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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生态设计的时代 ,建筑师如何考虑能耗问题至关重要。在此 ,讨论了建筑能耗 ,建筑设计中的能耗与生态

环境之间的关系 ,以及如何提高建筑能效。生物气候建筑是追求舒适、健康、高效率、低能耗的绿色建筑 ,是通向可持续的未

来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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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师在设计中如何考虑能耗问题

可被建筑师利用的措施是那些在上个世纪一直

使用 ,但在建筑中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的措施 ,它们与

下列因素有关 :建筑朝向的最优化 ,遮阳与采光之间

的平衡 ,安装效果明显 ,能打开且能关闭的窗户 ,良

好的墙体隔热和防渗漏结构 ,以及提高材料的热工

性能 ,减少较大热波动。

设计合理的建筑物仅靠自然的传热和通风措

施 ,就能提高建筑的舒适度。对于使用率高、带有污

染或结构复杂的建筑物 ,需要辅之以人为的积极措

施 ,这取决于建筑环境的重要程度。一个综合使用

人工方法的建筑物 ,被认为是一“混合模式”建筑。

我们知道几乎所有建筑都需要人工照明 ,且多数较

大的建筑 ,白天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工照明。在非住

宅的建筑中 ,除了空调 ,最高能耗是照明。一个有效

利用太阳光的建筑物 ,它的设计和照明设施的装配

规格应该是合理有效的 ,且它简单并容易控制。

很多大型的建筑物需要用人工的方法来增加自

然通风和蒸发的效果。最简单的形式是在整个建筑

物内安装风扇 ,以确保在无风的热天有足够的通风

和空气流通。然而 ,自然通风或借助风扇通风 ,只能

使在建筑物内循环的空气和进入的空气同温或接近

同温。冷却基本上是由经过居住者的空气蒸发作用

来完成的。为了明显地降低室内温度 ,空气需经过

较冷的界面 ,内部空气温度低于外部较为有利 ,这样

可省去相当多的能耗和花费。因此 ,建筑物有制冷

的房间应密封 ,这些被密封的环境只能依靠机械系

统的维护、控制和管理来维持室内空气以达到指定

的温度、湿度和良好的空气质量。

虽然人工冷却应尽可能避免 ,但也应考虑在环

境中引入辅助冷却的灵活方式 ,包括建筑物蓄热和

夜间冷却的结合、空气循环制冷、空调以及自然冷藏

的使用 ,如蓄水层、湖和海。同时注意能效的提高和

环境声学设计的效果。

一想到建筑中的能量消耗 ,我们通常会想到采

暖。在敞开的火炉边 ,与其说火是热源 ,不如说是通

风设备 ,因为多数热空气从烟囱散失 ,而冷空气进入

室内 ,辐射热在火源近处很强 ,远处则有不舒适的风

吹来。随着“中央”采暖的出现 ,室内所有空间都被

加热到舒适度和温度都接近的程度。在冬天 ,日常

采暖的使用 ,可扩展到建筑的所有部分。然而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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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与供热相比显得滞后。

