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建筑节能计划——中建新塘南部新城
社区文化中心
案例简介

自 2006 年起，为了引导、促进、规范绿色建筑的发展，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关于绿色
建筑的发展政策体系，促进了中国建筑行业绿色发展和城市住区环境的改良。积极开展绿色
小城镇与绿色生态城区的发展，特别是在我国新区/新城和中心城区的建设，成为重要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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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形式。
为积极响应中国政府在绿色建筑方面的促进政策，南部新城社区文化中心采用了绿色建
筑的设计及建造理念。建筑面积约 8677 平方米，于 2015 年建成，前期展示塘沽湾生态新城
的规划及绿色建筑技术，后期转换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本项目在设计方面采用了被动优先、
主动优化的设计理念。创新性的使用了砂加气混凝土砌块外挂板，获得国家绿色建筑三星设
计标识等多项认证和奖励、同时引入了地源热泵、光伏发电、中水回用、垂直绿化、能源监
测管理平台、智慧大数据平台、海绵城市等系统及理念。项目完全由中建新塘操盘开发及运
营，实现了从土地开发到房地产开发到城市运营的新型产业模式，建立了长期运营主体及相
关运营规范。本项目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建筑节能领域的相关政策，对于降低建筑能耗、降低
能源强度具有积极意义。与此同时，本项目面向普通民众积极开展绿色建筑理念的宣传，实
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项目后期的施工运营，严格执行了前期规划设计，并在运营过程中实
时监测能耗数据，制定了一系列量化指标优化建筑运行工况。本项目绿色建筑增量成本较低，
静态投资回收期约 10 年，项目经验在 APEC 区域内处于温带寒冷地区的经济体具有很好的
推广价值。

一、 策略规划
创新性
I 创新概念来源于本项目还是其他既有项目？
创新型节能表皮构造
中建新塘展示中心项目外墙采用装饰混凝土轻型挂板（如图 1-1 所示），该板材由废弃
混凝土+石粉组成，属于“绿色环保建材”
， 有良好的可塑性，可根据业主，设计院的要求
制作。可根据要求任意调配色彩直接加入制品中,通过独特的生产制作工艺，达到逼真的石
材效果，没有石材的辐射性。在本项目中装饰混凝土轻型挂板除了用作表皮外，还将其设计
为外墙保温体系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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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循环建材自节能建筑表皮系统外观
在设计草图阶段，墙体外的石材呈鱼鳞状敷设，下设有进风槽，每层分隔的黑色金属 U
型槽吸热产生层间的热压通风，带走墙体表面的热量。石材表面齿条的倾斜角则根据天津冬
夏两季的太阳高度角设计而成，使其在夏季形成阴影，降低建筑表面温度；冬季则允许阳光
照进深处，提高室内温度。
（如图 1-2 所示）

图 1-2 建筑外表皮细节示意
然后，采用计算机模拟辅助研究石材表面齿条的分布和形式细节，利用增强混凝土轻型
挂板可塑性强的特点，将表面设计为 30°倾角的锯齿状肌理，并根据冬夏两季的太阳高度
角，形成蓄热（冬季）和遮阳（夏季）两种模式，从而使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与季节相
匹配，如同一件可以随季节调节温度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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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表皮系统通风隔热原理示意
安装方式上，采用了倾斜板呈鱼鳞状干挂的模式，其最佳倾角为 10°～20°。在东、
西、南 3 个立面，空气可以从墙体板间缝隙进入，经层间设置的深色金属吸热后，形成通风
腔，通过热压通风带走热量，降低夏季建筑表面温度，从而降低空调能耗；北侧的墙体板间
缝隙则用镀锌铁板密封，形成封闭空腔，大幅降低北侧建筑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提高隔热
性能，降低冬季采暖能耗。
借助计算机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CFD）模拟进行气流和冬夏季墙
体温度的模拟实验，最终确定了鱼鳞状“循环建材自节能建筑表皮系统”。根据模拟结果，
该系统较采用该系统的普通外檐做法可节约能耗达 20%。

图 1-4

CFD 模拟结果示意

“循环建材自节能建筑表皮系统”作为节能围护体系的核心，将项目所在地的气候参数
纳入墙体材料选择与形式设计的过程中，通过对表面材料精确设计，利用墙体蓄热、自遮阳
和间层通风等手段，以被动式的方法灵活地应对了天津独特的气候条件。该系统对超低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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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色建筑研究颇具贡献，已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的授权。本项目取得的成果包括：2015
年获得三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2016 年获得天津市海河杯优秀勘察设计一等奖，获得“一
种被动式节能的外墙保温隔热结构”的实用新型专利授权（CN2014204718670）
。

超高热性能围护结构
天津市属于寒冷气候区，建筑主要能耗自于空调、采暖，因此外围护结构的设计至关重
要。本项目在确定围护结构构造前，依据被动式建筑设计原理，建筑在外墙设计上采用了增
强不利朝向墙体保温性能的策略。

地源热泵耦合应用空调系统
项目共设置两台地源热泵机组，
制冷量为 520kW,制热量为 584W，
可实现冷量 25%-100%
无级调速。地源热泵系统为≥80%的房间提供空调用水，该系统夏季将室内余热排至土壤，
冬季再从土壤中将热量取出，以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

薄膜光伏发电系统
本 项 目 在 展 厅 采 光 顶 处 ， 设 置 了 光 伏 发 电 系 统 。 天 窗 安 装 了 231 块 BIPV
（Building-integrated photovoltaic，光伏建筑一体化）构件，安装功率 12.705kW，年均发电
功率为 16102kWh，所提供的能源达到总能耗的 3%。
此外，本项目还集成了能源管理系统、再生水回用系统、垂直绿化等。

