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ng water parks that are exuberant, spacious,
bright and memorable (as well as functional) takes 
more than clever engineering. 

It require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any personalities 
of water and the ways that people interact with it.

California Beach, Gyeongju, Korea

水上乐园
让水花“飞溅” 

起来吧





创造生气勃勃，宽敞宜人，用色鲜明，令人难忘
且方便运营的水上乐园需要比好的工程设计更多
的智慧。 

它需要设计师十分了解水的多种特性以及水与人
们互动的方式。

韩国，庆州，加洲海滩



水的魅力

1957年，“远大旅程”负责人，罗恩·
艾斯利曾说道“如果说这个星球上真有
魔法存在的话，那一定存在于水中”

法国，摩泽尔，莱斯特瑞斯福赛村庄，开发商Center Parcs



在这里，水是设计师在工作中最有力的工具。人们天生为之吸引。它勾起了我们最
根本的情怀，让我们感受满足，带来超越于感官之外的愉快。

水的魔力

作为景观设计师，水在我们的工作中一直扮演中
举足轻重的角色。不论它是度假区中的倒影池，
还是城市公园中的焦点；或是操场或者广场上那
水花飞溅的喷泉，我们都被它的魅力所折服，我
们喜欢水，在于它能够改变人们体验我们所创造
的场所的方式。水最吸引我们的是它与生俱来的
趣味感。除了水本身平静，清新的特点外，水还
能供人们娱乐消遣，也许水本身就是这世上第一
个游乐场。此刻还是怡人心神的安静池塘或喷泉
可以瞬间就变成一个热闹嘈杂的喷水池。水一直
在不断地变着戏法改变它的形式和颜色，营造不
同的氛围。它简直是太美丽，太招人喜爱了！

在我们早期的工作中，每次我们一看到人们跟我
们设计的水景一块戏耍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莫
大的满足，即便有些水景是不允许他们接近的。
从那以后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开始了水上乐园设
计工作，而水上乐园设计也逐渐成为了我们的核
心事业，最后凭借我们的不懈努力，我们成为了
水上乐园领先的开拓者。你可以说这一切都源于
水的神奇。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因弗斯内德曾
说道“地球如果不再湿润且失去它原始的
野性，难以想象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中国，广州，长隆水上乐园



我们在设计水上乐园时，最需要谨记的是它的 
 “乐园”身份。

并且需要考虑到乐园是提供人们休闲娱乐的地方，
人们在这里可以游玩，进食，休息和散步，他们 
还可以游泳，泼水，喷水，滑水，划船，跳水和 
划船，或什么都不做，或只是简单地与家人享受这
难得外出的一天。 

这个简单的事实在我们过去三十年的国际水上乐园
的设计经验中，一直受到重视。除此之外，我们同
时也是该行业的创新者，我们推出了很多具有革命
性的新概念，设计了不少“最大”和“第一”， 
开拓了品牌的广泛使用，翻新本已成功的乐园。 
要记住：给游客带来难以忘怀体验的是总体环境，
而非各个游乐项目的简单堆砌。

当年 ，我们是该行业的开拓者，现在，我们还是该
行业的领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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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运营中的或在建的水上乐园

水上乐园设计研究

FORREC的 
主要水上乐园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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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乐园 
的再造

从上到下，从新想象水上乐园

在设计金河水上乐园时，我们下到上重新考虑了
该水上乐园的设计形式，或者确切地说，是从上
到下通盘考虑。最后，我们基于两个创新想法提
供了设计解决方案：
1.  在高处设置动线系统，这样游客就可以从顶

部滑落到各个景点，而不需要他们向上攀爬
到这些景点；和 

2.  基于特色鲜明的故事线，为乐园创建完整的
主题环境，而不是标准型游乐设施和设备。

我们一改传统的水上乐园设计模式，给金河水上
乐园打造完美的故事线，使其与众不同，让它不
论是在竞争激烈的韩国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上都能
站稳脚跟，让每位来到金河的游客感觉到这里不
仅仅只是水上乐园，而是一个提供全新乐趣的 
地方。

高峰时期 
应该就这 
么有趣



在这个辽阔的度假区的核
心区域，我们创建了世界
上最大的内陆远洋班轮，
气势规模远在玛丽皇后 
号之上。

超大体量且理念激进—— 

一个完整的度假目的地

阿拉伯沙漠看似不太适合建造超大水上乐园， 
然而这里却是迪拜的酋长国最繁荣的区域。 
因此，在阿卡·顿尼亚，我们采用了我们“大理
念”的设计方针来打造出和字面意义上一样的旁
礴创想。在这篇辽阔的度假区中心区，我们创建

了世界上最大的内陆远洋班轮——比玛丽皇后号
还大，作为集中心地标，酒店，室内水上乐园，
休闲场所为一体的娱乐胜地。作为一个完整的以
度假为目的的旅游胜地，阿卡·顿尼亚提升了水
上乐园，使其更显奢华。



FORREC 
之最的作品

维基百科— 

“[世界水上乐园]是世界上
最大的室内水上乐园，始
建于1985年，规模超过
20000平方米（4.9英亩）。
该乐园拥有世界上最大的
室内波浪池。”

依旧是“第一”且“最大”