一个隔热良好 ,并能将结构渗漏降至最小程度

的建筑 ,会有比较经济的采暖效果。

像夏季降温一样 ,冬季采暖暗示着建筑在窗、大

厅和自由渗漏结构周围有着双重密封。在这种高度

隔热的建筑中 ,需要引入一些室外空气来通风 ,理想

的情形是空气在建筑物内循环之前经过热源 ,建筑

师的实践表明 :当室内空气变得污浊且没有造成对

采暖系统不适当的使用时 ,可以用这种方法提供新

鲜空气。

能源的使用有不同形式 ,但我们关注一些能耗

最小化的特殊方式。作为一个整体 ,建筑应考虑整

体构思、设计和管理 ,以保证最大的能效。因而可考

虑可更新的能源 ,如太阳能。形容词“被动式”常被

人误解 , (如“被动式太阳能设计”) ,其实它只是描述

一种建筑设计方式 ,凭此 ,天然的气候特征通过建筑

要素静态的布置而得以利用 ,给人带来舒适。只有

靠电动机械来达到同样或相似效果时 ,建筑才变得

“主动”。

“被动式太阳能”建筑或与生物气候有关的建

筑 ,不是材料和构件的集合 ,它必须多少具有有机体

的特征。与完全依靠机电技术的建筑不同 ,生物气

候建筑的结构 ,必须能连续调整以利用气候并适应

气候的反复无常。像所有建筑一样 ,它必须满足居

住者的变化和将来的需要。但是 ,与依赖机电设备

的建筑不同 ,它应没有复杂的“人工”装置 ,却应付温

度、阳光和风速瞬间的、日常的和季节性的变化 ;它

应经常地改变位置、复位和增加产热设备。然而 ,密

闭和空气处理的建筑 ,其达到满意的性能有赖于持

续调节其系统和装置的输出 ,生物气候建筑依赖于

建筑外包层 (外围护结构) 的持续调节 ,而混合模式

建筑服从这两点。从根本上讲 ,外包层的调整意味

着建筑 1Π4 的墙面必须能打开和关闭 ,1Π3 的墙面能

引入非干扰性日光 ,且类似面积的墙面必须能让阳

光在一定时间射进 ,而在其它时间能不同程度地被

遮挡。另外 ,外包层的设计必须在满足上述要求的

同时 ,不干扰向外观景的视线。

从强调调整设备输出到强调建筑外包层的变

化 ,无形中强调了建筑立面和屋顶设计的重要性。

同时也刺激了外包层构件的生产 ,如特殊玻璃、上釉

和新型窗户 ,这些具有挑战意义的革新产品能满足

多功能的调节。玻璃制造在发展建材的透明、隔热、

阳光控制和自动调节等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展。有

迹象表明 ,一些明智的窗户制造商 ,不再仅仅把窗子

看成透光和通风的产品 ,而是发展未能适应特殊情

况各部分又协调的系统。该系统在增强日光、控制

眩光等方面有较大的改进。

2 　生物气候建筑 ———舒适、健康的建筑

正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 :将来有一天 ,建筑物的

结构和围护系统能根据气象和舒适度的变化而自动

调节 ,那时将产生真正的“智能建筑”。这并非剥夺

居民或管理者的控制权 ,而是使建筑能像汽车一样

受到控制。然而在很多这种产品或系统的开发中 ,

可能会找到通向新世纪的道路。

建筑和汽车相比是不同的 ,不仅因为自动化工

业的财政结构不同于建筑工业 ,汽车有磨损、过时、

买卖、废弃 ,而多数建筑能适应、运行、更换外表、刷

新且基本上是耐久的。汽车是消费产品 ,而住宅是

家。实际上有很多证据表明 ,居民期待个人对其建

筑性能有更多的控制 ,而控制勿需过高的精度。

从厂房中心的建筑管理控制 ,到建筑周边的部

分分配控制的变化 ,给客户提出一个选择 :自动化中

心的控制或居住者的现场操作。很多成功的生物气

候建筑都是基于两者有效综合的控制策略。

事实表明 ,封闭的空调建筑 ,往往使居住者产生

