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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作者的获奖农宅设计方案为例，探讨

福建夏热冬冷地区，从规划选址与平面设计、围护

结构与体型设计、风能利用与通风设计、太阳能与

沼气利用、建筑遮阳与庭院绿化等方面，如何使用

低技术、低能耗，建造绿色、生态、节能的新型农

村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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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生态住宅的建设，在我国有着极其重

要的意义和非常乐观的发展前景。低能耗生态

住宅在农村的发展不但有利于节省能源、保护

环境，同时有利于提高农民居住的舒适度，进

一步促进和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按 照《 民 用 建 筑 热 工 设 计 规 范》

GB50176- 93的建筑热工设计分区，福建省北

半部的宁德、三明、南平三地市亦属夏热冬冷地

区，该地区夏季炎热、湿热，高于35o 的酷热天

数，就有15至 30天之多；该地区冬季寒冷，一

月份气温比同纬度其他地区一般要低8~10o，是

世界同纬度下冬季 寒冷的地区之一 [1]，冬夏

两季室内热环境都很差，由于该地区不属于

法定的采暖地区，因此农村夏季靠通风降温，

冬季靠多穿衣御寒。近年来，福建大量新建

的村镇住宅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建筑围

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差，门窗气密性不良，

冬季室温较低，夏季室内过热 , 造成室内热

环境恶化；（2）缺乏新能源，除城郊外大部

分农村仍采用薪柴做饭；（3）大量使用粘土

砖，破坏土地资源。因此急需推广应用一些

经济适用的建筑节能技术，提高农民居住水

平，使农宅走向舒适、健康、节能、环保的

生态化道路。

由作者设计的“福建夏热冬冷地区低技

术低能耗生态节能农宅设计方案” ，2010

年初获得福建省村镇住宅设计竞赛 高奖和

2010.6.18 海峡第八届项目成果交易会高校优

秀成果二等奖。本文结合该方案，根据福建夏

热冬冷地区的特点，从规划选址与平面设计、

围护结构与体型设计、风能利用与通风设计、

太阳能与沼气利用、建筑遮阳与庭院绿化等方

面，探讨如何使用低技术、低能耗，建造绿色、

生态、节能的新型农村住宅。

2    方案特点与生态节能
2.1设计宗旨  作者的设计方案（图 1-图

6），试图吸取福建传统农村民居的优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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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基础上，以绿色生态、环保

节能为设计宗旨，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生活

水平的提高及人口结构变化的要求，体现一定

的超前性、实用性、灵活性。

2.2 方案特点 （1）适用农村：满足农民

当前今后的居住要求；（2）庭院设计：便于

日常起居、居家农活等；（3）平面设计：独

门独户，功能齐全，布局紧凑；（4）立面设计：

简洁大方，小巧玲珑，古韵新风；（5）剖面

设计：精心设置了两个层层逐渐缩小断面的

文丘里式通风管道。通风道顶部设置了利用

风能的风力风帽拔气。在各卧室及堂屋设置

了抽风小电扇，将地下室夏季的凉风抽送到

各卧室及堂屋，设计一个能“呼吸”的建筑，

营造一个“土空调”的清凉世界。并利用地

形高差，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设置地下起居室、

贮存间、车库。

2.3 生态节能 （1）节地：面宽小、进深大、

占地少。适应坡地、平地多种地形。利用地下

空间；（2）节能：利用太阳能，风能，沼气

等可再生能源；（3）节水：利用雨水，自挖

生活水井；(4)节材：采用本地石材、木材、青瓦；

(5) 环保：建沼气池，绿化庭院。

图1-方案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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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双低设计（见表 1）

