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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行业标准《旅馆
建筑设计规范》的通知

(90)建标字3工0号

    根据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84)城科字第153号文及
(84)城设字第162号文的要求，由建a部建筑设计院主编的
‘旅馆建筑设计规范》，经建设部1商业部、国家旅游局审查，
ant准为行业标准，编号JGJ62-90，自1990年12月1日起

施行 在施行过程中如有问题和意见，请函告建设部建筑设

计院
    当设计旅游涉夕1饭店时，应有明确的星级目标，其功能

要求尚应符合有关规定，

部

部

设

业

建

商

      国家旅游局

1990年 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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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三章 建 筑 设 计

    第1.0.1条 为使旅馆建筑设计符合适用、安全.卫峰

等基本j}:K.牛ti 16+1定本规范

    第 1.0.2条 本规范适用3'新建 改建和扩建的至少设

有加间出租客明的城镇旅馆建筑设训 有特殊需求的旅馆

建筑设日.11丁参照执行

    第:0.3条 根据旅馆的使用功能，按建筑质量标准和

没备.没fib条fl，将旅馆建筑由高至低划分为一、二、三，

四 了1.六级 6个止筑等级

    第.业4条 旅馆建筑设计除执行本规范外 尚应符合

现行的《民用建筑设i!通则》以及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

范

    气设门沛游涉外饭店时，I,!有明确的星级月标，其功能

要求尚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第二章 基地和总平面

    第2.11.条 从地

        橇地的选择应符合当地城市规划要求，并应选在交

通力便 环境良好的地区

        (I历史义化名城、风景名胜地Ix及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附近，>地的选择及建筑布局 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管

理条例和保护规划的要求

        ?I-城镇的缝地应至少 一面临接城镇道路，其长1t应

满足从地内组织各功能I%的出人Ll、客货运输.防火疏散及

月、境Ill[等要求。

    第2.氏2条 E.'内ft]
        0,'Ì 101 iU Pt !,Y-结合当地气候特征、具体环境，妥善

处理 -̀i di政 2a施的关系
      、}要出人「1必须明显，并能引导旅客直接到达门

If̀  1几要出人II应根据使用要求设置单车道或多车道、人口

47E I力、丫设雨侧

        不论采用何种建筑形式、均应合理划分旅馆建筑的

功能分区，组织各种出人Ll，使人流.货流、车流互不交

丈

    四.在综合性建筑中，旅馆部分应有单独分区，并有独

,10)出人1丁、对外背业的商店、餐厅等不应影响旅馆本身的

使川功能

    八 位干肉布置应处理好丰休建筑与辅助建筑的关系

付各种以务所卉」_的噪声和废气厅采取措施，避免卜扰客房

". fll邻近ill?0.

    六 口自角布胃应合理安排各种管道，做好管道综合，
11使{川护和}2修

    L 应根It4所}d停放车辆的车K7及辆数右从地内或建筑
物内设汽停11 }N间，或按城r1现R9部门规定2t'' N公用停y场

以几

    权 r,l地内卜“11月p; I听处地点布扮 定的绿化.做好绿化

设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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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第3.1.1条 公共用房及辅助用房应根据旅馆等级、经

营管理要求和旅馆附近可提供使用的公共设施悄况确定。

    第3.1.2条 建筑布局应与管理方式和服务手段相适

应，做到分区明确、联系方便，保证客房及公共用房具有良

好的居住和活动环境

    第3.L3条 建筑热工设计应做到因地制宜，保证室内

基本的热环境要求，发挥投资的经济效益

    第3.1.4条 建筑体型设计应有利干减少空调与采暖的

冷热负荷，做好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和隔热，以利节能.

    第工1.5条 采暖地区的旅馆客房部分的保温隔热标准

应符合现行的《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

    第3.1.6条 锅炉房、冷却塔等不宜设在客房楼内，如

必须设在客房楼内时，应自成一区，并应采取防火、隔声、

减展等措施

    第3.1.7条 室内应尽量利用天然采光。

    第3.1.8条 电梯。
      一 一、二级旅馆建筑3层及3层以上，气级旅馆建筑

4层及4层以 卜，四级旅馆建筑6层及6层以上，五、六级

旅馆建筑，层及7层以上，应设乘客电梯

    二、乘客电梯的台数应通过设计和计算确定.

    三、主要乘客电梯位置应在门厅易于看到且较为便捷的

地方

    四 客房服务电梯应根据旅馆建筑等级和实际需要设

登口五、六级旅馆建筑叮与乘客电梯合用口

    五 消防电梯的设置应符合现行的《高层民用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的有关规定.

