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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绿色建筑技术理念



一. 绿色建筑的定义

•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和人均资源等条件的不同，国际上

对绿色建筑定义和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

• 我国在国家标准《绿色建筑技术导则》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

将绿色建筑定义为：

“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

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

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

• 所谓“绿色建筑”的“绿色”，并不是指一般意义的立体绿化、屋顶

花园，而是代表一种概念或象征，指建筑对环境无害，能合理利用环

境自然资源，并且在不破坏环境基本生态平衡条件下建造的一种建筑。

• 绿色建筑的基本内涵可归纳为：减轻建筑对环境的负荷，即节约能源

及资源 ；提供安全、健康、舒适性良好的生活空间；与自然环境亲

和，做到人及建筑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永续发展。



二. 绿色建筑技术的理念

• 绿色建筑技术是在提供健康、舒适、安全的生存空间的同时更多地关

注人与自然的和谐、降低资源消耗。

• 研究和发展绿色建筑技术对于实现建筑可持续发展，减少资源消耗、

环境污染等都有积极意义。

• 绿色建筑技术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建筑技术的新的建筑方法和技术，

而是以环保、健康的眼光重新去思考传统建筑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三. 绿色建筑技术类型

• 软技术

– 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方法

– 利用设计专用计算机模拟软件进行精细设计

• 建筑热工、日照、采光、通风、噪声等

• 硬技术

– 高性能的围护结构部件

– 节能的供电系统和用电设备

– 高效的暖通空调设备

– 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

• 太阳能集热器、光导管

• 太阳能光伏发电

• 地下蓄能(土壤蓄热、蓄冷，地下风道)

• 海水供能（海水蓄热、蓄冷，潮汐发电）

• 污水废热利用

• 风力发电

• 生物质能--沼气（供热，发电）



• 1.应采用产出投入比高的技术，而不是盲目采用昂贵技术。

• 2.应重视软技术而不是偏重硬技术

• 深入、充分的方案论证，精心仔细的设计是保证。否则再昂贵的设

备也无法发挥作用。

• 软技术比硬技术的成本低得多，但作用却是决定性的

• 3.应因地制宜采用适宜技术，而不应该盲目追求新奇。“先进”体现

在适宜和高效。

• 很多优秀的传统民居就是因地制宜，实现节能、绿色的典型。

四. 绿色建筑技术应用原则



第二部分. 传统民居的绿色技术



第三部分.绿色建筑技术评价



2.1 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节地与室外环境

节能与能源利用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室内环境质量

施工管理

运营管理

土地利用；室外环境；场地设计

降低围护结构能耗；提高用能效
率；可再生能源利用

节水规划；非传统水源利用

节材技术；可循环材料利用

室内声、光、热环境；空气质量

环境保护；节约资源；过程管理

智能化系统；物业管理



2.2 绿色建筑评价分类

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通过后进行

节地与室外环境

节能与能源利用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室内环境质量

施工管理

运营管理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

已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一年后进行



2.3 绿色建筑评价等级

控制项绿色建筑评价七类指标

80分
60分

50分

评分项 加分项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3.1 节地与室外环境

1.人均用地指标优化

2.地下开发空间利用

人均居住用地控制指标A(m2/人)
得分

3层及以下 4～6层 7～12层 13～18层 19层及以上

35<A≤41 23<A≤26 22<A≤24 20<A≤22 11<A≤13 15

A≤35 A≤23 A≤22 A≤20 A≤11 19

•市政管线和综合管沟

•地下停车场、建筑设备、储藏

室

•下沉广场、地下人行通道

•轨道地铁

地下停车

市政管道
轨道地铁

公共通道



3.1 节地与室外环境

3.室外环境

•室外风环境模拟 • 室外声环境模拟



3.1 节地与室外环境

4.场地设计和场地生态

屋面绿化 垂直绿化 下凹式绿地

透水砖路面 植草砖停车位 景观水体 渗滤型散水



3.2 节能与能源利用

1.降低围护结构能耗-屋面

泡沫保温材料 导热系数[W/(mK)]

