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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设计师

我们是创新者

我们是安客睦邻

愿
景

设
计

建
构

经
营

管
理



我们是一家位于新西兰的国际设计、专业建造及管

理公司。 我们精于设计、建造及管理家庭娱乐中

心、商业水族馆 、豪华度假村、水上公园、植物

园 、探索中心、新景点以及多种建筑及设计解决

方案。 安客睦邻由曾在20多个国家工作过的尼古

拉斯•崔维斯创建，他成功实现了对多种类型项目

的实施。崔维斯先生拥有一支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

设计师、建筑师、工程师及项目经理团队，其独到

的经验技能为该公司备受瞩目的国际事业带来了更

多坚实支持。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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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客睦邻遍布全球的创意团队网深信，高质量的设

计能够转变、启发并改善人们的生活。娱乐中心及

旅游景点是成功的城市开发项目中的重要部分，它

们与优质的零售店及饮食业一同促进人们的生活品

质和人际关系，并以同理心创建社区。从设计到交

付具有商业效益的娱乐中心及复合建筑群，安客睦

邻的全包型工作方式打造出更加和谐、自豪而繁荣

的社区。 我们身处美丽的南太平洋，因而我们努力

在我们所设计的设施中加入本地元素，让访客们也

能感受到一丝南太平洋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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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的决策

在安客睦邻，我们的使命是交付卓越的互融式设计服务。我们以提供创意性

的问题解决方式为天职，通过倾听客户的心声来了解他们的目标，并以他们

的愿景作为我们的愿景。

我们的服务

全包方式  

我们的跨领域全包式做法确保了我们的项目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高的规格

得到开发和管理。

我们的全球网络 

我们将自身的全球市场知识与技术专长相结合，针对客户的需求和具体情

况，提供高性价比、可持续且具有启发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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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与总体规划
构思

可行性分析
总体规划＋方案设计

预算编制＋估算

建设
全包式建设
水族馆专业建造
丙烯板制造及安装
栖息地复制
水生物过滤及安装

设计
架构

工程管理
咨询

室内设计
展示设计
技术工作

翻修
视觉传达

经营
经营
建筑管理
维护
安保
租赁管理
市场营销及宣传活动

项目管理
我们对项目进行从构思
至竣工的全方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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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005年间

参与超过1100多个不同种类的项目，类型包括高价住宅、游船码

头、酒店、工业及专业建筑项目。

管理所有设计解决方案、建筑架构、内部架构、平面设计、顾问

协调、客户联络、工程咨询协调以及整体设计管理。

银河号娱乐中心

俄罗斯科加雷姆

首席设计、创意指导及

管理

海洋生物水族馆

新西兰陶朗加

首席设计、建设及管理

迈索尔水族馆

印度迈索尔

首席设计、建设及管理

伊玛尔迪拜购物中心水

族馆

阿联酋迪拜

管理及经营合同

海底王国

印度金奈

首席设计及创意指导

伊玛尔探索中心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首席设计及创意指导

南太平洋水族馆

新西兰

首席设计、建设及管理

购物中心水族馆

伊朗德黑兰

首席设计及创意指导

中天

泰国

首席设计

马耳他国家水族馆

马耳他卡瓦拉

首席设计及创意指导

大克里夫兰水族馆

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

首席设计及创意指导

2014年–2016年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休伦港水族馆

美国密歇根

首席设计及创意指导

元山水族馆

北朝鲜

首席设计及创意指导

2010年

图库祖水下世界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首席设计及创意指导

巴库水族馆

阿塞拜疆巴库

首席设计及创意指导

2009年

清迈水族馆

泰国清迈

首席设计及创意指导

安塔利亚水族馆

土耳其安塔利亚

首席设计及创意指导

2008年

越南珍珠岛水族馆

越南芽庄

首席设计及创意指导

2007年

海王星水族馆

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 

设计顾问

滨海海洋水族馆

俄罗斯联邦海参崴

设计顾问

2006年

城中城水族馆

马来西亚吉隆坡

设计顾问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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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私营水族馆中有种类繁多的生物以及一条长