    第3.1.9条 当旅馆建筑中采用方便残疾人设施时，应

符合现行的 《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

范》的有关规定

                第二节 客房部分

    第3.2.1条 客房

    一 客房类型分为:套间、单床间 双床间 (双人床

间)、多床间.

    二、多床间内床位数不宜多于4床.

    三、客房不宜设置在无窗的地下室内，当利用无窗人防

地下空间做为客房时，必须设有机械通风设备

    四.客房内应设有壁柜或挂衣空间

    五，客房的隔墙及楼板应符合隔声规范的要求

    六、客房之间的送风和排风管道必须采取消声处理措

施，设置相当于毗邻客房间隔墙隔声量的消声装置

      七、天然采光的客房间，其采光窗洞口面积与地面面积

之比不应小「卜8
    八，跃层式客房内楼梯允许设置扇形踏步，其内侧

0.25.处的宽度不应小于0.22..

      第3.2.2条 客房净曲积不应小士表3.2.2的规定

    第3.2.3条 Ell问.
          客房附设卫生间应符合表3.2.3-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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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9 I」生间无自然通风时，应采取有效的通风排气措
  施

    四、11.生间不应设在餐厅.厨房、食品贮藏、变配电室

等有严格卫生要求或防潮要求用房的直接上层

    五，卫生间不应向客房或走道开窗.

    六、客房_r卜层直通的管道井，不应在卫生间内开设枚

修门。

      七、卫生间管道应有可靠的防漏水 防结露和隔声措

施，并便于检修.

    第3.2.4条 室内净高

          客房居住部分净高度，当设空调时不应低于

2.4m;不设空调时不应低于2.6m

      、利用坡屋顶内空间作为客房时 应至少有8m,面
积的净高度不低」一2.4m

    三、N生间及客房内过道净高度不应低干2.1.

  .四.客房层公共走道净商度不应低于2.1m
    第3.2.5条 客房层服务用房

        服务用房宜设服务员工作间、贮藏间和开水间。可

根据需要设置服务台

      、一、_二、三级旅馆建筑应设消毒间;四‘五、六级

旅馆建筑应有消毒设施

    二、客房层全部客房附设卫生间时。应设置服务人员厕

所.

    四、客房层开水M应设有效的排气措施;不应使蒸汽和

异味尔人客房

    五、同楼层内的服务走道与客房层公共走道相连接处如

有高t时，应采用坡度不大于卜 10的*;C

      第3.2.6条 门、阳台.

      一、客房入口门洞宽度不应小于09m,高度不应低丁
  2.1m

      二、客房内卫生间门洞宽度不应小于0.75m,高度不应

  低于2Im.

      二、既做套间又可分为两个单间的客房之间的连通门和

  隔墙，应符合客房隔声标准

      四、相邻客房之间的阳台不应连通.

                  第三节 公 共 部 分

      第3.3.1条 门厅

      一、门厅内交通流线及服务分区应明确，对团体客人及

  其行李等，可根据需要采取分流措施;总服务台位置应明

  显.

      二，一、二、三级旅馆建筑门厅内或附近应设厕所、休

  息会客、外币兑换、邮电通讯、物品寄存及预订票证等服务

  设施;四.五、六级旅馆建筑门厅内或附近应设厕所‘休
  息、接待等服务设施

      第3.3.2条 旅客餐厅.

        根据旅馆建筑性质、服务要求、接待能力和旅馆邻

  近的公共饮食设施水平，应设置相应的专供旅客就餐的餐

  厅

      二、一、二级旅馆建筑应设不同规模的餐厅及酒吧问、
  咖啡厅、宴会厅和风味餐厅;三级旅馆建筑应设不同规模的

餐厅及酒吧间、咖啡厅和宴会厅;四、五、六级旅馆建筑应

  设餐厅

    三、 一、二、三级旅馆建筑餐厅标准不应低于现行的
《饮食建筑设计规范》中的一级餐馆标准;四级旅馆建筑餐

厅标准不应低J二级餐馆标准;五、六级旅馆建筑餐厅标准

  不应低于三级餐馆标准

    四、为旅客就餐的餐厅座位数，一、二、三级旅馆建筑

不应少于床位数的80%;四级不应少干60%;五.六级不

应少于40%
    五、旅客餐厅的建筑设计除应符合上述各款规定外.还

应按现行的《饮食建筑设计规范》中有关餐馆部分的规定执

行。

    第3.3.3条 会议室

      一、大型及中型会议室不应设在客房层

    二 会议室的位置、出人Cl应避免外部使用时的人流路

线与旅馆内部客流路线相互干扰。

    三‘会议室附近应设蛊洗室

    四、会议室多功能使用时应能灵活分隔为可独立使用的

空1旬，且应有相应的设施和贮藏间.

