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帐下系列帐篷木屋采用膜结构和木结构组合式框架，结构稳固安全，抗风性强。张拉膜结构不

仅造型美观独特，而且能发挥防风、防水、隔音、遮光、防紫外线等性能优势。木结构主体采用全景玻

璃墙面和超宽敞的屋外露台，打破了传统酒店建筑四面墙壁的束缚，营造出的开放空间，让人产生

幕天席地的感觉，身体和心灵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整体流线型外观和内部装修都围绕自然、生

态、野趣、便利的设计原则，突出返朴归真的真实感受，野而不粗、朴而不拙、奢而不靡，呈现出生态、

自然、休闲、情调的特质，为居住者营造不一样的差异化住宿体验。

帐下系列



帐下   精致A

*以上标配产品有可能出现断货情况，实际配置以合同约定为准。*

实木家具

1.6m吧台大床/衣柜/床尾凳等

梁柱结构

100mm木骨架墙体
进口日本柳杉饰面

断桥铝合金节能门窗

金刚网/Low-e玻璃

整体运输吊装/模块化现场拼装

全工厂化预制
一天即可完成安装并交付使用

也可模块化现场拼装
适应各种不同道路和地形环境

膜结构屋顶

PVDF自洁膜材
抗10级风力

电气设备

智能灯光控制/坚果智能投影仪
（100吋幕布，带网络电视功能）
2P风管机空调/60L快速电热水器

卫浴洁具/布草

九牧品牌卫浴洁具/远铃整体卫生
间底盘/麓宿定制高端布草一套

室外亮化
户外防水射灯



270°景观面，躺在床上，周围的美景尽入眼帘。精致小巧的吧台，晶莹剔透的高脚杯，100寸幕布智能影院

系统，为静谧的夜晚增添更多的情调和内涵。

帐下   精致A  （ 面积：约28㎡  ）

产品参数

帐下    精致A            梁柱结构                      28                  8.7x3.3x3.58                   7                                  8                           <1                      

产品名称 结构类型 产品面积（㎡） 产品规格（m） 整备质量（T） 用电负荷（KW） 污水排量（m³）

安装条件
�、道路：安装现场可供��.�米大货车及��吨位吊车进出。
�、基础：推荐使用桩基或钢构基础（我司可提供基础设计图），基础完成面离地高度不小于���mm，便于给排水管道的接驳。
�、强弱电及给排水：木屋内部强弱电及给排水在生产预制时已安装到位，外部管网由建设单位按照我司提供的图纸，在进行基础施工时预埋到位，我司负
责内外管网的接驳。   

����

����



帐下   精致B

*以上标配产品有可能出现断货情况，实际配置以合同约定为准。*

实木家具

2.1m实木大床/床头柜
可折叠沙发床/茶几

梁柱结构

100mm木骨架墙体
进口日本柳杉饰面

断桥铝合金节能门窗

金刚网/Low-e玻璃

整体运输吊装/模块化现场拼装

全工厂化预制
一天即可完成安装并交付使用

也可模块化现场拼装
适应各种不同道路和地形环境

膜结构屋顶

PVDF自洁膜材
抗10级风力

电气设备

智能灯光控制/坚果智能投影仪
（100吋幕布，带网络电视功能）
2P风管机空调/60L快速电热水器

卫浴洁具/布草

九牧品牌卫浴洁具/远铃整体卫生
间底盘/麓宿定制高端布草一套

室外亮化
户外防水射灯



180°景观面，多功能折叠式实木沙发床，100寸幕布智能影院系统，既可契合于甜蜜的二人世界，也能满

足家庭亲子游的住宿需求。同时，本户型还可改造为1.2m×2的双床房，实现不同房型的组合。

帐下   精致B  （ 面积：约28㎡  ）

安装条件
�、道路：安装现场可供��.�米大货车及��吨位吊车进出。
�、基础：推荐使用桩基或钢构基础（我司可提供基础设计图），基础完成面离地高度不小于���mm，便于给排水管道的接驳。
�、强弱电及给排水：木屋内部强弱电及给排水在生产预制时已安装到位，外部管网由建设单位按照我司提供的图纸，在进行基础施工时预埋到位，我司负
责内外管网的接驳。   

����

����

产品参数

帐下    精致B            梁柱结构                      28                  8.7x3.3x3.58                   7                                8                             <1                      