II 是否具有足够的创新性，可吸引资金支持或公私伙伴关系的投资？
中建新塘坚持“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原则，通过打通土地三级开发流程，
实现了设计、开发、施工、运营的一体化新型模式，被评为生态示范城区获得了政府相关资
助超过 1100 万元人民币。
塘沽湾项目是中建操盘实施的包含土地一级开发全过程的城镇综合建设项目，在探索实
践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化运作”原则，由滨海新区政府提供土地
整理授权及相关优惠政策支持，由中建新塘负责土地一级开发，完成从规划设计提升到土地
征转、安置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土地一级开发全过程具体工作。中建新塘由此成为天津
市极少数拥有土地一级开发资质的企业。中建新塘站在全产业链视角，采用城市综合开发模
式运营，通过推动向上游和下游产业链发展，实现纵向一体化，打破了传统的一级土地整理、
二级房地产开发、三级城市运营彼此分割状态，从全产业链角度进行城市开发建设，开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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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实现了“微城市”一二三级联动的开发运营。
为开展塘沽湾项目资产管理和产业导入，着力打造专业的“城市运营服务商”，中建方程
还注册成立了旗下第一家以城市运营为主业的专业公司。通过城市的管理和运营，延伸了产
业链和价值链，提升了城市服务水平，为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
系夯实了基础。
塘沽湾项目实践集中体现了中建规划设计、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四位一体”协同优势，形成了多种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合作方式，有效拉动了主营业务的
产能，还打通了企业融资渠道，实现了滚动开发，降低了运营风险和成本，保障了发展战略
落地。

III 该创新概念如何把握未来发展趋势？
当今世界正在向着多极化发展，APEC 各个经济体发出各自不同的声音，只要坚持包容
性的发展，开拓数字化发展理念才有可能将成果不断推进。本项目在降低能源强度、推广可
再生能源方面，与 APEC 能源工作组重要工作任务相契合。通过不断的对外宣传推广自身
建设经验，对于促进 APEC 区域绿色建筑的发展、提高区域互联互通水平将会发生更大的
成效。

启发性：
I 项计划是否对后续计划有所启发？
本项目所采用的节能技术具有如下优势：
（1）本项目所采用的节能技术严格遵照国家相关标准所进行，所有指标在满足国家要
求的同时实现了更高的水准，本项目已经成功申请为三星级绿色建筑，所采用的节能技术已
获得国家认可，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2）本项目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天津当地的特点：建筑形体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天津地区
的季风特点和光照特点，实现建筑内部良好的采光通风效果；地源热泵系统在天津地区使用
能够充分发挥其节能效果，并满足室内舒适度；天津太阳能资源属于二级地区，具有丰富的
太阳能资源，因此项目因地制宜地采用了太阳能光伏发电并取得了预期效果；在屋顶绿化方
面，绝大部分植物来自于天津本地，降低了运输成本，实现了绿色环保；雨水系统则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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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项目毗邻的湿地公园来获取雨水，在保证雨水来源的同时也减少了城市内涝的风险；
由于充分利用了天津地区的本土优势，本项目所采用的节能技术能够很好的在天津地区
使用并起到实际有效的节能作用，具有很强的推广性和示范性。
（3）本项目所采用的技术均是在国内已经发展成熟的技术基础上改进而来，施工难度、
建造成本均不高，经过计算可得，建筑所采用的节能技术投资回收期不到建筑使用年限的一
半，可见本项目所采用的建筑节能技术在天津地区及气候环境相似地区具有良好的可推广性
和可复制性。着力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保护和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为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闯出一条新路子。

II 相关政策已在什么实际领域产生启发作用？
本项目契合了中国、天津市、滨海新区关于高新技术企业、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绿
色建筑、新型建材等多项政策并获得资助，极大的激励和促进了国内同类项目的落地。此外，
本项目还获得了中国政府专项贷款贴息及绿色能源、低碳技术产业投资基金的鼓励及资助。

明确性：
I 是否有透明公开的互动渠道以帮助民众了解政策内容，并提出建
议？
本项目是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湾新城的第一座建筑，其主要功能是展示塘沽湾生态新城
的规划及绿色建筑技术，并需要在新城建成后（约 10 年后）转换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因
此，本项目具有很好的建筑标志性和示范性。另一方面，基地向西与景观公园、城市公共绿
地连通形成直通海河滨河景观的景观生态廊道。与西侧的大桥隔河相望，拥有良好的景观视
野，所以项目定位为“超低能耗的城市规划以及绿色节能技术的展品”，为实现项目超低能耗
的设计理念，主要通过“形式的技术化”和“技术的可视化”两种手段来实现，同时该项目通过
引入“生态系统”和“景观界面”两种元素，以满足区域标志性和绿色建筑示范性的两大要求。
本项目作为整个区域的形象代表，体现中建新塘的风貌和品质。通过自身的节能减排效
果，引领后期建筑的发展方向，作为中建企业在绿色探索的里程碑，代表绿色建筑的先锋理
念和先进技术，是中建企业对外展示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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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拓展公众参与度，提高居民的使用体验，本项目引入手机 APP 智慧平台，手机居
民的意见，实现居民自我管理，并通过人脸识别系统提高了社区的安全性。

II 与其他类似政策/规划的区别是什么？
本项目由中建集团实施，项目包括土地开发、项目建设、后期运营维护及使用。最终实
现向政府完成“中建微城市”整体交钥匙工程。“中建微城市”涵盖着从初步改善到规模成型再
最终形成产业循环、生态循环的城市完整生命周期。
本项目引入了海绵城市技术，让城市像海绵一样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实现
雨水资源的良性循环和利用，有效发挥雨洪调蓄功能，解决内涝灾害问题；借鉴吸收智慧城
市理念，建设智慧社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端等信息化新技术以
及生态农业新业态、便捷交通设施，实现社区治理和小区管理现代化，促进便民利民服务智
能化，创造更安全、便捷、健康、智能、幸福的智慧城市生活，进而提升微城市的运营效率
和品质。
通过实践，中建新塘积极探索绿色环保、生态宜居、产城融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凸显
了中建从事城镇综合建设的巨大优势。在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方面，发展同步，服务同质，
管理同化。使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实现中国
城镇化、现代化的这“三大难”得到迎刃而解，为推动国家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实践样板。

二、措施应用
可行性：
I 该项计划是否有明确的执行策略与措施规划？
本项目总体规划原则按照国家相关标准，结合使用功能，以及规划管理部门对建设项目
的具体要求进行规划设计。总体规划线路清晰明确，交通流畅，满足不同功能区的要求。考
虑经济合理性和适用性相结合，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倡绿色建筑、生态建筑和节能
建筑的理念，突出智能、人性、个性、自由、效率，追求优化经济设计。建筑空间功能分区
合理，引入功能模块理念，强调功能分区的可复制性；内部功能区规划布局合理，交通流线
组织高效便捷。并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合理控制工程造价。通过尽可能多的被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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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超低能耗的绿色公共建筑，形成示范性；并通过建筑形体等自身设计特点，使之成为该
区域的地标型建筑。
为保证项目能够按计划执行，成立建设项目的管理机构，主要由中建新塘（天津）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现有管理人员建立领导小组，并结合外部的勘察、设计、施工、项目管理、监
理等服务单位实现项目的建设管理，劳动力由施工单位解决。管理机构体系图如下所示：