    第3.3.4条 商店。

    一，一、二、三级旅馆建筑应设有相应的商店;四.

五、六级旅馆建筑应设小卖部。设计时可参照现行的《商店

建筑设计规范》执行

    二‘商店的位置、出人门应考虑旅客的方便，并避免噪

声对客房造成下扰

    第3.3.5条 美容室、理发室

    一， 、二级旅馆建筑应CSt美容室和理发室;几、四级

旅馆建筑应设理发室

    二 理发室应分设男女两部，并妥善安排作业路线

    第3.3.6条 康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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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勺、设施I.a根钻旅馆要求和实际需要设置‘

    _.康乐设施的位w应满足使用及管理方便的要求，并

不应使噪声对客房造成)扰

    一. 级旅馆建筑宜设游泳池 蒸汽浴室及健身房

等

    第4.0.2条 高层旅馆建>a防火设日的建筑物分类应符

合表402的规定
                          班筑物的分类 裹4.02

第四节 辅 助 部 分

    第3.41条 0f房。
        Jul房应包括有关的加工间.制作间、备餐间、库房

及厨 1服务川户等
      、厨房的位置应与餐厅联系方便，并避免厨房的噪

肖、油烟、戈味及食品储延对公共区和客房Ix造成十扰

      二.回房’「面设计应符合加工流程，避免往返交错，符

合1{'I防疫v求.防II :3.食tj熟食混余等情况发生

    四.闷房的建筑没计除应符合 L述各款规定外，还应按

现行的《饮食建筑设月规范》中有关厨房部分的规定执行

    第3.4.2条 洗衣房
        各级旅馆应根据条件和需要设置洗衣房‘

    二，洗衣房的’I面布置应分设工作人员出人口、污衣入

II及洁衣出u，并避开土要客流路线
    三、洗衣房的而积应按洗作内容、服务范围及设备能力

确定

    四. ._、三级旅馆应设有衣物急件洗涤间

    第3.4.3条 设备用房.
        旅馆应根据需要设置有关给排水.空调.冷冻、锅

d''.热力、煤气、备用发电、变配电 防灾中心等机房，并

应根据需要设机修、木仁 电1等维修用房

      几、设备用房应首先考虑利用旅馆附近已建成的各种有

关设施或与附近建筑联合修建

      二，各种设备用房的位置应接近服务负荷中心 运行、

管理、维修fy 6:全、方便并避免其噪声和振动对公共区和客

房A造成 Ì扰
    四、设务用房应考虑安装和检修大型设俗的水平通道和

垂内通道

    第3.4.4条 备界.库。
        备品序应包括家具、器皿.纺织品.口用品及消耗

物品等库房
      .x, W,库的位N应考虑收运、贮存、发故等管理工作

的安全与方便
      ‘.库房的101积应根据市场供应、消费贮存周期等实际

稀蜜要确定

    第3.4.5条 职工用房
        职I III房包括行政办公 职L食常、更衣室、浴

室.I1A所、N:务室.自行车存放处等项门，片应报据旅馆的

实际需要设咒.
      _，职I用房的位置及出人口应避免职工人流路线与旅

  k人流路线'011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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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0.3条 一、 一类建筑物的耐火等级、防火分区，

安全疏散 消防电梯的设置等均应按现行的《高层民用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执行

    第4.0.4条 集中式旅馆的每 一防火分区应设有独立

的、通向地面或避难层的安全出fl，并不得少于2个。

    第4.0.5条 旅馆建筑内的商店、商品展销厅、餐厅、

宴会厅等火灾危险性大、安全性要求高的功能区及用房，应

独7划分防火分区或设置相应耐火极限的防火分隔，并设置

必要的排烟设施

    第或。.‘条 旅馆的客房、大I厅室、疏散走道及重要

的公共用房等处的建筑装修材料，应采用非燃烧材料或难燃

烧材料，并严禁使用燃烧时产生有毒气体及窒息性气体的材

料

    第4.0.7条 公共用房 客房及疏散走道内的室内装

饰，不得将疏散门及其标志遮蔽或引起混淆

    第4.0.8条 各级旅馆建筑的自动报管及自动喷水灭火

装臂应符合现行的《火灾自动报苦系统设计规范》、《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的规定

    第4.0.，条 消防控制室应设置在便于维修和管线布置

最短的地方，并应设有直通室外的出L1

    第4.0.10条 消防控制室应设外线电话及至各重要设

备用房和旅馆主要负责人的对讲电话.