133米的丙烯板隧道，2008年10月起，水族馆开始

向清迈动物园的游客开放。 

该水族馆是一个栩栩如生的博物馆，拥有东南亚

最大、空间最广阔的水下通道。水族馆中展示了

各类不同的生物环境，让淡水生物与咸水生物能

够在一个空间内共存。此外，这里还包括了其他

类型的重要生态系统。

清迈动物园水族馆
泰国清迈

2008 7,250

30 12

该水族馆的建造概念来自养育沿岸六国数百万人

的大湄公河。

水族馆的总面积为7250平方米，是亚洲拥有最多

生物的水族馆之一。

首席设计创意指导

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架构

竣工              年 面积               平方米

展区       个 项目期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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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位于拜拉姆贝沙Forum Istanbul购物中心内的图

库祖水族馆占地8250平方米，为地下空间内的一

个双层建筑。自2009年11月24日开张以来，该水

族馆已成为伊斯坦布尔的主要景点之一，于2012

年荣获土耳其超级品牌委员会的超级品牌荣誉，

并在2013年获得猫途鹰网授予的卓越证书。

水族馆里的30多个展览中涵盖1000种品种的上万

条鱼，拥有从地中海深海、码头生态至大堡礁以

及危险海洋生物等各类海洋环境。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图库祖水族馆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2009 8,250

32 15

图库祖水族馆的亮点是一条80米长的传送带，这

条欧洲最长的水下隧道以270度全景观览水族馆，

馆内展有令人赞叹而惊异的海洋生物，如巨型虎

鲨、护士鲨、吉他鲨、豹纹鲨、白鳍鲨以及黑鳍

鲨等。

开业后的前5个月，图库祖水族馆就迎来了50万名

游客。现在，该水族馆已为默林娱乐集团购得，

是世界上第五大海洋生物水族馆。据默林娱乐集

团称，自2009年开张以来，该水族馆的访问人次

已达6千万人。

技术创意指导

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架构室内设计

展览设计及全体视

竣工              年 面积                平方米

展区       个 项目期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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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P海底王国将成为印度首个大型公众水族馆。

水族馆位于金奈度假区VGP环球王国主题公园内，

它将起到娱乐与教育的双重作用。拥有30多个水

箱、一条步行隧道以及许多花园的VGP海底王国将

成为印度未来商业水族馆的领头羊。

印度金奈VGP海底王国 
印度金奈

2017 7,500

30 16

建筑群中将包括一个驾驶学校、餐馆、教育活动

空间以及展览区域。水族馆的总面积为7500平方

米，分布在三层楼的空间内。项目预计将需要20

个月时间，至2017年年末完工。

预计该水族馆设施每年需接待游客125万人次，因

此建筑物及展厅得到了最大化设计，以满足游客

的娱乐以及人流量需求。

该水族馆将拥有专属的咖啡厅及餐馆，为希望在

馆内放松游览的游客提供服务。与此同时，喜爱

追求刺激的游人则可以选择与团扇鳐以及鲨鱼同

游的体验。

技术创意指导

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架构室内设计

展览设计及全体视

竣工              年 面积                平方米

展区       个 项目期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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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于2007年的越南珍珠岛水下世界占地面积为

4500平方米，展览着300多种美丽、罕见而样貌奇

异的鱼类。根据不同的气候区域，该水族馆被划

分为多个展示区间：北亚气候海洋生物区、南亚

气候海洋生物区、亚马逊气候海洋生物区以及海

岸气候海洋生物区。珍珠岛水下世界目前依然是

越南最大以及最现代化的水族馆。

该水族馆经过快速建筑，以创纪录的7个月建筑速

度完工。

越南芽庄珍珠岛水族馆
越南芽庄

2007 4,500

22 7

水下世界整体区域为一个双层建筑，顶部以一座

假山覆盖，配有符合高科技水准的全面饲养科

技，从而达到了适用于全球此类建筑的所有技术

需求。另外，为了更好地满足游客的探索需求，

珍珠岛水族馆建造了一个现代隧道，并配有设

计精细的电梯。通过在隧道中的电梯探索水下世

界，观赏令人惊叹的海洋生物，游客能够体会到

踏入海底、与数千种五彩缤纷的海洋生物共泳的

真实感受。

水族馆位于芽庄市的外岛竹岛上。芽庄是庆和省

的首府，以其原始质朴的海滩及绝佳的潜水胜地

知名。作为海岸城市，芽庄的海洋研究院为该市

带来了发达的海洋科学。此处还有木岛海洋保护

区——全球首批受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认可的四大海洋保护区之一。

技术

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技术创意指导

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架构室内设计

展览设计及全体视

竣工              年 面积                平方米

展区        个 项目期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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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克利夫兰水族馆于2012年1月开张，每年