不舒适感。这类建筑常使居住者与外部景观隔离。

如果是一座办公楼 ,工作人员在舒适性方面有时也

束手无策。比尔·博达斯等人被认为是能量分析和

居民行为分析的先驱者 ,他们指出 :现代控制和能量

管理系统在提高个体舒适度、降低能耗方面有着潜

在的作用。然而 ,如今的证据显示 ,完全自动控制不

是彻底的解决办法 ,先进的控制系统并未完全阻止

建筑维护及运行方面的浪费。

问题的核心是 ,存在着对个体舒适和方便的限

定 ,这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是很难做的。因为人对

舒适的需要各不相同 ,且舒适感在季节和人维持的

控制程度之间变化。这后一因素在生物气候建筑的

脉络中特别重要。舒适可以被定义为“没有不舒

适”。因此 ,奇怪的是相对于能迅速减轻不舒适来

说 ,建筑设计趋于直接地强调舒适的控制成分。

成功的、有能效的建筑物设计者 ,将会仔细考虑

到建筑操作的策略。对于通风、采暖、阳光、眩光和

人工照明的控制 ,中央控制将在区域的基础上运作 ,

它们将确保稳定的空气质量 ,在炎热的天气里 ,使通

风途径清晰并得到及时调整 ,使夜间通风安全 ,且人

工照明的使用无浪费。设计者将尽可能地保证分离

系统的控制畅通。他们默认了多数能效的模式 ,将

用这样的方式设计系统 ,使多数在给定环境中的有

效控制变得很容易 ,且所有控制都有非常清楚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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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结果。

这里的建筑管理者将是真正的建筑运作、舒适

获得、策略、基本原则的制定者。建筑管理者在与有

形资产分配有关的问题上 ,还可以成为居民的顾问、

指导和供应者。不管建筑设计有多好 ,如果它不能

有效地运作 ,设计将成为一纸空文。

在利用太阳来收集和产生能源的地方 ,对建筑

设计和建筑合理的配置将产生重要影响。太阳能广

义上讲有两种形式 :可更新的和可再生的。可更新

的形式包含太阳辐射能的转化 ,或太阳辐射的自然

效果 ,它通过技术过程变成电能 ,产生的类型包括光

电系统、集热器、风能和水能以及潮汐能。可更新的

形式自然还包括太阳能的直接利用。

现在大都采用光电系统将太阳辐射直接转换成

电能 ,在光电技术用于建筑之前 ,电能只能通过涡轮

从太阳辐射获得 ,虽然它们有巨大的潜力 ,但如果能

降低成本 ,提高转化率并实现能耗最小化 ,光电系统

将是值得考虑的运行方式。

除太阳能外 ,可再生能源还包括可再生原材料

如木材或废弃的麦秆通过转变成可再利用的能量 ,

如燃烧木材可生热和气化、植物腐烂产生沼气等形

式。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可以由植物的光合

作用加以吸收。能量使用中的平衡将根据产生能量

的植物再生的时间而变化。

建筑师应关心低能耗、健康和安宁。世界卫生

组织 1961 年给良好健康下的定义是 :“身体、精神和

社会的完全的安宁”,它比一般的“没有疾病”的意义

更广泛。由于生活和工作环境对个人的感觉和安宁

起主要影响 ,这个关于健康更广泛的概念与建筑设

计的目标和目的特别有关。舒适的概念指出 ,任何

建筑在提供、庇护和安全背后的原始目的是“安宁”

的同义词 ,“病态建筑”的研究在居民和用户中产生

了不舒适和健康不良的联系。

J·米切尔在他 1984 年出版的《关于疾病和健康

将做什么》一书中 ,提出了“健康生活的七个特征”:

