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BA建筑师事务所高度个性化的设计方法已经得到业界广泛的认

可。迄今为止，我们公司已经囊括超过200个专业建筑设计领域

的优秀设计奖项。

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与在旧金山和迈阿密办公室的一批受过专业培

训，天赋异禀和对工作怀有无限热情的专业设计师们默默的耕耘

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我们成功地把五十年的设计经验与第二

代合伙人的设计热情、创造力和奉献精神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

体现在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无论项目规模多么宏大，从最初

的概念设计到施工阶段，我们在采用新的设计技术方法及设计思

维的同时，仍然强调手绘理念及以设计为导向的核心精神。连贯

的设计、与客户的紧密联系及平衡多元的企业文化都是我们公司

的身份标识。

我们参与过各种不同地理条件、施工技术、建筑风格及类型的项

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得我们保持专业的高水准设计。我们

团队合作和个性化的设计方法，则让我们在各个项目上均能够灵

活应变。因地制宜的设计方法一直是我们设计实践的标志。

我们努力把设计解决方案与当地的风土人情融合在一起，就地选

材，并从中得到启发。我们在所有项目上均致力于提倡可持续的

设计及施工方法。我们超过三分之一的设计师-其中包括3位公司

合伙人都已经获得LEED的资格认可。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希望公

司设计员工可以达到100%的LEED认证。

www.sb-architects.com

SBA建筑师事务所在大型高端酒

店，度假村，多户住宅及综合用

途项目上卓越的总体规划及设计

水平已在世界范围内名闻遐迩。



美洲

美国

墨西哥

巴哈马

伯利兹

哥斯达黎加

巴拿马

巴西

乌拉圭

哥伦比亚

洪都拉斯

秘鲁

厄瓜多尔

委内瑞拉

加勒比海地区:

- 安圭拉

- 安提瓜

- 阿鲁巴

- 巴巴多斯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格林纳达    

- 牙买加

- 波多黎各

- 圣基茨岛

- 圣卢西亚

- 圣马丁

- 圣托马斯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特克斯和凯科斯

- 开曼群岛

- 荷属安的列斯群岛

- TORTUGA海盗岛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特阿拉伯

约旦

卡塔尔

印度

印尼

日本

台湾

越南

中国：

- 北京

- 长山群岛

- 成都

- 大连

- 东莞

- 佛山

- 海口

- 昆明

- 南京

- 南宁

- 济南

- 青岛

- 三亚

- 上海

- 深圳

- 太原

- 武汉

- 厦门

- 兴义

- 郑州

欧洲/东欧/非洲

西班牙

葡萄牙

摩洛哥

埃及

土耳其

塞浦路斯

克罗地亚

黑山共和国

乌克兰

俄罗斯

乔治亚共和国

阿塞拜疆

亚洲/中国

全球项目分布



中国作品

SBA建筑师事务所是一个能够提

供一站式“交钥匙服务”的技术

型建筑设计公司。我们提供一整

套从概念设计到施工管理的设计

服务。对于国际性项目，我们通

常将精力集中在前期构想，总体

规划，概念设计，方案设计和扩

初设计阶段。同时，我们对项目

进度安排和政府审批流程提供辅

助性服务。

合作与服务

代表项目

深圳

东莞
南海

上海
南京

青岛

北京
大连

武汉

海口

三亚

文昌

昆明
兴义

苏州

常州

重庆 

成都

广鹿岛

文安

济南

郑州

• 万科金域蓝湾

  南京万科

  中国南京

• 海口观澜湖观邸

  观澜湖集团

  海南海口

• 大连金石葡萄酒庄

  大连金石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中国大连

• 鲁能文安酒庄及度假村

 文安鲁能集团

 中国文安

• 济南鹊山龙湖项目

 中弘控股

 中国济南

• 郑州温泉水疗中心

 银基集团

 中国郑州

• 青岛项目

 星岛控股

 中国青岛

• 海口丽思卡尔顿别墅项目

 观澜湖

 中国海口

• 广西龙象谷国际旅游度假村

 广西龙象谷投资/观澜湖

 中国南宁

• 厦门半月山温泉度假村

 厦门半月山房地产

 中国厦门

• 鸿洲尖峰岭项目

 鸿洲地产集团

 中国三亚

• 上海万科翡翠公园

 上海万科

 中国上海

• 中弘由山由谷

 中弘控股

 中国北京

• 万科金色半山             

 深圳万科华昱花园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中国深圳

• 祈福南湾半岛   

 祈福集团(番禺)

 中国南海

• 清林径           

 深圳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深圳 

• 麦岛

 鲁能仲盛置业(青岛)有限公司 

 中国青岛

• 万科城

 深圳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深圳

• 深圳万科四季花城第二期 

 深圳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深圳

• 丽水温泉和社区中心

 广东五元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南海

• 盐田港集团培训中心

 深圳盐田港集团                  

 中国深圳

• 武汉金地澜菲溪岸

 金地集团

 中国武汉

• 万科溪之谷第四期

 大连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大连

• 大连万科蓝山

 大连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大连

• 观澜湖海口火山岩矿温泉

 水疗中心

 观澜湖集团 

 中国海口

• 双月湾度假村

 深圳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双月湾

• 鸿洲酒店和江山住宅项目

 鸿州地产集团

 中国海口

• 深圳万科翡丽郡项目

 深圳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深圳

• 康佳水月周庄项目

 康佳集团

 中国周庄

• 玉溪抚仙湖希尔顿度假酒店

 观澜湖集团 

 & YMCI Group

 中国玉溪抚仙湖

• 长山群岛项目

  大连海昌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广鹿岛

• 鲁能文昌淇水湾项目

 鲁能亿隆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文昌

• 鲁能三亚湾美丽三区

 鲁能住宅发展项目

 中国三亚

• 大峡谷国际度假社区项目

  兴义市浩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兴义

• 深圳万科金色领域  

 深圳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深圳

• 南丽湖上的时光

 海南南丽湖投资有限公司

 定安县南丽湖西岸

 海南,中国

天津

张家界 



高尔夫球场客户品牌运营酒店 部分客户名单

Tiger Woods 老虎伍滋

• 老虎伍兹迪拜,迪拜,阿联酋

Jack Nicklaus 杰克尼克劳斯  

• 圣卢西亚莱夫士酒店,西印第

• 蒙太奇皇家岛屿,巴哈马

• 斯东希尔派恩-丽斯卡尔顿酒店,派赫斯特，

 北卡洛莱纳州

• 安贵拉菲尔蒙酒店,安贵拉

• 亚罗瓦高尔夫和海滩度假村,土耳其

• 林姆尼度假村,塞浦路斯（2号球场）

Robert Trent Jones, Jr. 小罗伯特琼斯  

• 巴伊亚海滩,波多黎各

•  多拉多海滩东侧球场,波多黎各 

P. B. Dye 匹比戴尔  

• 菲舍尔岛,迈阿米

Gary Player 普莱尔  

• 科斯塔巴哈度假村,拉帕兹,墨西哥

• 林姆尼度假村,塞浦路斯（1号球场）

Schmidt-Curley 施密特-柯里

• 海口观澜湖,中国海南

• 丽湖高尔夫度假村,海口,中国海南

• 涪陵,重庆,中国   

Ron Garl 朗伽尔  

• 达塔雷甬,摩洛哥

Tom Fazio 汤姆法齐奥  

• 奇立翁海湾,墨西哥 

Karl Litten 卡尔立顿  

• 安森山德斯,埃及 

Peter Harradine 彼得哈拉丁 

• 阿尔马拉齐高尔夫俱乐部,埃及

Ernie Els 厄尼

• 埃尔斯

• 印度尼西亚，茂物，丽多湖

Rees Jones 里斯

• 中国，兴义，兴义大峡谷

• 琼斯

Four Seasons Hotels & Resorts 四季酒店集团

Jumeirah Hotels & Resorts 朱美拉酒店集团

Banyan Tree Group 悦榕庄集团

Marriott Corporation 万豪酒店集团

    -  Ritz-Carlton Reserve

    -  Ritz-Carlton

    -  Marriott

    -  Marriott Vacation Club Int’l.