中建新塘（天津）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领导小组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其他单位

建设项目

项目按照工程建设各种手续的办理时间安排，统筹计划，合理安排工作，从而保证建设
项目的各项工程进度与整个工程进度协调完成，为下一阶段工程实施提供可靠的保证。同时
优化施工组织，设计科学的施工方案，使工程施工做到点线明确、轻重分明、计划可靠、资
源配置合理。抓好人员设备和资金保障措施，对关键工序、关键项目强化跟踪，实时监控施
工进度，保证按时、高质量完成各项工程任务。
项目作为南部新城第一个建造的项目，建设发展目标是成为整个区域的形象代表，体现
南部新城的风貌和品质，对整个区域意义重大；同时作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在未来本项目
也将成为周边居民活动、集聚的重要场所，目标建设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地标建筑。中建新塘
定位为绿色生态社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应成为该区域绿色低碳科技的先锋建筑，通过自身
的节能减排效果，引领后期建筑的发展方向，为绿色生态城区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调。通过
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和新施工建造等多种绿色技术集成打造超低能耗建筑。以先进的示范性
和良好的体验性在超低能耗建筑领域成为示范性项目，并通过后期项目成果整理和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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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带动建筑行业更加节能、绿色、智慧发展并辐射全国，将项目经验在全球范围内广泛
推广应用，增强项目影响力。

II 是否制订定量化的整体目标及个别目标用以评判？
参 考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GB/T 50378-2014 ）、《 公 共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
（GB50189-2015）
、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
（GB51161-2016）等标准中的相关条文规定，对中
建新塘运行能耗和主要绿色建筑技术进行分析评价总结，本项目外墙外窗传热系数较国标提
高约 20%、制冷机组效率提高 11%，再生水利用率 58%，项目年平均能耗 60W/m2，可再生
能源利用率 24.81%
经过对中建新塘能耗和主要绿色建筑技术的分析获知该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机组
COP 值、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室内环境均满足相关标准要求，建筑总能耗不仅满足国家标
准要求，同时处于国家同类建筑中的领先水平。中建新塘运行能耗和主要绿色建筑技术分析
总结表见附件 1。

可复制性：
I 该项措施是否可以被其他经济体运用？
从全球范围内看，绿色建筑的研究已成为了国际关注的建筑议题及必然趋势，各经济体
纷纷提出了绿色建筑、可持续建筑、生态建筑等概念，寻求可以降低环境负荷且有利于使用
者健康的建筑。中建新塘社区文化中心项目，从规划设计的初期就强调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
设计理念，建筑设计根据当地的气候情况合理布局，通过节能的体型设计、高热性能的围护
结构，节能的建筑材料，专业的施工技术，最大程度地减少建筑物的耗能量，该绿色设计理
念，在其他地区均适用。
在技术体系方面，本项目不仅仅是单一技术的堆砌，而是将多种适宜性技术进行有机
整合与集成。中建新塘社区文化中心项目中，最具特色的技术是超低能耗节能表皮，该技术
具有可塑性好、成本低、热维护性能好的特点，特别适用于广大冬冷夏热的 APEC 区域。
同时，项目采用的地源热泵耦合应用空调系统与薄膜光伏发电系统是利用可再生能源解决建
筑能源需求的绿色技术方案。地源热泵技术利用了地球表面浅层地热资源作为冷热源进行能
量转换，适用于大部分温带地区，在 APEC 区域推广潜力巨大。薄膜光伏发电系统利用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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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太阳能资源较为充足的区域，，光伏建筑一体化之中应用潜力巨大。随着在世界各地的
广泛应用，技术成本不断降低，技术效率与成熟度不断提高，不同经济发达水平的经济体中
都可进行推广应用。

成本效益:
I 该项措施是否具有成本效益？是否节省成本？请阐述测算方式。
本项目的增量成本、节能效益、环境效益在国内同类项目中处于先进水平。
增量成本分析
中建新塘社区文化中心为实现绿色建筑而增加的初投资成本 1248.11 万元，经计算，投
资回收期约 10 年。相关数据详见表 2-1。
表 2-1 中建新塘特色技术增量成本分析
编号

实现绿建采取的措施

单价（元/㎡）

增量成本（万
元）

平均增量成本
（万元/m2）

1

节能外墙

1540.59

626.47075

0.072

2

节能外窗

1077.141721

70.142919

0.008

3

节能屋面

166.627311

13.733163

0.002

4

地源热泵耦合系统

293.3111266

111.78018

0.013

5

薄膜光伏发电

6730.678221

131.61168

0.015

6

屋顶绿化

707.733695

110.8339

0.013

7

自然通风采光优化

0

0

0.000

8

综合遮阳系统

2062.15531

123.93406

0.014

9

生态水池系统

47.46

46.8146

0.005

10

智能光控
总计

27.97

12.793048
1248.11

0.001
0.144

效益分析
中建新塘社区活动中心在规划阶段、建筑设计、建筑选材、施工等过程始终贯彻可持续
发展的绿色理念，达到绿色建筑三星要求。
（1）经济效益
通过采用有效的节能措施，中建新塘社区活动中心在运营中，可大幅度降低建筑能耗，节
11

约了大量资金和能源。
①本项目采用地源热泵供冷供热，且采用槽式集热器的太阳能供暖系统作为辅助并同时提
供生活热水。
②本项目采用地源热泵能源方式，提供的冷负荷为 445.31kW，热负荷为 281.50kW。能满
足本建筑冬季供热和夏季制冷的需求。
③本项目使用高效节能光源灯具，开敞式灯具的效率不小于 75%，格栅灯具的效率不小于
60%，透明保护罩灯具效率不小于 65%。
④关于太阳能采暖