发泡水泥 0.070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0.033～0.039

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0.030～0.032

聚氨酯硬泡沫塑料 0.024

• 满足现行65%节能标准，屋面保温层厚度在60mm～100mm左右

•满足超低能耗建筑标准，屋面保温材料的厚度在200mm~300mm左右



3.2 节能与能源利用

2.降低围护结构能耗-外墙

保温装饰一体化优点：

•稳定性好，粘结牢固

•施工难度低，工期短

•装饰功能强大

•寿命长



3.2 节能与能源利用

3.降低围护结构能耗-门窗

中空玻璃品种
整窗传热系数

W/(m2K)

双波
中空
玻璃

6透明+12空气+6透明 2.7

6透光Low-E+12空气+6透明 1.9～2.0

6透光Low-E+12氩气+6透明 1.6～1.7

三波
中空
玻璃

6透光Low-E+12空气+6透明12空气+6透明 1.4～1.5

6透光Low-E+12氩气+6透明12空气+6透明 1.1～1.2

60%节能
标准

1.6～2.6

W/(m2K)

注：窗框材料均取多腔塑料型材。

提高外窗保温性能：

•窗框型材采用多腔型材

•采用中空玻璃

•玻璃镀低辐射膜

•提高窗的气密性



3.2 节能与能源利用

4.提高用能效率-地源热泵

土壤源热泵系统

水源热泵系统

热泵机组 热源侧垂直埋管 热源侧水平埋管

地下水源热泵系统 地表水源热泵系统 污水源热泵系统



3.2 节能与能源利用

5.提高用能效率-其他节能设备

节能灯具 节能电梯声控开关

采光井 导光管 车库内导光管照明



3.2 节能与能源利用

6.提高用能效率-其他节能设备

排风热回收系统

地板辐射采暖系统



3.2 节能与能源利用

7.可再生能源利用

水源热泵系统

土壤源热泵系统

风能发电

太阳能热水

太阳能发电

地热

风能

太阳能

太阳能路灯风能太阳能互补路灯

集中式太阳能热水供应 分散式太阳能热水供应 太阳能光伏发电顶棚



3.3 节水与水资源应用

1.雨水收集系统

雨水收集回用是指将从屋面、道路、停车场等不同场所收集到的雨水径流，

进行一定的处理后，作为绿化灌溉、景观水体、再生水等水源的系统。

屋面雨水

绿地渗透

雨水收集池

满溢后市

政排放

雨水应用



3.3 节水与水资源应用

2.雨水收集池

玻璃钢雨水收集池塑料雨水模块

现浇混凝土雨水收集池预制混凝土雨水收集池

塑料雨水模块

•高达90%的孔隙率

•绿地、停车场下大面积铺装

玻璃钢雨水收集池

•安装方便、强度高、中空便于清理

•储量受限

预制混凝土雨水收集池

•造价低

•工期长，自重大、易产生不均匀沉降

现浇混凝土雨水收集池

•造价低

•工艺复杂、工期长，自重大、易产生
不均匀沉降



3.3 节水与水资源应用

3.节水器具

土壤湿度感应器节水马桶感应小便器 喷灌器

节水控制器感应水龙头上喷式水龙头 节水淋浴器



3.4 节材与材料资源应用

1.节约利用材料资源

•采用预拌混凝土

•采用预拌砂浆

•采用HRB400及以上高强度钢筋

HRB400三级钢预拌砂浆预拌混凝土



3.4 节材与材料资源应用

2.循环再利用材料

可再循环材料：

•金属材料（钢材铜等）、玻璃、铝合金型材、石膏制品、木材