Starwood Hotels & Resorts 

喜达屋酒店和度假村

    -  St. Regis Hotels & Resorts 

    -  The Luxury Collection

    -  Westin Hotels & Resorts

    -  W Hotels

    -  Sheraton Hotels & Resorts

Fairmont Hotels & Resorts

菲尔蒙酒店和度假村

Raffles Hotels & Resorts

莱浮士酒店及度假村

Montage Hotels & Resorts

蒙太奇酒店及度假村

Hyatt Hotel Corporation 凯悦酒店集团

    -  Andaz

    -  Park Hyatt

    -  Grand Hyatt

    -  Hyatt Regency

    -  Hyatt

Hard Rock Hotels & Resorts

硬石酒店和度假村

Auberge Resorts 奥博度假村

Solage Hotels & Resorts Solage 度假村

PlumpJack Group PlumpJack 集团

Mandarin Oriental 文华东方酒店集团

West Paces Hotels 威培斯酒店

Hilton Grand Vacations Club 希尔顿假日俱乐部

Al Futtaim Investments Dubai, UAE 沙地都拜Al Futtaim投资公司

Al Babtain Group Cairo埃及开罗 Al Babtain 集团

Crescent Hills Real Estate Co., LTD 福建半月山房地产有限公司

Costa Baja Resort & Marina 墨西哥城巴哈海岸度假酒店和码头

CIM Group 美国洛杉矶CIM集团

Emaar Properties Dubai, UAE 沙地都拜Emaar地产公司

Extell Development Company 美国纽约Extell土地开发公司

Fisher Island Holdings Miami 美国佛罗里达佛舍岛

Federal Realty Investment Trust 美国圣河西联邦地产

Guangxi Longxianggu Investment Limited 广西龙象谷投资有限公司

Gemdale Corporation 金地集团 中国

Gencom Group Miami 美国佛罗里达Gencom集团

Hainan The First Investment Holdings Group 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

Haichang Real Estate Group 海昌地产集团

Horo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Group Co., Ltd 宇房地产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Konka Group 康佳集团

Kyoya Tokyo 日本东京

Lu Neng Group 鲁能集团/中国

Mission Hills Group 观澜湖集团,深圳,中国

Meraas Development Dubai, UAE 沙地都拜Meraas 土地开发公司

MacFarlane Partners 美国旧金山麦克法兰合伙人 

Madison Marquette 美国旧金山Madison Marquette

Orascom Development Cairo 埃及Orascom酒店集团

Tatweer/Tiger Woods Dubai, UAE 老虎伍兹,沙地都拜

The Martin Group 美国洛杉矶马丁集团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美国加州伯克莱加大

Vanke Real Estate Co. Ltd. 万科房地产开发公司 中国各地

Visun Group 鸿洲集团

Walt Disney Imagineering 美国洛杉矶/奥兰多迪司尼

Wilson Meany Sullivan 美国旧金山Wilson Meany Sullivan

YMCI Group 云南城投集团

Yida Group 亿达集团



酒店业代表项目

度假社区项目
FISHER ISLAND  美国佛罗里达州

BAHIA BEACH  波多黎各

COSTABAJA RESORT  墨西哥

LAVASTONE RESORT  中国海口

CHILENO BAY CLUB  墨西哥

ANCIENT SANDS GOLF RESORT  埃及

SERENA DEL MAR  哥伦比亚

LUNENG BEAUTY CITY WEST  中国三亚

VISUN RESORT RESIDENCES  中国海口

LUSTICA BAY  黑山共和国

OXFORD COUNTRY CLUB  印度浦那

MADEIRA ON MARCO ISLAND  美国佛罗里达州

THE PALMYRA - A SOLIS RESORT  牙买加

MARRIOTT’S CANYON VILLAS  美国亚利桑那州

MARRIOTT’S LAKESHORE RESERVE  美国佛罗里达州

MARRIOTT’S OCEANA PALMS  美国佛罗里达州

酒店和度假村项目
CALISTOGA RANCH AUBERGE RESORT  美国加州

ANASSA  塞浦路斯

MOLASSES REEF RITZ-CARLTON RESERVE  特克斯和凯科斯

DORADO BEACH RITZ-CARLTON RESERVE  波多黎各

THE RITZ-CARLTON MARASSI  埃及

THE TIGER WOODS DUBAI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THE DHARMAWANGSA  印尼雅加达

MONTAGE ROYAL ISLAND  巴哈马

RAFFLES ST. LUCIA  圣卢西亚

HARD ROCK HOTEL  美国加州

ANDAZ SAN DIEGO  美国加州

STANLY RANCH VINEYARD RESORT  美国加州

PLUMPJACK INN  美国加州

THE FAIRMONT VAIL  美国科罗拉多州

CHATEAU PANAYI  塞浦路斯

JUMEIRAH PUNTA LOROS  哥斯达黎加

THE PALMYRA SOLIS RESORT & SPA 牙买加

NIKKI BEACH  克罗地亚

PARK HYATT MEXICO  墨西哥

ARZA CAPE  黑山共和国

TSINANDALI WINE SPA RESORT  格鲁吉亚共和国

FOUR SEASONS NANJING  南京四季酒店

HILTON YUXI FUXIAN LAKE RESORT  玉溪抚仙湖希尔顿度假酒店

酒店改造与重新定位
THE RITZ-CARLTON RANCHO MIRAGE  美国加州

THE RITZ-CARLTON KAPALUA  美国夏威夷

THE RITZ-CARLTON SAN JUAN  波多黎各

THE SHERATON AT CABLE BEACH  巴哈马

ARUBA MARRIOTT RESORT  阿鲁巴

N.Y. MARRIOTT AT THE BROOKLYN BRIDGE  美国纽约

JOIE DE VIVRE HOTELS (7 in Northern California)  美国加州

SAM LORDS CASTLE RESORT  巴巴多斯

都市混合使用项目
SANTANA ROW  美国加州圣何西

USC VILLAGE  美国加州洛杉矶

UNIVERSITY CROSSINGS  洛杉矶

BAY STREET EMERYVILLE  加州屋伦

1060 BRICKELL AVENUE  美国迈阿密

THE 88  美国加州圣何西

STRATA AT MISSION BAY  美国加州旧金山

WATERFRONT CITY  黎巴嫩贝鲁特

JEDDAH GATE  沙特阿拉伯,吉达城

MISSION HILLS C1 & C2  中国深圳

COTTONWOOD  美国尤他州

AVON DOWNTOWN EXPANSION  美国科罗拉多州

PARKSHORE PLAZA  美国佛罗里达州

PARK PLACE SOUTH  美国加州

NOVA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美国佛罗里达州

THE MERCER  美国加州核桃溪

组和住宅项目
UNION  美国加州旧金山

THE LANSING  美国加州旧金山

ARCHSTONE SAN MATEO  美国加州

ARCHSTONE SAN BRUNO  美国加州

RIVER 2  美国加州

ROSS WOODS  美国加州

PLAZA URBAN RESIDENCES  美国加州圣何西

ARPEGGIO  美国加州帕萨蒂纳

PONDOK INDAH  印尼雅加达

DHARMAWANGSA RESIDENCES  印尼雅加达

OCEANA AT BRIGHTON BEACH  美国纽约

AVENEL  美国马里兰州

新社区
DREAMTOWN  中国深圳万科城

QINGLINJING  清林径

CLIFFORD BAYVIEW  中国南海祈福湾景

GEMDALE WUHAN RAPHAEL BAY 中国武汉金地澜菲溪岸

VANKE DALIAN LANSHAN 万科大连蓝山

DOUBLE MOON BAY  中国惠州双月湾

XINGYI GRAND GORGE COMMUNITY  中国贵州兴义

LIHU COLD SPRING GOLF ESTATES  中国海南

KONKA MOON RIVER ZHOU ZHUANG  中国江苏水月周庄

VANKE SHAJING & SHUIJING COMMUNITIES  中国深圳

SMART CITY KOCHI  印度

MARASSI MEGA BEACH RESORT  埃及亚阿拉曼

ANCIENT SANDS GOLF RESORT  埃及

GHANTOOT BEACH RESORT  沙特阿拉伯

YALOVA GOLF & BEACH RESORT  土耳其

NEW ISTANBUL  土耳其新伊斯坦布尔

ABU SUMA  埃及

JAGUARI CENTER  巴西里约热内卢Jaguari中心

DUBAI FESTIVAL CITY  都拜节日城

CABO REAL  墨西哥

NEW HIVERNAGE  摩洛哥



可持续发展项目

在创建可持续发展的建设项目的过程中，我们与包括USGBC（包括美国绿色建筑委员

会）和AUDUBON INTERNATIONAL(奥杜邦国际公司)在内的合作伙伴一起，来达到

LEED, the AUDUBON SIGNATURE PROGRAM和其他一些认证机构的要求，并得到这些机

构的认证。下列这些项目，代表我们近期在可持续发展设计方面的承诺和成就：

BAHIA BEACH

波多黎各 

(Audubon Gold Signature Resort) 澳督鹏黄金度假村

THE HILLSIDE HOUSE

美国加州

(LEED Platinum Certified)  LEED白金级认证

ONE BEACH STREET, SUITE 101 

美国加州

(LEED Certified)  LEED认证

DORADO BEACH - A RITZ-CARLTON RESERVE

波多黎各

(Designed for LEED Certification) 设计达到LEED认证标准

MONTAGE ROYAL ISLAND SPA

巴哈马 

(Designed for LEED Certification) 设计达到LEED认证标准

PLUMPJACK SQUAW VALLEY INN

美国加州

(Designed for LEED Certification) 设计达到LEED认证标准

STANLY RANCH VINEYARD RESORT

美国加州

(Designed for LEED Certification) 设计达到LEED认证标准

万科城

中国深圳

通过国家发改委和深圳市 “绿色建筑示范项目”,

获得国家绿色建筑最高级 “三星” 认证。

CALISTOGA RANCH - 

AN AUBERGE RESORT

美国加州

COSTABAJA

墨西哥

PARK HYATT MEXICO

墨西哥

棕榈阁/迈阿密设计区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按照LEED银级认证设计建造)