我们第一个大型水上乐园项目就把门槛制定的非
常之高。位于加拿大埃德蒙顿的西埃德蒙顿商场

的西埃德蒙顿商场迄今为止都是北美最大的室内
水上乐园，也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室内水上乐园
之一，就算在最初期，FORREC公司也是为数不
多的能够具备项目总体规划能力的设计公司。 
我们不是仅仅把一些器材设备设置在一系列的 
水池边上，而是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水上环境： 
从内容策划，故事陈述以及乐园规划都是建立 
在乐园运营，客户体验及场地机会基础上的。 
这一点，30年来，从未改变。



第一个完全整合的 
水上乐园和主题乐园

2个乐园，一扇大门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砾石采石场给建成首个完全一
体式的主题乐园水上乐园提供了绝佳机会。传统
的主题乐园一直以来和水上乐园是区分开来的。
在圣安东尼奥的德克萨斯州菲艾斯特，游客通 
过一个大门就能进入两个乐园。由于规划上的 
创新，游客不用离开一个乐园就可以到达另外 
一个乐园。一整天，游客可以在两个乐园之间 
徜徉，自由地来回游玩，还可以享受到更多的 
娱乐设施，且频繁的互动能让他们游玩的时间 
更长。对于乐园运营商来说，这种资源共享在管
理上更有效率。

也许就如你对德克萨斯州乐园的期待，各个特色
景点更加冒险，更加刺激。从高耸的滑道塔能够
俯瞰两个乐园的壮观美景。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帮助那些已经成功运营的水上乐园改建，并让它
们变得更好，如今已俨然成为FORREC公司的 
强项。当中国广州长隆水上乐园联系我们的时候 
 （长隆水上乐园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上乐园之一，
也是亚洲最成功的水上乐园），客户的重点不是
进行乐园的规模扩张，而是需要我们给他们提高
现有乐园的工作效率。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工作的内容包括增加大型新景点，设计乐园新 
入口，改善动线模式和增添新的包含20000个储
物柜的更衣设施。长隆水上乐园之所以能持续获
得成功，其秘诀在于它并不只是为游客提供好玩
的，振奋人心的景点和设备，更多是因为它能让
游客首先感觉到舒服和放松。 



成为最好并保持最好需要增添新
的创想，－而不仅仅是增添新的
游乐设施。

在“增添游乐设备”之外寻找思路

世上最成功水上乐园之一的三星爱宝乐园希望
FORREC公司能在他们的乐园设计中融入“大 
构思”，以此让他们能持续在激烈的竞争中领
先。不只是按部就班地添加一些最高、最快和最
大型的新型水上游玩设备，爱宝乐园要的是在韩
国首尔扩大加勒比湾的规模且能给游客提供全新
的体验。

只是借助新安装了热门的游玩设施来吸引客户，
形成的优势是短期和有限的，FORREC公司深谙
此理，因此FORREC与爱宝乐园一起开发了全面
的主题构思。首先我们创建了一个新型且独一无
二的高容量景点，其次我们在设计总体规划时，

综合考虑了项目的内容元素包括景点，餐饮， 
动线，洗手间以及出租小屋等，以应对不断增加
的客流量。爱宝乐园在韩国乃至全球持续保持着
它领先的地位及核心竞争力。 



品牌的力量

在2004年的时候，水上乐园品牌化还是一个 
很新的概念，它的提出缔造了新的市场机会。 
因此，为了支撑因位于竞争日益激烈酒店市场而
导致的入住率的不断下滑，尼克集团创建了新型
的水上乐园度假区：佛罗里达布尤纳维斯塔的 
尼克套房度假区。FORREC公司被邀请参与设计
该既有大量主题包装又有品牌的水上乐园度假目
的地。 

尼克品牌凭借强大的家庭吸引力， 
非常适合这个水上乐园。

与品牌合作

品牌吸引游客——无论它是现有的水上
乐园品牌，抑或是知名品牌在水上乐园
环境中的初次亮相。

尼克套房度假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水上乐园设想
思路，即将二维电视卡通人物带到三维世界里，
这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挑战，结果是给游客带来
了很亲民的以家庭为重心的一站式度假体验， 
而水上乐园也成为了其核心内容。



长久的合作关系

Center Parcs是水上乐园度假区领域的世界领
先者，每隔几年，Center Parcs就会诞生新的
度假区。FORREC公司是Center Parcs团队中
非常重要的一员，负责提供总体规划，创意 
设计，技术支持，以及独立且富有经验的建议。

作为一名成功的乐园运营商，Center Parcs深
谙关于游客体验方方面面的事宜，及如何有效地
运营一个水上乐园。他们在经营上的睿智加上
FORREC公司的创意投入及全球经验，已经使双
方形成了稳定而持续的专业关系，并一同打造了
四个独特的度假村水上乐园项目。

Center Parcs品牌也因为不断开发新
的令人激动的水上乐园而变得更加有
号召力。

法国，摩泽尔省， 
Center Parcs 莱斯·特瑞伊斯·福瑞特度假村



室内设计
将游客的舒适感放在第一位

室内设计把主题引入室内，保证水上乐
园在餐饮方面，零售空间和服务区域
的效率。FORREC公司内部的室内设计
团队提供的是一条龙的设计服务，从空
间规划到施工。室内水上乐园得益于
FORREC公司室内设计师们和其他专业
设计师的协作，即满足了水上乐园的大
局观念，又不忽略其技术需求及预算
考虑。

