动通信信号的弱区和百区时，应

设置移动通信信号增强系统。

6.3.9 旅馆建筑且设置 H-算机经营笆'坷系统。四级及以 1 tJí(旧

ill筑立设置客房管理果统。

6.3.10 =级旅馆建筑直设公共广播系统句四级及以 lhíd古建坑

应设公共广播系统。旅馆建筑应设置有线电视系统.凹级及以 i二

旅馆建筑宜设置卫星电视接 rjj(系统和白办，'，，- n 或视频点播

(飞γOI))系统。

6.3. 11 四级及以 U1(阳也筑应设置哇筑设备监控系统。

6.3.12 戚惊建筑的会议室、多功能厅直设置电子会议系统，并

可根据丰富业设置 fiiJ卢传译系拢。

6.3.13 供残疾人使用的客房和 Ffl二问应设置紧'2，:1己J3jJ按钮，五

纯旅吓:Í主筑客房及 }tlJ_生问:在设置紧;Z_'，;k且fJt(é钮.并应付介 J见忏

I:E]家标准《元障碍 i主 ì , ~见 il'i)ì (;1:\ 50í 6::; 1');) j、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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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 i司说明

l 沟便-fù:lh f J 斗( ~\\!. i白条文时也;另IJ \,j f S. "t I宦 :j<: ?，' j 汗 f~'J旦

不|司的川 U，J ~~~明此Ilr-: : 

1)表 IJ\很严格.才|二这样!故不 11 r 的Hl i可:

i正l仁; 山 i扒词A司] 采 H时j "，哑也巨ι、衍饨j

2扣) 与表支刁水二七忖刊-寸~i'l严I旧氏吁+恪吕. (111 '?首情况 F均 J主丰'((峙的山词:

ü~ 面i 同乐ìI J" .. .反面 i司 ~}-H ..斗: ÎlIl"豆豆..习、 fH" : 
3 ) 1< IJ~ 允 L午稍有选抨{t::条件许 ïïf H才芮先 /;;i 这样做的

Hn司:

lFt自n司采用.. r(f" .反山i司采用..不11:":

.t l 去心千1 样.在一定条 fl 1'. 厅r V)， 这样做的.采用

。

' ' TJ -i -1 . • 

2 条文 I t 1 指明 [\'J.按其他白天际准执行的写出为..应符

合……的阳山" !__rx .~ f_l江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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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 31; 录

'Î it筑f占构 1'dt载规范， GB 二 ('il 川)

2 5主HLHì，j(排水设 ì 1 规范 G L\ ;')O()lJ 

3 ((哇!筑设计~}j 大炖范 G扫二()U16

-1-也-11L 采)，(';i11 1 际准): (; 1" T 5υU:B 

5 ~~哇自明设iI-标准... GB ,)()03 -l 

6 <<fi飞阳电系统设 ìl)见范飞飞 (~U 二()( )二二

7 认过筑物 [íjj'JH9Jt 规 /li C;B 501';)( 

8 近年庄、(段't f午、件 4-:场设计防火 k~7在 ì) (;1) ，jIJO盯

9 火灾 (1 动m雪系玩 i支计划;江川出:J() 1 Hì 

10 飞民用?上筑隔卢设计规范，， (;B501 1:'\

11 民用 ili _í}l热 T设i十呗/[\\ CB 5017() 

12 ((公共建筑节能 i'l i 1 标准; (;B 'í(1l 89 

13 Hr1:荒内部装修改i j一防火划 ili (;B50二，)，)

1-1- 廿右台布纯系!LL_t呈没 ì 1 规范飞C;1\ :i lrl11 

15 轩能 ili沉没 ìl-标准.. (;B ;:)0::; 1 { 

16 ((民川建筑 11主主内环境忖染f';;;ljIJ 规也， (;1) JO:i2S 

17 建筑物 1 lJ_ -Ti，'， 息系 ikl;Jj古技农规;'t'!:飞 (;n 二():-j .1 :J, 

1川8 安气仓专甘w口阳阶防:)j扣ii范'['LLf

19 飞民川?让主 J坑;Li安 i计t- ì通匾则川( ;山]口15川(ο)1口S 'ì

20 :í主ht 与小山r:H 点不1)月rrr川支术地范 ;ì (;1" ，)()斗 00

21 民 JIJ ili 供暖通JA1j'宅飞 )J;'iJ îJ设 ì I *~~ì应 1/ (; B -:; (I(:j 6 
22 江北 1;市怦设 ì 1- 1;见;'r'!， (;B ;)U7川

23 、生;川大山水水质 ι生标准 1; (出二7ω

2-1- <<t己川建筑 I L!_气没 i 1 一声见i'[i飞 J (;J 1,; 

25 (( rl'n' f， ti 建筑l1 i I 规Æ J(d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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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饮食建筑设计规范>> 1G1 64 

27 ((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1G1 100 

28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CJJ 14 

29 ((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 C11 110 

30 ((游泳池给水排水工程技术规程>> C11 122 

31 ((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 CJJ 140 

32 ((公共浴场给水排水工程技术规程>> CJJ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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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旅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 62 - 201-' 

条文说明



修汀说明

《旅馆建筑设计规范)) JCJ 62-2014 ，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1 年 9 月 1 F-:I 以第 3:)8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木卢见他是在叫旅馆建筑设计4规范)) J (斗J 62 - 90 的基础 U白 ìf

而成 . 1二 A版的主编单位是建设部设计lîH究院.主坦起草人是刘

雨!川、张妙红、石唐生、字1)文、张 [+1柱、畅 U1:兴、张义士、 l二 1M

卢。本次传订的主~.技术内容是: 1.增加「术语和宇内环境.

取消「防火与疏散; 2. 将旅'Cîf建筑等级政为由 f8，2至高圳分为一、

二、兰、四、五级， )丰 f~ ÎJ丁相应条文; 3. j主应旅切建筑使山、

管理、技术方1M发展的要求，对中H关条文进行了修订。

为使「广大设计、施仁、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木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uì[d币建筑设计规范/)编

制组f卖市、 tt 、条!顺序编制了水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周定的

目的、依据以及执行rr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ID:对

强制'自;条文(J~强制性理由做了解择。 们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

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用解和把握标准规定

的参考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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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木规也是叶以旅i古建筑设计tUé: JGJ 62 - 90 (以 Fí自

称原规范)的修订。!京)见范白 1 (j!)O 年实施以来. X>t"j i旨导我 l司

JÌÍ'(t宫建筑设计工作，促南设计民ii;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牛随着我同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丰 I 会的不断进步.使用古付旅馆建筑的基本要

求也有了新的苛求.原规范的一些条文已不适应、'í前提高旅馆建

筑设计质量的要求，同时间家旅游局对《旅游饭!户ilfi级的划汁与

评定)) GB/T 1 1:训8 也进行了传订.故斗、规范须修改和调整。庄

编制与修改本);JU且过程中.瑞1M组曾对若干个城市进h实地调查

fUf究，收集了大量的 M~ìl白'建筑女例和 i到挺进行分析.同Il;J 参考了

国内外有关旅馆方面的标准、规范阳汇集 J 近年来出计中最新积

累的经验，对旅馆边筑设计的基地和总平山、建筑设计、室内环

境手日建筑设各年;在原规定的基础「进行修订、补充手niJIiJ 悟或制定

下限值.对专业术i再给予确认，以 1呆 ìiI旅馆建筑符合洁用、安

全、卫生的基本坚求。

1. O. 2 适用范围中对出租'在房数的要求原脱7li 为 20 间(套) . 

为与 t旅游饭店Jl"级的划分与评定 ì) C日丁 143(时柑一致.占)d!悔

改为 15 ['nJ (~~)。

1. O. 3 原规范将旅防建筑由自主1~划分为一、二、 二、四、五、

六级 6 个建筑等级.为与同家\~ 1iÍl: ;jJ主饭 m 甲级的划分与评定 F

GWT 11川心的等级高低JI[tíl序相协调. I故本民 11多订[-1)[为胀 tt\ 建筑

rt干 1~ -1'高划分为一、二、气、四、1i级 5 个建筑亏:坷.建筑非级

的内在涉及使用功能、 tË:1JL标准、设备设施等硬「卡!要求。村: )JIJ要

说明的是，旅馆的建筑;等级虽与旅游惯山星级在硬件:设施上有油

分关联.但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对店关系. I人l 为旅游饭店旦纯是

通过旅馆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处Júi得分综合j (Jj ìl定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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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为加强贯彻国家节水、节地、节能、节材和保护环境的
I!LJ节一环保战略.本规范特增加此条款 c