贝尔纳尔街区住宅项目

加利福尼亚旧金山

（节能之星认证）

林地度假村

法国巴黎地区

纳帕谷瑞吉酒店

加利福尼亚纳帕谷

(按LEED认证标准设计)

可持续发展

SBA建筑师事务所致力于采用可持续发展的设计

和施工方法，对事务所的每一个项目，我们都提

倡采用可持续的策略并进行LEED的认证。我们

目前正在进行的许多项目的设计均考虑到LEED

认证的要求。这些项目的不同性质覆盖了一个非

常大的范围，生动描绘了绿色设计的广泛可能性

和美好前景。公司的4位合伙人及许多公司员工均

是获得LEED认证的专业人士。



BRUCE A. WRIGHT

Senior Vice President

高级副总裁

MARK S. SOPP

Senior Vice President

高级副总裁

JOREY S. FRIEDMAN

Vice President

副总裁

EMILIO PEREZ

Vice President

副总裁

SCOTT A. LEE

President

总裁

MARK SOPP先生一直参与国

际项目的建筑设计，迄今已

20逾年。在规划和设计所涉

猎的各个方面均具备丰富的

知识和经验。Mark的专长

包括大型度假居住社区，混

合使用及总体规划开发项

目，尤其擅长于区域概念性

总体规划设计。在与客户保

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从项目

概念设计阶段至施工阶段均

将设计愿景贯彻至终， 

Mark在这方面有独到的技

巧。他在各类型项目中，展

现了卓越的领导力及设计天

赋，同时也十分活跃于公司

的商业拓展。

JOREY FRIEDMAN女士 拥有

20逾年的建筑设计经验，为

各类型的酒店度假村，高尔

夫，度假住宅社区及混合使

用开发项目提供专业的建筑

设计服务。Jorey在公司众

多瞩目的项目里，领导设计

团队，如最近南佛罗里达，

加勒比，埃及和中国的项

目。Jorey卓越的领导能力

使得她可以迅速建立起项目

团队间高效协同的办公机

制。 Jorey对迈亚密办公室

长期的贡献，在公司业务发

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并为

初级建筑师提供辅导。

EMILIO PEREZ先生给SBA建

筑师事务所带来25年全面的

设计经验，尤其擅长于总体

规划和全球度假胜地的设

计。Emilio多方位设计经验

和酒店行业成功的职业生涯

对于SBA建筑师事务所的全

球实践极具价值。Emilio富

有技巧的管理技能和极具感

染力的领导风格使得他对迈

阿密办公室的发展，企业发

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的制定起

到关键的作用。Emilio将会

在拉美地区进一步扩展的公

司的设计实践版图。

BRUCE WRIGHT先生拥有近

25年的设计经验，专注于酒

店，度假村和混合使用项目

的设计，在各类项目中贡献

了丰富的项目管理及设计经

验。设计项目所在的区域从

纳帕谷延至加勒比海。纵观

整个职业生涯，Bruce一直

与许多世界领先的酒店运营

商，如瑞吉，奥伯格，瑰

丽，丽思卡尔顿等紧密合

作。近年来，Bruce带领设

计团队参与了跨越亚太和中

东地区的大型总体规划，混

合使用及酒店项目的设计。 

SCOTT LEE 先生拥有超过25

年的设计经验，专注于酒

店，度假村，住宅/混合用

途开发等类型项目的设

计。Scott作为公司总裁，

在充分发挥设计天赋的同

时，还在各类型酒店及多户

住宅项目中担任团队领袖的

角色，主导公司未来使命，

发展方向及长远目标的制

定。Scott在公司业务拓展

和品牌营销方面也十分活

跃，已经成为公司近来取得

成功和拓展新领域的重要驱

动力。目前，Scott负责领

导设计团队参与全球各地酒

店及度假村项目的设计。

梁颂恩(ERIC LEUNG)先生在

SBA建筑师事务所担任事务

所副总裁职位期间，为事务

所带来在中国新住宅社区，

目的地度假区和酒店行业的

丰富业务开拓经验，并负责

为SBA建筑师事务所开设在

中国的第一个办事处。2015

年被事务所正式任命为合伙

人兼副总裁。受益于在观澜

湖高尔夫球会的经营管理经

历，他熟悉酒店和休闲行业

的各个层面，对大型度假

社区业务运作实际要求有着

独到的见解。他的卓越领导

力一直是事务所在中国设计

业务稳步增长的关键因素，

并为SBA 。

ERIC LEUNG

Vice President

副总裁



2015

多拉多海滩丽思卡尔顿精品度假村

奖项：入围最佳海滩酒店

主办单位：国际酒店及地产奖

马里欧哈纳酒店，奥伯格酒店度假村

奖项：最佳精选酒店

主办单位：豪华旅游网站Jetsetter

农家客栈

奖项：世界顶级酒店排名第8

主办单位：漫旅Travel+Leisure

马里欧哈纳酒店，奥伯格酒店度假村

奖项：最佳度假酒店，酒店设计奖项

主办单位：酒店设计杂志 Hospitality Design

农家客栈

奖项：最佳葡萄酒乡度假村，2015年度日落杂志旅

游大奖

主办单位：日落杂志

马里欧哈纳酒店，奥伯格酒店度假村

奖项：全球最佳酒店

主办单位:《漫旅Travel+Leisure》杂志

幻境牧场丽思卡尔顿酒店

奖项：2015年热榜 - 全球最佳新酒店

主办单位：康泰纳仕旅行者杂志

(中国地区命名为《悦游Conde Nast Traveler》)

2014

Pavilion Park社区公园

奖项: 国家荣誉大奖

主办单位: DBIA(美国设计-施工一体化协会)

观澜湖火山熔岩温泉度假村

奖项: 现代装饰国际传媒奖-年度最佳娱乐休闲空

间

主办单位: 现代装饰杂志

观澜湖火山熔岩温泉度假村

奖项：最佳休闲开发项目/亚太地区

主办单位:国际地产大奖

2013

SBA建筑师事务所

奖项：顶尖设计公司奖

主办单位：酒店管理杂志

多拉多海滩丽思卡尔顿精品度假村

奖项：国际酒店设计奖

主办单位：国际地产奖组委会

多拉多海滩丽思卡尔顿精品度假村

奖项：2013远见奖

主办单位：城市土地学会- 佛罗里达/加勒比海委员会

多拉多海滩丽思卡尔顿精品度假村

奖项：2013热榜-世界最佳新酒店

主办单位：康泰纳仕旅行者杂志

(中国地区命名为《悦游Conde Nast Traveler》)

多拉多海滩丽思卡尔顿精品度假村

奖项：2013最具六星级水准酒店之一

主办单位:Virtuoso Life

2012

SBA建筑师事务所

奖项：顶尖酒店设计师奖

主办单位：酒店建筑与设计杂志

SBA建筑师事务所

奖项：顶尖酒店设计师奖

主办单位:Lodging Hospitality

观澜湖火山熔岩温泉度假村

奖项：2012年度全球最佳水疗中心

主办单位：康泰纳仕旅行者杂志

(中国地区命名为《悦游Conde Nast Traveler》)

2010

Union 城市多层住宅

奖项：建造商的选择/城市住宅

主办单位：建造商杂志

山地住宅

奖项：生态住宅大奖

主办单位：生态住宅杂志

2009

巴伊亚海滩度假社区

奖项： 绿色设计奖

主办单位： 高尔夫杂志

SBA建筑师事务所

奖项： 湾区最快速成长的100个企业

主办单位： 旧金山商务时代

代表性奖项

精选项目

SBA建筑师事务所

奖项：美国“最热门事务所名单”

主办单位：Zweig-White

SBA建筑师事务所

奖项： 顶级国际设计事务所

主办单位： 工程新闻实录(ENR)