可行性审查和容量分析
理解需求

30年的水上乐园规划设计经验，让我们
的设计负责人对行业的方方面面都十分
精通。我们能与可行性分析顾问顺利沟
通及并肩工作，一同审核统计数据和市
场分析，并提炼出乐园容量数字，将其
列入基准点，用于评估乐园整体的实体
内容和规模。

总体规划
一份开发指南

为容纳常见的大型水上乐园的客流量，
及保证游客们的舒适和安全，在总体规
划上要十分谨慎。水上乐园总体规划描
述的是乐园的组织系统和动线，连同它
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在设计上要留
有一定的空间弹性；总体规划还是设计
和施工的基础及参考来源，同时也是完
成项目的测量标尺，对乐园的进化和发
展有着指导性的意义。

内容开发
从原始数据到可实施的现实

 “内容”提供了水上乐园的需求与总体 
规划之间的联系。它通过简单易懂的 
数字，描述了乐园有哪些独特的游客要
素和设施将能实现高效且有收益的乐园
运作模式。它仔细考虑了目标受众的 
期望及乐园室内和室外客流量的波动 
情况。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内容均 
衡的，大小正确的，预算适当的，和满
足市场需求的乐园。 

故事线和主题开发
故事提供身份和联系

在过去，单独的主题景点在水上乐园是
十分常见的，但是直到最近，水上乐园
才开始探索总体故事线和主题。在乐园
最初的设计阶段就引入故事线能赋予乐
园独特的特征和身份，使其脱颖而出。
一个拥有鲜明独特身份的水上乐园是能
让游客记忆深刻的。 

设计成功



设计管理
保留核心概念

在成功的水上乐园里，核心设计概念体
现在游客体验的方方面面。FORREC 
公司设计管理服务是为整个大局概念保
驾护航，直到所有细节的完成。我们十分
精通水上乐园独特的施工材料和施工 
方法，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可以代
表我们的客户，审核施工图，进行现场 
指导，与世界任何区域的客户及施工经
理和当地设计团队及承包商密切合作。

图形和指路系统
信息和特点

扩展创造性概念，使其贯穿整个水上 
乐园，这需要许多设计方面的专业 
人才。标牌和平面设计不单单需要具备
提供信息和方向的功能，还需要融合乐
园的特色。大型的标志和图形尤其适用
于气氛营造，通过选用特殊的材料和质
地及颜色，配上贴切的文字或无文字 
说明，来创建乐园的文化氛围。

景观建筑 
水上乐园本质上还是一个公园

不难看出水上乐园和景观建筑之间的相
互关联。水上乐园也许是继高尔夫球 
场后，最适合风景结合娱乐的地方了。
我们最先设计的水上乐园位于西埃德蒙
顿商场，该乐园拓展了我们对景观设计
的实践，从那以后，我们所有的水上乐
园设计开始倚重我们景观建筑专业的 
背景，创建了那些最令人难忘的，最适
应人体规模的和规划最合理的乐园， 
足迹遍布全球。

建筑设计
三维空间理念

创建一座环境宽敞优美的，光线充足 
和便于运营的水上乐园远比简单的工程
设计复杂得多；巧妙的建筑设计是必 
须的。对于室内乐园，在建筑时最好选
用透明的外壳和能够适应寒冷和温暖气
候的材料；而对于户外乐园，则需要设
计有吸引力的结构，并且适应人体的 
规模。无论何时何地，FORREC内部 
的建筑团队都很擅长于创建一座平衡 
功能，技术和舒适度的水上乐园。

游乐设施/景点选择和主题 
无限可能性

因为FORREC公司是独立于水上乐园供
应商和制造商之外的服务商，因此我 
们不需要局限于某个设备厂家的单一 
货源。我们拥有广泛而自由的选择权，
在当地和全球区域内选择设备——或设
计独一无二的主题景点，采用全新的设
计思路创造水上乐园。我们很清楚我们
客户的利益来源于严格的预算把控以及
设备的质量保证，可靠性，适应性和供
货期。因此我们提供完整的协调服务，
从设备选型，怎么结合到设计方案中，
到招标工作协助和现场施工指导。



水上乐园是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地方，是所有家庭愿意花上一天或者几天躺在喷溅的 
水浪里无忧无虑，尽情享受的美好胜地。水上乐园的设计和施工包含了许多“后勤”
元素——例如管理，机械系统，安全注意事项，液压和结构工程等，但归根到底， 
难忘的游客体验才是最重要的。

在那些如下面几页所示的成功的水上乐园项目中，各种隐藏的功能得到巧妙而富有创
造性地处理，以便让他们仍旧保持隐形，而游客的体验感并未因此受到影响，依旧一
次又一次地投入游玩，尽情享受水带来的欢乐。

案例研究



丛林的故事

圣塔拉幻影 
海滩度假村



这里的 
水上乐园，景观 
和故事为整片区 
域赋予了生机。

  客户  圣塔拉酒店和度假区
  地点  泰国芭提雅
  开业时间  2009
  持续时间  2005年至开放  
  规模大小  2公顷（包括酒店）
  工作范围   区域总体规划 

项目主体
    对以下专业完成到扩初设计和施工图：  
    —场地的景观建筑
    —海滩俱乐部的建筑
    —标牌和指路系统
    项目的平面设计
    现场艺术指导直到开业 