1. O. 5 有关止陪同、防火、热工、节能、燃气、安全、卫当二设

计等.除执行尔划也的叫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

规定。

真中例子龙 ITj 各类设 if 防火规范对于旅馆建筑的规定较};J全

面，故将原l见也巾防火气正在散的章节取消。

37 



3 选址、基地.:frl总平面

3. 1 选址

3. 1. 1 旅馆建筑的选址w符合当地城乡现划的 ~_l_!.求.尤且是吁

前有一些中要放tñ佳筑大都休量较犬‘装饰标准较高. ;{;J城市内

貌向一定岳响.以其选址应以从总体t~tlJ要求。

旅馆设施 fj(J J& .rjJ开发，还应叮以区域经济为!在托们1î[eç 订1'建筑

的建设-lE 子l二分 ~L仨吁地)↑i场需求、先济发民手Illx~{;í If;1 素等 1~ 

考虑、斗 i也及用边对旅订了没施市场的白求.就会 .nÏ 来很大的盲

fl 忡。

旅馆的选址还应根据不同的惊惊类咀.结合JU司边白然环境

及主化氛陀!进行综合好析

3. 1. 2 7j:.ç杀周定(旅馆建坑的选址茧，长

随着人们对地震、水患等各种自然灾芹的深入了解.时旅馆

建筑的选址卡J~ ì在有了tE:深入的认识. iJ才此提 t [ ~边 tll:I ，;，}:;;合各种[ 1;] 

素.周密考虑.选择 f1 然条件较为有利的地段 3

日前环境污染U哗为-个「分完 LU 的问题. I徐 J - 'J( 质、大λL

以外.还有u朵卢等者|让台环境带米一定程度的污染 旅馆建筑是对

环境质量要求较高的场所.不容 i干 'ft_ 什二爆炸遭受到粉中、大气污

染、噪声吁，'，扰 ，，5]此.:ì2_ç址巾还应远离各种污染地il 千11 局爆坊怵

场所.按照有关法规.满足防护距离的妻求。

胀馆11 Jfi的选j止苟且耳考虑交通 ifJi利性.尤Jt类{川、!古j 务旅 \1:

更需晏与机场等交通设施联系力!巨.而类似度1日旅馆等贝IJrjJ 选择

才ll:{J僻静的j也}i ， fq 仍需型号虑 JiNI全iJ达。胀;有建筑j~t止不仅如

:号 J，仨:fj-命个适宜的环境.还要充分考虑和l时间，'T~ 811 好设施 tn现有

某刑配套设施的可能性.使其具备最1tf史)lJ 来1'1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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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地

3.2.1 木条规定是为门果证旅馆建筑有疏散的道路.以满足墓

地的对外交通、疏散、 m防以及组织不同功能出入口的雯求，减

少对城市正常交通的影响。旅馆的基地的[)< 1;1 Hl形式多种多样.
特别是度假旅馆往往不临近城市道路或公路，古土耳设置专门道路

或其他变jm方式与之相连接。

3.2.3 水条规定是为 f保证旅馆建筑基地周边的道路、水、电、

动力?于市政宫'线的配套条件.甸和J J 旅馆建筑的民i十、建设、

使J+J c

3.3 总平面

3.3. 1 通过总平lliî{了理布局，使放1m建筑与中H邻的其他建筑有

必雯的问距，并 H{J 良好的朝向、门照和!'l然面 l礼.避免视线干

扰，景观视野良 Qf

3.3.2 功能分|欢合理.是总平面布置的一项基本原则 r 胀馆建

筑除了要处理好客人、 HI体客人、内部员仁等不同的人流以及团

体大巴、汽车、 tH租平等各类年;在.由于旅馆建筑还有大量的货

运.因此要求在总、1'" 国内处理任内部人流、车流的关系，功能分

[文明确.互不干扰 c

3.3.3 晾饵也筑与其他建筑合建在同一块基地内，为满足旅馆

建筑自;J H~HJ功艳、交通畅/11员和环境的要求.必须有合理的布局，

自成一怪。

随着我同经洁的发展，目前.高层公共建筑不断向多功能、

主ji合性的趋势发展。高层公民建筑→般设有树房.在裙房内设置

商场、餐饮、文化娱乐专忏类场所c 尤其是一些超高层建筑，更

将商场、 )J、公、旅馆节， {t 1]在同→幢楼 l人L 这类公共建筑内容

多.功能杂.消防正在散相设备中凡愕都需在同→幢楼内解决。为合

理安lW它们之间的关系. jUj免互相干扰.有利于安全疏散.本条

主要规屯族情与其他功能m房合建时，总平面布置中旅馆用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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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51\、Jj\. rx:. )丰宜有到1 亿的 r!H 人口供客人使用。

3.3. "' 本条是情建筑内的一些公共功能 ~IJ 多功能厅的歌舞、 卡

拉 OK 2cj' ;1气动过程巾会产生l噪声丰n废气. 1,'>[ ì实采取有效措施.保

证总体环境质过。

3.3.5 木条是针对总平雨布崖 1I 1 的交且组m而定的。支排各忡

出入口和1苟地|人] ;';1; 的交通组织是总干国布置的主要工作内容之

气 ill~~~:的原则是由做到人乍分流.交通it畅. .ÌuJ再布置) ,;z NI 于

人员 ill 出、货物运送、装问j和消防疏散台

应合理安1~11..j 1 体大巴、汽车、 tH扪 /r 、货车等的白人和件平

路线.挝{共客人手11后 ，ti)j 货运各 (l 分JF的车辆走 r;'J线路

3.3.6 建筑设计 'P如果没有安叫好厨房、锅炉房等附国设施的

位青及 lUI 地面的 iH 入口.会造成交通流fUiI乱.尤其是」ι改

建、扩建的旅情建筑.防火、丁丁生，防护要求得不到满足.自立45刑

H~ 木 :t 予以?虽i用。

3.3. 8 ~c! 而iJ-J~r叫大巾城市机动车数日: 1韭插增加.俘，乍难的 ruJ !@ 

非常突 Hi. 尤其.;.1:1::大明公共建筑仔车i劲地问题雨待解决 无论

{口ff111 此信哇筑，在墓地 rll.旦、须考虑汽车停放J苟地 ( J年) 0 :î7虑到

1I- 十几功气(内使用趋势是越米越少.呵按当地的实际情况及使用需

求的情号也 lt机动年的怦放场地( J车)。为满足胀馆接待旅游肝1

1住在:人的耍求.停车场(库) ~虑一定数量的大在年停车1'V.

大客车 t位TiT愤《汽车库建筑设计规1''êi:)Î JCJ 100 '1 1 规定的、l?!才

小汽车换算系段1if~算成小汽车车位数量。

(手斗二场的设置需根扣 1]阳'(建筑的规模、类型、 Jtl地位主1 、交

;ill~犬 öc. 寺内容确定。经iJi占j查北京、 「悔、江苏、|决阀、昆明、南

lf7l 等地公安交通1TJ里部门或规则部门刊停车指标要求.发现各地

哇求不尽相同.故此条条文安才之村L主动车和非机动年?于 /f位数量[''>Z

俘含吁地规戈IJ主管部门的规定。

-J1乓问j地紧张的大巾城市，为节约川 J也.山先分利用 I也 F

空间。

3.3.9 提高环境质量.主悦垛化.已成为巧前哇坑设计界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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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的问也\绿化环境已不是可有可无的事.jLjtj丰旅馆建筑，

tE应背造I1J1 ìt客人宾至如归的印象。

应 i亥根州旱地情况、 b在馆建筑性质和所在地区的气候特/，(做

好绿化设计. J{绿J也二牛二 J.;r:符合主~J也有关规定。闪实际佳时川J也情

况各不相同.且 各地x，j 坟地中计算方法也分别有所规定.故fJ Yj 

夕。 Hj 。

绿化布局和 tlJ 种选轩}.;i有利于美化环境、净化空气和|阻阳呻

卢.创造安静、丑生的良好环境。 txJ 种选择提倡选用本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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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设计

-'. 1 一般规定

4. 1. 1 根据对旅俯建筑的调研发现.各功能空间及设备设施的

配置差别很大.受建筑等级、类型、规模、服务特点、经营抖'理

要求以坟当地气候、旅馆周边环境租相天设施情况斗众多l大l 素的

影响.面视实际情况相需求米自己置乙

-'. 1. 2 由于旅馆的经告用念和服务付象不同 .JL管理方式和i服

务也多和11多样 .ik筑的空间内J h:D 10Z与其相iò 山。

4, 1. -' 由于我 IKl幅员辽阔.各地气候差异恨大。为{ lfti切同家

17能、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很多节;而在国家现行标准《公共建

筑 17 能 i主 ì t-标准 ρ(;13 501阳的苇础上.根据各~iJ:也 1:< 的气候特

点丰[1具体情况.制)立了各自I'I'JJ也方标准 c 在具体设 i I 叫.附注意

|叫时满足地方规范。

rr筑伟|护结构的热二仁性能依据建筑所处J也怪的建筑气候分区

不 ['JlIM 吁. .旅 t(: 建筑用护结构应按照国家叫厅的《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出 ::;0189 叶 l针对不同建筑气候分区的气象条件岳出

的盹定捐恒、进行热士设计.吁不能满足时.应按照规走进行权1j\f

'fljWí -. 
-" 1. 5 为满足伤残人 i 、老年人和妇女儿童的忏殊使用要求，

厅使他们参与各类社会活动.木条J;~定休现丁社会文明科度和社

会对仇残人士 k')，)生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关爱仁吁前我 i韦 I JJf_ !O\建筑能