SBA建筑师事务所

奖项： 美国50个顶级设计事务所

主办单位： 建筑杂志

2008

88号

奖项： 年度建筑结构奖, 年度最佳设计

主办单位： 硅谷商业杂志

SBA建筑师事务所

奖项： 美国顶级设计师

主办单位： 建筑实录杂志

SBA建筑师事务所

奖项： 最佳酒店建筑师

主办单位： 酒店设计杂志

SBA建筑师事务所

奖项：最佳酒店建筑师

主办单位： 酒店建筑杂志

2007

圣地亚哥安达孜酒店

奖励: 精品设计奖

最佳新酒店设计，最佳大堂设计

组织者: 精品设计杂志

湾街 爱莫利维尔

奖励: 加州最佳综合使用建筑

组织者: 加州建造

圣地亚哥安达孜酒店

奖励: 加州最佳酒店建筑

组织者: 加州建造

诚邀您阅读以下



玉溪抚仙湖希尔顿度假酒店 

Hilton Yuxi Fuxian

Lake Resort

中 国 昆 明

玉溪抚仙湖希尔顿度假酒店位置卓越，俯

瞰抚仙湖半岛，临湖而建，依山而居，该

度假村充分利用湖光山色，将周围起伏的

群山与拾级而下就能到达的湖岸完美结

合。起伏的山峦让人联想起地中海海岸，

当地的农业渔业融合在海岸文化之中，自

然形成了与传统地中海山城本土建筑类似

的建筑语言和氛围。大酒店坐拥一个美丽

的花园，花园与湖水相连，四周是底层住

宅和隐蔽在山坡上的度假设施。

客户

观澜湖集团及云南城投

项目类型

度假村

组成部分

330间套房酒店和温泉

会议中心

高尔夫俱乐部

住宅单元



观澜湖火山熔岩温泉度假村 

Mission Hills Volcanic 

Mineral Springs & Spa

中 国 海 南 岛 海 口

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目的地度假水疗中

心，被Condé Nast旅行者杂志命名为2012

年度世界最佳水疗中心之一。包括一系

列室内和室外温泉设施，由一个非常戏剧

性的、455米长的竹子覆盖的行人通道连

接，在温泉区内蜿蜒穿过，从空中看去，

好似龙的脊骨。这些熔岩温泉位于一个大

型的自然温泉保护区内，被组织成不同大

陆区系列，其中的建筑、景观和水疗反映

每个大陆区的本土特色。各区入口亭子，

反映了该大陆的建筑遗产文化，在恢弘的

室内室外环境中，为每一个主题区，提供

强烈的仪式感。

客户

Mission Hills Group

项目类型

目的地温泉

组成部分

到达庭

男女更衣亭

罗马浴

中东区

美洲区

亚洲区



观澜湖观邸住宅项目 

Lavastone Resort 

at Mission Hills Haikou

中 国 海 南 岛 海 口

客户

观澜湖集团

项目类别

度假社区

项目组成

住宅部分包括:

公寓,联排住宅和独立别墅

会所

运动中心

温泉水疗中心

这是SB Architects设计的一个高端度假村

项目， 目前进行的是其中多个构成中的

一部分，包括几个发展阶段的联排别

墅， 独栋别墅和中层多户住宅。 项目

最终将包括10个高尔夫球场。我们还为

这个项目设计了一个温泉中心，一个运

动中心和社区会所。本设计尽量利用自

然材料和丰富的植物景观，著力表达热

带岛屿建筑风情。



观澜湖温泉

The Spa at 

Mission Hills Haikou

中 国 海 南 岛 海 口

海口观澜湖度假村里火山岩矿温泉水疗中

心，是这个世界最大的温泉疗养胜地中的核

心建筑。标志性的主要温泉结构–也是总体

规划中最先完成的部分-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世界遗产地的中国南部传统的客家土

楼城堡中获得设计灵感. 该温泉的独特的圆

形结构从当地火山岩基底上拔地而起，支撑

起半圆形竹建筑。豪华的理疗室被设置在

两个圈内，围绕着开放式中央庭院及周围的

熔岩花园和温泉，可眺望远处的观澜湖高尔

夫球场。

客户

Mission Hills Group

项目类型

度假温泉

组成部分

61 个水疗间

室内外公共空间

温泉服务和辅助设施



龙象谷国际旅游度假村

Dragon Elephant Valley 
International Resort

广西， 南宁

中国

新生态旅游开发项目的第一阶段设

计，这个新的混合使用社区将为该地

区构建一个动态的门户。设计将大象

的宁静平衡元素与中国龙的能量和活

力象征完美地糅合在一起,营造一种张

弛有度的氛围，并贯穿整个社区。一

个体量适中的商业小镇（灵感来自于

中国建筑传统）与核心主题酒店，公

寓建筑群为同一方向，而另一端则是

主题公园和水上乐园。该主题酒店采

用了绿色技术，并将被打造成为项目

的标志性风格建筑物。同时在其外立

面的颜色，质地入手，利用大面积的

空中绿化及绿色屋顶设计，使其与景

观融为一体，若隐若现。另一个商业

小镇的设计则更多采用欧洲的建筑风

格，引领游人前往高尔夫球场和温泉

区方向，配置了酒店，矿物温泉水疗

中心和高尔夫会所。

客 户

观澜湖集团

项 目 类 型

目的地度假村及住宅社区

项 目 组 成

主题公园配置350间客房酒店

115,000平方米会议中心

72,000平方米商业零售小镇

262平方米温泉酒店及水疗中心

15,000平方米高尔夫会所



客 户

Auberge Resorts

项 目 类 型

私人岛屿静修

项 目 组 成

8000平方英尺主楼

4栋别墅

静修居所

活动场馆和草坪

水疗中心和健身场地

超级游艇码头

Super Yacht - 400’

RESORT BEACH

MARINA Art 1

Art 3

Villa 3

Shelter

SPA

OWNER’S HOUSE

Exercise/Yoga

Pool House/
Entry Pavilion

Sunset
Bar

Spa Treatment

Villa 1
Villa 2

GA L L E R Y  R OA D

Event Lawn/
Helicopter Pad

OWNER’S BEACH

GUEST’S PRIVATE BEACH

Art 4

Art 2

Art 6

Auberge 利夫礁度假村

Auberge Leaf Cay

巴 哈 马

这家私人岛屿度假村坐落在利夫礁 - 

一个30英亩的岛屿，加勒比地区最后

一个大型私人岛屿。度假村安置在一

个狭长洁白的沙滩上，周围还有棕榈

树，可以360度欣赏全海景，简直就是

一处未开发的天堂。这个私人的度假

胜地将由世界上最受尊敬的豪华度假

酒店品牌之一，Auberge酒店及度假村

集团管理。在这个滨海面积远大于内

陆面积的长条形的土地上，三段长滩

提供丰富的白色幼沙。一个私人码头

将通往受保护的深水区。五栋别墅和

一套完整度假设施，将浓浓的现代感

与美学搭配在一起，融合简洁的线条

和质朴的材料以营造一种宁静，精致

的氛围。结构上无形中消除室内和室

外的界限，并充分体现了此地段低调

的奢华气质。



客 户

Metplan

Orix

项 目 类 型

酒店及住宅目的地

项 目 组 成

228间客房酒店

41套品牌度假村住宅

配置10套理疗套间的水疗中心

3间餐厅

2个酒吧和茶室

活动和会议场地

石垣八重山

Yaeyama at Ishigaki

石垣，

日本

坐落在日本最南部岛屿之一：石垣, 

沿着著名珊瑚礁布局，这个度假村将

被打造成一个真正的目标地度假村，

将设置酒店，娱乐，住宅部分。 228

间客房酒店会以直线排开的方式进行

布局，保证所有套房的客户均可无阻

隔地观赏海景。主建筑会在岛中作为

基点，一系列的品牌住宅分别向海岸

线的两个方向排开。六个餐饮场所将

提供客户各式各样的餐饮和娱乐体

验，各种类型体量大小不一的室内和

室外空间将作会议和活动场地用途。

游泳池和聚会区将带给客户邻近海滩

和礁石的户外体验。附近的高尔夫球

场将配置额外的娱乐设施。



客 户

费尔蒙特传统酒店

营 运 方

费尔蒙酒店及度假村

项 目 组 成

30栋别墅

4500 平方英尺会所

游泳池

玛雅哥巴

费尔蒙特传统酒店

Fairmont Heritage 
Place Mayakoba

玛 雅 哥 巴

玛 雅 河

墨 西 哥

设置在六栋体量宽舒建筑物内的费尔

蒙特传统酒店可俯瞰广阔的泻湖。河

流流向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营造

出玛雅哥巴奢华，和谐，宁静的氛

围。该建筑设计融合了当代独特的简

约设计，搭配朴质的材料，令室内外

空间自然过渡。阔落的开窗设计，打

开窗户便使墙壁与外界的阻隔感消

失，让生活空间完全与宽敞凉爽的露

台融合。落地窗，当地石材建成的白

色灰泥墙壁，绿色植物覆盖的“活”