游客前来圣塔拉幻影海滩度假村不仅仅只是到访
这里的酒店。
他们在这里扮演的是浪漫的丛林故事里的角色。

机遇

新一代水上公园 

熟悉我们景观设计工作的老客户，要求我们
为一座新建酒店（泰国的圣塔拉幻影海滩度
假村）的游泳池和花园提供全面的景观设计
服务。当我们亲临该酒店时，瞬间我们对 
 “全面”这个词有了新的想法，这是一个绝佳
的机会，这里完全能创建成“动态”景观 
——包括部分景观建筑，部分水上乐园和部
分主题环境——那些真正独特的部分绝对可
以让该酒店从周边激烈的海滩酒店竞争中脱
颖而出，成为一个全新的度假区，让游客体
会到前所未有的感觉。

大理念 

构思精彩的故事

该酒店坐落的位置是非常好的：它位于热 
带海滨，拥有水晶般湛蓝的海水及金色的 
落日，但别忘记了，周边相邻的度假村酒 
店同样也拥有这样的天然优势。为了竞争 
成功，该度假区需要的不仅仅只是漂亮的花
园和游泳池。FORREC公司为它创建了一套
完整的体验故事：一段发生在黑暗秘密丛 
林里的浪漫的冒险故事及向自然致敬的大 
理念。该故事涉及的区域很快就扩展到了整
个场地，包括酒店及酒店大门口还有花园。
整个项目内容瞬间变得丰富和立体，从一个
游泳池和花园发展成在迷失丛林天堂中的史
诗般的冒险故事。

总体环境

逃离到幻想丛林中 

并不是把花园作为酒店的配套，而是将酒店视
为花园中的某个元素—从酒店门口开始便设计
了一连串郁郁葱葱的热带景观，围绕着酒店顺
势而下蔓延到海滩。整个区域讲述的是一个古
老的部落敬畏崇尚自然的故事，而圣塔拉则是
他们遗失的丛林世界的再现。该丛林冒险中活
跃的部分—水上花园，从大厅台阶向下延伸，
穿过森林，花园，河流，陡沟，瀑布和水塘，
画面美轮美奂，恍如仙境，这里涉及到的所有
景点都采用蜿蜒的木质人行道和树梢桥梁连接
起来。



圣塔拉幻影度假区带给客户
的是全新完整的体验，从整
体的丛林天堂到丛林中的各
个细节景观无一不让客户惊
喜连连。



细节 

全面考虑

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线串联起所有的设计细节不
仅可以统领整个项目：它还给游客体验设计提供
了基础和方向。

在圣塔拉度假区，主题渗透到了项目的各个 
方面，从建筑和景观，甚至延伸到了餐厅的菜
单。为此，FORREC公司特意把其内部的建筑
师，景观建筑师，室内设计师，主题设计师， 
平面设计师及故事撰写者的精彩专业技能一一 
融汇，没有任何细节被落下。

丛林水上花园的设计—该项目中最复杂的部分—
需要许多模型和草图及比例图纸来制定出复杂三
维空间的顺序。

设计甚至还延伸到了区域的内容策划。在举行仪
式的祭坛上，摆放着雄伟的石型图腾，上面雕刻
着动物图像，图腾头顶着大型火炬。每天黄昏 
傍晚，随着锣声的响起，有那么一队身着特殊服
饰的人群穿梭于花园及围观客人之间，并用仪式
的火焰点燃了火炬，整个过程色彩鲜艳，气氛神
秘浪漫，用仪式的方式使主题鲜活起来。



特殊元素 

不仅仅只是另一个酒店游泳池

水上花园还是热带植物和水资源的丛林保护区，
它具有以下特色： 
•  它拥有仪式祭坛，雕刻的图腾，主管整个乐园

和指引人们进入丛林冒险。
•  白老虎瀑布：带有荫蔽的观景平台，在这里你

可以俯瞰浅浅的瀑布和池塘，它们之间通过人
体滑道联系。 

•  绿洲游泳池和泳池吧。 
•  珊瑚礁： 儿童游泳区和游戏区。 
•  丛林河流探险区通过漂流河之旅穿梭于花 

园间，并借此与动物游戏结构，竹制冲水槽和
运动池连接起来。

结果 

真正的竞争优势

以丛林为主题的环境备受游客欢迎，且故事线元
素遍布了酒店和运营的各个方面，从酒店入口到
大厅，内部装饰，甚至到场地建筑，标识， 
图形，菜单和房间钥匙。最终产品涵盖了整个 
区域的所有景观，当然，其中包括了世界上最 
浪漫，最令人兴奋，最独特的水上乐园。

圣塔拉幻影度假村凭借如此鲜明而浪漫的身份特
征以巨大的优势领先于其他5星级酒店，在竞争
日益激烈的泰国酒店市场中脱颖而出。

圣塔拉幻影度假区是新一代水上乐园和度假村中的领头羊，它满足了游
客不断增加的渴望更好的身临其境体验的需求。



神秘的图腾和火炬仪式继续履行它让
丛林动物远离黑夜的古老承诺。





新西班牙标准

科斯塔·卡比尔



主要目标是创建 
欧洲首个完全整合的 
水上乐园/主题乐园。

  客户/开发者  波特艾文楚拉环球影城拉卡斯卡
  地点  西班牙萨卢
  开业时间  2002年3月
  持续时间  从获得批准证书到开业共16个月
  规模  34,000平方米 
  工作范围  战略性总体规划
    扩建概念设计和方案设计
    扩初设计
    现场艺术指导持续到开业 
  工程造价  2500万美元