完全满足这方面要求的还较少.故专门列出本条加以强调二

.t. 1.6 旅情建筑客房 i部分、公共部分与辅助部外使用流线不J白:

交义.公共部分反辅助用房的世备设施住竹付客房l ft)~l~朵卢且

提功等不丰IJ影响句 i址此n独立分区 c

4. 1. 8 客房是旅馆建筑最重要的功能，为旅馆内客人提队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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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安静的休息环境首先需斐得到保障。锅炉房、制冷机

房、水泵房、 J令却塔等旅馆建筑的附属设施是产生噪卢、振动主

要场所。网此，在此条文中明确规定锅炉房、制冷机房、水泵

房、冷却塔等山采取隔卢、ìJ在振等措施，避免对客房产生不良

影响。

4.1.9 餐厅、厨房、食品储;藏等房问有严恪的卫生标准一和11切 rJ 

要求。而卫生rHJ 、盟洗室、泊室易产 II二楼地的i渗 j届污染.也需 l~

常检{~维护。|大l J1t ，木条文明确规定卫牛一问、由洗室、 j在室 ~~JIÌl

设在餐厅、厨房、食MIDl':战等片1J芽的白:接七层。本条文确定为强

制性条文。

4. 1. 10 变配电室等房间有严格的安全远'目环境要求。水能传导
1t_J_.如果有水房间在其自J主I::J~难免产生I~l患. 1大l此.设 i t 时应

避免将有水房间布置在其上方。有的设计采片j降板|叶层扫|水i主权

层楼板1El夹层中人员兀法进入并没有排水处理渠道的，也是不口j

取的。木条文确定为强制性条文。

4. 1. 11 经调研计析.随着我同社会经济技术水平的发展.旅客

对旅馆舒适度的甫求也相对提高.因旅客大多数都带有行李.因

此对乘客电梯及电梯厅的设置进行相应调整.特作此条规定。

电阳的配置包括电梯的台数、额定载重量;和额定速度.与建

筑布局方式、建筑层数、服务的客房数等有关，应根据具体情况

计算确定。

旅客电棉数量配置 a般可按以 F标准:

一级、二级族饨'每(l2()~ 110) ['8J 客房自己置一介电梯.一〈级

句( 1 OO~" 120) 间客房配置 -fì 电陆.四级每(70~ lOO) [间客

房配置 -fì电协.五级每 70 间客房配置一台电梯 3

对旅客 I百j言.旅馆都是阳生场所.因此设置明确的导向标识

在旅馆设计中非常必要。

一、二、气级旅馆建筑服务电梯口I 与乘客 Il!梯合时.同级、

f 1 级高等级的陈情服务电梯山单独设置。

电梯厅的深度不应包括客房与电梯厅之间的走道宽度，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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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力丽i避免占道内的通过人流与电t;fl Ji等候电梯的人流相 Tj

干扰.另一方面避免电怖使用时对正对面客房的使m产生影响。

4. 1. 13 阳白设计应充分专虑其安全'性.栏杆高度宜从严。 I(]Jík

游饭店星纯的划分与评定)) (山/丁 1 L~08 要求安全护栏，nj 度不低

7二1. 20m o 

4.2 客房部分

4.2.1 客房一股不宜设在地 F室及其他无窗的建筑空间内.如

在特咪情况 F设置，贝1)必须设有机械边风，并)lV符合卫F仁和j肖 IW

旦求 υ

为保证基本的卫生、安全、舒适!重要求.仍保留原条文天于

床位数量的规定以适应不同类型与标准的旅馆。

4.2.2 本条文考虑到残疾人在紧急情况时能尽快疏散到达主外

安全区域.无障碍客店M设置在距离室外安全区域最近的楼层，

通常为苦房层的最低层。而房i副主置在改楼层中山设置在便于轮

椅进出、交通路线最短的地方

具体设计中，无障叶客房设叶在可能条件 1'- 口I采取庄通房的

形式，便可 15古护;且应关出盲人、聋哑人等其他残疾人才的

需要。

4.2.3 公寓式旅馆客房类似于住宅，卧室与使用燃气的厨房

Oi~操作|可)必须设置外窗.满足自然采沱与通风 1'10'1%求。

4.2.4 本条文根据分级标准对原规范条文仅作部分嗣聋，并与

《旅游i反j占星级的划分与评定 \ì (出/T 11308 中客房的面积标准

相适应。

4.2.5 I叶标飞胀游饭店是级的圳分与 w定); GB/T 14308 中-

-A9: 的]J生I'sJ面积要求为 1~8m' .低于 1时则不推荐。本条文

仅{故部分修改.以 4.0m" 作为同级以上旅阳客房卫生间的基本

要求. →~二级旅馆客房卫生间标准按原标准。一级旅馆荠房卫

生 r8J 的h 分 rt调整不作最低要求。

4.2.8 )9检修力使及不影响客人休息， J:!牛问枪修门宜开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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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走过。

-t 2. 9 本条史主内净雨为最低垂求。实际r.fM 叶1. I非同要求均

{J 所提高 σ 大多数四、 11三肘&t自[要求客房净高不低于 2. i\Om. 客

山内走近皮公共走道、 p斗二[日J;争高均不低于 2. 30m~2. lUmo 其

巾.利用坡犀顶内空间作为客房川日满足有放ì!{I r8j c且点. ltl国丰只

要求 ij表 L 2. '[丰H~tJ ，;l

-J_ 2.10 客房门的设计;是由净丁克要求 .lj各类现行);JiI. /!lHI 至虫。

-'.2. 11 乍杂文:;.l:道净宽为最低标准要求.与各类现行规范相一

致。般而言.两 1ml] 布置客房 11才七道净宽 J4. 保证1.二Iltn -.~ 

1. 811 门 1. 最窄处不件小 F 1. 40m: 单 {Ú!I] 布置客w时.走ii1 /f~ '6~ 

保证1. cjOm~ 1. 60rn.. 最窄处不自小 J - 1. 30m 实际1'1'旦叶1.. 大

多数川、 1i级胀tR客房公共走:ili实际净屯 1. 70m~ 1. ö()m o 

无障碍客房的中i丘布满足轮情活动ZJ要。

公寓式旅馆各类走 J直设计参考叫j:宅设计叫 1怔 CH :ï 009(ì 

的要求 0

-'. 2.. 12 阳 fT 设计 51二让号虑其安全件及私'r'Þi -t't
-'.2.13 客房巨服务用房fI 1']客房的配套必不 nJ 少.考虑到服务

的方便性与服务人员的配置.服务开1 J;; ',' (每层或F高层设世。~楼

层较多Il才常设置服务电惮.邻近服?于川日口l 提高下竹放卒 3

服务用房一般包1，刊号毒、 制剌1Yf引!川l 品卫夜~;词古剖i沾沾占古a 片剧J拈怕占占盯Il川1

放E贯置号I!j:、fH{斧子推 Yf亭放等功能.并 nJ 根据需要设置污衣井。 f:藏

问!在可指 l':'--lN 问客房一辆服务手推车túi \'ri f亭放反操作空间。
污衣井道是指ìQ {fí手个楼层服务厌内的!日才叫专注拙;;t~亏衣、

被单、床单等物品的 t; J 月竖井，在各民 jl'道 iflìJ L I 或附近世乙级防

火门。专川时井还应设 (j 工;}]控制装置，同时仪允许牛个楼层开

白.以|山衣物堵宰。

工作人员丑牛1、日] JJj_ 12<_ 外客人用的卫生归J ..并结合服务人员人
故与何利性设置

走边'，~~I主)，/厅他服务f- 1非平使片J .本来文确定其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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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共部分

4.3.1 门厅(大堂)是旅馆建筑必须设置的公共引 rllJ ‘不同的

等级、不同类型、不同规模其门!于大 Jit空间内设置的内容大小差

异很大。 →般来讲四、五级旅馆门 ffC 大堂)主些设置以 F 内

容:总服务什(包括接待、结账、问 rÍ1J 等人前行办公室、休勾、

会客|义、 1 J! j: 1'11J 、物品(员重物品、行李)奇存、内线电话、大

堂酒吧、楼梯、电料!丁等。一、二级旅馆一般仪 i兰总 ~I正好白、卫

生间、休息会客区， g余如物品百再等;于多服务内轩JjJ 由总服务

行兼IlîIÍL

大型的Hi<馆功能复 fiy.idi纯繁多，为 jf{眨客人、保持舒适氛

围、 liH1 }j{吏.应有机地组织仔种人流物流.避免交叉。 1、j 于人

流较集中的公共部分.如宴会厅、会议 rp心等.如条{，!一允许可设

置独立[' JJT .娱乐休闲、大巾型商场如独寸土手营则面另设1M入口

!&门厅.大型的旅馆(涧店)有 11才压会设白 l ，j llíA门厅，避免客流

的相互影响

r' Jh: ( 一大 J 1;;.~ )的总服务行是接待问讯、办理入住手续干fI结账

的中间. Jt11'z置fUL显著. fi贯客人容易看到也便于总台服务员现察

客人的活动。对于门前收听的节'理，一般结胀时间较为集中.为

( ;lli'免拥挤.在总台应有一定的长度，在国J方应预阳一定的手候

υ;二!'r IJ. 力便有:人的等候. {I:总行附近设前行办公室以 }f便荠!若预

订、结账等旅馆管理[作。

门厅(犬堂)J\V:民青客人等候和|休息问:域 c 片体的座位数;建

议按照客日问敬的 l%~- ，l%考虑。高等纯收 tf\;frl大堂结合设大

宫附吧叮阳门订 I可连通.为客人提供会有:、交际、商务活动或

洽谈空间. 1亥空间多数配备方何在人使川的电 i原插 H~ 和网络

接口。

集中式布局旅饨的楼梯、电协'，'{ttJ置在客人方便到达的价

目:分散布局旅馆荠房楼的楼柿、电梯位置应使 r客人寻找.不

宜穿越客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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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大IMdì\类坷Ij、地皖、级圳、地理位置不 [j，J ，大堂的面积指标