为克利夫兰平原地区吸引来40 - 5 0万名游

客。2013年，水族馆荣获由克利夫兰古老建筑

恢复协会授予的最佳改造奖。 

水族馆位于诺帝卡娱乐大楼内第一能源发电站

的旧地下室中，占地面积4460平方米，40个展

缸分布在8个展览区域中。

美国俄亥俄州大克利夫兰水
族馆

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

2012 4,460

33 14

竣工              年 面积                平方米

展区        个 项目期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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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们从俄亥俄州的东北部开始这场旅程，探

索地球上主要河流中的鱼类，随后移步至南佛

罗里达州的热带世界中。馆内的亮点是45米长

的丙烯板隧道，令游人可在鲨鱼、鳐鱼以及船

只残骸中穿行。 

在大克利夫兰水族馆中，水族馆和水族馆相关

用地面积为 7万平方英尺，其中包括一个水族

馆主题餐厅，以及供水族馆相关特别活动使用

的“河之窗”和诺帝卡亭。

－34个展缸 

－10个展览区：

－雨林展区－5个展览  

－河湖展区－7个展览

－红树林与过渡展区－5个展览  

－海岸展区－16个展览  

－海洋管道SeaTube®展区（长145英寸） 

－63英尺长的丙烯窗 

技术创意指导

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架构室内设计

展览设计及全体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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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设施起源于在科加雷姆为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

司卢克石油建造家庭娱乐中心的理念。这一理念

由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先生于2013年1月发起并

批准，工程将于2016年8月完工。

位于科加雷姆的银河娱乐及运动大楼是一所拥有

全面现代化娱乐设备、零售店以及满足家庭需求

的一体化设施，专为科加雷姆的市民以及汉特－

曼西自治区周边的居民兴建。

位于俄罗斯汉特－曼西自治区的科加雷姆是一个

因卢克石油公司而兴起的城镇和社区。正是由

于西伯利亚北部平原油田的存在，才有了科加雷

姆，迄今为止，这里的5万5千名居民还没有任何

类型的娱乐及优质的零售店可去。

这一项目的开发将为科加雷姆当地社区的劳动力

带来连接互动的机会。我们预计此处将有一系列

类型广泛的活动，包括从最休闲的个人娱乐到团

体聚会、家庭时光以及正式的团体庆祝活动。当

地人民从该项目中获得的新体验和反复进行的活

动将见证这一概念的成功。

   

俄罗斯西伯利亚科
加雷姆银河号家庭
娱乐中心

俄罗斯科加雷姆

2016 38,000

40 14

初始概念包括以下项目：

• Movie Theatre = 2,500m2

• 影院= 2500平方米

• Conference Facility = 300m2

• 会议设施 = 300平方米

• Aquarium = 5,000m2

• 水族馆= 5000平方米

• Waterpark (Sport Element with proposed

 Surfing Wave machine) = 5,000m2

• 水公园（运动元素，拟配冲浪机）= 5000平

方米

• Waterslide towers and installing 

splash down pools, lazy rivers, activity 

pools,kiddie pools, adult spas, tree 

houses,water spray things and geyser 

guns

• 水滑梯塔及安装飞溅池、懒人河、活动池、

儿童池、温泉浴、树屋、喷水物及喷泉枪

• Shopping + Restaurants (cafes) = 400m2

• 购物 + 餐馆（咖啡馆）= 400平方米

• Gymnasium; saunas, showers, studios

 (Sport Element) = 400m2

• 健身房；桑拿、淋浴、健身工作室（运动元

素） = 400平方米

• 3 Star Hotel (40 rooms) = 2,000m2

• 3星级酒店（40间房）= 2000平方米

• Indoor Gardens (surrounding Waterpark

 and indoor Atrium)

• 室内花园（环绕水公园和室内中庭）

• Kids Play Area = 800m2

• 儿童游艺区 = 800平方米

• The Total recommended for this 

facility is:

 38,000m2

• 建议该设施总面积：38000平方米

      

48零售店        家 娱乐设施       个 项目期       个月

竣工              年 面积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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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依据设想，本开发项目将打造出一个创新而富于