当环球影城邀请我们帮助他们创建波特艾文楚拉区的科斯塔卡比尔水上乐园时，
我们查看了整个项目范围，包括项目坐落的位置及现有的主题乐园和水上乐园。

机遇

新西班牙标准 

环球影城想要在巴塞罗那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开发
建设一个多样化的世界级的度假区。科斯塔卡比
尔水上乐园（现如今称作波特艾文楚拉水乐园）
旨在通过提供主要的新型设施来提高波特艾文楚
拉度假区的吸引力，该水上乐园将：
1.  作为独立封闭的水上乐园单独经营或者 

将其作为旁边陆地乐园的补充（设置两 
个入口）。

2.  老少皆宜。

大理念 

第二扇大门，第一流水准

该突破性的想法旨在将水上乐园发展成现有主题
乐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是一个新的娱乐区又
是一个新的乐园。为实现该想法，在进行波特艾
文楚拉乐园设计时，我们加入了第二扇门，共同
服务于主题乐园和水上乐园。主题乐园的游客可
以凭借单人多日票（主要是为了增加停留时间）
便可以享受到额外的水上乐园的设施服务， 
另外，新建的度假酒店也能凭借水上乐园吸引 
住客，提高入住率，特别是平季的时期。另一 
优势是共享的乐园设施为客户节省了大量的运 
营成本。

3.  通过室内水上乐园增加淡季时候的运营能
力，为酒店客人提供有吸引力的配套设施。

4.  通过创建与波特艾文楚拉地块一致的质量水
平建立起西班牙市场的新基准。



总体规划

预期后果 

重新规划的意图是提高效率。通过把水上乐园放
在靠近现有游客到达和票务区域的位置可以使游
客从外部和内部进入水上乐园，同时也方便度假
酒店的客人以及更好的运用现有的基础设施。 
此外，通过重组现有入口，可以避免重复售票。
为了减少任何新乐园对现有运营可能产生的 
影响，停车场区域进行了改进和重新配置， 
因此可以满足未来更多的停车需求。 

乐园的位置是最大的挑战——现有乐园坐
落在山顶之上，可用区域坡度倾斜较大。

过程

共同工作

经过FORREC公司团队与波特艾文楚拉的内部新
项目团队的强强联手及密切合作，科斯塔卡比尔
项目才得以完成。整个项目从故事板制作到施工
图和现场监理，FORREC公司的插画师，故事 
作者，总体规划师，景观建筑师，建筑师，室内
设计师和图形设计师全程与客户及经验丰富的分
包顾问团队精诚合作，共同打造了一个世界级的
水上乐园。 



在波浪池海滩，游客可以全身心放松，
尽情地欣赏加勒比堡垒的废墟，及远眺
地中海区域的景色。



科斯塔卡比尔代表的是首个独立且封闭的环球
影城乐园全部外包设计工作。

元素

制造阴影

科斯塔卡比尔的成功很大程度来源于室内水上 
乐园，因为室内水上乐园的存在打开了平季时 
期的旅游市场，它能够在较冷天气的时候， 
为游客提供不需挨冻的室内游玩机会；而在夏 
天的时候，它转身一变成为了乐园里最大的 
 “乘凉处”，那时它两层空间的围墙敞开，游客
可以由此通往乐园的主要户外核心景区。室内水
上乐园的天花板悬挂着一个巨型的水上飞机复制
品，看上去似乎刚刚起飞，作为“赠与”游客额
外的眼福，无疑是十分讨喜的。

乐园外面，夏季烈日的时候，游客可以尽情的
逐浪沙滩，放松心情，俯瞰加勒比堡垒的废墟
以及供人放松阳光普照的隐蔽场所那略微显旧
的建筑。



室内水上乐园的焦点是看上去
刚起飞不久的巨型水上飞机。



斜坡场地似乎不太适合水上乐园的布局，但其实这样的地形创造了提
供宽阔视野的绝佳机会，而且它还能将水池和机械系统相关的挖掘成
本最小化。



结果

按照时间和预算达到目标

尽管工期很赶，但项目最终还是达到且超出了客
户的预期，项目准时对外开放，且整体耗资都在
目标预算之内。客户现场的工作团队努力工作推
动项目发展，并且很乐意采用FORREC公司引入
的解决复杂问题的创新方案。该乐园很快就发现
它需要提高容量以满足需求，乐园迅速的成功可
见一斑。

“科斯塔水上乐园一个具有最纯粹加勒比味道的雄伟的主
题水上乐园：这里面有棕榈树，造浪池，热疗池，滑道
及一切你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水上游玩设施。”

– 1st4attractiontickets.co.uk

乐园内容和设计最关键的要素是要了解游客的 
期望，该过程包括与直接竞争对手的比较以及关
于市场对质量要求的嗅觉。项目平衡了投资的谨
慎性和邻近波特艾文楚拉主题乐园的质量标准，
为西班牙市场贡献了一流的水上乐园。 





在地标建筑 
中注入活力

欢乐水魔方



  客户  天友旅游集团
  地点  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 
  开幕时间  2010年8月
  持续时间  从开始到开业持续17个月
  规模  140,000平方英尺，约1.3公顷
  工作范围   从概念设计到方案设计: 