产品名称 结构类型 产品面积（㎡） 产品规格（m） 整备质量（T） 用电负荷（KW） 污水排量（m³）



帐下   豪华A

实木家具

2.4m吧台大床/床头柜
衣帽架/吧台凳/床尾凳

梁柱结构

100mm木骨架墙体
进口日本柳杉饰面

断桥铝合金节能门窗

金刚网/Low-e玻璃

模块化现场拼装

全工厂化预制
一天即可完成安装并交付使用

现场模块化拼装
适应各种不同道路和地形环境

膜结构屋顶

PVDF自洁膜材
抗10级风力

电气设备

智能灯光控制/坚果智能投影仪
（100吋幕布，带网络电视功能）

2P风管机空调/150L快速电热水器

卫浴洁具/布草

九牧品牌卫浴洁具/远铃整体卫生
间底盘/麓宿定制高端布草一套

室外亮化
户外防水射灯

*以上标配产品有可能出现断货情况，实际配置以合同约定为准。*



270°景观面，开放式浴缸空间，精致小巧的吧台，晶莹剔透的高脚杯，100寸幕布智能影院系统，宽敞的景

观阳台，让人在沉浸在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的温馨浪漫之中。

帐下   豪华A  （ 建筑面积：约39㎡  ）

安装条件
�、道路：安装现场可供��.�米大货车及��吨位吊车进出。
�、基础：推荐使用桩基或钢构基础（我司可提供基础设计图），基础完成面离地高度不小于���mm，便于给排水管道的接驳。
�、强弱电及给排水：木屋内部强弱电及给排水在生产预制时已安装到位，外部管网由建设单位按照我司提供的图纸，在进行基础施工时预埋到位，我司负
责内外管网的接驳。   

����

�����

产品参数

帐下    豪华A            梁柱结构                       39                   10x4.2x4.6                     10                              8                           <1                      

产品名称 结构类型 产品面积（㎡） 产品规格（m） 整备质量（T） 用电负荷（KW） 污水排量（m³）



帐下   豪华B

实木家具

2.1m大床/床头柜/组合柜/茶几
衣帽架/床尾凳/榻榻米

梁柱结构

100mm木骨架墙体
进口日本柳杉饰面

断桥铝合金节能门窗

金刚网/Low-e玻璃

模块化现场拼装

全工厂化预制
一天即可完成安装并交付使用

现场模块化拼装
适应各种不同道路和地形环境

膜结构屋顶

PVDF自洁膜材
抗10级风力

电气设备

智能灯光控制/坚果智能投影仪
（100吋幕布，带网络电视功能）

2P风管机空调/150L快速电热水器

卫浴洁具/布草

九牧品牌卫浴洁具/远铃整体卫生
间底盘/麓宿定制高端布草一套

室外亮化
户外防水射灯

*以上标配产品有可能出现断货情况，实际配置以合同约定为准。*



180°景观面， 100寸幕布智能影院系统，浓郁国风气息的榻榻米茶室空间，开放式浴缸景观阳台，既契合

于温馨浪漫的二人世界，也能满足家庭亲子游的住宿需求。

帐下   豪华B  （ 面积：约39㎡  ）

安装条件
�、道路：安装现场可供��.�米大货车及��吨位吊车进出。
�、基础：推荐使用桩基或钢构基础（我司可提供基础设计图），基础完成面离地高度不小于���mm，便于给排水管道的接驳。
�、强弱电及给排水：木屋内部强弱电及给排水在生产预制时已安装到位，外部管网由建设单位按照我司提供的图纸，在进行基础施工时预埋到位，我司负
责内外管网的接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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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帐下    豪华B            梁柱结构                       39                   10x4.2x4.6                    10                              8                              <1                      

产品名称 结构类型 产品面积（㎡） 产品规格（m） 整备质量（T） 用电负荷（KW） 污水排量（m³）



帐下   小接待

实木家具

茶桌/茶椅/吧台柜/前厅柜

梁柱结构

100mm木骨架墙体
进口日本柳杉饰面

断桥铝合金节能门窗

金刚网/Low-e玻璃

模块化现场拼装

全工厂化预制
一天即可完成安装并交付使用

现场模块化拼装
适应各种不同道路和地形环境

膜结构屋顶

PVDF自洁膜材
抗10级风力

电气设备

3P挂机空调

卫浴洁具

九牧品牌卫浴洁具

室外亮化
户外防水射灯

*以上标配产品有可能出现断货情况，实际配置以合同约定为准。*



多功能的可变空间，既可作为特色木屋酒店的公区，用于游客接待、轻食餐饮、咖啡吧、茶室、娱乐室，也可

改造成豪华套房。

帐下   小接待  （ 面积：约39㎡  ）

安装条件
�、道路：安装现场可供��.�米大货车及��吨位吊车进出。
�、基础：推荐使用桩基或钢构基础（我司可提供基础设计图），基础完成面离地高度不小于���mm，便于给排水管道的接驳。
�、强弱电及给排水：木屋内部强弱电及给排水在生产预制时已安装到位，外部管网由建设单位按照我司提供的图纸，在进行基础施工时预埋到位，我司负
责内外管网的接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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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参数

帐下    小接待          梁柱结构                       39                   12x5.8x4.52                  10                              6                             <1                      

产品名称 结构类型 产品面积（㎡） 产品规格（m） 整备质量（T） 用电负荷（KW） 污水排量（m³）



麓宿,引领美好旅居生活，

                   打造令人向往的旅居目的地！

CLASSIC   CASES  

经
典
案
例



咨询热线：400-160-0008
网站：www.lushanxiaoyu.com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经开区金牛路标准化厂房36栋  （公司总部）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富湾国际2栋2003室   （营销设计中心）

麓宿⸺
专注于文旅木结构建筑及旅居木屋产品的打造，为文旅客户提供旅游木结构和特色木屋酒店综合解

决方案，为游客提供自然、生态、安全、健康、便利的旅居环境，持续为景区赋能。

麓宿 · 文旅木结构综合解决方案

规划设计 工厂预制 现场安装 售后维保 运营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