启发性的目的地，即，为科加雷姆市及汉特-曼西

自治区周边的居民提供包含娱乐、休闲及零售设

施的一站式场地。基于精心设计的布置地点，设

施内的个体元素也起到了增强效应。建筑内各处

均凸显了教育及学习机遇，确保大楼成为一个以

社区为中心的目的地。



19

本项目将为连接当地社区的成员提供全新的可能

性。我们构思了范围和种类广泛的活动，从最简

单随意的个人娱乐，到团体聚会、家庭休闲以及

正式的集体庆祝活动应有尽有。当地人民从该项

目中获得的新体验和受欢迎的活动将见证这一概

念的成功。

这一项目以环保原则为引领，采用节能建筑系

统，并选取适当的材料和形式，最大限度地提高

长期性能。凭借符合高标准的建筑和科技，本项

目将成为这一地区的地标建筑物。

在项目期间，安客睦邻的工作人员在奥克兰和西

伯利亚之间进行了长达160万公里的往返旅行，这

正是往返月球两趟的行程，也是绕地球40圈的长

度。

被委派开发该项目的是一个杰出的团队：来自喀

山的主要承包商Erel Gazstroy是一个主管土耳其

项目管理和工程建设的团队，他们为该项目带来

了1000名土库曼斯坦工人。我们还与土耳其技术

设计团队SFMM签了合同，他们负责准备项目开建

前取得政府审批所需的所有文件资料。

卢克石油总部、卢克石油西西伯利亚分部和“资

助我们的未来”（Fund our Future）是我们的客

户方，SKK作为特定目的公司负责对项目进行建设

和经营。安客睦邻持有对经营和管理团队提供支

持的管理合同。

设计监督和经营及管理咨询

技术创意指导

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架构室内设计

展览设计及全体视



水族馆

水上公园

超市

健身中心
花园

儿童娱乐区

儿童娱乐区

电影院
社区大厅

美食天地

购物廊

保龄球馆

溜冰场

攀岩墙





2017 2,250

2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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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旅游城市陶朗加的这一水族馆小巧而精致，

它还肩负着为当地海洋研究所提供支持的使命。

研究所的学生将可受益于完全可操作的水族馆系

统所带来的真实体验。

新西兰陶朗加海洋生物水族馆   
新西兰陶朗加

该设计是一个新项目，采用了环保及可持续的最

佳标准 。拟建结构以取得LEED金级认证建筑为目

标。建筑内包含：3D影院、步入式水族馆、讲堂

以及许多其他服务设施。

水族馆总拟建面积为2250平方米，预计从项目融

资开始12个月后完工。 

该项目目前正在寻求投资，欲了解更多信息，请

联系我们获取招股说明书。

设计监督和经营及管理咨询 技术创意指导

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架构室内设计

展览设计及全体视

竣工             年 面积               平方米

展区        个 项目期      个月



2017 6,250

22 7

竣工             年 面积               平方米   

展区        个 项目期    个月

技术

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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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玛尔地产公司PJSC的乡郊子公司伊玛尔土耳其

宣布兴建“布里巴迪”，这是一个占地67000平方

米的新型综合用途开发项目，为新城郊提供奢华

住宅方式。通过在重点新兴市场的战略性扩张，

伊玛尔在乡郊的第二个项目显示了该公司对其利

益相关者提供长期价值的重视。

布里巴迪购物中心是该开发项目中的奖杯资产，

它将成为伊斯坦布尔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并为

城市居民提供世界级的购物和休闲目的地。这一

新兴零售及休闲目的地的设计灵感来自迪拜购物

中心，它将为游人提供超过400家店铺、多元化餐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伊玛尔广场探索中心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饮等前所未有的多种选择。其中还包括探索中心

和水下动物园、家庭娱乐中心、滑冰场以及超级

影院等独一无二的休闲去处。

全新的探索中心将成为当地人以及数百万名前来

伊玛尔广场的国际游客的绝佳目的地和世界级景

点。 

水族馆采用了业内最新的科学技术，带来了反映

自然世界美妙奇观的精彩展览，并将带领游客进

入一个穿越海洋、河流及丛林的难忘旅程。

水族馆的总面积为6250平方米，分布在购物中心

内的三层空间中。由于土耳其政局不稳，目前该

项目尚未完工，预计完成时间为2017年。

技术创意指导

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架构室内设计

展览设计及全体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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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寓所坐落在占地两英亩的花园和天然植物