差异较大.从水次 iJ司 jíJf J0! ~i 数据右.大常的由积指标饪钥匙 I'oJ[自j

积从 lnr ~(1m、不等.关联't牛不强.很难作具体圳工E C 从胀而'管

理公司业求看.四、 f，:级胀馆的门厅面帜一般要求大于 200盯

-', 3.2 在 J J: 足一M(t古建筑较为重耍的空间.四、 f，:级旅馆一般均

吐白不 [ûJft:质的餐厅.满足不同人肝的不同需求。

工J 力 1'li客人.门前多数旅馆均设供应早餐的甏厅E戈旦小I! ,j 

餐厅即i'1 13JJ 督 J J: (盼11 pll J丁) (公寓式;同!占 1世不捉供早餐.

二纯收情如同J!l公共饮食设施完善的也有A不设 F~.餐厅的人对 j

内时有厅 (1圳 P1们 f) .多数酒店官用公司'~;J(客房数与餐 1~J数之

lt: 四、丑级商务型旅馆约为 1 : O. -lc~(). 8; -~、二、二:级商务

型旅馆 'j] 1: 0. 2~(). -lc. J主 11旦旦旅馆多数在 1:(). (1~1. 2c 冈此.

我们仅规定最低的配置 η 对于会议刑方fd口和!主 11过刷旅iH. 由 f客

人就餐时间较长 )j 较:í;t 'f'. t刮目的住宿人数也大于商务旅馆. 1大l

此.指标大于|却并型旅馆。如果足青年旅村. rh 于有单床和|多床

的房间. !(，j 于鼠类旅馆. Ilf~)、按照床位数来控制。

如果自助餐厅(咖啡厅) f~WyPE: (旦旦大常;Vy PE: )结合.总座

位数门j 按照内助餐厅(咖啡厅)的规棋配置。

餐 J J 的总座位数按理肉和房间数丰~V[自己.实际情况各地差异

较大.有的旅馆餐饮陪位数远远小于原规范划定数量.怀l为到该

收tH住宿的苔:人([冻在本惊惊川会儿 I f I I[二千日晚仁在旅馆内用沓

的人很少:同样.有许多旅馆|大l 巾-场需求或本身具千j 较好的饮食

服务品牌.餐厅座位数就会大大超山烟也规定的数E C 经过::1王次

胀馆的调研.餐厅的房间数与总庄{iì:数之 Lt. jJt.;自己性不强(最大

沟 1 : :í. :~;最小工~ 1 : O. 15) .所以新圳也不冉强制剧;王餐厅的

总庄 1\/. 数. 1叉上见走向 B)J餐厅(咖啡厅)的最低值。

餐厅座位的面积指标在饮食建筑设 ìU见注 JCJ (1 1 It1. 
将餐厅分为 l~3 纸.面积句出耸另Ij}、~ 1. 3 、1. 1 、 1.Om0 座.加l

研实际情况.一、一」、三级帐目巾餐厅、 rjl.餐 IJ 玉在本扣上述|白i积

杆的; r呵~五级旅馆的叫餐、风味甏厅、ìV~PE:、咖啡茶座寺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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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座位而非!指怀j与大于的年版'(忱食边 ;1L设计现tt1)) JGJ G4 

主f，\!.定的归积;近年来许多胀而巾雀)J节'设包归1]，且 i别有卫生 rtlJ . 
每月;，面干贝多数在 2. Om' /j%以上。

随着卡|会的发展.餐饮，'m分的当营管理也向多立面的发展，

有的旅馆的餐饮经营管理是外包的.为吸引客人.餐厅也会开设

过门，这忡到旅怕的餐厅就键的客人，也有 i于多不是住宿人员.

考虑到住宿客人的安全.规范规定餐饮部分的人;在不应穿越客房

问域(包括对外yrll餐厅戎旋转餐厅)。

对于胀馆客房的送餐版务应满足卫生i局使要求，保证一客人的

食品卫生安全。

".3.3 原地范才句:桌会厅和l餐饮合征 J个:FF 节.实际训研结果宴

会厅常兼有会议、宴请的功能，本次修编将宴会厅和会议室、多

功能厅合在一个章节，和 H 前大多数酒店的管理相一致.这部仕

的人;在相对独立.有条叫:者都设1虫立的分门厅.并二设专门的自动

杖附和服界电梯.口在:室外考虑 -i~数量:临时停车吁:位。

五级j、ZE!旅馆一般均设置宴尘)J 、多功能厅.共体的规模和

内容按市场需求确定。从使用情况看.宴会厅、多功能旷的客

人.除住宿外还有许多是小住宿客人.因此和旅饨'其他部分的关

系应既础立成民又联系方便.有条件设独立的门斤。对 f工 ;J 、 ZEl旅

盯l 多功能F(常兼wr~-餐厅.这时多功能厅的 1旦求可以垄照本规范

的餐t大部分的相应条文。

宴会厅、多功能厅规模 1艾叮托'在纳人数划定. 100 人以上

λl大型、 2 :J l)~100 人为巾 j四、 250 人以下为小咽。)二型宴会) J二一

般要求空间较高，净 I~可不低 r 6111 0 

宴会h'、多功能厅是人员集中的主 rßJ. _.般附近置休息在

问‘经过本次旅馆的制研，多数宴会灯、多功能If均设有前厅

TìíJ厅的 )111 刊是宴会Ir面积 IJ(J iJ. 25 11. 7 不写.四lH:: 1\;欠 i~编斗1 月 IJ

强调增川前厅的内容。

宴会厅应设?于中↑1邻的专 IH备辑、 j差餐中 IY1J. ++-1走吁 IJj差束流线

与吝人流线。

j;可



由 j工宴会厅、会议室、多功能厅均是人员集中的空间.X;f建

筑的安全疏散要求较高.消防规范又无具体的规定.设计时对计

算人数标准差异较大.我们参考了有关管理公司的规定宴会厅约

每座1. Sm" ~ 2. Om" .多功能厅和会议室约1. 2口1" ~ 1. 8盯.和

实际 ι程调研统 i十基尔相?可-网此本次规范对宴会厅、会议室、

多功能厅的 it 算人数指标进行 f设定.但不作强制规定。

宴会厅的使用有各种不同需求.有的会议不需雯很大的专

间.为适应实际需求.大宴会厅或多功能厅宜设时分门I合的灵活

|幅断以方便使用。同时宜设临时主席台及相应的电气、灯光、 E

响(含|叶卢翻译人视顿等设施。

宴会厅、多功能厅的家具行而较大.搬运不便.所以宜在|叶

层设家其储藏空间。

有些旅馆客房区内配有小型会议室.但大、中型会议室人前

量较多且杂乱.应设在公共部分厌域.避免影响客人的休息和

安全。

4.3.4 为 f方便客人.多数旅馆都设商务中心.对 l二小型、建

筑等级低的陈f白'也可以由总白兼顾打印和传真服务。

商业设施对于一般旅馆山给予号庄、.商品主要是客人的 H 常

用品、食品和当地的特色商品。位置1布置在大堂附近.对于小

型的旅馆可以考虑设置零售柜台和自动售货机.由总服务台兼顾

管理。有的在巾中心地段的旅馆可以不设商情:有的旅馆根据规

戈IJ或市场虫求设置大刑由、I~设施.其另设出入口并:在内部布置所

需的楼、电梯。

根据本次旅馆的调研统 ì 1-.旅馆内的商业面积为2iOm二~

100m二.在巾巾心地民旅馆向业丽积设置相对小伞哇。

对于结合性的大楼!人j设有商业和旅馆'两部分时. }\ìl分区设

置。鉴 l二商业建筑和旅tn建筑消防正在散要求不同.应将上述两部

分外开并独立 it 算疏散宽度。另外.商、I~建筑人流杂乱.为 f保

证住仙人员的安全，便于旅馆的安全管理.应避免商场客人穿越

旅馆空间。旅馆建筑与综合楼内其他功能用房应类似号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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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目前，旅馆中的健吁、娱乐设施内容较多.不同地区.