下面分述本方案涉及到的低技术、低能耗

的建筑设计策略。

3    规划选址与平面设计
3.1 选址与规划

3.1.1 宅基选址 《黄帝宅经》曰“人因宅

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故

不可独信命也”。其意是宅的好坏不是天命决

定的，而是人选择的结果。

农村住宅选址应考虑当地气候特征、周围

环境特征、村民的生活习惯等，在选择建筑基

址时应顺应地势 [2]，近山靠山，选择较高地势

建房，尽量减少填挖土方量、节约人力资源；

近水临水，选择近水而居，河池流水可使住宅

得到夏日南来凉风，起到较好的降温效果。基

址应争取良好的朝向、采光、通风且易在农、

林、牧、副、渔多种经营中形成良性循环。选

址要注意维护基址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减少

人和建筑对地形、植被、水源的负面影响。

3.1.2 规划设计 重视合理的规划，为建设

农村节能住宅打下良好的基础。土地利用上应

更加聚集和集中，以使村镇空间环境更为紧凑

合理 [3]。从选址、朝向、间距、建筑体形、主

导风向、太阳辐射、环境绿化、外部环境等方

面进行综合研究，以改善农村的微气候环境，

并实现住宅节能。夏季炎热的地区，可在当地

夏季主导风向的上风向设置一些绿化带和水

体， 带来树荫下及水体表面凉风；而冬季严

寒的地区，在规划时要尽量避免将村落布置在

山谷、洼地、沟底等凹地处，以免冷气聚集此

处，形成“霜洞”。规划设计应合理确定建筑

朝向，应考虑冬季利用太阳能采暖并有效防止

冷风侵袭， 夏季利用阴影和空气流动降低建

筑物表面和室内温度。应使建筑物的方位控制

在偏离正南 ±30°以内， 佳朝向是南偏东

或西 15°的范围。

3.2 庭院与平面

3.2.1 庭院设计 应根据当地的气候特征、

住宅的朝向、入口风道、庭院大小以及围墙高

低等因素，设计前庭后院。前庭作为邻里交往、

家庭农作，后院作为家务劳作。用庭院，利用

太阳能，组织穿堂风。南向庭院种植落叶乔木，

夏季不仅可以起到遮阳的作用，还可以对穿过

它的空气进行降温、加湿和净化，种植部分花

草来降低地面对热量的吸收能力。借鉴传统住

宅的“天井”、“水院”等做法，使建筑具有

保温、隔热、调节微气候等生态功能。

3.2.2 平面设计 夏热冬冷地区农村住宅的

平面组合，应根据自然形成的北冷南暖的温度

分区来布置各类房间。将热质量要求较高的客

厅卧室布置于南向区域，南向可设封闭的外走

廊，夏天用来遮阳隔热，冬天形成日光间来保

温；而把热质量要求较低的辅助房间如厨卫、

楼梯间等，布置于冬季温度相对较低的北向区

域，形成“温度阻尼区”。应选择面宽小、进

深大的平面形状，采用两户或多户联排式布置，

以降低建筑的体形系数，降低建筑能耗。