总体规划
    室内设计
    建筑
    游乐设施和景点主题开发
  耗资  3千万美元

和其建筑 
外壳一样独特 
的家庭式室内 
   水上乐园。



北京水立方堪称现代建筑奇迹，被全世界公认是2008年奥运会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欢乐水魔方在这个充满简单之美的优雅建筑形态中，构造了水的梦幻乐园。

机遇

在现有奇妙建筑基础上再现传奇

客户的主营业务是温泉和度假村，他们想要扩展
业务到日益增长的亚洲水上乐园市场。通过取得
与世界著名的水立方合作，在里面开发他们首个
乐园，这样他们能一鸣惊人。FORREC公司开发
该乐园主题环境的方式是先从建筑美妙的内部 
空间（如建筑形式，质地和整体气质等）开始， 
找到切入点，然后深挖其潜在的内涵，以此创造
独特的环境。周密的水上乐园主题设计能赐予项
目神奇的力量，这一点欢乐水魔方便是很有说服
力的例子。 

大理念

在中国创建室内水上乐园

除了目的地性质的乐园，其他像水上乐园特别 
是室内水上乐园，很少有主题包装。但是， 
水立方，用它简单的形状，庞大的内部空间和 
 “水漾式”的外观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给它
披上故事外衣，进行包装打造，并引入具有装饰
性和故事性的元素，这样一来，整个水立方都会
显得生机勃勃，让前来参观的游客感到兴奋。

为了与建筑相匹配及创建一个完整的水环境， 
FORREC公司提出运用“水下”世界的概念， 
使用抽象的水底元素像气泡，海藻，珊瑚和水 

母等这些形状偏大，颜色鲜艳的装饰，让它们 
 “漂浮”在乐园空间内，创建富有戏剧性，耐人 
寻味，令人感到新奇兴奋的氛围，然而又足以与
乐园的外部建筑匹配。 



游客可以爬进该空间并体会完全被
水泡包围的感觉。



整体创意方法

让建筑指引主题

FORREC公司的创意设计团队结合了水上乐园的
设计经验和想象力，创建了一个令人兴奋，可以
实现且实用的环境。通过充分利用空间的高度和
建筑面积，整个空间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游乐
项目和主题元素彼此交融在连续的三维立体空间
之中。

为了充分利用外部建筑形成的兴奋点，并确保欢
乐水魔方在奥运会两年后能够顺利开放，工期是
非常赶的。我们团队在17个月内完成了乐园的
设计和施工指导工作。

面临的挑战

高期望，短期限

短期内要创建出这么一个世界级的景点需要的是
团队间的无缝合作。客户允许FORREC公司自由
设定中期节点期限和协调整个设计过程，但他们
随时方便提供意见和工作确认。某些滑道元素之
前已经确定好了，因此FORREC需要与供应商保
持密切的沟通，将这些特性融入到设计中，既要
满足客户的预算要求，也要保持项目的高审美 
标准。纵观整个项目的创建过程，不同时区不同
设计专业的工作都协调得非常顺畅，因此能迅速
地做出有效的决策。

细节

创造水下世界

在构思水下主题时，我们结合了简单元素和现有
的建筑形式。立柱表面处理成珊瑚礁，透明的塑
料球成为浮动的气泡，半透明的拉伸织物面板塑
造成水母，海藻和软珊瑚的形态。欢乐水魔方从
国际上最好的供应商那里引入了一些最新型的水
上乐园游乐项目，为不同年龄段的游客提供了体
验的机会。这里面的部分游乐项目是首次亮相。



很快，欢乐水魔方便成为了世界上领先的室内水上
乐园，可以一次性为2700名游客提供独特而难忘的
家庭体验。



元素

跳出盒子思考；设计“盒子”内部

大部分室内水上乐园通过让部分水上滑道穿梭 
到主空间之外来实现其空间的最大化的。但因 
为水立方外壳的结构比较复杂，这种方案是行 
不通的。所有滑道都需要包含在整个建筑外壳 
之内，且空间不能感到狭窄或拥挤。解决方案 
是需要仔细考虑三维空间，而不只是研究平面，
结合所有的游乐项目和主题元素到一个充满活 
力的空间。

结果

创建全球焦点

欢乐水魔方还没开业前，已然成为了水上乐园 
行业的焦点。水立方中将发生新奇的事情！从那
时起，随着大家关注度的提高，该乐园也成为了
我们客户的旗舰项目，建立起了扎实和鲜明的 
品牌地位。欢乐水魔方模式—高品质主题水上 
乐园，如今已经延伸到了北京和南京。他们计划
在FORREC公司的帮助下，进一步在中国的其他
地区拓展该品牌。

夹层的创新使用不仅通过提高建筑面积以及让游
客快速方便地接近部分滑道来扩大水上乐园的 
容量，还给游客提供了新鲜和令人兴奋的方式来
体验水下世界。



精选水上乐园项目



Forrec’s 
Water Park 
Experience

Middle East

Qatar Pleasure Project, 
Doha, Qatar

West Bay Lagoon, Doha, 
Qatar

北美

南美洲

非洲

中东

亚洲

欧洲

澳大利亚

FORREC公司
在水上乐园领

域的经验

欧洲 

鲁瓦邦Center Parcs，法国， 
鲁瓦邦
三棵树度假村Center Parcs， 
法国，摩泽尔河
艾莱特湖区Center Parcs，法国，
艾莱特
Center Parcs，荷兰，伊姆霍夫
Mszcszonow水上公园，波兰，
华沙
尼克布莱克浦2010，英格兰， 
布莱克浦
环球影城哥斯达黎加卡里卜冒险港
主题公园，西班牙，萨洛