旅忧的性质、规模不同设置内容均不同 2 大咕白等级)在馆、!主iFl

旅t1r'市自己备游泳油和水斤 CSP入)、健身房、棋问:宅、fí'乓球、

有(桌) :F;j\、户外 I~~球场等:有的基J也条件H的高等纯旅馆压i生

哇球、 /J、电电影院及游戏机室和高尔夫球练习场等康乐 i哇地:也

有许多仅没特色内容. 1;，日哑热带、热带;完海地|乏的→电高等级!立

{f'1Jìí~tl自以主外泳池相 ;J(疗时P八)为主，较少号 L~ ;J U也娱乐设

施。近叫^.*句游泳池和本疗 CSPAJ 、他(j'房斗设施已成为高等

级旅馆酒店管理公司基本自己i主要求。

美容夹在原来圳?也单独bX:审.由 f U ~íJ城市型有i斗多各种夫

发王在JJ;. ~f1支短期住归 (11 客人很少特地去美容二是发. →、二、

气级的旅馆 A般不设美容宅、 E币发:王~ ~因此将吏容J':发布!健身娱

乐合在 Ip]-.章节。美容主主发手I1水疗的P八)相|司应分i支出女同

部副 J.;Z考虑作业流线~水疗 CSP:\) 、才安摩、尾:丹、英汽的专等

是近年末较为热门的休闲设施.圳、t{l要求，{;:静.视线市要遮挡.

巳汗常 I村专业公 ilJ 管理. [)，]此宜专设牟区域.且不i 由~ (j(J: 打

入 rJ c 

j剧本i也是自尊级旅1'1':、度íI且在 tr'\较为查要的硬件设施1I~于

安全的考虑.本叫?在规定泳地水深不有大于1.:ï!TI。月外客人J'IJ

泳池游泳-般不进行体枪的，是 H生的薄弱地厅.所以按照巾国

JJf仁防疫的哇求-必须通过消毒脚地ill俨入泳池 c

娱乐设施如舞厅、 K丁飞\健哥跳;41等声音O'N!~. 人流~.

且营业时间晚，为i昼免!影响客人休息、. ~寸见?也川尘必须考虑隔卢

拈地. f'lA本见军内设计章节.并立考虑袖立的 :H 人口。

4.3.6 旅馆 II生 !À]ì生自íJ主宅要考虑这妇说线:气级予百级的放

阳公共部分的卫生!ì1J具有补妆的功能. I大|此r0r: ì立副主.并有相同

照明条件 c 附近应设i青:市小间「

四级、Tl.级旅馆卫生|汩J ì ii具多数丑豪华刑.尺寸较大.节问
太小.人员进出不便.闪此. ft;tJ: ì呆)J 1(，j 比通则规定放大「高等

级旅馆内.独、王世置的尤障碍R牛一 l'lI J TI[兼作叮 F或父女f创刊的兀

二() 



性日IJ 卫生 I'nJ 0 

_lJ !jJIIJ;:占旦数挝主要是参号《城市公片剧所设计标准 。j

] -1.对 7 人;才[~在 Ijl 的宴会厅、多功能厅、会议室适 ~1盐 113J 一吨

这和我们 ì)占Jjí升的旅饵基本吻合 c 对于娱乐部分.由 f差异较火，

水规范不作具体的制定。

-'.4 辅助部分

4.-'.2 旅馆的厨房与餐}丁的面积 lt向合理.据实际调研的结果

统计\影响 H字号厨比"的同素较复杂.一惯与旅馆的规模、类

型、民位有关:地理位置仙僻或交通不慢的旅游旅馆及度假村由

于储存和用餐的前求多.古文 19;f房 (lJ而积会相对大些.餐固比一般

为 1 : 1.二: [i';j 1子工级以 t旅馆百厨比主要取决于宴会厅相 otr}J ff~ 

h三世茸的多少.可为 1 : O. 7 ~ 1. :!:、二级(或快捷)旅馆的

转厨tl难以确定一个扣1定的值.仅提供早餐和住m日才.厨房可沟

简单的备餐jÌ IJ: 以上 il古i耐的旅馆统计仅作为设计参号

-'.4.7 'l旅盯设{J 职工食堂时，餐厅的1M积宜按以 L白班人数

607, 们l. I)m" ~ 1. 1 m2 /座估宵:餐厨 JtÎf为 2~ol:1: 阳工出;

衣区的国JtWi'(按职T总人数 XO.7盯/人的赏;职 1. 洗浴、 !飞牛

间的 l面积宜按职工总人数(另) Cl .12~O.2:)mè/人和(女) X 

(), 16 日1工~ O. 3m" /人估t1. 'fj 女分开设置。



5 室内环境

5.1 采光、通凤

5. 1. 1 元分利用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可以节约能耗、保证吝

房的室内环境质量. JEJ草、楼体问 fn公共1J.生问的自然采光和团

风还有利于通行安全.有平IrJ工消防的自然排烟 c

5. 2 ~I高 声

5.2.1 ((民用建筑阳iyff设计规范 GB50118 第 7 章是专门针对

旅馆建筑出出的规定捐标，月中.可í7. 1. 1 条明确了旅馆建筑各

房间的军内允许噪声级:;在 7. 2. 1 条规定了客房之(叫的阳墙或楼

板、客房与走廊之间隔墙、客IÎ}外墙(含窗)的空气隔j干f 标准;

第 7.2. :2 ~毛规定了在房之间、走廊与客房之间以及室外与客房之

间的空气声隔声标准;第 7.2.3 条规定「客房外面与客房门的空

气闹声标准;第 7.2.4 条规定了客房楼板撞击声阳卢标准:第

7.2.5 条规屯 r客房及其他对眼声敏感的房间与有眼卢或振动眠

的房间之间的隔墙和楼阪的空气yH 隔声性能标准::在 1.2.6 条规

定了卢!手指标与旅陆建筑等级的对应关系;第 7. :-l. 1 条对旅阳，也

平面设计提出了隔声减噪设汁规;ζ. 明确了电叩井道不应毗邻客

房和其他有安静要求的房间;泊 7.3.2 条规屯了客 IjJ 反客!污楼的

隔声设 ì 1 措施相控制指标数据

5.2.2 卫生间的排水管道设在与客房其刑的隔墙上，其作为传

声物体会'1 1起共用墙体的1JR功而且按向客房居室辐射盹jÜ; ili年

来.卫生r81ilr7K 采用 PVC 塑料管道制品， JU喝声性能比持铁管

差.&采取在排水管边外包闹声、隔撩材料-，，~lIW~亢营i丘芹等措

施.有效降低管道排水时的睬卢辐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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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中的山缆、五级旅馆执行式民J+j建筑阳声设计规范;;

CB ::i Ol1S 规范条文巾的特级标准.本规范巾的三:级旅俯执行

飞入民用建筑 1;雨声设计现~lιGBö()ll i-;地范条文中的一级标准.本

规范1(1 的二级、 牛级旅馆执行《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山

引) 118 规范条文巾的气缀标准。

5.2.3 本杂付电梯在旅馆客房卫平 l町布局 r l' 的位置，提 tH 了相

关的限定条件门 It!，博机房设备产生的睬卢、电梯井道内产生的振

动、共振和撞击卢对旅馆其他使用房间十二扰很大，尤其对最需要

安静的客!好的干扰更大卫考虑到我同旅馆建设的实际情况.与受

到条件限制时. It!.梯存在不得不紧邻客房布置的情况。因此，木

条适二~放宽了特定条件。

5" 2. 4 ):./ìllï {lê.房间 r;r'(1j Ji!( 只设至lJt古顶底或仅自 :H 吊顶，这种房间

隔墙的设置方法使得柑♀1)公共走边、在:房及Jl生 i目的声音j且.iJ:吊

1万i以上的空间相丘影响-因此本条文规定房间的隔墙必须到直接

|二层的组向版底。

5.2.5 Lìz f1甘邻客店的插座贯通设已\会造成阳邻客店的声音
通过lffíJ主相互传递.影响客人的私密性;此类看似很小的细部处

理，会1'": 'T[削弱隔墙的 ~;:j 卢性能。

5.2.6 干t~邻房间壁柜之间的隔咱不门I简单的采川木板相 1;而.应

设置隔墙.应用隔墙的墙体材料必须满足闹声标准要求.隔声量

「占二>WCdBl一

5.4 室内空气质量

5. 4. 1 11 民山建筑了辑宅内环境污讲控制规范\\ GB 马0325 将民

HJ建筑根据主内环挠、~ IJ屯的不同要求‘划分为 i叫骂.旅馆哇定

为 11 类民用建筑 U!f;本条是强制性条文.即旅馆建筑选用的 ill

筑材料和装修材料是造成宅内环境污染的重要污染源.必须符合

飞民用建筑 I fM主内 J1、jlUIj染控制圳;t[i G13 ，l()) 二 1 规定的悄标。

5.4.2 本表数据摘自《民用建筑工轩主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 ，)()325. 室内空气巾的坦、游离甲醒、苯、氨和总J军发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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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化合物 (TVC()) 等污染物对人体影响很大.必须付其浓度JIII