4    围护结构与体型设计
4.1 围护结构

福建夏热冬冷地区的农宅一般没有采暖降

温设施，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普遍很差，冬夏

季建筑室内热环境与居住条件较为恶劣。因此

应加强围护结构的节能设计。围护结构节能主

要通过改善建筑物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达到

夏季隔绝室外热量进入室内，冬季防止室内热

量泄出室外，使建筑物室内温度尽可能接近舒

适温度，以减少电扇、空调等设备能耗，达到

节能的目的。

4.1.1 外墙 通过外墙散失的热量占到整个

围护结构总能耗的 25 %~28 % ，其材料的选

取和性能对整个空间热环境有重大的影响。目

前在夏热冬冷地区农村住宅的外墙体设计中，

主要是外墙外保温。在材料方面，要依据当地

既有的建材资源，合理选择墙体材料和构造措

施， 利用当地易获得的保温材料(如炉渣、木

屑、稻壳 ) 等来获得墙体良好的保温效果。

沼气

太阳能热水器

太阳能灶

地下水，雨水

风能

建筑布局

与平面

建筑体形

自然通风

自然采光

绿化

南墙太阳集热

隔热遮阳

地下室冷风

自然空调

外围护结构

保温隔热

本 案 设 计 应 用

采用福建省农科院 新专利产品玻璃钢沼气池，解决冬季无气、少气问题。比普通沼气池产气多一倍，寿命长 5年。

太阳能热水器设南向坡屋面，与建筑一体化。

太阳灶设底层客厅外走廊西南角，可煮饭，烧开水。

自挖生活水井。蓄雨水用于洗农具、冲厕、浇花等。

通风道顶部风力风帽拔气。组织平面穿堂风、竖向管道风。

建筑座北朝南，南偏东或偏西不超过 15°。主房间朝南。次要房间如卫生间、楼梯间朝北，形成温度阻尼区。

体形方整无凹凸，面宽小，进深大，外墙 少，便于多户联体，减少东西山墙，节能效果显著。

平面组织穿堂风，剖面设计竖向管道风。

所有房间均自然采光。

前后庭院绿化，东西墙垂直绿化。

客厅，主卧南墙大面积玻璃门窗集热墙。

南集热墙外挂玻璃纤维布卷帘，内挂双层厚窗帘。

卧室窗外挂竹帘或做木百页窗，也可内做木板推拉窗。

利用通风道，抽风扇、拔风风帽将地下室冷风送至各房间。

混凝土平屋面加小青瓦屋面，闷顶设老虎窗及可调百叶窗。外墙用 190 厚加气砼砌块，外加 20厚聚苯颗粒保温砂浆。

可再生能源

低技术低碳

生态设计

低技术、低能耗设计策略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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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宅墙体节能设计时建议采用单一节