中。其战略性的选址将前景中静静流淌的怀唐伊

河之最佳景观尽收眼底。该寓所的所属客户为一

名造船师，他的惊人技艺才能也在这栋建筑中得

到了体现。 

新西兰岛屿湾河川之屋
新西兰



21

我们此前曾为这名客户设计过其他建筑，我们了

解，在建设中有哪些方面是我们可以去努力做到

的。

这一项目的成果就是坐落在岛屿湾的这栋美丽的

私人定制豪华住宅。

2004 810 6

技术工程管理及项目监督

项目架构

竣工               年 面积          平方米 建筑期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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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开发项目，我们得到的指示是打造一所

藏身于岛屿湾丛林中的精品屋宅。

项目客户的职业为厨师，其餐饮业手艺扬名纽澳

地区。

新西兰岛屿湾避世屋宅
新西兰

该住宅雄踞派西亚镇和小定居点奥普阿之间的奥

普阿山上，位处便利的一号国道旁。

这栋屋宅置身于自然丛林中，坐落于崖壁之上，

饱览拉塞尔及周边海湾的景观。

2003 820 10

技术工程管理及项目监督

项目架构

竣工               年 面积           平方米 建筑期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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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少有的专为进取型客户打造的新式现代主义

风住宅。

在这栋住宅完成后的多年内，许多新住宅楼都采

用了这种新式理念进行开发。 

新西兰凯里凯里范登伯格住宅 
新西兰

该住宅的外形采用了垂直线条设计，与天然丛林

和凯里凯里知名的城市绿化带形成对比。

“我非常感激尼古拉斯的耐心、专业精神以及为我的项

目而付出辛劳的意愿。我感觉尼古拉斯非常易于合作，

并且时刻与我保持沟通。”

安琪莉可•范登伯格

2002 410 8

技术工程管理及项目监督

项目架构

技术工程管理及项目监督

项目架构

竣工              年 面积           平方米 建筑期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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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大型公共水族馆设施，也是

秘鲁的第一个大型水族馆。

这一建筑的设计灵感来自秘鲁安第斯山脉中的印

加圣谷地区，从水族馆的圆形建筑群中即可看出

这一点。当游客抵达水族馆之后，他们将开启这

样一段行程：通过数个精选的探索区域，并在咸

水栖息地和淡水栖息地中穿行。展有活鱼以及其

他海洋生物的展缸将根据所适主题分区展览，因

为它们尤为奇特、有趣或是与所选海洋环境相

关。

秘鲁米拉弗洛雷斯利马水族馆及公园
秘魯

除了教育性的展览之外，这里还将设有互动型的

展览和设施，对特定主题提供更多图像和信息。

游客的体验将在导游的带领游览下得到加深。导

游将对特定鱼类、动物或是游客感兴趣的话题给

予介绍。这将有助于在繁忙时段让游人在馆内前

行，并协助他们找到方向。

2020 28,500

45 24

整座设施经过精心安排，为游客提供从头至尾的

惊喜及发现之旅。设施位于南美洲，使用了一处

醒目的古迹，令建筑具有考古学的风情。

水族馆的主体拥有令其引以为傲的水之主题，水

池可供游客游泳或是作为水幕表演的用途。水族

馆设施中还有一个小型的海滩购物中心。

竣工              年 面积                   平方米

展区       个 项目期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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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监督和经营及管理咨询

技术创意指导

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架构室内设计

展览设计及全体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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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娱乐中心将是适合全家人一同出游的好去处。

设施中均衡地设有人气商家、零售品牌折扣店、

咖啡厅、餐馆，以及除了水族馆探索中心这一主

要景点之外的其他家庭娱乐活动点。

这一设施的设计灵感来自巨型亚马逊睡莲的花和

叶子。建筑的圆形主体及外圈垂直的造型与睡莲

的叶片十分类似，屋顶的切面设计则与莲花的形

状相像。水族馆位于建筑的中心，其半透明的屋

顶架构将自然光迎入室内。

该建筑由位于中心的水族馆、水上运动活动场所

以及周边的零售及娱乐设施构成，包括：

  