墙，棚架和屏风上的传统木格行形成

鲜明的对比，营造出美好的和谐与平

衡感。总体上将现代的奢华与朴质的

当地元素完美平衡地融合在一起。



多拉多海滩JW万豪酒店

JW Marriott Dorado 
Beach

多拉多

波多黎 各

JW万豪酒店与格里芬俱乐部酒店共同

建立一间多面定位的度假村，将大型

度假体验与第一间独立式格里芬俱乐

部酒店提供的更有针对性的精品服务

结合起来。JW万豪酒店的度假村产品

元素，格里芬俱乐部，万豪国际度假

俱乐部度假公寓，会议设施，赌场和

零售商业村落 – 将恰到好处地布局该

址，掩映在现有的红树林之中。校园

式的布置强调度假寸元素之间连接

性，而方便徒步的人行径在规划里贯

穿整个多拉多海滩度假村。犹如波浪

般轻微起伏弯曲的阳台雕琢了酒店的

建筑轮廓。酒店建筑的层高从19层开

始，沿着靠近沙滩的方向层高递减，

低至3层。弧形阳台也创造了极强的

水平视觉感，允许较高的酒店建筑与

周围环境中低层结构相互呼应。

客 户

Prisa Group / CPG
项 目 类 型

目的地度假村

项 目 构 成

255间客房JW万豪酒店

75间客房格里芬酒店

76套万豪度假酒店单位

水疗中心

餐饮配套

会议/活动设施

商业零售村庄



多拉多海滩丽思卡尔

顿精品度假村 

Dorado Beach, 

A Ritz-Carlton Reserve

波 多 黎 各 多 拉 多

多拉多海滩丽思卡尔顿精品度假村, 建

造于多拉多海滩酒店旧址之上，自2012

年12月12日开业以来，已经获得众多好

评和奖项。此度假胜地最初由洛克菲勒

家族开发，专为富有阶层和名人打造。

多拉多海滩依托3.5英里海岸线，拥有

美丽的自然景观，是加勒比地区最富盛

名的度假目的地之一。这个新丽思卡尔

顿精品度假村设计定位为奢华六星级，

同时着眼于当地可持续性发展和自然资

源保护。使用当代设计语言，凸显岛屿

建筑风格，同时大量使用有机和当地材

料。酒店的到达区域朝着一个天然岩石

延伸入海形成的轴线而设。最大程度利

用自然景观，采用小规模、低层建筑模

式，酒店依次沿海滩而建。除此之外，

一个宏伟的娱乐休闲建筑，配合一个奢

华水疗中心，以及一大片产权式住宅社

区共同构成丽思卡尔顿精品度假村。

客户

加勒比地产集团

Prisa 集团

酒店

The Ritz-Carlton

项目规模

118,770平方尺

项目组成

127间房酒店

水疗/休闲设施

俱乐部



客 户

Caribbean Property Group LLC
Prisa Group
营 运 方

丽思卡尔顿酒店

项 目 规 模

96个单元（扩建中）

单 位 面 积

两卧室单元 - 2204 平方英尺

三卧室单元 - 2946 平方英尺

复式阁楼单元 - 4140平方英尺

多拉多海滩

丽思卡尔顿公寓

The Ritz-Carlton 
Residences at Dorado 
Beach

多拉多

波多黎 各

这些豪华的海滨公寓依照海滩沿岸分

布，为业主提供最完全及极富想象力

的专属滨海体验。这些三层或四层结

建筑构配置有两或三卧室单位，配套

屋顶游泳池和私密的生活空间。部分

建筑把三边均设露台的复式阁楼设计

在四楼，可为三卧室套间提供户外生

活空间。每个单元延展的露台或阳台

通过伸缩门与室内生活空间连接起

来，让室内和室外之间实现无缝衔

接。这样的户型布置旨确保在生活/娱

乐空间以及主人套房之内可随时随地

观赏到最好的景观。业主和客人们可

随便享受丽思卡尔顿提供的在众多娱

乐设施和活动。



幻境牧场丽思卡尔顿酒店

The Ritz-Carlton 

Rancho Mirage

美 国 加 州 蓝 桥 米 拉

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改造和扩建坐落在兰

乔米拉市的著名旅馆，使之成为丽思卡尔

顿集团的幻境牧场酒店。该酒店的位址坐

落在一个壮丽的山坡之上，可全方位欣赏

壮丽山下沙漠谷地和山脉景观。翻新设计

使得这个古老的五星级度假村脱胎换骨。

设计的内容包括完整的酒店翻新设计，以

及设立在悬崖边缘蔚为壮观的室内/室外

餐厅，新的全方位服务水疗中心和水疗套

房。设计团队更新了建筑和室内设计，以

求更好地反映当地沙漠的风土人情，尤其

注重对天然色彩和自然质感材料的搭配，

重新专注于室内/户外生活的设计。新设

计在这片沙漠上构建了一个宁静的静修

之地。

客户

Gencom Group

营运方

丽思卡尔顿集团

项目类型

酒店翻新及扩建

项目构成

240间客房的酒店

2间餐厅

平方英尺水疗中心及水疗套房



客 户

Logwood Development Company
营 运 方

丽思卡尔顿酒店

项 目 构 成

125间客房
海滨餐厅
水疗中心
75个产权单位

丽思卡尔顿

糖蜜礁精品度假酒店

Molasses Reef -
A Ritz-Carlton Reserve

西凯科 斯群岛

特克斯 和凯科斯群岛

新的丽思卡尔顿度假酒店坐落在远离

尘嚣的西凯科斯群岛北端一个尚未被

开发的海岸沙滩上。主旅馆的布局设

计使得客人经过酒店大堂，穿过瀑布

泳池，便可直达加勒比海，从而使客

人到达时有一种隆重感之余也可以观

赏到美丽的景色。五间海滨小屋月牙

状集簇成群，通过这种致密的客房建

筑格局布置，很好地平衡客人刚进入

酒店时那种激动彭拜的心情。为了特

出主池的宏伟感，每一月牙形建筑群

环绕自己的半私人花园（部分带泳

池），每个月牙形建筑群都有自己的

独特的户外体验。位于项目位址规划

中心咸水湖的核心则是主旅馆建筑和

海滩餐厅。糖蜜礁度假村配置了独一

无二的全套房水疗中心，配套一间健

身中心和瑜伽馆。



棕榈阁迈亚密设计区综合使

用项目

Palm Court Miami Design 

District Mixed-use Project

设 计 部 落

佛 罗 里 达 迈 阿 密

客户

Dacra

项目类型

多功能设计区

设计项目

50间客房精品酒店

80间 居住单元

65 间零售店 

(另外50 间零售店会在2期建造)