    第4.0.11条 旅馆建筑应设火灾事故照明及明显的疏

散指示标志，其设置标准及范围应符合防火规范的规定

    第4.0.12条 电力及照明系统应按消防分区进行配

置，以便在火灾情况下进行分区控制.

    第 4.0.13条 当高层旅馆建筑设有垃圾道、污衣井

时，其井道内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装置。

第五章 建 筑 设 备

第四章 防火与疏散

    第4.0.1条 旅馆建筑的防火设计除应执行现行的防火

规范外，还应特合本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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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给 水 排 水

    第5.1.1条 给水排水设计除应符合现行的《建筑给水

排水设计规范》及防火规范外，还应符合本节的各条规定。

    第5.1.2条 给水

    一、给水设计应有可靠的水源和供水管道系统，以满足

'I活和消防用水要求，当仅有 条供水甘或供水量不足时‘

应按有关防火规范和生活供水要求设置蓄水池

    二、生活用水定额应符合表512的规定。



生活用水定皿 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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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暖 通 空 调

    第5.2.1条 暖通空调设计除应符合现行的《采暖通风

和空气调I设日规范》的规定外，还应符合F列各条规定

    第5.2.2条 一、_、二级旅馆建筑应设空调;四级旅

馆建筑在夏季宜设降温空调二五六级旅馆建筑不宜设空调

5̀.内暖通空调设计参数及噪卢标准应符合表522的规定

              室内吸通空调设计今数及嗓声标准 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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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未用作饮用水做冲洗和浇洒等用水时.应用明显的

标志 非饮用水r}道刁、得与饮用水管道相连
    第5,13条 排水

      、411 t系统应根据空外排水系统的制度和有利于废水

[,,I收#1I to的原则，选择'1话污水与废水的合流或分流

      、地卜室排水泵II采用济水泵，自动斤、停。

      、时房宜采用明沟排水

    第5.1.4条 热水

      .热水系统应优先采用废热和城市热力背道为热源

有条川的地区可采用太阳能热水器、但 、二级旅馆建筑应

有备用热源.加热设备宜采用容积式热交换器.并有一定贮

备带.

      几.‘1活热水用水定额应符合表5卜4的规定.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加热前是否需要要软化，应根据

水Idi、水IA.使用要求等确定

    叫 热水系统各用水点处的水压应与该处冷水水压基本

栩同，高层建筑热水系统的竖向分区应与冷水系统相同

    I, 热水管道应设机械循环系统， 、 二‘三级旅馆建

筑rcf连续供应热水 四、五，六级旅馆建筑宜定时供应热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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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欧 .III 洗衣房 游泳他 理发卒u职 「用水等用水定翻应按现行的

讨全从给水件水IVil规,t?,执仃

          =t内所列咐水峨已包括n倪5 ] 2生ae用水之顿中

          Ib中热水淇1; k, 'It的Rt训小时耗热口 _ _级WK馆建筑应恨

据使III热水的ii润单位傲 用水定朋宝1阵，四 五 人级及用于会议的旅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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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2.3条 空调系统

    一、严寒地区、寒冷地区和谧吸地区 (沿海地区除外)

一、几、三级旅馆建筑客房的新风系统应有加湿措施.

    二、客房内卫生间应保持负压.

    二、一、二级旅馆建筑门厅出入门宜采用冷.热风空气

幕;三、四级旅馆建筑宜采用循环风空气幕。

    四、餐厅、宴会厅、商店等公共部分宜采用低速空调系

统;三 四级旅馆建筑可采用独立机组空调 厨房宜采用直

流式低速通风或空调系统

    五、厨房应保持负压。筱厅应维持正压。

    六，新风系统宜采用二次过滤措施

    七、严寒地区公共建筑物宜设值班采暖.

    第5.2.4条 冷源、热源。
    一、严寒地区空调冷源宜优先考虑利用室外空气。

    二、严禁采用氨制冷机，有条件时宜采用浪化铎吸收式

制冷机.