能墙体，如加气混凝土墙材、空洞率高的多孔

砖或空心砌块作为单一节能墙体，代替传统

240mm 砖墙，外表面尽量采用浅色饰面。通

过改善主体结构材料本身的热工性能来达到墙

体节能效果，使墙体节能水平有较大幅度地提

高。对于东西山墙，经节能计算分析，若采用

300 mm 加气混凝土墙材或 360mm 承重多孔

砖墙体就可满足节能要求。

4.1.2 屋顶 农宅屋面耗热量约占整个围护

结构总能耗的15 %左右。在屋面构造的选择上，

较好的做法是采用坡屋顶，设置通风隔层，并在

通风口设置可控制百叶窗，通过百叶窗的开关，

改变不同季节下隔层的隔热作用。如果采用平屋

顶，倒铺型保温屋顶节能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的

正铺型屋顶，亦可设置成屋顶花园或蓄水屋顶，

既美化了环境，又节约了能源。若种植一些经

济类植物或蔬菜，还有一定的经济收益。

4.1.3 外窗 在围护结构传热损失中，窗户

约占 20% ～ 30%，其面积大小对能耗影响很大。

夏热冬冷地区门窗设计中的节能技术是：（1）

严格控制窗墙比、减少窗面积。南墙、东西墙

及北墙的窗墙面积比控制在35 % ,30 % ,20 %

以内 ,以减少散热面。（2）采用门窗密封条， 

提高门窗的气密性。（3）门窗采用保温薄膜， 

提高窗的热阻。（4）使用单框双玻窗。（5）

选用保温效果好的塑钢门窗。（6）采用保温

窗帘或窗板。（7）加大南窗面积，冬天可接

受较多太阳热量 [4]。

4.2 体型设计

农宅体型设计应尽量规整，因为建筑体型

的变化直接影响建筑采暖降温的能耗大小。在

夏热冬冷地区夏季白天要防止太阳辐射，夜间

希望建筑有利于自然通风、散热。因此与寒冷

地区节能建筑相比，在体型系数上没有控制得

那么严，建筑形态变化较多。但从节能的角度

讲，外墙面积越小，外围护结构的热损失越小，

从降低建筑能耗的角度出发，应该将体型系数

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5]。农宅目前降低体型

系数的方法主要有：（1）减少建筑面宽，加

大建筑进深，每户两开间为宜；（2）增加建

筑物的层数，2 至 3 层为宜；（3）加大建筑

长度或增加组合体，4至 6户联建为宜；（4）

建筑体形不宜变化过多，减少外墙凹凸等。

5    风能利用与通风设计
5.1 风能利用

在夏热冬冷地区的新农村住宅规划设计

中，充分利用村庄周边的环境，在风的引导下，

使村庄内外的气候相互渗透，形成村内的气候

循环系统。对于农村生态住宅，应重视室内自

然通风，气温差异较大或平均气温偏高或偏低

的地区，提倡修建地下室，因为地下温度年变

化量非常小。进入地下 1m 以下，温度基本保

持稳定，成为天然空调，为整个建筑提供一个

稳定的蓄热蓄冷空间。冬暖夏凉，节能且节地。

在房间适当的位置开设换气口或排风扇, 定时

或不定时进行房间换气。夏季使室外空气从地

下室流入室内。当没有自然风或风向不好时：

(1) 启动风机 ( 风机启动时，自然风进风口的

可控百页窗关闭 )；(2) 送往各厅室的风口均

可控，让有限的冷却风集中供给某一空间（白

天主要是客厅，晚间为卧室）。昼夜温差大的

地区可用夜间通风方法，在夜间引入室外的冷

空气。 

5.2 通风设计

对于农宅应尽量接近夏季主导风向，合理

选择房间开口位置和开口面积；组织好室内的

自然通风，穿堂风，既节约能源又经济实用。

在剖面设计上尽量使其形成上下空间贯通的通

风道，并充分考虑自然通风、温差换气。由于

自然通风能加快夏季建筑的散热与降温，从而

实现舒适的室内风环境。由于采光和通风是相

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建筑充分利用自然采光，

不但保证了各房间都有好的采光面积，同时通

过设计高侧窗把南向的阳光引入北向居室，进

行蓄热从而改善了北向房间冬季阴冷的缺陷。

印度著名建筑大师柯里亚有句名言“在热

带气候条件下，空间本身也是一种资源”，

他致力于住宅被动式降温设计，他的名作“管

式住宅”巧妙地利用空间本身的组合，实现

了自然通风、遮阳等有效的防热设计，值得参

考借鉴。

6     太阳能与沼气利用
6.1 太阳能应用

太阳能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污

染的新能源。福建属于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地区。

农宅首先应正确选择房屋 佳方位，主要立面

应面向南，充分利用太阳能。住宅间有足够的

日照间距，避免阳光被前排房屋遮挡。控制好

朝南窗户的窗型和面积，设置阳光室等。其次

是利用太阳能装置，如太阳能灶、太阳能热水

图3-二层平面图2-一层平面 图4-地下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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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等。农村生态住宅中被动式利用太阳能是一