7间餐厅

1200个停车位

SBA建筑师事务所与创新型房地产企业

Dacra一起合力把迈阿密的设计部落转变成

为一个致力于艺术及设计创作的崭新社区。

这个极具雄心的区域扩展计划将会使得本区

域的零售，商业，以及艺术展示空间得到显

著的提升，同时为该社区引进一家极优质的

精品酒店。大西洋月刊将这个项目称之为“

一个研究如何创造或重新定义一种真实的城

市购物体验的项目”，棕榈阁是整个扩展项

目的第一章，设计团队着手采用一种全新的

方式去实现零售商铺及建筑物的设计。设计

团队为这个街区创造了结构骨架，确定了建

筑的架构，整体的分区以及行人在这片区的

移动路径。同时使得每一个零售商户可以有

机会为自己的商铺创建一个45尺的展面。一

条人行大道将直接分隔这个扩展区，在大道

的两端分别有宏大的广场。每一个建筑物的

楼顶几乎都是被绿色植物所覆盖，整个项目

的设计的目标是要达到LEED金级认证。



Santana Row 

美 国 加 州 圣 何 西

这个项目是美国一个城市综合使用方面

的样板项目。设计主旨是利用高密度的

多层混合使用社区以及满足本区100%停

车需求的地面停车场来代替了老旧的单

层购物中心。在7号和8号建筑的裙房之

中，通过室内街道能够直达洋房和带单

独车库的联排住宅， 从而形成了一个

街道上层的邻里社区。 主要街道搭配

街区花园和两边沿路的低层零售店、餐

馆和公共场所而显得更具特色，给人留

下久经时间洗练的悠久街区印象。

客户

Federal Realty Investment Trust

项目类别

裙房，住宅，临街商业，4层停车

项目组成

291个住宅单元

11,892平方米商业和餐饮

1,817个停车位



圆石滩小屋翻新项目

The Lodge at Pebble Beach

卡 梅 尔

加 利 福 尼 亚

圆石滩小屋有着一段颇具故事色彩的历史，

自20世纪初被修建起来后，它已经成为世

界上最负盛名的高尔夫及奢华度假胜地之

一。该项目涉及改建和重新设计在20世纪

40年代末期建造起来的客房之翼。而现在

必须要通过重新设计来吸引那些新一代有

着现代思维及新期待的游客。而其中一个

关键点就是创新性地把游客的体验延伸到

客房之外。包括设计覆盖的室外客厅，私

人浴花园，还有共同的聚会场所来鼓励游

客之间的互动。



Anassa 酒店水疗中心

Anassa Hotel & Spa

城 邦 ， 塞 浦 路 斯

客户

Thanos Hotels

项目类别

海边度假酒店

项目组成

184间客房

4间餐厅

罗马水疗

村落中心

游泳池和运动场

这个五星级酒店坐落在一个海边高

地，将古老的沙滩和海滩地中海美景

尽收眼底。包括一个宏伟的圆形大厅

的酒店主体，周围环绕着豪华的别

墅，逐台下至海边，以小巧的结构集

合，形成地中海山城的印象。打造真

实，富有内涵和先进豪华的环境，是

该项目的设计目标。洁白的墙壁，低

坡瓦顶，简单的体量和干净的细部，

让这个建筑群体的风格成为传统的希

腊风情的优雅诠释。建筑，园林景观

和室内设计之间天衣无缝的相互配

合，为来这里度假的人们创造了一个

强烈统一的假日体验。



开曼群岛大开曼 

Kimpton Grand Cayman

开 曼 群 岛 大 开 曼

这家酒店将会成为数十年来大开曼七英里

海滩上开设的第一家酒店，同时也是金普

顿酒店集团在美国以外的第首个酒店项

目。该酒店位于最近被拆迁的万豪万怡酒

店旧址。该项目将极大提升七英里海滩及

大开曼群岛的形象。该度假酒店项目包括

开曼首座10层楼高的双子建筑，一家有265

个客房的酒店，和61套公馆式度假公寓。

此外，沿海还将建造6个海滩别墅。这个以

提供高雅而不乏活力的社区环境为宗旨的

酒店将会有5个餐厅，其中一个顶楼餐厅可

以饱览一望无际的加勒比海。该设计把现

代美学与乐活的岛屿环境完美地融合在一

起，将引领大开曼地区现代奢华之风！

客户

DART Realty

项目类别

度假式酒店

项目组成

265间客房的酒店

61套共管式度假公寓

6间海滩小屋

5家餐厅



伽里斯多加牧场- 

奥伯格度假村

Calistoga Ranch, 

An Auberge Resort

美 国 加 州 伽 里 斯 多 加 ， 纳 帕 谷

这个独特的私家别墅和度假式俱乐部坐

落于加州葡萄酿酒中心一个23亩树林之

中。剩余的157公顷土地尚未开发。这片

物业包括度假村和部分所有权的单位，

在每一户设计上，旨在有意模糊室内和

室外空间分界线，从而营造出树林小屋

的氛围，并让其所在的美丽自然环境成

为其最具魅力的亮点。起居室和卧室由

带凉台的室外私人起居室环绕。室外起

居室另外还配有室外壁炉、 灯具和舒

适的家具。度假村包含从600到2400平方

英尺（室内/室外面积）的不同单位。部

分所有权的单位平均占到3200平方英尺

的面积。建筑设计依托现有自然材料，

结合钢材和玻璃元素，强调室内和室外

一体化和精致生活风格，呈现出典型的

纳帕谷生活方式。

客户

Criswell-Radovan LLC

项目类别

度假村和私人会所

项目组成

47间房酒店

27个出售单元

水疗

餐厅

活动设施

品酒



金石葡萄酒庄 

Golden Pebble Winery 

Resort

中 国 大 连

作为辽宁省首个葡萄酒酿造开发项目，

SBA建筑师事务所与EDSA倾力共同打造

此项目，项目包括一个完整生产配套的

酒庄、精品酒店、商业化村庄以及住宅

别墅区。项目每个内容，例如迎宾中

心，都是规模不一，风格各异，而独具

个性化设计的。但每一处的细节均以区

域农业历史为依据，采用现代的视野来

进行设计。例如，酒店的设计便捕捉

了加利福尼亚纳帕谷的风格，那些丰富

的室内与室外空间的过渡设计充分体现

了现代的设计风格。在创造一个非常温

馨而友好的环境的同时，建筑的形式以

及材料都是经过非常谨慎及精心的挑选

以增强该地的真实感。这些建筑群设计

成可以透视到周边的酿酒庄园的真实情

况而营造出一种豁然开朗，从而自强发

展自己成功的道路的氛围。而商务区则

被满布山藤的山坡环绕着，沿着山谷线

性簇立，与环绕着斜坡而建的住宅别墅

区相得益彰。

W E L C O M E  C E N T E R

P R O J E C T  T Y P E

Winery and Mixed-use Resort

P R O J E C T  S I Z E

200 Hectares

C O M P O N E N T S

Wine-production Facility with Wine Club

Wine-themed Commercial Village

Wine Research Center

150-room Five-star Boutique Hotel

310 Residential Villas

Welcome Center

W E L C O M E  C E N T E R

R E S O R T  H O T E L

W I N E R Y

V I L L A G E

W E L C O M E  C E N T E R

W E L C O M E  C E N T E R

R E S O R T  H O T E L

W I N E R Y

V I L L A G E

R E S O R T  H O T E L

W I N E R Y

项目类别

酒庄及综合度假村开发

项目规模

200公顷

项目组成

带有葡萄酒会所的葡萄酒生产基地

葡萄酒主题商务村庄

葡萄酒研发中心

150个客房的五星级精品酒店

310栋住宅别墅（联排及独栋）

迎宾中心



03

01

02

04

05

07

07 06

1 酒店

2 酒店别墅

3 水上/冰上运动设施

4 经济型酒店

5 中心小镇

6 酒庄

7 酒庄别墅

度假酒店

酒庄

鲁能文安酒庄及度假村 

Luneng Wen’an Winery 

& Resort

中 国 北 京

该旅游度假区及酒庄坐落在北京市南边一

个诗情画意般的湖边，广袤的旅游度假区

将会包括两间酒店，一个中心小镇，别墅

区，以及一家可以俯瞰众多葡萄园及 农

田的酒庄。广阔的湖面是整个度假村每一

个元素的落笔之地。而优雅的旅游度假酒

店则成为整个度假村的冠上明珠。岛屿与

外界的进出仅可通过桥来实现，这个受古

典灵感而激发出来的构想可以让游客在任

何角度都可以感受到与湖水，自然园林以

及葡萄园等美景融为一体的氛围，从而为

游客提供了别具一格的奢华度假体验。一

间旅游度假水疗及会议中心合理地布置在

酒店的侧面，一条正式的走廊设计让本已

宏伟的入口更为醒目，同时也被 带有柱

廊的人行道和花园所环绕。

项目类别

酒庄及旅游度假村

项目组成

400间客房并带有别墅的酒店

4200平方米带有生产以及接

待功能的酒庄

18洞的高尔夫球场

高尔夫及滨水住宅区

小船



潘纳邑庄园 

Chateau Panayi

塞 浦 路 斯 ， 卡 托 德 莱 斯

卡托德莱斯坐落在塞浦路斯南部山区的

一个古老小村庄，从圣经时代开始这里

就已经生产葡萄酒了。这家小型精品度

假村位于一座小山丘上，可以俯瞰整个

村庄。该度假村可以容纳一个完整生产

的酿酒厂和一家有55间客房的别墅酒

店。该项目让人联想起在该地区发现的

古老的石头建筑群，一系列建筑构件都

有它自己的性格，创造出一个十分有特

