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夜，我梦回翡翠城，
遥遥望见云端的塔顶，闪烁着璀璨的光华

日新月异的都市，奔腾着热切的希望，
越灿烂越辉煌。仿佛从未睡去，好像随时醒来

我梦想那科技都市，却闪耀着艺术的光辉。激情四
射，暖暖内含温馨。充满爱的美好生活，拥抱每一个

我梦想全新的生活方式，聚集光彩、旋转升腾

璇玑改度，以汝之名——“天枢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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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建
筑



由屡获殊荣的知名设计所韦伯·汤普森建筑事务所设计，建筑设计新颖，体量恢宏，打破常规高楼的
直线方块式设计，将多个楼层形成的超大玻璃立方体以16度旋转、堆叠，视觉效果强烈，并赋予高层
大型建筑罕见的轻盈感。

NEXUS LOOKING NORTHEAST     



堆叠的巨大方块进退得宜，创造出非同一般的视觉效果，过渡楼层从容大气，衍伸出天台绿地等创意
纵横绿化带。 天枢城注定是西雅图天际线上璀璨夺目的恒星，市民和游客为止赞叹的标志性建筑，

同时也是住户骄傲地称之为家的地方。

天人合一，自然忘我

巨擘宫殿，内外交融

晶莹剔透，
直至天际；
立体魔块，
动静常新。





 
PODIUM AND STREETSCAPE





NEXUS LOOKING NORTHWEST



SKY LOFT  



0.2
住
宅



装修豪华，风格前卫，设计精巧，技术先进，天枢城出品，傲视群雄。功能齐全，体贴周到。 巨幅
玻璃窗和挑高天花板，在室内洒满阳光；中央孔暖，冷暖相宜。

SKY TERRACE RESIDENCE  



精装修样板房，顶级配置，欧式家居，水疗浴室和优雅的厨房，提供三套配色和面饰方案，自由选
择，充满个性。

华丽家园，
艺术风格，
感官盛宴。

人体工学释放空间，
智能设计完美融合。

全方位立体景观，
超炫天台，

犹如空中花园。



浴室（阳光配色方案）



厨房（昼夜配色方案）



起居室（阳光配色方案）
* Optional hardwood floors in bedroom shown and chandelier not included.





0.3 附 属 设 施



 
SKY PARLOR



At NEXUS, the amenity spaces are not buried in basements or hidden in ground 
floor grottos.  In fact, the most desirable areas in the building have been allocated to 
the creation of elevated common areas that serve all the practical, recreational and 
leisure needs of the building’s residents

 
CO-WORKING AREA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也没有家是一座孤岛；
这里是我的宫殿，是亲朋相聚的乐园。
生活、工作、享乐，无一不可。

闪电升降，
一键直达。

展开双翼，
俯瞰都市，
畅快淋漓。



FITNESS CENTER

DOG RUN

PET LOUNGE

YOGA STUDIO

CO-WORKING

VERANDA

MEDIA LOUNGE

P O D I U M  C L U B

RESTROOMS

PET WASH AREA

PODIUM CLUB

七楼的奖台会所，生生把为
住户提供体贴周到的日常服
务，玩成了酷炫的潮流时
尚。是新一代物业会所的风
向标。



CONFERENCE ROOM

FIRESIDE LOUNGE
GAMES ROOM

PRIVATE DINING

SKY LOUNGE

SKY TERRACE

SKY GARDEN

EXHIBITION KITCHEN

SKY PARLOR

S K Y  C L U B

CATERING KITCHEN

RESTROOMS

BBQ AREA

SKY CLUB

41楼的天空俱乐部，傲
然天地间，顶层生活，
顶级享受。





MEDIA LOUNGE



FITNESS CENTER





FIRESIDE LOUNGE







SKY GARDEN





0.4
科
技



天枢城，科技城，软件硬件齐上，将周边环境与日常生活结合得天衣无缝。

天枢城，真正的智能生活



天枢城app，用个性化住家、楼宇服务和社区参与编织出全新生态系统。改进设计，智能家居，体贴
日常。并有遥控礼宾服务、客人管理、自助快递、预订设施，能源总表、HOA会费支付和社交活动

策划等服务，功能繁多，不胜枚举。

爱社区、爱家：智慧通透，
纵横八达，灵感四射，
温馨如一。

如臂使指，
无所不在，
瞬息万变。

高 科 技 术 ， 语 音 控 制 ，
自 由 自 在 ， 随 心 所 欲 。



 
CITYSCAPE 2020 ILLUSTRATION OF EAST VILLAGE



0.5 黄
金
地
段



西雅图市中心冉冉升起的纵深城镇：总投资超过60亿的超级新社区，设施齐备、功能强大、交通便
利、设计不凡。 这个被称为东村的新社区，位于国会山、南联合湖和中央商务区（CBD）及零售商业
区的交汇处。



天枢城周边无所不有，无论是去公司上班，偶尔出城过夜，或是顺便到杂货店取样东西，还是周末大
采购，都在举步之遥。

心灵桃源，
自在舒适。

万物云集，抬手可得，
此间生活就像一座糖果屋，

五彩缤纷，甜美芬芳。

风云聚会的都市中心，
一个全新的社区诞生了。





天枢城，西雅图抬头不见低头
见。

这张地图标出天枢城步行距离内
的排名25强的各种机构、设施

*按美国大众点评YELP和旅行者点评
TRIP ADVISOR评分顺序排列



0.6

生
活
方
式



国际化都市的新生活，
理念为尊

市中心生活，
再无通勤烦恼。

这才是，真正的，
反正有、大把时光。

饕餮大餐和热辣派对，
西雅图夜夜不眠，

活力四射



天枢城，前卫生活，光彩照人。事无巨细，面面俱到。



都市大厦中罕见的公共区域，分享高科技和都市生活。房主和访客共同享受这充满
活力又私密宁静的世界。 天枢城不仅仅是一座可供居住的建筑，更提供了一种全新

的生活方式。



BURRARD
GROUP

25年来，布拉德集团一直致力于开发住宅社区。在太平洋沿岸各大门户市场建造了多种多样的项目，从大型规划
社区、办公楼、多户住宅开发，到高档的独栋别墅和度假酒店设施，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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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汤普森是西雅图最高产的高层住宅设计团队，已经完成或
正在进行中的项目不下十余座。 秉持整体设计理念，每座大厦
的设计都以包括建筑、室内装饰和景观的全面整合的方式闻名。WEBER THOMPSON

REALOGICS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SKANSKA

SIRQUL 

Drawing upon more than 70 years of local experience, SKANSKA 
is deeply rooted in Seattle and is noted for delivering many 
of the region’s most accomplished residential and mixed-use 
addresses including Lincoln Square, The Bravern, Alley 24 
and Alley 111 amongst other high-profile projects worldwide. 

The Realogics集团公司和苏富比国际地产网络强强结合，创造
出太平洋西北地区领先的房地产项目营销和销售经纪公司，提供
全方位服务，在其二十多年的西雅图市业务领域，拥有超过20亿
美元的公寓销售的成功经验。

Sirqul的平台和专利技术，帮助其客户——物联网（IoT）设备
制造商、企业和云应用生态系统所有者（AEO）的用户和员工，
快速创建动态系统，完成连接，并提供引人入胜的体验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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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天枢城云端，我俯瞰西雅图，不
知道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

身在此刻，心已至明天。徜徉在自然之
间，亦或是流动在数据之中。

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五柳先生的
桃源，就是今日的天枢城 。



样板房由1200 Howell Street LLC提供。 景观和艺术背景为仿真效果。 卖方保留更改产品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E＆O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