以控制勺表巾氧的惊度与IHi百选址所在|豆域士填1'))主. ，，;;:要求建

筑场地士进行氧浓度戎土壤氧忻:1 11 丰 ìv)IJ定.并提供丰f11茸的 ì~lU 屯报

告. IlJ 采取建筑物底层地面抗JF裂措施并按照地 f] -í}~...→皱阳水

妥求对Jtf ii:I :i1HJ 处理工;好i驾叩附吉、苯、司和，总挥发↑唯有机化台物

(TVC()) 主 1哩米i原于室内装 i卓材料巾的人注挝、 H交在li 奇IJ 、涂料

等，故室内装修院采用 El 类人适水根.不I;;Z 采旧聚乙问i Ií'J水破

璃i主料、果乙烯醇捕甲自主涂料和l树脂以硝(七纤维京为主的、情却IJ

以二可!为主为主的水包i由多彰内墙涂料.不门[禾J4i 107 胶粘刑二号聚

乙怖由缩吁l 旺胶粘齐IJ 1昆凝十外加哥IJ 、7](性阳燃剂、防火涂料、

防水剂、|泊!霄开IJ 寺水 i尘处理占IJ均含有大 lt 的问1 晖平u 氨. f\~Z控制这

些材料的相天指标，保证室内的环境质量小受污染。



6 建筑设备

6.1 ~合水排水

6. 1. 1 本条给水排水系统的用水水质是指生活饮用水系统的水

质。为减少给水排水系统的故障及维修更换周期和提高客人用水

的舒适度的要求，对五星级及五星级以上档次酒店的生活给水的

硬度均有相应的参数限制。本款对生活给水的总碳酸钙的硬度作

出了原则性规定。以提醒设计者根据吁地城市给水水质或自备水

源的水质和用户商定是否需要整体软化。对于酒店中的特殊部门

如洗衣房、厨房及制冰(供饮用水)等，对生活给水的碳酸钙硬

度，有更高限制，但具体参数则不相同.为了满足使用要求、管

理方便、节约管道系统，一般不做集中软化，再分散进行二次

软化。

6. 1. 2 ((旅游涉外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14308 ，旅馆

建筑的用水量定额，在《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中

没有对旅馆进行分级.仅笼统用了"宾馆"一词，本规范规定的

旅馆等级为与旅游酒店的星级相对应。

1 大部分旅馆建筑为综合性建筑，一般由商业、酒店、旅

馆、公寓式旅馆、洗浴水疗中心等组成。这些不同的功能用途的

用水量计费标准均不相同，这就要求根据当地给水主管部门的计

费分类和要求设置相应独立的给水系统，如有温泉水系统更应按

相应的技术规范要求单独设置。

2 参照星级酒店的要求，并结合我国《建筑给水排水设计

规范)) GB 50015 的相关规定，对相应级别的酒店用水定额和用

水时间作出如表 6. 1. 2 的规定，以方便设计人员的选用。

表中的一级旅馆对应的是《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表 3. 1. 10 中"招待所、培训中心、普通旅馆"中的设有

55 



"公用盟洗室手1I淋浴室" -J页:二级旅馆对应上述表巾 H设有公

用盟洗室、 J林市室和1' 1 助 i先衣室";气级旅馆对应上述表中的

..; /叫!卢1 式公;~~" -.r页:山级、 TL级 tí~ ln 付!占 1J主去巾..宾馆"一

JÚ( c. iJoti i.闽台. .目前部分地区的合资收馆的物业管归去 I ïJ .对五年窍
生足 ι至高于五星级酒店的用水量均有 r)r-;j 于我!叫小j、 ;fì (/(J 也求.遇此

情况时 IIJ 参照他们的规定执行。另外. 11 前丰|会 I (10 :í1>~齐便捷性

酒店I1rtt 二级旅馆标准确定用水曰!~>主制 c

表 6. 1. 2 11 1 (I~用水定额仅为旅客的洗浴、冲洗、饮用等用途

的用水，不包括本条第 2 款~} 2 项所列举的项门的用水量.的i这

些项目的用水山另行 i t 算，并与去 6. 1. 2 的用水量合并吾加作为

酒店的总用水量。

3 规定:与市政给水水 H~不能满足建筑内供水水压叹:求 H，f • 

应[岳阳-~次供水装置的虫求.从任!}二支令:亏一l仨. ;{,f \ l 也 J各市政

忱 !f二忏杀{'I时的流量计算做出了 ~ht f七闭走一 .1欠!我才二系统的旷Jj(

i也( tGî )的贮水量:原则 t~主按也.JA 水才11 水设计坝范》

(出二()川江地走计算确定 c fCl.生活 úl~ !J( ì'也(箱) (1 (J 古屋|大i 用户的

不同 n吱二k也不相同.据了解阿级、 I 反;同 I~i ---1投坚求存 ld~

列的国 J占J+l水里。他们是从供水口j 毕且不闯出~λl 出发}，~提出的

1要求。故在具体工捍设 il1þ. 应根据吁地城市供水可靠程度与川

户商定具体贮水量。

4 规定一级至一:级旅馆快点水压是从节7](角度提 11't的业求.

因为一级至气级市íd白'大部分为社会旅馆、连锁式经济酒店.其一用

'J( 器 R犬都为经济型器具。核义'J 用水器具用水点的静才([r::fr出了

i七叫:ι ; r且四级、五级旅馆.其也 i主标准较 I':;j ， lijí ~H 卫生ifi具

ì欠较高.配水配件处的7](ffi要求悟过 I\~l 使川青的作味;且()_长。根

据|￥j 1]才类似放惰的实际使用情况.故杂文;{，j pq纯、 h纯旅馆E生

rrTJ ì'山具的的水压作出了量化规定 c

5 根据日前国内建成的问级、五纯JJi( 'n:大;而外沟高层建筑

或超高层建筑乙加!王泵!卫歧旷水i也(箱)有设在设备J~Et避难

层，则消声ì;在山应引起 ITdι 保证不影响iI自近或楼层1~) !J房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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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斐求。另外皑白层转输水泵仔泵时的水锤消除必须装，确保供

水系统的安宁丁。

9 I址 )']ì先浴中心、洗衣房及厨房等部门不仅用水时rllj 集中.

开J 7jd:JÌ大而且负荷变化幅度较大，为保证客房及各自系统用水的

压力稳定.不影响客人的使用舒适度及互不 I 扰而作出的亚求。

;王文中所述 H高级套房"是指接芮 i叶家元首相政府首脑的客房。

10 旅馆在民用建筑中是用水大尸.但为了节约水资源.我

同不同地民均有耍求设青:非传统水水惊的再生利用规定 c 对于放

市讲句rJ l 水!在优先用于公片1卫生间的冲厕及绿化?是洞之用. ilU 要

用于在:房冲厕.应根据旅馆级别与用户商定具体的再生水水质标

准，最日何济技术比较.确定中水的使用也用.并采用相1世防止

决用的安全惜施。

6. 1. 3 生活热水供应是旅馆给水排水设计很重要的内容之一 1

由于旅馆等级的不同，其设 ìl-应有所区别。

1 i:J\ !j( 用水定额 1止根据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也 GB

500日的规定和本规范第 6. 1. 2 条表 6. 1. 2 的规定.对不同级别

旅馆热水用水工巨额作出了表 6. 1. 3 的规定，该表中的热水温度是

作为计tH 热水量和i2Ï川热水制备应备之用。

表中不同级别旅馆热水的供凶时间是根据也旅游饭店星级划

分与评定)) GB/丁 14308 的要求做出的规定。

2 为了保证配水点峰、热水的!五力平衡.妻求热水陆山系

统的分凰山与给水系统一致。另外，恨据表 6. 1. :3规定的热点供

应时间，从节能、保证使用.条文对热水系统的形式作出了原则

性规定 c

5 根据实测资料站果证实.热水温度在::;:ï 'C ~49'C 之间是

军团菌滋生的最佳温度句军团南极易别人体肺部有严屯的损害。

为保护使用热水人的安伞，规定了最不手IJ配水点热水的fJ 飞7]( iÉil皮

书低于二() '( , 

规定热水时间日的是防止浪费冷水和能跟并提高使用舒适度

的要求 c 这个要求也将作为设计命者在选右热水系统时的依据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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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于: ì令;j({共水硬度无特殊要求的旅馆. ~n设有集巾热水

供应系统时 • J主f安代建筑给*ij~*设计呗m)) (_山 :)nOl :ï的规定

对i令取进行软化或15ti垢缓性、处J吧。

6. 1. 5 旅馆是用水大户.其污水大多以洗浴废水沟主，是 fl}生

点的很好山水.我同又是严革的缺水 l同京之为γ节约用水.