中东

卡塔尔游乐园，卡塔尔，多哈
西湾湖，卡塔尔，多哈

北美

冒险岛，美国，纽约市
美国梦，新泽西州，东卢瑟福
嘉年华德克萨斯水上公园，美国，
圣安东尼奥
中世纪水上公园，美国，绍姆堡
尼克套房度假酒店，美国，奥兰多
安省游乐宫，加拿大，多伦多
海神号历险水上公园，加拿大，
奥罗拉
摇滚水上公园，加拿大，尼亚加
拉大瀑布
喜来登水上公园，加拿大，尼亚
加拉大瀑布
加拿大Wonderland水上乐园，
加拿大，多伦多
惠斯勒原野，加拿大，惠斯勒
白水沙滩，美国，亚特兰大
野外水上王国，加拿大，多伦多
野外水上乐园，加拿大，汉密尔顿
世界水上公园，西埃德蒙顿购物 
中心，加拿大

亚洲

Aquamania，泰国，曼谷
巴厘岛水上公园，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
北京龙门阵水上乐园温泉酒店， 
中国，北京
时代广场，马来西亚，吉隆坡
卡吕普索湾水上乐园，印度， 
新德里
圣塔拉幻影海滩度假村，泰国，
芭堤雅
昌迪加尔水上公园，印度，昌迪
加尔
长隆水上乐园总体规划，中国，
广州
大陆希望度假酒店，中国，成都
里奥博士水上乐园，泰国，曼谷
爱宝乐园加勒比海水上乐园， 
韩国，首尔
贵阳中天水上公园，中国，贵阳
庆州世界：美国加州海滩水上 
乐园，韩国，庆州

欢乐水魔方，中国，北京
现代星宇休闲城水上公园，韩国，
首尔
金海水上公园，韩国，首尔
乐天水上乐园，韩国，首尔
南京龙门阵水上乐园温泉酒店， 
中国，南京
武汉欢乐谷水上乐园，中国，武汉
华侨城水上公园，中国，深圳
一山，韩国，釜山
海洋水上乐园，马来西亚，柔佛
乐土水上公园，台湾，花莲
森泊绿园度假村，中国
星悦南岸水世界，铁岭，中国
万达西双版纳水上公园，中国



客户

Center Parcs
项目

三棵树Center 
Parcs葡萄园

地点

法国，摩泽尔河
范围 
总体规划和概念
设计

规模

5,000平方米
开园时间

2010

法国东部的一片热带雨林
三棵树Center Parcs葡萄园



受到一片郁郁葱葱的亚热带雨林的启发，FORREC为这一个基本上为室内的水上乐园制
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主题概念，旨在营造一种轻松的家庭氛围。该项目包括泻湖，滑梯
和一个室内/室外漂流河体验。天然的材料，植物，声音和香味将这里装饰的更有丛林
的效果。漂亮的透光屋顶让整个室内在一年四季都能被阳光笼罩，夏季的时候，外墙还
可以打开进行自然通风。



客户

三星爱宝乐园
项目

爱宝乐园 - 加勒比海
湾水上乐园扩建

地点

韩国首尔
范围 
总体规划，概念到
扩初设计

规模

2公顷
开园时间

2008

用大理念思维开拓公园
爱宝乐园加勒比海湾



世界上最成功的水上公园之一---三星爱宝乐园寻求FORREC的帮助，通过应用一些大的
创意思维保持其领先的竞争优势。除了增加几个令人兴奋的新的游乐项目外，爱宝乐园
还希望扩建他们的园区，引入全新的体验。 FORREC与爱宝乐园一同制定了一个全面的
主题方案和总体规划，保证园区能接待以30％的速度增长的客流。爱宝乐园站稳了其在
韩国乃至全世界水上乐园领域的领先位置。



加利福尼亚海滩完全是对庆州世界中的一个水上乐园的重新创想和建造。庆州世界是一
个已经有着相当知名度的游乐园，主要迎合该区域的旅游市场。此次重新设计包括主入
口广场的重新配置，并另外增加了一个入口。新的水上公园包括最先进的游乐项目和大
量的主题处理，这不同于韩国市场中其他任何的水上乐园。



客户

庆州世界，亚洲水
泥有限公司

项目

庆州世界加州海滩
地点

庆州市，韩国
范围

总体规划，概念 
设计，景点方案， 
图形设计

 

规模

8.4公顷 
开园时间

2008

增加容量和兴奋点
庆州世界加州海滩 



水上公园的灵感来自于郁郁葱葱的赤道丛林，那里有茂密的植被，古老的遗址，奔流的
河水和清澈透明的水池。在这个室内乐园中，水池和溪流在植物和树木之间流淌。好多
石裂隙处都有清泉喷出。在一片杂草丛生的石庙间，滑道穿越丛林，直接通往底下的 
深潭。在外观上，旧的结构都装饰上古老的图案和象形文字，外墙上常年有流水跌落。