可再利用材料：

•砌块、砖石、管道、板材、木制品、钢材及部分装饰品



3.4 节材与材料资源应用

3.土建装修一体化

土建装修一体化优点：

•减少后期建筑垃圾

•事先空洞预留、装修面层固定件的预埋，减少材料消耗

•模数化设计，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材料和人工



3.4 节材与材料资源应用

4.装配式建筑

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 装配式住宅楼安装

投资估算参考指标（元/m2）

注：出自《装配式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2016

装配率 20% 40% 50% 60%

混凝土小高层住宅建筑 1990 2134 2205 2277

混凝土高层建筑 2231 2396 2478 2559

钢结构高层住宅 2776



3.5 室内环境质量

1.外遮阳-卷帘遮阳和百叶遮阳

玻璃幕墙百叶遮阳 遮阳篷遮阳

外窗百叶遮阳织物卷帘遮阳铝合金卷帘遮阳



3.5 室内环境质量

2.室内空气质量监控

CO2浓度监测器

联动室内新风系统

CO浓度监测器
联动车库通风系统



• 1.优化墙体和地板隔声性能★

• 2.供暖空调末端可调节★

• 3.天然采光★

• 4.自然通风★

• 5.建筑间距保证开窗视野无干扰★

• 6.电、水、燃气等分户计量★

• 7.同层排水技术★★

• 8.地下车库天然采光★★★



第四部分. 绿色建筑新技术



1、高效保温隔热外墙体系

• 建筑内保温致命缺点是无法避免冷桥，容易形成冷凝水从而破坏墙体，

• 外保温的形式可有效形成建筑保温系统，达到较好的保温效果，减少

热桥的产生，

绿色建筑新技术



• 2、高效门窗系统与构造技术

• 外窗安装断桥铝合金中空玻璃

窗户，同时通过改善窗户制作安

装精度、加安密封条等办法，减

少空气渗漏和冷风渗透耗热。

• 采用高性能门窗，玻璃的性能

至关重要。高性能玻璃产品比普

通中空玻璃的保温隔热性能高出

一到数倍。



• 3、遮阳系统

• 外遮阳设施

• 外遮阳是最有效的遮阳设施，它直接将80%的太阳辐射热量遮挡于室

外，有效的降低了空调负荷，节约了能量。



• 4、房屋呼吸系统

• 工作原理和作用

• 取自高空的新鲜空气，经过滤、除尘、灭菌、加热/降温，加湿/除

湿等处理过程，以每秒0.3米的低速，从房间底部送风口不间断送出，

低于室温两度的新风，在地面形成新风潮，层层叠加，缓缓上升，带

走人体室内污浊气体，最后，经由排气孔排出。



• 5、绿色屋面系统

• 绿色屋面技术

• 在这方面，国外已有成熟的绿色屋面技术，适宜不同条件、不同植

物的生长构造。例如在通常条件下，可种植一些易成活、成本低、无

需管理的植物，如草类、苔藓类植物；或种植观赏效果好、需定期维

护且对土壤厚度要求较高的植物，使其随季节变化形成不同的景观效

果。



• 6、屋面雨水系统

• 虹吸式雨水系统是当今国际上较为先进的屋面排放系统，该系统诞

生至今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它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复杂的屋面工程中。