图 2-1 太阳能采暖系统
能量提供
生活热水部分：23081kWh/年。
采暖全部耗热量：212829kWh。
采暖部分：提供 61485kWh 热量，占采暖耗热量的 28%。
节约费用
生活热水节约费用： 19141 元。采暖节约费用：61485/4×0.8293=12747 元，年节约费
用：31888 元。系统静态回收期 10.35 年。
⑤关于薄膜光伏系统——项目应用
展厅采光顶安装约 200 平米铜铟镓硒薄膜光伏组件，安装功率 20KWp，年发电量约
21600kWh。总投资额约 30 万元，所提供的能源将达到总能耗 5%，可有效提高项目可再生
能源数量，发电率可达 11%，是目前最先进的薄膜光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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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建筑薄膜光伏
⑥关于屋顶绿化
模块化组合花箱：该产品自带灌溉系统、施肥系统、排水系统、无缝拼接组合为一体的
功能。

图 2-3.a 实物图

图 2-3.b 模型图

⑦关于生态水池中水雨水综合利用
本项目生活用水完全来自采用雨水、中水，节约的自来水用量可观。
表 2-2

绿色建筑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⑧关于能源监测控制系统
对能源的使用进行强有力的自动化控制和监测，能够节约多达 30%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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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能耗监测效果图
（2）环境效益
从宏观角度看，降低建筑能耗不仅可以减缓当前能源紧张的局势，同时还可以减排粉尘、
灰渣、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减少环境污染、改善大气环境，保护和净化环境。

II 是否有可测量的排放量及能源节约量？
本项目采用了能源监测管理平台、水耗管理平台以及空调控制平台。各平台安装了实施
计量设备，对电力、照明、空调等设备的能耗进行连续监测，有监测记录并上传至上级系统，
并可根据结果分析及优化能源使用状况。

节能数据
（1）暖通空调系统用能定额指标分析
建筑总能耗和建筑分项能耗分别依据《民用建筑能耗标准》和清华大学建筑节能中心编
制的《公共建筑用能定额指标研究》
，对中建新塘暖通空调系统定额指标进行分析。将 2015
年 7 月-2016 年 7 月空调系统的能耗拆分为冷水机组、冷却水泵、冷冻水泵、空调末端和其
他用电量，分析结果如表 2-3 所示。
表 2-3 暖通空调系统各项耗电量定额指标分析
暖通空调

耗电量

耗电量占

同类地区指标定额

指标对

（kWh/(m2.a)）

比结果

单耗（kWh/(m2 .a)）
系统拆分

（kWh)

比

冷水机组

181501

55%

21

16—19

高

冷却泵

64446

19%

7

3—5

高

14

冷冻泵

64388

19%

7

4—6

高

空调末端

19974

7%

2

4—10

低

其他电耗

1429

0%

0

2.5—5.4

低

总电耗

331738

100%

38

30—45

正常（低于
引导值）

（2）中水系统
本项目非传统水源利用包括：室内冲厕、室外绿化灌溉、浇洒道路及景观用水均采用中
水。中建新塘非传统水源利用率达到 58%。
分析中建新塘中水与传统用水逐月耗水量，如图 2-5 所示：

图 2-5 中建新塘中水与传统用水占比分析
（3）光伏发电系统
中建新塘光伏板安装在二层采光顶，光伏组件装机量共计 231 块，光伏组件的连接采用
抗紫外线老化的光伏专用电缆，系统采用一台逆变器，功率为 12000W，三相逆变输出电压
380V。光伏直流电缆采用独立的金属线槽内敷设。光伏系统配置环境监测仪一套，监控设
备一套。

一致性：
I 该项措施是否与本经济体能源政策相符？
中建新塘社区活动中心在规划阶段、建筑设计、建筑选材、施工等过程始终贯彻可持续
发展的绿色理念。在保证健康、舒适的室内外环境、节约能源和资源，减少对自然环境影响
的条件下，从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和应用，营造出人与自然、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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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环境和谐发展、达到绿色建筑三星要求。项目严格按照初始设计方案和项目实施进度安
排进行，并如期完成了各项施工项目，完成交付并投入运营。
参 考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GB/T 50378-2014 ）、《 公 共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
（GB50189-2015）
、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
（GB51161-2016）等标准中的相关政策规定，对中
建新塘运行能耗和主要绿色建筑技术进行分析评价总结，结果见附件 2。

II 计划本身是否有长期施行的措施或执行单位？
为开展塘沽湾项目资产管理和产业导入，着力打造专业的“城市运营服务商”，注册成立
了以城市运营为主业的专业公司。通过城市的管理和运营，延伸了产业链和价值链，提升了
城市服务水平，为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夯实了基础。
着力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保护和建
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为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闯出一条新路子。

三、成果展现
完成度：
I 成果的规模是否可衡量？
效益分析
本项目于 2015 年竣工并投入运营，各项设备运转良好，项目采用的新技术运行效果良
好。中建新塘社区活动中心在规划阶段、建筑设计、建筑选材、施工等过程始终贯彻可持续
发展的绿色理念，达到绿色建筑三星要求。年平均能耗 60W/m2，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约 25%。
年减少 CO2 排放 268.18t。
（1）经济效益
通过采用有效的节能措施，中建新塘社区活动中心在运营中，可大幅度降低建筑能耗，节
约了大量资金和能源。
（2）社会效益
促进绿色建筑理念的传播，践行中国政府在绿色建筑方面的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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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设定的目标是否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通过采用有效的节能措施，中建新塘社区活动中心在运营中，可大幅度降低建筑能耗，
节约了大量资金和能源。从宏观角度看，降低建筑能耗不仅可以减缓当前能源紧张的局势，
同时还可以减排粉尘、灰渣、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减少环境污染、改善大气环境，保护和
净化了环境。

可验证性：
I 是否有数据作为支撑？
暖通空调系统用能定额指标分析
建筑总能耗和建筑分项能耗分别依据《民用建筑能耗标准》和清华大学建筑节能中心编
制的《公共建筑用能定额指标研究》
，对中建新塘暖通空调系统定额指标进行分析。将 2015
年 7 月-2016 年 7 月空调系统的能耗拆分为冷水机组、冷却水泵、冷冻水泵、空调末端和其
他用电量，分析结果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暖通空调系统各项耗电量定额指标分析

暖通空调系统拆分

耗电量（kWh)