郁郁葱葱的丛林体验
长隆室内水上乐园

客户

广州长隆集团有限
公司

项目

长隆度假区水上乐
园扩建

地点

中国，广州
范围 
总体规划和概念设计

规模

33,000平方米



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环境下的主题水上公园
大王山深坑水世界
该公园是一个娱乐综合体项目的一部分，该综合体包括一个位于一片废弃的采石场之上的“冰雪世界”，其建筑结构非常有视觉冲击力和现
代化。这个室内水上乐园也包含在此结构中。这个以异国情调的南太平洋渔港为主题的室外园区通过大型的垂直设施（滑道，索道）将深坑
的边缘与坑底连接起来，从而充分利用采石场的深度优势。

客户

长沙先导土地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

项目

大王山深坑水世界
地点

中国，长沙
规模

室内水上乐园： 
6500平方米;
室外水上公园： 
6.5公顷

范围 
概念和方案设计





超大规模的丛林水上世界
万达西双版纳水上乐园

客户

万达集团
项目 
万达西双版纳水上
乐园

地点

中国，西双版纳
范围

总体规划，概念到扩
初设计

在整个公园里，超大型的植被创造了一个郁郁葱葱的，神秘的热带环境。巨型的花朵成为由大竹子包装成的水滑梯的入口。游客可以坐在一片
巨大的叶子上从一朵花滑向另一朵花，或者沿着一条荫蔽的河流顺流而下。巨大的丛林藤蔓，大型的蘑菇，缠绕的树根和树枝形成了水上游乐
设施。成年人若需要放松休息，这里还有一个安静的热带水疗区，里面有安静的泡池，温泉浴场和水疗室，在这里，您可以真正享受僻静的丛
林体验。 



一个受人尊敬的电视品牌也下海啦
尼克家庭套房度假酒店水上公园
2004年，假日酒店与尼克有线电视频道合作打造一个新的度假胜地：一个高度主题化，品牌化的水上乐园度假目的地。该项目提供了一个新的方
式来设想一个全新的水上公园，FORREC被要求为这个混合水上乐园设计方案。把二维的电视卡通人物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三维世界对我们来说是
一个非常不错的挑战，最终建成的是一个广受欢迎，面向家庭，一站式的度假体验。

客户

假日酒店家庭套房
度假酒店，奥兰多

项目

尼克家庭套房度假
酒店水上公园

地点

布纳维斯塔湖， 
美国，佛罗里达州

范围

总体规划，概念到
扩初设计 

开园时间

2005



一次神奇的海底探险
贵阳室内水上乐园

客户

中天城投集团贵阳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项目

贵阳室内水上乐园
地点

中国，贵阳
范围 
总体规划和概念设计

规模

14,000平方米

贵阳水上公园的流动型外部建筑形式表明在这里将拥有充满未来感的，高品质的，多感官体验：一个令人难忘的土地和水相结合的环境，
具有许多令人激动的水上公园的特色功能。优美的抽象形态，感官体验和惊喜的光影效果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随着一天不同时间变化的海
底环境。被成群的鱼儿围绕着，来乐园游玩的游客将会完全沉浸在这片广袤神奇的热带泻湖之中。





现代中国里的一个古老的玛雅公园
华侨城欢乐谷水上乐园 

客户

武汉华侨城有限公司
项目

华侨城欢乐谷水上
乐园

地点

中国，湖北省， 
武汉市

范围 
总体规划，概念和
方案设计

规模 
92,000平方米

一些历史学家推测，中国伟大的海军上将---郑和在哥伦布之前下西洋时曾到达北美。他所带领的中国船队当时可能登陆的是墨西哥的尤卡坦
半岛，玛雅文化在那里蓬勃发展。将这一想法延伸到现代，华侨城欢乐谷是对玛雅水上公园的再创作，想象了在这里发现了郑和下西洋时曾
带回来的很多历史悠久的图表和文物。其特色景观包括玛雅庙宇，热带河流和沙滩。



一个包含两个主题水上乐园的度假目的地
三亚水上公园

客户

卡森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

项目

三亚水上公园
地点

中国，海南，三亚
范围 
总体规划和概念设计  

规模

109公顷;
度假村：6000间;
3个度假村水上 
乐园，每个19公顷

当长隆水上乐园联系我们的时候（长隆水上乐园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上乐园之一，也是亚洲最成功的水上乐园），客户的重点不是进行乐园的规模
扩张，而是需要我们给他们提高现有乐园的工作效率。工作的内容包括增加大型新景点，设计乐园新入口，改善动线模式和增添新的包含20000个
储物柜的更衣设施。长隆水上乐园之所以能持续获得成功，其秘诀在于能让游客首先感觉到舒服和放松。





灵感来自于一个古老寓言的主题水上乐园
开元集团
这片覆盖此室内水上乐园的巨大的半透明叶子代表了自然在这一生态敏感地区的重要性，同时将日光引入室内空间。到了晚上，它会散发出柔和的
光芒。这一主题化环境的灵感来自于一些古老的部落，这些部落的人与他们所生活的土地相处的非常和谐，这体现在两个区域上：一个是以娱乐和
零售为主的“发现市场区域”和水上区域（一个大型的室内/室外水上乐园）。

客户

开元房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

项目

开元集团
地点

中国
范围 
总体规划，概念设计
到扩初设计 

规模

60,000平方米



成功的设计意味着打造
以人为本且具商业意义
的场所和体验。





成功的设计

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帮您实现您 
的成功愿景。 

Suite 100C, 219 Dufferin Street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6K 3J1 
电话: 416 696 8686
传真: 416 696 8866

主题公园
室内娱乐中心
水上乐园
商业综合体
度假村
博物馆和科学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