干净安全的环境、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合理的生活标

准、避免抑郁、对未来抱有希望、自信和自治、有值得

做和能胜任的工作。

很清楚 ,这些需要 ,多数在总体上受社会影响 ,

但不难推断 ,物质装置和建筑环境应扮演的角色。

工业革命以前 ,考虑有利于良好健康的建筑设计 ,基

本上是基于公共的感觉和传统的实践。容易发现排

泄不良对健康的影响 ,让阳光和日光进入建筑和让

空气在室内流通的好处尤其明显。

在 19 世纪 ,像伤寒这样的流行病 ,在新生的工

业城镇肮脏和拥挤的邻里中任意蔓延 ,带给家庭的

是疾病和粗劣的住房、污染的供水和卫生条件不良

的结合。大众健康的概念和相应的立法由此建立。

如今 ,加速技术革新对健康造成的后果 ,反映了

那些工业化时期的情况。我们可能很好地排除很多

因职业性暴露而造成的疾病 (如石棉导致的间皮瘤

和管道导致的中毒) 以及可直接追究到不适当的设

计、规划或建筑保养的那些问题 (如肠内或呼吸的问

题) ,但我们现在面临许多更危险的混乱。建筑能对

我们当前的混乱和疾病产生重要影响。那些混乱可

能产生于未预见探究的设计和说明的结果。如

1976 年首次发现的里吉奥奈尔斯病 ,是由喷雾空调

冷却塔污染的水引起。混乱的原因可能包括工作实

践或其它建筑行为的社会和心理后果 ,这可以在“病

态建筑综合症”的例子中看到 ,在那里 ,粗略的建筑

设计、材料的不良选择共同产生了对健康有害的工

作环境。例如 ,建筑中采用厚地板 ,建筑室外没有良

好的风景 ,没有直接的环境控制。地板完成后 ,家具

会散发有害的污染气体 ,工作可能是重复的、久坐的

和长时间注视电脑屏幕 ,这类情形不利于健康 ,也不

可能提供有效率的和带有刺激性的工作气氛。相

反 ,建筑运作的影响相对来说可能让居民不受伤害 ,

但在全球范围上讲则危害健康。现在已证实 :氯氟

烃和其它在建筑和消费品中由于化学反应而产生的

气体 ,已使臭氧层衰竭 ,其结果将是不断增加皮肤癌

和其它因放射而引起的疾病。

生物气候建筑的设计思想最初源于节省能源的

需要 ,继而是上升到保护环境的高度。为达此目的 ,

人们利用各种权宜之计 ,去创造适于工作和生活的

积极场所。充分利用太阳能 ,良好的日照 ,自然的通

风以及低能耗的建筑材料 ,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创造

良好的健康和安宁氛围。

今天 ,居民的健康状况 ,已与那些生产建筑产品

和建筑活动联系在一起 ,成功的生物气候建筑设计

者应考虑两个方面 :建筑组件中既要追求能效 ,又要

避开对健康有危害和危险的建筑设备和材料 ;设计

者还要找到建筑与居民生活习性以及室内陈设有机

结合的特征 ,这一现象使居民感到建筑或其中特殊

的部分 ,是提供和谐、秩序、明确并具有正义感的场

所 ,使建筑产生非凡的体验。

美国建筑师史蒂文·霍称场所与建筑之间的动

态关系为“抛锚”。建筑物的位置 ,对霍来说 ,不单是

概念 ,而且是基础 :“位置和建筑功能方面的决定、街

景、太阳角、循环以及通路 ,是需要建筑学的‘形而上

学’和‘物理学’。通过连接这一扩展的意图 ,建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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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仅仅适应场地的东西 ,建筑与场所融合胜过物

质的和功能的需要 ⋯⋯”