滑冰场、保龄球、美食广场、医疗保健设施、艺

术廊及地区餐厅、楼上的VIP设施中包括奢侈品零

售店及宴会厅、配阅览室的图书馆、咖啡厅、带

有室内空气过滤系统的内部花园、探索中心及早

教中心、雨林树顶步道、室内探险公园、攀岩、

健身房、室内（带空调）步道、美食广场、电影

院、游艺厅、桌球室、模拟高空跳伞、大型水族

馆、冥想空间及练习区。

该设施的规模在34800平方米至40000平方米之

间，取决于大型零售业态及大型娱乐业态的具体

选项。

莉莉家庭娱乐中心  

30 38

2020 40,000

这一设计概念的先行理念在于将娱乐中心直接带

入全球生产中心。安客睦邻提议，通过让上班族

人群快乐起来，将可带来更好的生产成果、吸引

更多有技能的工作人员、降低与工作相关的精神

健康问题、成就更有生产力的公司，并可能因此

而增进利润。

 

我们在南美洲、中国、俄罗斯及印度提出了这一

模式。为理念而投资：这一项目正在寻求投资

者，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获取招股说明

书。

竣工              年 面积                  平方米

娱乐设施       个 项目期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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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水族馆位于Lokaranjan Mahal路Karanji Kere

湖旁迈索尔动物园的北部，选址于由皇宫受托人

租出的一片面积为4英亩的土地上。

中心展览区被设计为一个热带花园，园中的一系

列坡道让游客得以前往观赏三大展缸、主题展

览、零售设施以及教育课室。

水族馆的入口处为一个简易售票亭，旁边设有信

息咨询处以及安全监控室。游客通过架在三大展

缸之一上方的一座桥进入水族馆。在桥上，游客

能够俯瞰水中令人惊叹的景观，并可眺望中心展

览区。

下桥后，坡道继续延伸至被丛林及瀑布环绕的热

带花园中。途中散布着一些小型展缸，其中包括

活珊瑚展缸以及其他独特物种所在的展缸。

接下来是海岸触摸池，水族馆鼓励游客亲手触摸

栖息在海岸礁石上的活的海洋生物。沿着缓坡向

下走，尽头是一个洞穴状的水下隧道的入口。在

这里，游客开始了他们的海下旅程，游览三个不

同风格的区域。

印度卡纳塔克邦迈索尔
印度迈索尔

2018 4,500

20 16

设计监督和经营及管理咨询

技术创意指导

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架构室内设计

展览设计及全体视

竣工              年 面积                平方米

展区       个 项目期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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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耳他国家水族馆是在多方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诞

生的，它为这个古老的海岛增添了一个美丽的丰

碑。该项目由欧洲区域发展基金（ERDF）筹资创

建，我们的服务包括水族馆专业设计，以及为当

地人和专业人士之间提供设计协调。

室内设计由诺提鲁斯主题公司（N a u t i l u s 

Theming）负责。

团队包括来自新西兰的迈克•墨菲、马耳他的顶级

设计师马克•帕采以及海上风景（Marinescape）

公司团队。客户为马耳他Elbros建筑公司，该公

司以出彩的效果建成了这一水族馆。

马耳他水族馆
马耳他卡瓦拉

2012 2,500

26 12

技术

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设计监督和经营及管理咨询

技术创意指导

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架构室内设计

展览设计及全体视

竣工              年 面积               平方米

展区       个 项目期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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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这一独特的建筑时，我们以大自然作为灵

感来源。设计受到了水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潜在生

命力的启发，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建筑：外环和

中央的天井。这两个元素的结合形似一滴落在叶

片上的水。

这一结构取材于生命的周期以及生命所仰赖的淡

水循环之过程。

游客可以搭乘公交、私家车、摩托车或是步行抵

达场馆。由于前往建筑入口的步道较长，可修建

一个从公交站或VIP入口开始的遮阳棚区。游客进

入馆内的方式如下到水里或海里一般，随后游客

将来到正门和售票处。该区域的右侧是一个大型

的团体集合厅。

游客随后将看到置于一个六米高的管状水缸中的

一块巨型热带礁石。由此，游人可上行至穹顶的

植物园里，园中有蛇、蜘蛛以及其他昆虫。主展

缸的设计独特，是一个展有鲨鱼、魟鱼及其他鱼

类的完全触摸池。世界上尚无其他水族馆采用此

类设计。

外环的淡水展览中则有食人鲳、龙鱼、银板鱼，

以及在小型展缸中的其他鱼类。维生过滤采用了

共生系统，以自然方式对整个展缸系统内的水进

行过滤。目前世界上尚无其他商业水族馆采用此

类系统。

越南岘港山茶水族馆
越南芽庄

2020 7,500

48 16

技术创意指导

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架构室内设计

展览设计及全体视

竣工              年 面积               平方米

展区        个 项目期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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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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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拟建一个特制的悬浮半潜式结构，长40米、