• 虹吸式雨水系统是利用不同高度的势能差，使得管道系统内部局部

产生真空，从而通过虹吸作用达到快速排放雨水的目的。



• 7、小区智能化系统

• 小区智能化系统的"一、二、三"：

• 一个平台：小区智能化系统集成管理网络平台

• 二个基础：控制网络和信息网络

• 三个分支：安全防范系统、设备管理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



• 8、天棚制冷地板采暖系统

• 人和环境的热交换方式以辐射形式所占比例最大，并且约一半的热量

从头部散发。天棚采暖系统以顶部辐射的形式进行采暖和制冷，比普

通方式更健康、舒适、有效。

• 辐射采暖和制冷效率高，温度均匀

• 辐射温度低于人体皮肤温度，不会有烘烤的感觉



• 9、太阳能系统

• 对太阳能的利用总体上可分为两类：太阳能集热板集热及太阳能光

伏发电。



• 10、地源热泵系统

• 地源热泵机组可做为空调系统冬季供热、夏季供冷的冷热源系统，

并同时提供生活热水。它就是利用地下土壤，岩石及地下水温度相对

稳定的特性，输入少量的高品位能源(如电能)，通过埋藏于地下的管

路系统与土壤、岩石及地下水进行热交换，



• 11、变风量空调系统

• 变风量系统是由变频中央空调系统配以变风量(VAV)末端设备组成，是

一种高舒适度，低能耗的空调系统。

• 系统中各个房间可独立起停及调节温度，并且互不影响，给使用者创

造了极高的舒适度。



• 12、中水利用系统

• 中水处理系统就是将生活废水、冷却水、已达标排放的生产污水等

水源，经物化或生化处理，达到国家《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然后

再回用于厕所冲洗、灌溉草坪、洗车、工业循环水及扫除用水等。



• 排水噪音处里系统----同层排水：

• 隔层排水：排水支管穿过楼板，在下层住户的天花板上与立管相连。

• 同层排水：同楼层的排水支管与主排水支管均不穿越楼板，在同楼层内

连接到主排水立管上。

13、排水噪音处理系统



• 14、中央除尘系统

• 中央除尘系统的概念就是主机和吸尘区分离，并将过滤后的空气排

到室外。这样不仅解决了室内卫生不良状况，还杜绝了除尘之后的二

次污染。



• 15、食物垃圾处理系统

• 城市垃圾中占有相当大比例的食物垃圾不仅影响室内环境，也是居

室虫害滋生源和疾病传播源。

• 每天产生的大量食物垃圾通过厨房的洗池排水口下安装的食物垃圾处

理器，直接进入化粪池。



第五部分. 绿色建筑技术实践



1.河南艺术中心

• 共享大厅（含艺术墙）采用大量的玻璃构件，可能会导致建筑热环境
的恶化；



• 夏季通过透明围护结构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会带来烘烤感觉，有可
能影响室内人员活动的舒适感觉







2.模拟对建筑群规划布局的影响
——某生态住宅小区方案设计

冬季北风

夏季南风



3.香港淘大花園——非典传染分析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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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设计实践第二部分



案例二. 山东交通学院图书馆



▲
N

▲ 北立面◄西立面

◄南立面



建筑节能措施

• 建筑设计

– 有效的遮阳

– 自然通风

– 高性能围护结构

– 天然采光

– 绿化与屋顶花园

– 地下埋管预冷/预热新风

– 景观水池用于替代冷却塔



遮阳设计

西向遮阳墙

屋顶的隔栅遮阳

拔风烟囱

◄ 北

南向水平遮阳



西向遮阳

▲正门位于南立面

下午4:00 遮阳墙的效果►



南侧边庭的遮阳效果

水平遮阳板

夏季 冬季

卷帘收起

内遮阳卷帘

北



其他遮阳设计

东立面的退台式绿化遮阳屋顶的遮阳隔栅



冬季

夏季

3根平行地下风道：2  2  45m

埋深2.5m, 风速v=0.45m/s 

不同季节的通风策略



自然通风设计



夜间通风百页窗：低窗易于每天晚上手工打开



室内隔断上的通风顶窗

• 通风顶窗是连接周边区和中庭内区的通道，使得室外空
气可以在拔风烟囱的作用下首先从外窗进入外区，再进
入中庭，最后从顶部排出



利用CFD模拟过渡季的自然通风的效果

• 模拟条件：

– 室外空气温度 20C

– 地道出风温度 17C

– 水平面太阳辐射照度600W/m2

速度场 温度场

19-20℃ 21-22℃



夜间通风的实测效果
（7月初）

• 换气次数 = 2.5~3.5 次/

小时

• 夜间通风可以使得室温
下降1.5C

• 夜间蓄冷能力约为90 

kW 图书馆主出入口温度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00 2:20 2:40 3:00 3:20 3:40 4:00

时间

温
度

（
℃

）

一层北向室外

中厅烟囱出口

咖啡厅室外温度

咖啡厅出口温度

A

B

C

D

Time

Temp(C)

 

AB

C

D

边庭烟囱排风温度

室外温度

中庭烟囱排风温度



天然采光设计

▲南边庭的天窗采光 通过电子检索大厅的玻璃顶棚，将自然光引
入中心区，形成中心区的顶光光照



▲边缘区通过合理的窗户设计，
使自然光分布均匀

天然采光设计

▲ 位于四层的珍本阅览室
也充分利用了顶光的光照，
遮光光栅使顶光散射 成

均布光 ►



室内绿化

立体绿化设计

屋顶绿化



立体绿化设计

中庭►

窗台绿化►

◄屋面绿化



景观水池用于替代冷却塔

• 池深 3.5m, 面积
1800 m2

• 采用闭式换热盘管



• 3根45m长地道，宽2m，深2.5mm

• 埋深1.5m，设计风速v=0.45m/s

• 机械送风、热压拔风共用

• 室外新风通过地道预冷/预热后，送入空调箱处理

• 节约空调/供热能耗

地道风剖面

地道实景

（内有排
水、除湿
措施）

与室外进风百叶连接

地道风降温技术



水利用

• 水幕 —— 对南向边庭的玻璃幕墙进行降温

• 屋顶水池用于雨水搜集，进行过滤沉淀消毒，用作池塘

的补充水，或者用作绿化浇灌

水幕

屋顶集
水池



80%的建材采用当地产品，降低了运输的能耗

柱子及墙面都尽量利用素混凝土面装饰效果 场地清理出来的石材作为地面
铺设和景观装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