种重要的生态策略和手段。

6.1.1 附加阳光间  附加阳光间是一种太阳

能直接受益系统。农宅通常都设计有南向阳台， 

而且常做成玻璃窗封闭式，自然形成一个阳光

间，在冬季成为采暖日光间。也可在房屋的向

阳面附建一个玻璃温室的附加阳光间，这样受

热的空气可用于加热相邻的房间，从而获得一

个温和舒适的室内环境。在夏季安装可调节式

外遮阳，白天阻挡阳光热辐射，夜晚玻璃门窗

开敞加强通风。

 6.1.2 太阳能集热墙  集热墙就是涂成深

色的混凝土墙或砖石墙外覆玻璃构成的，工作

原理就是利用玻璃与墙体之间的空气间层使室

内热量发生变化。冬季，白天太阳加热空气间

层内的空气，空气通过墙顶与底部的通风孔向

室内对流供暖，夜间则靠墙体本身的储热向室

内供暖。夏季，利用墙体的蓄热能力，通过吸

收室内热量和烟囱效应强化自然通风，帮助室

内降温。

6.1.3 太阳能热水系统  利用太阳能加热水

是太阳能利用的 普遍的形式。太阳能热水系

统目前仅用于提供生活热水，将来随着农村生

活水平的提高，还可用于提供地板低温辐射采

暖的热量。

6.2 沼气利用

沼气是农村中 有前途的可再生能源，可

用于炊事、照明、取暖等，沼气池废料还可以

用于土地自然肥料。提倡推广适合广大农村的

“四结合”庭院生态工程模式，把沼气池建造

与改厕、改厨、改水结合 ，使农民的居住环

境得到改善。有些地方已将传统的独户沼气池

改为集体户大型沼气罐，并与村办养猪场相连，

进料、出料机械化，沼气管道进入各家各户，

如同城市的管道煤气一样方便。

7    建筑遮阳与庭院绿化
7.1 建筑遮阳

建筑遮阳是一种传统的技术手段，农宅设

计中可考虑设置遮阳板、遮阳罩与绿化遮阳。

夏季白天需在建筑南向及东西向遮挡太阳的辐

射，避免建筑得热过多、室温过高。结合建筑

形式，在南向及西向安装一定形式的可调外遮

阳，例如将窗户做成可调节的百页窗，夏天关

闭遮阳，冬天开敞采光。还可以将外百页窗与

内玻璃窗扇做成推拉式。相比百叶窗、遮阳板

等局部遮阳构件，遮阳棚架的遮阳效果更好，

更容易创造多种多样有趣味性的过渡空间与休

闲区域。印度建筑大师柯里亚的作品中，常将

遮阳棚架应用于入口、屋顶平台、过渡空间等

部位。

7.2 庭院绿化

在农村低能耗生态住宅的设计中，绿化是

常用的生态策略之一，也是一种 有效和经

济的方法。在农村住宅规划设计中，背山者可

就近利用山坡林木遮挡冬日寒风，平原住宅可

在宅后植树种竹，形成绿色的环境小气候。房

前、屋后、路边广泛种植当地树木花草，尽量

减少硬质地面，既可降低环境温度，改善室内

小气候，又能净化空气，减少噪声。庭院南墙

前种植高大的落叶乔木，夏天遮挡太阳辐射，

冬季由于树叶落光，也不影响阳光照入室内。

在西墙外可种植爬山虎等攀爬植物，进行垂直

绿化遮阳。同时注重窗前绿化和屋顶绿化，形

成立体花园。

    

8    结语
研究表明：农村住宅生态节能技术所追求

的是在技术实施过程中，保持人与自然之间资

源、能量的获取和消耗、输入和输出的循环平

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则必须考虑当地的实

际情况，如土地、资源、气候、植被、经济、

生活方式等，并结合生态技术的层次性， 因

地制宜地选择适宜的生态技术。设计时需要在

各种要素间寻找到平衡点，通过科学规划、精

心布局、精选材料、合理构造、节约能源、保

护环境。只有这样，我国的村镇生态住宅建设

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 做到人和自然的和谐

共生，真正做到《北京宪章》所说 :“在有限

的地球资源条件下，建立一个更加美好，更加

公平的人居环境”。

参考文献 :

[1] 吴聪慧 . 福建夏热冬冷地区住宅建筑

节能的思考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3，4.

[2] 程显风 . 夏热冬冷地区新农村生态住

宅设计探讨 .住宅科技 .2008.10.

[3] 杨子江 . 夏热冬冷地区村镇住宅建筑

节能探索 .工业建筑，2005，35(7).

[4] 杨维菊 . 冬冷夏热地区的建筑节能技

术，东南大学学报，1998，28（5）.

[5] 程唯， 郄恩田 .夏热冬冷地区新农村

住宅生态设计研究，中华建设，2007.12.

图5-剖面图 图6-模型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