色的广场。项目功能区包括一个水疗庭

院和品酒露台。该度假胜地也将成为一

个举办婚礼和其他聚会活动的场所，内

有教堂、宴会厅、活动大厅、活动草

坪、展览大厅和其他室内和室外活动设

施。一个文化村将专门用来展现塞浦路

斯美食，手工工艺特色，并由当地工匠

亲手示范。

项目类别

酒庄与精品酒店

项目内容

58500箱全套酿酒酒庄

50套客房的精品酒店

15套酒庄农舍客房（1睡房和2 睡房）

水疗中心

教堂

宴会厅和大型会议厅

文化活动中心



Ancient Sands 度假社区

埃 及

客户

Orascom Hotels & Development

项目类别

度假村酒店和住宅

项目组成

酒店

别墅

商业

健身水疗

高尔夫俱乐部

这个以高尔夫为本的项目使命是要创建

一个独特的，与沙漠、埃及和伊斯兰建

筑传统相配合，并同时具有现代建筑的

简洁性社区，以满足高层次买主的期望

和要求。在项目的中心，是一个围绕着

中心广场而布置的山顶村庄。建筑物和

错落的基地海拔阶梯之间交相呼应，创

建了一个由户外空间、楼梯间和花园露

台所组成的，整体而有机的环境。丰富

多样而又复杂的建筑体量，与统一一致

的建筑语言形成鲜明对比，而纯净的白

色突出了光与影在错综复杂的建筑体量

上所形成的戏剧效果。无论是单个别墅

或密集的建筑群体，每个住宅都强调独

立单元的私隐性和室内与室外空间之间

的紧密连接。



老虎伍滋高尔夫球场及度假区

Tiger Woods Dubai

阿 拉 伯 联 合 酋 长 国 迪 拜

项目位于迪拜的旅游和康乐胜地迪拜乐土, 

这座独一无二的度假和住宅小区将包括世界

上第一个的老虎伍兹设计高尔夫球场。新

的18洞球场地处区域中心，周边被六星级精

品酒店和别墅、高尔夫会所高尔夫学院所包

围。这个项目同时还将包括多种类型度假住

宅。项目独特的设计方法是将西方的度假地

规划与传统阿拉伯建筑体系的拱形的屋顶、

键孔拱、精巧的雕刻、遮挡露台及私家园林

等这些传统形式及丰富的细节结合在一起。

此外项目还包括与会所坐落于同一轴线上的

酒店（俯视球场和练习场）及别墅，包络环

面的到达大庭和花园式庭园。

客户

Tatweer/老虎伍滋（Tiger Woods）

项目类别

名胜地度假村/名胜地住宅

项目组成

104间房酒店

水疗

老虎伍滋高尔夫球场

7896 平方米高尔夫俱乐部 

和高尔夫学院

老虎伍滋博物馆

会议中心

商业村



镰仓乡村俱乐部

Kamakura Country 
Club

镰仓，

日本

该项目距离海滨城市约50公里，位处

东京的南部。此激动人心的新高尔夫

会所建筑群主要是取代老旧的设施，

并赋予已落成的高尔夫场地新的生命

力。 SBA建筑师事务所和EDSA事务

所联手设计了这一标志性建筑，新的

建筑体量将增加一倍，将作为婚礼和

其他活动场地使用。建筑群坐落在山

顶之上，将作为主要的活动场所。视

野景观设计上将主要考虑丘陵，同方

向的远方海洋，另外一边的城市天际

线之间的布局关系。该会所的建筑美

学，虽然是采用了当代的表现手法，

但意在发扬该地区传统的建筑风格，

并不是与当地建筑风格相互竞争。建

筑体量通过使用多个斜屋顶，花园露

台和观景露台使其视觉上最小化。从

外观上看，给人的感觉更像一个小村

庄，而不是一栋单体大型建筑，这样

的设计使其外观更优雅地融入到山丘

的坡度及自然景观之中。

项 目 类 型

会所和花园活动场地

项 目 规 模

1432 平方米

项 目 组 成

360平方米宴会/活动空间

餐厅

高尔夫咖啡馆

酒廊

专卖店

更衣室

健身及高尔夫教学

储物柜



巴哈海岸度假村 

CostaBaja Golf Resort

墨 西 哥 ， 拉 帕 兹

这个项目位于拉巴斯北部，可俯瞰整个

诗情画意的cortez海湾。该社区为游人

集中，度假村密集的巴哈加利福尼亚半

岛创造了一个引人入胜的绝佳居所。从

独特的山区沙漠地形,拉巴斯附近地道的

当地氛围，和丰富的古代历史文化中提

取灵感，我们的设计团队坚持可持续发

展理念，通过创建新的建筑语言，完美

真实地诠释了该地区的独特气质。SBA

设计团队在这个占地550英亩的土地上，

规划并设计了三个住宅地块及一个标志

性的高尔夫会所，来锚定新的普莱尔高

尔夫球场。高密度住宅顺着自然丘陵地

形来设立。高尔夫会所则将简约，现代

的建筑形式与粗狂的有机元素结合在一

起，形成了该地区富有土地，文化，和

古代艺术品意义的缩影。

开发公司

巴哈海岸

项目规模

550英亩

项目内容

250套别墅，分三期开发

150间客房的五星级酒店

五千平方英尺的高尔夫会所

盖瑞•普雷尔设计的高尔夫球场



Xiamen Crescent Hills

X I A M E N ,  C H I N A

厦门半月山 

Xiamen Crescent Hills

中 国 ， 厦 门

项目坐落在坡度平缓的山坡之中，周围

青山连绵。半月山项目将成为福建省内

首屈一指的现代度假胜地。项目选址恰

好在漳州富含矿物温泉的地带。设计遵

循该址的地形，沿着蜿蜒山间小路，围

绕宁静的湖泊与郁葱的山间划分不同的

功能区。该度假社区已经锁定一个世界

级的温泉水疗中心和一间奢华品牌度假

村。建筑风格为现代建筑风格，并充分

利用当地的花岗岩，玻璃工艺和无边游

泳池等元素。酒店设计为150间客房的

现代奢华酒店。设计充分利用其独特的

环境，并受到其多层次地形的启发，采

用叠层式楼层设计创建一个连续，有机

动态立面。



南京四季酒店 

The Four Seasons Nanjing

中 国 南 京

该项目坐落于玄武湖岸边，毗邻南京的中

心商务区。该城市精品酒店独特的设计，

为客人提供了一个专属绿洲之地，但又与

现有的湖滨公园无缝连接起来。我们倾力

设计，希望可以使得公众以及私人领地都

能够得到充分的提升。项目的设计理念是

把水元素贯穿于酒店领域之中，并参照中

国传统的庭院设计理念，以营造出一个具

有多样化特色的交际空间。该建筑群被设

计成为饱览玄武湖及城市天际线美景的最

佳之地。

客户

江苏边城发展集团

运营方

四季酒店集团

项目类别

城市精品酒店

项目组成

60 间客房

8栋别墅

1,000平方米水疗会所

2,600平方米多功能/宴会空间

1,500平方米 餐厅及酒吧

237个停车位



鲁能三亚湾新城美丽三区

Beauty City West Village

中 国 海 南 省 三 亚

三亚美丽新城三区项目包括了别墅产品和

洋房产品。这个项目设有大片的绿化区

域、结合邻里感极强的设计及丰富的公共

设施，给住户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度假体

验。每一栋别墅都带有花园式的设计，有

户内户外的空间和完全属于自己的私密空

间。别墅的布局方式包括围合院落式和直

接入户式，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

会。洋房是沿着北侧道路布置，虽然在体

量上比别墅大一些，但是通过采用坡屋顶

和平屋顶的不同组合，通过有屋顶和露天

平台的组合，洋房的体量被有效地降低。

这个项目是一个大型新社区中的一部分，

但是这个社区通过减少硬铺地面积，鼓励

步行的交通设计，让这个区域很自然地融

入整个新社区的发展之中。

开发公司

鲁能广大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内容

165栋别墅

140套洋房（6层高）



康佳水月周庄项目 

Konka Moon River 

Zhouzhuang

中 国 江 苏 省 周 庄

SBA建筑师事务所正在为古周庄设计一

个独特的社区，我们对主要水岸线进行

雕琢，旨在创造出一个“水城”。这

里，大多数住户都邻水而居，乐活的商

业区包括各种生动的零售和餐饮设施，

一个精品酒店，和一个表演中心，整个

商业区也几乎全部被水环绕。该区的住

宅类型包括地块中心段的独立别墅，豪

华联体住宅，以及沿着基地周边设立的

中层住宅。

客户

康佳集团

项目类型

新社区

项目组成部分

2500个住宅单元

商业和零售中心

酒店和居民会所

表演中心



南丽湖上的时光 

Time at Nanli Lake

中 国 海 南 南 丽 湖

这个广阔的度假区沿着南丽湖湖畔选址。

在海南岛上，临近海口市的南丽湖就像是

一颗光彩夺目的天然宝石。围绕着122公

顷的土地，该总体规划方案充分利用当地

丘陵的地形来编排高尔夫球道，从而贯穿

现有的山谷，同时也设置住宅区，休憩区

以及公众区域，让游客能够捕捉高尔夫及

湖间的美景。住宅单位的类型涵盖了独栋

别墅，小洋房，及5-6层的住宅公寓。这

个发展项目的焦点在度假村，该度假村分

为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其中一部分是传统

的有着标准客房的酒店，另外则是一家精

品酒店以及康乐中心，使得游客到达即可

放松以及娱乐。度假村内的结构风格让人

不自主地想起巴里岛以及南亚的建筑风

格，但是附近的每一个度假设施都有它们

自己的风格，从传统的当地风情到更加现

代的演绎。

项目规模

122公顷

项目构成

1,200 个居住单位

度假酒店及水疗会所

精品酒店及康乐中心

商务/会议中心

高尔夫俱乐部