3 　通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迄今 ,我们已认识到 ,建筑中的能量使用和能

源 ,对建筑设计有影响 ,我们还注意到建筑对健康和

安宁的影响。将所有这些放在相对脆弱的全球生物

系统的脉络中 ,从全球工业和经济发展的更广大的

方面考验建筑 ,看它如何在不给这个星球带来破坏

的情况下持续发展。

现在一般人认为 ,很多曾经以为是无限的资源 ,

将在几十年内消耗殆尽 ,且人类遍及世界的各种活

动将导致不能挽回的环境和生态的退化 (这一切还

在继续) 。面对这些情况 ,国际学会阐明了可持续发

展的原则。他们认为 ,可持续发展能以任何水准运

作 :从遍及地方团体、城镇和都市家庭到国家、洲和

全球。

对建筑工业的挑战是量化和评价一些问题 ,这

需要澄清目标、对建筑包括环境影响的不同类型的

识别和列表以及分配衡量它们的物质单位。应理解

引导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原则 ———熵的特点、模式、方

法和影响范围 ,以及因果关系 ———分配货币 ,或其

它 ,评价对现在和将来人的影响 ,如同说明建筑和它

的成分的生命周期的结果。

这个过程天生是复杂的 ,且限定了很多科学方

面和方法的不确定方面。通过利用团体的游说 ,通

过商业和政治秘密 ,它将更为复杂。我们短期内能

希望的最好的 ,可能是国际的调和和立法 ,以减轻造

成全球性掠夺的最直接和危险的原因 ,减轻那些危

险的国家和地区的国家控制和立法 ,指导人们贯彻

对“良好的实践”的解释和论证。即使这样 ,这些措

施可能还不足以结束我们现在正经历的环境灾难。

这种措施可能使建筑师个人感觉乏力 ,但它是

通过个人活动和鼓励而取得进步的。每个完成的对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研究 ,都强调能源是关键性的影

响因素。如果这一领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能满意地

解决 ,其它很多问题也将能解决。能量使用一般被

看成是制造和加工工业且最关键的。产生建筑所使

用的能量大约占建筑终身能耗的 20 % ,这解释了减少

能耗的重要性。但在产生建筑 (包括能量)中 ,能量的

使用问题是 ,它现在正在扩大 ,有一天 ,世界上的建筑

中 ,特别是在环太平洋带 ,当所有时间都是能量使用

的高峰期时 ,从加油站到引进更新能源以减少污染和

二氧化碳的措施都还处在起步阶段。因而 ,在我们中

止对环境的损坏 ,并引入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 ,决定
性因素是今天在生产过程中分布的能量。

因此 ,我们怎样为持续发展的将来而设计呢 ? 二

氧化碳的排放是能量产生和消费的直接结果。自然

通风和有能量意识的办公建筑相比 ,常规的空调办公

建筑一生 (按 60 年计) 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显然 ,

生物气候办公建筑在这方面比常规办公建筑有重大

的改善 ,但有能量意识的建筑实现了能耗的减少 ,而

不是完全没有能耗。为实现建筑零能耗 (或接近零能

耗) ,必须解决建筑自身能量的问题 ,这意味着从利用

石油到利用太阳能的能耗方式的迅速变化。

因此 ,拯救我们的未来 ,有赖于太阳 ,通过利用

太阳巨大能量中的极小部分来保持我们自身的相对

舒适 ,并能适应我们需求的变化。然而 ,如果所有居

住于地球上的人想体验真实和持续的安宁 ,则需在

全球范围内制定一些制度以对社会的期待和价值产

生重要的改变。建筑师不仅要扮演评论员的角色 ,

而且他们要通过对生物气候建筑设计的实践 ,把握

建筑设计的全过程 ,以便使自己处于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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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每拱产生 9 000kN 水平荷载 ,则两拱合计

为 18 000kN 水平荷载 ,平均每根桩分担 243kN 水平

力。我们虽不能简单将在屋面完工时外侧 P3 桩等

同于单桩水平静载试验时水平力 H = 310kN 状态 ,

但作为定性分析可以认为外侧 P3 桩承担的水平荷

载可能大于群桩中每根单桩的平均水平荷载。本工

程单桩水平承载力设计值 RH = 300kN ,考虑群桩效

应系数 (ηH ) 后 ,基桩的横向承载力设计值 RHd =

320kN ,说明屋面完工后外侧 P3 桩仍处于安全状态。

4 　结 　论

(1)本次监测数据表明 ,清华大学综合体育中心

拱脚桩基础是安全的 ,设计是合理的。

(2)低承台群桩基础各桩受力总体趋势表现为 :

沿水平荷载作用力方向 ,外侧桩受力大于内侧桩。

(3)对于外侧桩 ,特别是沿水平荷载作用轴线上

的外侧桩 ,为保证钢筋混凝土桩不致开裂影响其刚度

和强度 ,可比其它桩提高配筋率 ,或加固桩外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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