耗电量占比

单耗（kWh/(m2 .a)）

冷水机组

181501

55%

21

冷却泵

64446

19%

7

冷冻泵

64388

19%

7

空调末端

19974

7%

2

其他电耗

1429

0%

0

总电耗

331738

100%

38

中建新塘中水系统
本建筑非传统水源利用包括：室内冲厕、室外绿化灌溉、浇洒道路及景观用水均采用中
水。分析中建新塘中水与传统用水逐月耗水量，本项目非传统水源利用率达到 58%。

光伏发电系统
中建新塘光伏板安装在二层采光顶，光伏组件装机量共计 231 块，功率为 12kW。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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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各月光伏发电量如图 3-1 所示。

图 3-1 中建新塘各月光伏板发电量
以 2015 年 7 月-2015 年 10 月运行数据为例，光伏板月均发电量约为 506kWh。

总结
参 考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GB/T 50378-2014 ）、《 公 共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
（GB50189-2015）
、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
（GB51161-2016）等标准中的相关条文规定，对中
建新塘运行能耗和主要绿色建筑技术进行分析评价总结，结果见附件 3。
经过对中建新塘能耗和主要绿色建筑技术的分析获知该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机组
COP 值、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室内环境均满足相关标准要求，建筑总能耗不仅满足国家标
准要求，同时处于国家同类建筑中的领先水平。

II 支撑数据的计算方法及引用出处。
中建新塘展示中心项通过高热性能建筑围护结构的设计；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
的利用；高效节能光源灯具和节水器具等最大程度节约能源，并设置实现冷热源、输配系统、
照明等电力系统和水系统能耗单独分项计量的设施和能耗监测系统进行实时监测。
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50189-2015）等标准中的相关条文规定，对中建新塘展示中心项目运行能耗和主要绿
色建筑技术进行分析评价，获知该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机组 COP 值、可再生能源利
用率、室内环境基本可以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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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性
I 是否就提升能效或节约能源有根本性的变革？
中建新塘能耗和主要绿色建筑技术指标处于国家同类建筑中的领先水平。太阳能、地热
能源利用率超过 30%，热水全部由太阳能提供。可再生能源总利用率超过 40%，取得能效
标识、取得绿色建筑设计三星标识。

II 该计划对区域影响广泛还是仅对特定区域有影响？
中建新塘社区文化中心项目，从规划设计的初期就强调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设计理念，
建筑设计根据当地的气候情况合理布局，通过节能的体型设计、高热性能的围护结构，节能
的建筑材料，专业的施工技术，最大程度地减少建筑物的耗能量，该绿色设计理念，不仅可
运用于天津地区，在全国其他地区乃至 APEC 区域内均适用。
在技术体系方面，本项目不仅仅是单一技术的堆砌，而是将多种适宜性技术进行有机
整合与集成，随着在世界各地的广泛应用，技术成本不断降低，技术效率与成熟度不断提高，
不同经济发达水平的经济体中都可进行推广应用。
在行业范围内，项目定位为“超低能耗的城市规划以及绿色节能技术的展品”
，为实现
项目超低能耗的设计理念，主要通过“形式的技术化”和“技术的可视化”两种手段来实现，
同时该项目通过引入“生态系统”和“景观界面”两种元素，以满足区域标志性和绿色建筑
示范性的两大要求。中建新塘社区文化中心项目为建筑行业绿色建筑设计、建造及运营起到
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对于促进建筑行业的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相关技术可行性分析见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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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建新塘运行能耗和主要绿色建筑技术分析总结表
中建新塘运行状况调研测试结
序号

标准相关条文规定

对比结果
果

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外墙和外窗的传热系数分别为

中条款 5.2.3，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优于国家

0.367W/（m2·K）和 1.606 W/

现行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评价总分值

（m2·K）,较《公共建筑节能设

依据标准，得

为 10 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围护结构热工性

计标准》（GB50189-2015）中相

10 分

能比国家现行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定的提

关规定分别提高 26.6%和

高幅度达到 5%，得 5 分;达到 10%,得 10 分。

19.7%。

1

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中条款 5.2.4，供暖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

2

效均优于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供冷季测试期间机组 COP 的平

准》
（GB/T50189）的规定以及现行有关国家标

均值为 5.22，较《公共建筑节能

依据标准，得

准能效限定值的要求，评价分值为 6 分。

设计标准》
（GB50189-2015）中

6分

其中电机驱动的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规定的 COP 值高 11%。

的 COP 要比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
（GB/T50189）提高 6%。
参照《空气调节系统经济运行》
供冷季测试期间累计工况下的

满足标准要

COP 值为 5.22。

求

本建筑光伏发电量占总耗电量

依据标准，得

的 2.0%

6分

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非传统水源利用包括：室内冲

依据标准，得

中条款 6.2.10，对于办公建筑且有市政再生水供

厕、室外绿化灌溉、浇洒道路及

15 分

（GB/T17981-2007）中条款 5.7，累计工况下机
组 COP 的限值为 4.2。
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中条款 5.2.16，根据当地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
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评价总分值为 10 分。
3

其中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电量比例为
2.0%-2.5%，可得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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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非传统水资源利用在室内冲厕、室外绿化

景观用水均采用中水，且非传统

灌溉、浇洒道路等场合时，利用率要达到 50%，

水资源利用率达到 58%。

得 15 分。
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中条款 8.1.3，建筑照明数量和质量应符合现行
办公室全天使用人工照明，工作
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的

满足标准要
位全天大部分时间照度平均值

4
规定。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2013)

求
均在 300lux 以上。

中规定办公室工作面照度平均值不得低于
300lux。
参考《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2002）
5

逐时 CO2 浓度平均值为

满足标准要

400-800ppm 之间。

求

中相关规定，室内 CO2 浓度值的限值为
1000ppm。

参考《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2002）
办公区各点甲醛浓度的平均值
和《居室空气中甲醛的卫生标准》（GB/T

满足标准要
为 0.06 mg/m3，其中有 3 点浓度

6
16127-1995）中相关规定，甲醛的限值为 0.08-0.1

求
已经达到限值。

mg/m3。

参考《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2002）
7

办公区室内各点 TVOC 浓度的

满足标准要

平均值为 0.22 mg/m3。

求

建筑非供暖能耗指标为 38

处于国家领

kWh/(m2 .a)