各J也区1f关部门对是否设置建筑中水系统古1;作出了阳定 |斗家也

有不同用途的再生水水质要求的规范:还有→些城市设有城 r/i巾

水管道，设计时应了解其具体供水水质是存需进行二次处}fU，以

确 í~ ;j( ræt 卫生安全 ο 本条是:tE 巾设计 11 I 山重视这，问题的荒

要性。

6. 1. 6 牛二条对生活排水系统的设FI进行了规定。

1 ~吁一级 Tr1j级旅馆:加州变水回Wz:吐 JIU利用M. 采用污、

!麦女士 iliC叶Jj(. f-~则 IIJ 采用合iiLO

3 特味单立管排水系统是指采用特殊配件的单 ÌL管排水系

统. Jt ，:c管通水能力大于普通单主管排;Jc 系统。

6. 1. 7 高层及屈μ层建筑的旅馆.斗 I:);î ;j(管内满 iIL时，水的前

)f力较高 c t屈一调查，在暴雨时，犀 I(Û雨水排 l_H 1~~;在室外第 1、险

出井 i L\ J见过将井 i注冲出l.lJrn 以上高度的j记集.不仅毕 11向车辆j单

行.而且影响.( J 人安全.此条义对此1;J 11: 垣求 c \'J 丁皑白巨 ill

fA. 检查井 J 1二盖宜为网恪状. I:ì:];j(可 111责畅溢;jf[ J'IJ地面。

6.2 暖通空调

6.2.1 大部耸城市热网每年都有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检修期(豆立

在分I'Z JÞx近村枪1~) c I址此对干纯 jjlj较高的旅馆建筑.应设置丰H

山的B'i-J!i热闹.以使得在热 l叶怡修期内能够正常的付佳j立进行性

眨、空调式捉供生活热水 ο 对于级另IJ 阳对较低的IÌiE馆建筑 .iti义

有可能条f!: T设肯备片j热据台备用热;L~的容量iti要纠i1详细的论

证井和|建设方协 l在j确定 c

6.2.2 卒般来说，旅馆建筑除了百垂供暖(及或)空间Hl热

外，其客出一卫生间、厨房、洗衣房 ?;1. 通常者11品:，且设置生沾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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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7i共汽热氓。为了从整体上提高能汩的利用平、经济'性以皮运

行管理的方便.设计11士协调考虑这些JlH且是合理的措施，这川仁~ I J 

VJ避免重复建设和多种不同 (J ~j热源在建筑巾使用句给管理也带来

J 不方他寺问题。

6.2.6 根据不同的族情建筑等级.其内部不同功能的JJ; /，IIJ 的设

汁参放Ñl有所区别 了1 ‘般情况札设汁应按照-ti 1). 2. 川的规定

来过取设计参数 c

衷心.二. 1) 与《公共建筑 ii 能设计标准 GB S0189 - 200;) 巾

的占::. (). J 、去 3. (J. 2 有一定的|又: jJIJ .主要是根据 t 1 前的 WtÎ: 的

建设 Ijjbff管理的哇!求来制定i'J(j

1)(( 'n自 It 1除了上 ì~ lJj 间夕|、.也 11J 能述自其他 1些工f] fj它的日|问j

f主设;十参数可以参 11，川11 关的标ìlì

6.2.7 木条规定门)1:1眨歧空调系统热闹的选抖

l 我闻大剖部i7让]'J、叶叽忡II忡1ν川F

1元:善的城市热网.式开某些!天拉~热川、}采用热|什集 '1' f!飞热.能够

较大地提高热师、生;/，) 1阳市tj踉放率和设备及系统的手IJ J 1 J 二字.在节fj~f口

!文域整体的经济性方面1í11 !i1J 一定的优势。|大!此提倡优先使用。

但口n在注意的是:、Ii 旅 tI 内设E有1::牛使用的宇内游泳池咛水 L

娱乐房间.日考虑到城市或区域热|什 i主 li的时段与检倍jVl 非 1);1 东

时. '1'(设置备用热隙。

2 且}L城市热网 _I'X;者距离城市热|叫比较远的地点.从经

济型上来号也.可能自 tt锅炉房更为合WII，f.可采用1' 1 建锅炉房

出热: I司 IH. ;{.J j二部分较高级别的旅馆未说.大都设胃了洗衣

房.付于蒸汽的;f门，: ;J~ llL比较明!世.当建筑所在j也)~城 rb _I'X;也城蒸

(共 1\'，[网 IH. 设置:蒸汽例如。1 也就成了必需的正择。从目前找同的

能源结构和燃料 (J~经济性来汗，大多数地方采用燃气是较为合理

的 1fl某些城 r /l燃气管jli JLi去到达的地区.经济性合用11才可采用

1由为燃料 o 18 于.fH呆的:要求越来越高，叮采用燃煤时.JÑ.取得

、 'í 1也奸、 í'f: ,"1; I、 J Ú;j 呼ìttt 0 

3 7Ì二址和l 川废热和门r -jlf尘能i原.符合 11 前同家的能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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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建筑节能的有效途径之 。就口前而言，废热的利用主!左手II

环境作青有关， 牛岛靠近千1一大量 r 艺!衰热厌域的旅馆，有条件时

I丁 r VJ 充分利用; iif再生能跟一般也们: AßU能、 JÛ!.l，~能等。

6.2.8 水条规定了空调系统岭肿、 ì4i:手

尔与飞主要号虑到旅馆的分级 {I 大多数情况下和旅馆本身的建

设规棋 JL阳关的。级别越高的旅i有.由 j二荠!云散益;1 千|明J届功能的

日 ['IIJ@; 多.建设规模也就越大。吁圳十日较大n~t. 'R:i:rt4集中空调

的方式;反之贝IJ宜采用分散式的空调方式。因此冷源设备和l系统

上的要求也随之有所变化。

对于分散式空间系抗是仔设置新风系统，应按照\供暖通风

与空气调节设计规JG// 的相关现定来执行。

6.2.9 木条规定(集中冷源系统的设置要求。

^;t j二今:年运行使用集中空调~ {!fé J)[~ ICr~'来 i兑.也然存在建筑冷

的 j'，;i (E 伞年有较大变化的情况. Hj主忡变{七十日中J f其他建筑来说

ji 比较、li.f泛的(昼夜使用的原因人因此 . j'J ( 保 ÌJl 低怜负荷情

况下的Il二市运行，设计中应考虑向对 III 负巾的措施

l 采用冷水机组大小搭配的)J 式.从满足低负荷的使用要

求上看，具有-屯的优点:从节能角度来看，也提高了冷水机组

的单机负荷字.有平iJ J二阶源设备能效的提高。设计巾通过分析比

较，找出合理的搭配h式.使得单台机组在高效区的r.作时间尽

可能长。

2 冰蓄冷或;k蓄 i令系统能够对电网起到"移峰填谷"的作

用.对于全社会的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有较犬的意义。~电费政

:在生: 1;)三(实行峰谷电价且使得用户 R有较好的济性)时.可采

川冰蓄冷DX:水蓄冷系统。

6.2. !() 牛二条规定了基载冷水机妇的出1i:

对 l 旅馆来说，由 j二其皮间也需 1克垣 fif吏 íll. 忏在典型设计

工况下，皮问冷负荷也占有较大的比例。为了保证 i年夜间蓄冰过

程中房间能够正常的使用空调.宜设置基载冷水机组 c

6.2.11 本条闭走了 7;~iJ占l水系统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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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F建筑冷、热 ij~ 州的变化，输内己系统设i-I过程巾 .J0L适应

这 变化的哩求并实现口能的放益，集中 J陆j水系统M.采用1:*

ki:系统.根据宗统负荷的要求，实时改变HJ尸末端输送的冷、热
'
4

旦
/
飞
、

l 
寸
/

6.2. 12 ~三条规定()别J]主训l系统的设计要求 3

1 I创职工去空|、I!]较大的区域.通常采用统一的宇内宅放:Þ;; illlj 

方式. ，];1此适合于采用全才fLD;三制主 考虑到使用方式 t的 I泛

别， :{，j 于面有!超过 80()盯以 L的大型多功能!了.宜分区域设置

两个是多个全空气空调系统.这佯千{;frj J三 j)'- :;Il使用手11节能 c

2 客房式其他一些小白 ['IIJ. 111 f不同人民 i可使用妻求存在

一定的区别和个性化. [义|此1设置主Jl 主控制主|忏温度的空调设

备.如分Jjh飞毛如j系统的室内机.集巾空间采统的风机盘fi 可 f

6.2. 13 旅馆[建筑的服务付象是多伴的.为了保证大部分客人对

宅内主气参数的甫求.不同级别的胀t日'在暖通主调系?壳的管道制

式「宜有所区别. -.tl L过设H也会提出相关的需求求~ ，ìill常怕 i兄

l 五级ð&l(rj建筑1世出四管制条统，网纯收旧建筑 IIT 设置四它;