    三、空调冷、热水管的系统环路，应按建筑层数、使用

规律及设备承受压力大小划分。

    四、系统环路宜采用同程式系统，如采用导程式系统

时，宜装设平衡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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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冷冻水和冷却水应采取水质控制措施，蒸发器及冷

凝器水侧的污垢系数应不大于00oolkm，℃/kcal
‘oo86mZ℃/kw)

    第5.2石条 排烟、排风

    一 防排烟设计除应符合现行的《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的规定外，四季厅内应考虑排烟，并宜与通风系统

相结合，排烟量不小于4次/h的换气徽。

    二.空调系统的新风与排风系统宜设冷热量回收装置

    三、地下室排水泵房及设备用房等应设机械排风

    四、 一、 、三级旅馆建筑宜采用水路自动调节控制;

四级旅馆建筑仅井停风机控制.

                    第三节 电 气

    第53.1条 供电电源除应按现行的 咤民用建筑电气设

1}规程》及防火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外，尚应符合下列规

定

    一、根据旅馆建筑等级、规模的不同，用电负荷分为二

级 对应符合表53卜1的规定

雌襄

负衍名称

胃用系欣‘X 自然乎均功率因数co5明

平均值 推葬值 平均值 抢荐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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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式空调器 0刁D 035~045 0吕0一0R5 0网0

】2
                            一 一

总同时便用系数Kc o92一。，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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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从都分旅育电梯等

池卜室污水泵 南水朱等

震介的 粗11。曦娇设施、

  1灼及高级客房等场所照明

脸爷

纵负荷 _一饭负两 二级负折

从它川电设备 _级负荷 一级负荷

      几、 、二级旅馆建筑及三级高层旅馆建筑宜设应急发

电机组，其发电机容量应能满足消防用电设备及事故照明的

使用负荷.

      、在 、_二级旅馆建筑中、由于电压偏移过大而不能

满足要求时、宜采用有载自动调压变压器或采用其它调压措

施

    四、用电负荷的确定，宜采用需用系数法，其需用系数

及自然功率因数推荐值，可按表531一2采用
                电力负荷招用系触.功率因触 裹&3注一2

之 负两齐称

需用系敬kX 自然平均功率因致co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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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压2条 照明

    一、照度标准应按现行的《民用建筑照明设计标准》执

行

    二、走道、门厅、餐厅，宴会厅，电梯厅等公共场所应

设供清扫设备使用的插座.插座回路 〔包括客房插座)宜设

漏电保护开关.供移动电器使用时，应选用带接地孔的插

座

    三、一、二级旅馆建筑的公共场所如餐厅、宴会厅，门

厅等宜设可控硅调光装置

    四、一、二级旅馆建筑客房内宜设有分配电箱或专用照

明支路

    五、照明装置应选用高效光源及灯具。

    第民13条 电话和呼应信号

    一、一、二、三级旅馆建筑宜设自动交换机，每间客房

宜装设电话分机，其分机号码宜与房间号一致。一.二级旅

馆建筑的客房卫生间宜设副机，各级旅馆建筑的门厅、餐

厅、宴会厅等公共场所及各设备用房值班室宜设电话分机.
    二、除设有程控交换机的旅馆建筑外.一、二、三、四

级旅馆建筑宜设呼应信号系统

    二、一、二、三级旅馆建筑应设世界钟系统。

    第SJ月条 广播和音响系统.

    一、一、二、三级旅馆建筑及四 五级高层旅馆建筑宜

设广播系统，其紧急广播应符合现行的《民用建筑电气设计

规程》的规定

    二、一、二级旅馆在床头柜控制台上宜设有能收听不少

于三套节目的接收设备

    三、一、二级旅馆建筑的多功能大厅等场所宜设独立式

扩声系统

    四、一般广播系统馈电回路应按用户的性质分配，应急

广播线路应按楼层和消防分区分配.

    第乐3.5条 天线和闭路电视系统
    一、一、二，三，四级旅馆建筑应设有共用天线电视系

统，并应能接收VHF及UHF全部电视频道的节日。在有

调频广播的地区宜能接收FM调频广播

    一.一、二、三级旅馆建筑应设有闭路电视设务，有使

用要求时可设自播节目设备及资目制作用房‘

    三、一 二、一级旅馆建筑有使用要求时，宜设保安监

视闭路电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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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3.6条 自动控制
    一、二级旅馆建筑空调设备、通风设备及给排水设备等

宜设有自动控制及集中监控装置。三级旅馆建筑宜设有自动

控制装置.

    第5.3.7条 电子计算机管理系统

    一、二级旅馆建筑宜设有电子计算机管理系统.

词:

    正面词采用 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二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它有关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

为。“应按⋯ 执行，或“应符合··⋯要求或规定”。非必须按

所指定的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可参照..”...

附录一 本规范用词说明

    一、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耍求严

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作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卜;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卜均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而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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