先水平

中相关规定，室内 TVOC 浓度的限值为 0.6
mg/m3。
参考《民用建筑能耗标准》
（GB51161-2016）中

8

相关规定，A 类商业办公建筑的非供暖能耗指标
引导值为 55

kWh/(m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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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建新塘运行能耗和主要绿色建筑技术分析总结表
序号

标准相关条文规定

中建新塘运行状况调研测试结果

对比结果

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外墙和外窗的传热系数分别为
中条款 5.2.3，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优于国家
0.367W/（m2·K）和 1.606 W/
现行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评价总分值

依据标准，
（m2·K）,较《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1
为 10 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围护结构热工性

得 10 分
标准》
（GB50189-2015）中相关规

能比国家现行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定的提
定分别提高 26.6%和 19.7%。
高幅度达到 5%，得 5 分;达到 10%,得 10 分。
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中条款 5.2.4，供暖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

2

效均优于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供冷季测试期间机组 COP 的平均

准》
（GB/T50189）的规定以及现行有关国家标

值为 5.22，较《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依据标准，

准能效限定值的要求，评价分值为 6 分。

标准》
（GB50189-2015）中规定的

得6分

其中电机驱动的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COP 值高 11%。

的 COP 要比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
（GB/T50189）提高 6%。
参照《空气调节系统经济运行》
供冷季测试期间累计工况下的

满足标准

COP 值为 5.22。

要求

本建筑光伏发电量占总耗电量的

依据标准，

2.0%

得6分

（GB/T17981-2007）中条款 5.7，累计工况下机
组 COP 的限值为 4.2。
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中条款 5.2.16，根据当地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
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评价总分值为 10 分。
其中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电量比例为
3

2.0%-2.5%，可得 6 分。
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非传统水源利用包括：室内冲厕、
依据标准，
中条款 6.2.10，对于办公建筑且有市政再生水供

室外绿化灌溉、浇洒道路及景观用

应时，非传统水资源利用在室内冲厕、室外绿化

水均采用中水，且非传统水资源利

得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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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浇洒道路等场合时，利用率要达到 50%，

用率达到 58%。

得 15 分。
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中条款 8.1.3，建筑照明数量和质量应符合现行
办公室全天使用人工照明，工作位
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的

满足标准
全天大部分时间照度平均值均在

4
规定。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2013)

要求
300lux 以上。

中规定办公室工作面照度平均值不得低于
300lux。
参考《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2002）
5

逐时 CO2 浓度平均值为

满足标准

400-800ppm 之间。

要求

中相关规定，室内 CO2 浓度值的限值为
1000ppm。

参考《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2002）
办公区各点甲醛浓度的平均值为
和《居室空气中甲醛的卫生标准》（GB/T

满足标准
0.06 mg/m3，其中有 3 点浓度已经

6
16127-1995）中相关规定，甲醛的限值为 0.08-0.1

要求
达到限值。

mg/m3。

参考《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2002）
7

办公区室内各点 TVOC 浓度的平

满足标准

均值为 0.22 mg/m3。

要求

建筑非供暖能耗指标为 38

处于国家

kWh/(m2 .a)

领先水平

中相关规定，室内 TVOC 浓度的限值为 0.6
mg/m3。
参考《民用建筑能耗标准》
（GB51161-2016）中

8

相关规定，A 类商业办公建筑的非供暖能耗指标
引导值为 55

kWh/(m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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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新塘运行状况调研测试结
序号

标准相关条文规定

对比结果
果

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外墙和外窗的传热系数分别为

中条款 5.2.3，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优于国家

0.367W/（m2·K）和 1.606 W/

现行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评价总分值

（m2·K）,较《公共建筑节能设

依据标准，得

为 10 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围护结构热工性

计标准》（GB50189-2015）中相

10 分

能比国家现行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定的提

关规定分别提高 26.6%和

高幅度达到 5%，得 5 分;达到 10%,得 10 分。

19.7%。

1

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中条款 5.2.4，供暖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

2

效均优于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供冷季测试期间机组 COP 的平

准》
（GB/T50189）的规定以及现行有关国家标

均值为 5.22，较《公共建筑节能

依据标准，得

准能效限定值的要求，评价分值为 6 分。

设计标准》
（GB50189-2015）中

6分

其中电机驱动的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规定的 COP 值高 11%。

的 COP 要比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
（GB/T50189）提高 6%。
参照《空气调节系统经济运行》
供冷季测试期间累计工况下的

满足标准要

COP 值为 5.22。

求

本建筑光伏发电量占总耗电量

依据标准，得

的 2.0%

6分

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非传统水源利用包括：室内冲

依据标准，得

中条款 6.2.10，对于办公建筑且有市政再生水供

厕、室外绿化灌溉、浇洒道路及

15 分

（GB/T17981-2007）中条款 5.7，累计工况下机
组 COP 的限值为 4.2。
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中条款 5.2.16，根据当地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
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评价总分值为 10 分。
3

其中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电量比例为
2.0%-2.5%，可得 6 分。

24

应时，非传统水资源利用在室内冲厕、室外绿化

景观用水均采用中水，且非传统

灌溉、浇洒道路等场合时，利用率要达到 50%，

水资源利用率达到 58%。

得 15 分。
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中条款 8.1.3，建筑照明数量和质量应符合现行
办公室全天使用人工照明，工作
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的

满足标准要
位全天大部分时间照度平均值

4
规定。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2013)

求
均在 300lux 以上。

中规定办公室工作面照度平均值不得低于
300lux。
参考《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2002）
5

逐时 CO2 浓度平均值为

满足标准要

400-800ppm 之间。

求

中相关规定，室内 CO2 浓度值的限值为
1000ppm。

参考《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2002）
办公区各点甲醛浓度的平均值
和《居室空气中甲醛的卫生标准》（GB/T

满足标准要
为 0.06 mg/m3，其中有 3 点浓度

6
16127-1995）中相关规定，甲醛的限值为 0.08-0.1

求
已经达到限值。

mg/m3。

参考《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2002）
7

办公区室内各点 TVOC 浓度的

满足标准要

平均值为 0.22 mg/m3。

求

建筑非供暖能耗指标为 38

处于国家领

kWh/(m2 .a)