由Ij 系统 c

)，;n夜;1:，在 (j(J 是: pq:r于制系统在投资、勾运行能耗等方面. 伞

般米说古15高于两rf制系统 同此. i圭t 十时)业 ill行比较充分的技术

与经济的和理性论证 c

6.2.1'" 本条地走 (WI眨系统的设置要求。

11 飞 i匠系统具打能耗低、舒适度好的忖点.在211要冬季供热的

旅馆J! I. 宜优先采用。

1 叶与严寒地|义， I íl )言.由 j二热负荷较大.且号虑到旅时建

筑存在"旺季和谈季"以攻?气庐山出租率飞于i军官厅面的原因.如果

采用空调热风采雏持所有的Jh问温度.必然导主义与行能耗的较大

增加，尤 jtf牛 些非使用房间更为明显。 [f;lllt对于严寒地区口 i吁:

供m~系统 JL必业的

考虑到..冬季川眨-夏季制冷降温"的方式 nHìt，市~(→泣的

投盯增量不|阴阳~~~多 JJ1 J刊一些使用空间的原因‘:写投资、 nHt以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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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任济各方面的分析比较后.叶于非严寒地区 I可以采用多种

模式 U

2 地十世4日月J{共暖系统对 j工向大空间米 ~5t . 在人体的奸，迢'性

和i17能两 }; 1[11 击[\上l-{i一定的优势。对于军|人úìJn承池的人员沾功地

1M .从{~Jj门-看也能够提高人员舒适度。
3 本条取自《公共建筑节能改 ì t 标准)) GB :)OlWl- 2005 市

5.2. 1 条们

6.2. 日 本条规走了机制通风系拢的设置。

乍条的!、见定与其他的中11 *~1t 7在相一致.也是设计巾的毕卒

要求。

l 尽管目前的 J飞净化设备能够比较有效地上陆大部外ìlli

你|等材物，但与其他房间的通风系统相比，厨用 ìlll Wli111注系统 (1甘

空气巾仍然带行较多的油 1'Lj-~字不洁气体. [可此其室外排JxtJ 1 的高

度确定时，不能影响到周围的空气环士在(具体安求同按照当地环

保部门的相关坝定执行)。同时厨口} ìill 'kl~1 啡|律系统的川机j丁E 力 I J 

其他苦通的通风换气系统差距较大.、l'j~其他系统合并设置 11 ，].

如果斥力平衡不好(或者其他系统伴 I f-j，岳 h 日于) .容易导致厨日

污irtl空气串进其他房间 :zlj排风 11 设置在外立出一 III ，j. 易造成油

污污染外立面的情况

2 洗衣间工艺i~r川通常带有一定的气味. )']了向 i七对周围

人员活动区的空气污古.本条规走了丰定的排风 11 白吃

... T1.中间的排风.忡 r ，J;: 1.1_:j厨房油烟 }II 风系统相似.叫此

也}，ìL设计为独立的系统. 1珩1f-.串昧

6.2.16 本条规定了机械排风系统的设 ì j-要求。

1 为了保持客房只有微正!王(相对于军夕|、) .客房刊生问的

.N rJxt :t( + nl ，出 ;lJ tJ兰入的新风ttc 从目前大多敬的旅馆建筑的总

结未有. i4r J4 i，!:为 Y)i风量的 60 ~ 70只是比较合理的。

2 公共且尘 l'uJ 的阵风茧的规定.与其他圳范的中H芜规定是

一致的。

6.2.17 尔条规定了通风旱统|汕火阀的设阻。



本条号|自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 。

兀论是新风还是排风支管.所设置的 70 0(' 防火阀大都在吊

顶之叶1 ，平时很难发现是杏出现问题。因此与房间空调系统连锁

的主要 f1 的是:一旦出现问题(例如非正常关闭)后，可以较快

地发现原因。

6.2.18 本条规定了暖通空调系统的节能。

原则 t说句旅馆暖通空调的节能设计院符合《公共建筑节能

设i十标准)) (出 50189 (IS要求。这里只对 j眸子殊情况作出了规定。

l 卫生问排风存在 A定的污浊气可气，如果进行热 [új 收，应

将其与新风完全隔绝。

2 全空气系统在旅馆的公共区域有较多的应用。为了州少
全年运行冷水机组的时间.设计时应充分考l意过渡季节利用室外

新风降温的措施，因此宜在过渡季节最大限度的引人室外新风。

同时，设计中需要注意新风管尺寸、排风通路以及房间风量干悔i

等方向的问题。

6.2. 19 本条规定了自动控制与监测要求。

1 自力式散热器恒温阀具有独立调节房间温度、充分不IJ川

自由热节能军优点。

2 客房设置室内温度自动控制措施.其优点与设置自力式

散热器恒温|词相类似。

3 对于集巾空调水系统来说，由于要求采用变流量系统，
因此各末端(包括客房风机盘管和公共区域全空气系统的空调机

组等)一般都通过设置由室温控制的电动两遇问来实现;技术经

济分析合理时，也可以采用末端..以泵代阀"的调控方式 c 由于

集中空调水系统中通常设置有多台冷水机组句合理采用冷水机m

群控措施，对于提高岭源侧的运行效率和节能是非常有利的 ， J01 

提倡在设叶 11 1 采用。

6.3 电 气

6.3.1 本条规定了用电电惊誓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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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五级旅馆建筑属于高等级的旅馆，为避免市电因故

障停电而造成旅馆无法继续营业、应设白备电源。自备电源分为

备用电源和应急电源。备用电源是正常电源断电时，出于非安全

原因，用于维持向用电设备供电的电源;应急电惊是为了人身安

全以及避免造成重大损失或重大社会影响而设置的电掘。自备电

源有多种，其中较为常用的是柴油发电机组，配置柴油发电机，

其容量应满足其实际运行的需要。

柴油发电机所带的负荷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消防负荷，另

一类是维持运营的重要负荷，两类负荷的运行是有区别的。主与发

生市电停电而无火灾时，其主要是向重要负荷供电(重要负荷一

般酒店管理公司会有界定) ，此时消防负荷并不ili行，也不应试

运行。而一旦发生火灾，市电又巾断时，发电机贝IJ主要向消防负

荷供电。一般来说，旅馆建筑中的重要负荷在火灾时可以不运

行，因此，发电机的杏量宜按照两类负荷中较大的来选取。

3 旅馆建筑的前台计算机、收银机的供电电源的可靠供电，

对于旅馆建筑的营业至关重要。设置 UPS 电源供电，可以保证

计算机设备在停电时可以不停机。当设置了柴油发电机作为备用

电源时，其; UPS 电瘾的持续供电时间可以大大缩短。

6.3.2 此条既是考虑建筑公共区域的美观，同时也为了防止客

人随意触及配电箱。衣橱内易燃物较多，为避免火灾隐患，衣橱

内的配电箱应用隔板分隔在单独区域或在配电箱外加装防护板。

6.3.3 本条规走了照明设计要求。

1 三级及以上等级旅馆客房一般面积较大，功能较多，要达

到一定的照度，若采取→般照明方式，耗电量较大，且无法满足

客人个性化功能要求。采取局部照明的方式可满足客房各部分活

动空间要求的特点。在旅馆客房巾，客人往往需要上网办公或为

于机充电。当客人离开房间时拔出了节电钥匙，整个房间的插座

全断电.则会造成诸多的不便，因此有必要设置不间断电源插座。

2 作为四级及以上旅馆建筑中每间客房， _.-般在进门的玄

关处顶部设置一盏灯，由应急照明电惊供电，以确保在停电及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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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事件时能有照明.以利于人员的疏散。

3 客房衣橱内的照明灯具设置防护罩，是为防止客人在挂

衣物时碰触灯具而造成一定的危险。

4 采取集中控制有利于节能，其方式有许多种，例如采用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采取 ßAS 控制以及在客房走道采取感r.if.控

制等。

6.3.5 本条规定了设置自动报警系统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要求。

供残疾人专用的客房设置声光警报器，是为这类人员提供更

为方便的警报信号.以利于安全疏散。

6.3.8 旅馆建筑的大堂会客区、多功能厅、会议室等公共 I天域

经常有来访的客人或参)111会议的人员f!ii'!2上网查询相关信息或资

料，而这些人又不是住在里丽的客人，因此设置兀线网络，对于

旅馆建筑的服务极有益处。

在惊馆建筑中，结常会由于建筑设计中的」些场所存#移动

通信的~~区和盲区.例如旅馆的走廊、电棉厅以及电梯轿厢内

等，百要设置移动通信增强系统，以确保在旅馆中的移动画信用

户能正常使用于机。

6.3.9 四级及以上旅馆的客房电子门匙一般纳入客房管理系统。

6.3.12 旅馆建筑除了接待客人入住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项服务

就是提供会议场所。多数JJfE馆建筑中均设有现模大小不等的会议

室.多功能厅、餐厅也可以举办相应的合议或庆典活动。会议或

活动的举办， "，前设置相应的会议系统。在一些四级戎以上的旅馆

建筑内.经常会举办一些国际性的会议，需要问卢传译系统，因

此.应有必要的同声传译间和相应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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