宽24米，顶部配有一个现售海鲜餐厅，在该结构

下方悬挂一个3米宽、50米长的丙烯板观景管道，

让游客能够清晰而不受干扰地观察到餐厅下方的

海洋生物。

浮桥将包含一个壮观的主题展厅，其中有15个展

区、40多个独立展缸。

我们拟建一个儿童专用互动区域和增进人们的环

保意识的特别展览。特别展览的重点将放在全球

热点问题上，如鱼类资源的减少、海洋污染、流

网捕鱼、延绳捕捞金枪鱼、防海鸟网以及人类如

今对海洋无限制地破坏等等。

我们还将建造主题咖啡馆、纪念品店以及可出租

的场地空间。场地空间将以优惠价格向帮助保

护法属玻利尼西亚海岸水体及海洋生物的组织出

租，作为他们举行会议的场所。

法属玻利尼西亚浮礁水族馆
法屬波利尼西亞

设计监督和经营及管理咨询

技术创意指导

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架构室内设计

展览设计及全体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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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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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个位于新西兰基督城的世界级南极教育中

心、研究及娱乐设施的愿景。

新西兰基督城国际南极中心
新西兰

基督城是前往南极的一个正式要冲城市。早在上

个世纪初，这里就成为了许多探险者启程前往南

极的出发地，其中有许多是新西兰人，包括从基

督城利特尔顿港出发的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和

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

2020 20500

60 24

基督城与南极大陆之间的关联加强了该市在科

学、文化及经济方面的基础。为了满足准备前往

南极的科学家、艺术家、游客、探险家及后勤人

员的需求，相关产业也因而得到了发展。

设计监督和经营及管理咨询 技术创意指导

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架构室内设计

展览设计及全体视

竣工               年 面积                  平方米

展区        个 项目期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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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受迪拜伊玛尔购物中心管理公司的委

任，安客睦邻与其签署了为期三年的管理合同，

为迪拜水族馆和水下动物园增进访问人数和盈利

能力。

迪拜水族馆及水下动物园管
理合同

阿联酋迪拜

安客睦邻被委派实施修改后的市场营销计划，以

确保潜在游客及全球游客知晓迪拜购物中心水族

馆，为其注入对前往迪拜的渴望，并令他们将心

动变为行动，将迪拜购物中心及其水族馆列为“

必去之地”。安客睦邻将这一计划与现有的迪拜

购物中心水族馆、迪拜购物中心和2020年迪拜旅

游业愿景整合在一起。

这一合同令访客人数得到增加，并为水族馆带来

了更多盈利。

技术

技术及概念展览设计

技术管理及经营管理



安客睦邻的创始人尼古拉斯•崔维斯在过去15年间

与多家国际公司进行了合作，与其协作团队一道

提供了咨询、指导设计、架构及建筑服务。其团

队化工作方式为客户带来了多次大获成功的设计

演示、提案以及现场设计管理、技术设计和设计

监督项目。

我们所拥有的经验让我们成为了设计水族馆景

点、水族馆工程管理系统、建筑以及为多种娱乐

项目设计室内空间的业内知名专家。

完美契合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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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工作的热爱是我们的服务之本。

安客睦邻设计美妙的景观，并提供种类广泛的专

业服务。我们与可信赖且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

士之间的多元化关系网将助您找出最具创意和革

新性的解决方案，同时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并

对社区作出改善。

我们的工作

“从我们起初与尼古拉斯的接触到寓所建设的完工，我们所获得的服务以及对各项

事务的持续协助堪称典范。在我们委任给尼古拉斯•崔维斯的工作中，他所展现出的

对细节的重视、礼貌、勤勉的作风以及能力令我们深受触动。”

     林利•沃克博士和詹姆士•巴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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