先水平

中相关规定，室内 TVOC 浓度的限值为 0.6
mg/m3。
参考《民用建筑能耗标准》
（GB51161-2016）中

8

相关规定，A 类商业办公建筑的非供暖能耗指标
引导值为 55

kWh/(m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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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关于本项目技术推广的可行性分析
（1）外墙外保温节能技术
在建筑围护结构总耗能组成中，外墙耗能量约占到 25%~30%。改善外墙的传热系数可
明显提升建筑的整体节能效果。 外墙外保温系统是指在外墙的外侧涂抹、喷涂、粘贴或（和）
锚固保温材料的墙体保温形式。外保温基本可消除热桥，整体保温性能好，墙体内表面不产
生结露，施工时不影响室内正常使用，因此，节能设计时常常优先采用。
本项目建筑属于办公建筑。随着经济的发展，办公建筑的外装饰装修也越来越高档化、
多样化，由通常的面砖、普通涂料饰面为主发展了石材、铝塑板幕墙、氟碳漆、真石漆饰面
等不同形式。外保温系统的选择要根据建筑物的特点及装饰情况来定，按系统照外饰面的不
同分为薄抹灰外保温系统、保温装饰一体化板保温系统及不透明幕墙外保温系统。
本项目所采用的创新型节能表皮构造属于保温装饰一体化板保温系统，保温装饰板将常
规外墙建造的工地现场作业大部分变为工厂化流水线作业，从而使系统质量更加稳定和可
靠，现场工作量大大减少，施工方便快捷。
（2）高性能围护结构节能技术
目前天津市既有建筑状况令人堪忧，无论是设计施工方法还是选材用料方面，都无法满
足新的能耗要求。据不完全统计，天津市内建筑总热量损失的 65%是通过围护结构向室外
传递的。建筑围护结构能耗在能耗总量占比过大，大量资源浪费的同时建筑内部却并未获得
更多温暖的现状，给天津能源用量和自然环境带来沉重的负担。在天津，建筑能耗浪费主要
体现在冬季采暖期建筑热量散失方面，这种现状下如何选择适宜的技术手段来降低建筑围护
结构热传递成为当务之急。
近年来，随着我国住宅建设节能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节能标准的不断提高，引进开发
了许多新型的节能技术和材料，在住宅建筑中大力推广使用。其中应用于外墙保温的各种泡
沫塑料保温材料，其中有机保温材料应用较广。
有机保温材料主要包括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EPS）
、挤塑聚苯乙烯泡沫板（XPS）、聚
氨酯硬泡保温板（PU）
、酚醛树脂板（PF）等。有机材料质量轻，保温性能好，价格较低廉，
在外墙外保温工程中广为应用。其中 EPS 板外保温系统最先从欧洲兴起，再传入我国，发
展时间长，技术最为成熟，应用最广；XPS 板与 EPS 板相似，但成型工艺不同，性能也有
所不同；PU 板保温性能优异，属于热固性材料，遇火碳化，离火自熄，近年来相关技术已
26