18 洞史密特-科里高尔夫球场

度假酒店及水疗会所

精品酒店及康乐中心



双月湾中心小镇

Double Moon Bay Town 

Center

双 月 湾

中 国 惠 州

此项目是在惠州半岛上可以俯瞰南中国

海的综合住宅开发项目的其中一部分。

因为像一对新月而被命名的双月湾位于

半岛的侧面，地理位置优越，尤其远足

径风景优美。为了服务住宅区内众多的

业主以及公众游客，该滨海中心小镇被

构思成一个为游客以及居民提供零售商

品、服务及餐饮娱乐的主要场所。除了

上述的地面商业场所，还有专门为慕

名而来的游客提住宿服务的精品酒店。

一个标志性的多功能会所及体育中心使

得整个发展项目的配套设施更加完善。

客户

中国万科集团

项目类别

度假式住宅社区的商务中心

住宅社区

项目构成

3500平方米，零售

3300 平方米，餐饮

多功能会所及活动中心

运动俱乐部

150间客房的精品酒店



万科城 

Dreamtown

中 国 深 圳

这个城市新综合使用社区紧邻深圳，这

个广东省内迅速发展的城市。该新社区

包括超过400万平方呎的住宅建筑，这

些居住建筑包括如联排住宅至20层高楼

公寓在内的多种类型建筑。该项目为满

足该地区中产阶级不断增长的居住需

求，主要为相邻区域内的高技术/工业区

的高端技术人才服务。附属商业以及众

多的学校和其他市政设施，完全用以支

持此新小区的需求。

客户

深圳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类别

新综合使用社区

项目规模

39.65 公顷

项目组成

371,612 平方米住宅

27,871 平方米商业

23,225 平方米学校，

市政和社区中心



上海万科翡翠公园

Vanke Zhangjiang

中 国 上 海

该项目地处于上海中路，张江高新技术

园区内。这个城市综合社区将会成为周

边社区住宅发展以及商业零售的主要中

心。作为垂直城市设计，这个新的社区

将会把现代的建筑理念，通过有机的建

筑结构形式将繁华的城市景观糅合在一

起，在高新园中心区内形成一片激动人

心的城市绿洲。6个街区的发展，主要

通过两条具有不同街面体验的主要街道

的切入来实现。其中一条街道主要是融

合了购物商场、餐饮以及高层建筑等非

常城市化的元素。另外一条街道的风格

则是偏重于邻里感，都是由低密度居住

建筑构成，建筑周围是安静及绿树成荫

的街道及庭院。

项目类别

综合体发展项目

项目规模

84,000平方米的商业空间

235,000平方米的住宅空间

项目组成

高层及低层住宅建筑

街面零售以及餐饮

低层邻里式住宅建筑

广场及庭院



鸿洲江山度假别墅 

Visun Jiangshang 

Resort Residences

中 国 海 南 岛 海 口

这个度假别墅社区位于中国南部的度假

胜地海南岛，由两个地块组成，与之相

邻的是一个五星级酒店，为高端分时度

假客户提供多个选择。地块C上建有110

栋私家别墅。地块E，位于湖畔，也供销

售，但会被酒店回租，成为酒店的新增

客房。地块E上的单位，以豪华设计为标

准，全部临水而设，蜿蜒水道给每个住

户和旅客提供临水的独特体验，并将户

内户外生活融合起来。融入当地环境和

充分利用可持续材料是设计的重要主旨

及亮点。

位置

中国海口 
客户

鸿洲集团

项目组成

地块 C: 110栋联排和独栋别墅

地块 E: 54栋独栋别墅

别墅会所，健身中心，游泳池 



五星酒店概念

Wuhan Jinyinhu Hotel

中 国 武 汉

SBA建筑师事务所带领一个国际设计和

工程顾问公司团队，参加中国中部湖

北省省会武汉市的城市酒店设计竞赛，

设计了这个新的五星级酒店，并从中胜

出。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市是

一个遍布湖泊的城市。这家坐落在水边

的新酒店，处于城市的中央商务区的外

缘。设计旨在为这个正在扩张的城市创

造一个标志性建筑，此酒店是由四个标

新立异的建筑组成，灵感来自于鹅卵石

和海滨鸟类，环抱着水滨码头区。选址

最大限度地利用采光和风向，并考虑

景观视野，每个建筑的单元结构都以

其开阔的中庭为中心，中庭为各个建

筑单元结构提供充足的视野、日照和

绿色景观。

客户

裕亚集团

项目类别

五星酒店

项目组成

550间房酒店

34,982平方尺水疗

商业和餐饮



兴义大峡谷国际度假社区

Xingyi Grand Gorg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中 国 兴 义

这个大社区的的总体规划的目标是在这

个美丽壮观的自然环境中，建立一个高

档住宅社区和度假设施，毗邻壮观的马

岭峡谷。基地特有的大型冰川护堤环抱

着高尔夫球场，度假设施和住宅建筑。

离峡谷最近的区域，是里斯·琼斯计的

高尔夫球场，尽管这里不能建造建筑，

却紧邻顶级高尔夫会所和高尔夫别墅。

度假酒店和与私密的水疗设施可俯瞰高

尔夫球场。建筑密度在随着离峡谷的距

离增加而加大。项目的门户区是一个

商业中心，也是这个社区的社交娱乐

聚会中心。

项目规模

2967亩(197. 85 公顷)

项目组成

1,200个住宅单元

商业村

度假酒店和水疗

高尔夫俱乐部

18 洞里斯琼斯高尔夫球场



渔夫岛 

Fisher Island

佛 罗 里 达 州 迈 阿 密

在这个216英亩的海岛开发项目中,SBA建

筑师事务所经过三十年的不断努力，完成

了这个项目，充分显示了佛罗里达迈阿密

设计团队卓越的远见和娴熟的规划专业技

巧。渔人岛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住宅

区，其中包括了豪华住宅、度假住宅，平

均尺寸是3500平方尺，多样化的设计涵

盖了一卧室的小别墅和8000平方尺的大

宅。会所仅接受私人会员加入，除了食宿

外，会员还可以享受到精致的健康水疗服

务。会所是在原有的具有地中海建筑风格

的范德贝尔特家族豪宅的基础上改建的，

这座豪宅也为后续的住宅产品设计确定了

基调。这座海岛的住宅区拥有茂盛的植物

绿化，也拥有大量的开放空间，同时拥有

P.B.戴尔设计的9-洞高尔夫球场和高尔夫

会所。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这个社区还有

一条环岛跑步健身路径、广阔的海滩、16

个网球场、网球俱乐部、社区中心、以及

一个深水游艇码头。

客户

Fisher Island Holdings, LLC

项目类别

住宅社区和度假区

项目规模

87公顷,16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

项目组成

647个住宅单位

私人会员俱乐部和客房

商业零售中心

码头

全方位服务的水疗/网球俱乐部



智慧城市

Smart City Kochi

印 度 高 知 县

位于高知县的智慧城项目旨在建造一个以

高级办公园区为中心，四周环绕各种设施

的地标性建筑。一体化的高标准服务设

施，为办公园区的员工提供多元的餐饮，

购物，娱乐，休闲，教育，医疗及住宅体

验。这个现代的商业建筑其设计及规划的

灵感，来源于一朵仿佛从池塘中盛开的莲

花。与办公园区相辅相成的，是各种辅助

设施，其中包括一个五星级商务酒店，一

个大型购物中心，一个家庭娱乐中心，一

所学校，一座医院，一个公园，一个乡村

俱乐部，和带有很多餐厅的码头。还有一

座9洞高尔夫球场，球场周围是住宅，这些

住宅包括4种类型的别墅和联排住宅体。

客户

Qirad / Smart City Kochi

项目类型

办公园区和住宅社区

项目组成部分

300,000平米办公楼

30,000平米酒店

37,000平米零售

80,000平米市政设施

336,000平米住宅

9洞高尔夫球场



南加州大学村

USC Village

加 利 福 尼 亚 洛 杉 矶

SBA建筑师事务所被选为南加州大学校

园对面一个大型基地重新开发的建筑设

计师，该基地将建成一个城市混合使用

项目。 凭借其在校园中最突出十字路

口入口的位置优势，项目的设计主旨是

将这个高密度的城市填充项目创建成一

个真正居民社区， 为学生，教师和周

围社区服务。我们的目标是利用建筑和

公共区域，来形成独特的村落特色，同

时体现该项目的城市环境特质。规划设

计遵循大学的整体总体规划的准则， 

沿着主要步行道路来组织。 这条主要

道路穿过场地的中心，不仅在街道层提

供一个共享的公共空间，也为上层的住

宅建筑提供视觉空间颇有趣味的变化。

客户

南加州大学/卡鲁索附属

项目类型

都市混合用途总体规划开发

项目规模

35英亩

组成

2,465单位的学生宿舍

147个单位的教职工住房

150间房酒店（157,000平方英尺）

325000平方英尺的商业

8屏幕电影院

3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学术/校园服务

2841个结构停车场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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