趋于成熟；PF 板较前几种相比防火性能更好，但尺寸稳定性稍差，易粉化，使用应慎重。
在外墙方面，项目采用了目前比较成熟的 EPS 保温板；在外窗方面，项目采用了断桥
铝隔热窗框和三玻双银 LOW-E 充氩气玻璃外窗。最终实现了外墙传热系数 0.37 W/(m2·K)，
外窗传热系数 1.7 W/(m2·K)的高水准。
（3）地源热泵技术
地源热泵技术一是一种利用浅层地热能，通过热泵技术将低温位能向高温位能转移，以
实现供热、制冷的高效节能的供热空调技术。冬季，浅层地热能的热量被提取出来，通过热
泵提升温度后，给室内供暖。夏季，通过制冷循环将室内的热量取出来，释放到地下，同时
对建筑物进行供冷。
近年来，地源热泵技术已经成为国内建筑节能及暖通空调界的热门研究课题，并规模化
应用于工程实践，逐渐向市场化、产业化发展。截至 2016 年底，我国以地源热泵相关设备
产品制造、工程设计与施工、系统集成与调试管理维护的相关企业已经达到 3 450 余家，从
全国范围看来，现有工程数量已经达到 5 000 多个，总面积达 2. 4 亿 m2。项目比较集中的
地区有北京、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和天津，80% 的项目集中在我国华北和东北南部地
区。
经过实测分析，本项目所采用的地源热泵系统平均 COP 夏季达到 4.5，冬季达到 5.22；
空调系统年平均耗电量为 38kWh/(m2 .a)，远低于该地区 45kWh/(m2 .a)的规定值，可见地源
热泵技术在天津地区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其相关产业也较为成熟。
（4）光伏发电技术
太阳能光伏发电具有许多独有的优点：
1)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洁净能源，而且太阳能光伏发电是安全可靠的，不会
受到能源危机和燃料市场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2)太阳光普照大地，太阳能是随处可得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对于偏远无电地区尤其适用，
而且会降低长距离电网的建设和输电线路上的电能损失；
3）太阳能的产生不需要燃料，使得运行成本大大降低；
4）除了跟踪式外，太阳能光伏发电没有运动部件，因此不易损毁，安装相对容易，维
护简单；
5）太阳能光伏发电不会产生任何废弃物，并且不会产生噪音、温室及有毒气体，是很
理想的洁净能源。安装１ｋＷ光伏发电系统，每年可少排放 CO2600～3000kg，NOx16kg，
SOx9kg 及其他微粒 0.6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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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以有效利用建筑物的屋顶和墙壁，不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而且太阳能发电板可以
直接吸收太阳能，进而降低墙壁和屋顶的温度，减少室内空调的负荷；
7）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建设周期短，而且发电组件的使用寿命长、发电方式比较灵
活，发电系统的能量回收周期短。
我国对光伏发电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2011 年中国国内新增光伏装机容量 2.7GW，
占到 2011 年全球新增光伏装机容量的 10%左右。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集中在西部地区。中国
19 个省（区）共核准了 484 个大型并网光伏发电项目，核准容量是 11543.9ＭＷ；中国 15
个主要省（区）已累计建成 233 个大型并网光伏发电项目，总的建设容量为 4193.6ＭＷ，2012
年兴建 98 个。2013 年 5 月，中国 26 个省（区）市共上报了 140 个示范区，每一个示范区
项目不是一个独立项目，可能涵盖了若干个市、县或者是镇，它的总容量是 16529.6MW。
根据 OFweek 行业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3 年上半年中国新增光伏装机 2.8GW，其
中 1.3GW 为大型光伏电站。截至 2013 年上半年，中国光伏发电累计建设容量已经达到
10.77GW，其中大型光伏电站 5.49GW，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5.28GW。
项目在展厅采光顶处，设置了光伏发电系统。选用了技术成熟、效率较高且适合建筑一
体化的 CIS（铜铟硒，CuInSe2，简称 CIS)）透光薄膜电池组件，预计总发电量能够达到总
发电量的 3%，能够实现有效的节能。
(5)建筑屋面绿化技术
绿化屋面是指不与地面自然土壤相联接的各类建筑物屋顶绿化，即采用堆土屋面，进行
种植绿化。绿化屋面利用植物培植基质材料的热阻与热惰性，不仅可以避免太阳光直接照射
屋面，起到隔热效果，而且由于植物本身对太阳光的吸收利用、转化和蒸腾作用，大大降低
了屋顶的温度，降低内表面温度与温度振幅，从而减轻对顶楼的热传导，起到隔热保温作用。
资料显示，种植屋面的内表面温度比其他屋面低 2.8～7.7℃，温度振幅仅为无隔热层刚性防
水屋顶的 1/4。
绿化屋面还可增加城市绿地面积，改善城市热环境，降低热岛效应。绿化屋面有利于吸
收有害物质，减轻大气污染，增加城市大气中的氧气含量，有利于改善居住生态环境，美化
城市景观，达到与环境协调、共存、发展的目的。
根据屋顶绿化选用的植物类型和景观特点，可将屋顶绿化分为草地式和群落式两大类。
草地式屋顶绿化是以种植低矮草本植物为主．形成贴近屋顶表面植被层的屋顶绿化形式。群
落式屋顶绿化指选用乔木、灌木、藤本、草本等多种或至少两种以上的植物类型，通过一定
的组织，形成层次丰富的屋顶植物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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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屋面绿化已很普遍。我国的屋面绿化经过近几年的研
究实践,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厦门、广州、杭州、南京、武汉等城市成功
开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景观和生态效果
本项目所采用的屋顶农业、屋顶花园、屋顶草坪、生态草坡等多种景观绿化形式，是对
现有屋顶绿化形式的补充和创新，通过采用模块化、智能化、无土栽培等技术相结合，最终
实现了良好的节能效果。
(6)遮阳技术
建筑遮阳始终贯穿于我国建筑历史长河中，从木结构、砖石结构时代的挑檐，到钢筋混
凝土时代的遮阳板，遮阳无处不在。现代建筑遮阳行业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塑料百叶窗帘
和铝合金百叶窗帘相继出现在我国市场，但当时遮阳生产主要以手工作坊的形式。20 世纪
90 年代初，上海联谊大厦率先采用了进口垂直百叶窗，成为中国建筑遮阳行业的里程碑，
以此为标志，在上海、在全国，遮阳企业、商店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垂直百叶帘、卷帘、木
百叶帘等遮阳产品相继出现。至 20 世纪末，中国遮阳技术逐渐成熟，整个行业处于快速发
展阶段。
进入 21 世纪，随着民众对生活品质要求的进一步提高，大型公共建筑的大量建造，新
一代工程建筑遮阳开始发展，遮阳也逐步向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本项目所采用的综合
遮阳系统大量应用了电动装置和智能控制系统，使用了折叠式活动外遮阳、垂直式机翼型电
动外遮阳、屋顶天窗轨道式內遮阳等多种遮阳形式，通过采用 design builder 软件对建筑能
耗进行模拟后发现采用外遮阳理论上可以实现全年节能 2382kWh，可见在天津地区采用遮
阳措施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7）能耗监测技术
能耗监测是指依据国家有关节约能源的法规（或行业、地方规定） 和能源标准， 对用
能单位的能源利用状况所进行的监督检查、测试和评价工作， 它与能耗统计、能耗考核构
成节能管理链上的 3 个主要环节。比较而言， 能耗监测是核心环节， 因为它不仅决定了
能耗统计的质量（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统计结果的及时性）， 而且也为用能单位实施公平合
理的节能绩效考核提供了科学依据。本项目能耗检测系统能够实现数据采集整理
我国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就出台了关于能耗监测的有关规定，2007 年颁布的《单位 GDP
能耗监测体系实施方案》规定了能耗监测的主体、主要内容和指标。工业、交通运输和建筑
是我国三大“耗能大户”
，因此能耗监测研究和管理实践也主要集中在这三个领域。信息技
术的发展为工业企业的能耗监测提供了基础平台，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对能耗实行现代化管
29

理，成为企业实现信息化管理、降低成本的一种重要手段。
本项目所采用的能耗监测系统具有建筑各类主要能耗数据采集和整理、分项能耗数据分
析、统计与汇总、能耗数据分析、分类分项能耗对比、能耗数据公示、数据远传等多种功能，
能够很好的满足标准要求，具有非常好的的参考价值。
（8）节水技术
建筑收集并利用来自屋顶或其他集水区域的降水是利用自然资源的出色方法。雨水利用
技术在干旱地区已有很悠久的历史，特别人口分散地区，雨水收集提供了一种廉价的集中管
道供水方式。在气候湿润地区，雨水收集也是对水源的极好补充。这项技术可以产生多种效
益，如节约用水，减轻城市排水和处理负荷，改善生态环境等，这也是本项目采用此技术的
目的所在。值得注意的是，雨水利用虽然减少了雨水排放，但并不能减少污水排放，这和中
水回用技术措施是有本质区别。
中水回用技术减少了为满足用水要求而必须从环境中取水的数量，于水量有益;同时也
减少了排放环境的污染物，于水质有益。这项技术还可以减少排放水体中氮磷总量，比新建
污水处理工程易上马，对生态环境几乎不产生遗留隐患，而且减少对区域的水环境造成的污
染影响。因此，在建筑开发中推行中水回用技术与污水资源化利用战略，有利于建筑水环境
的良性循环，比传统意义的开源更有意义。鉴于这项技术在开源和节流两方面的特点，可以
作为建筑重要的一项节水与水资源利用技术。
项目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雨水和中水的利用，通过应地制宜的利用周围环境和开发生态
水池中水系统，最终实现了非传统水源利用率达到 58%的高水准，实现了有效的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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