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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绿色建筑专题论坛

探探索索高高效效居居住住空空间间 智智造造美美好好生生活活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路

龙帅 朱迎雪 ) 8月2日至3
日，第一届SDC绿色发展国际
论坛分论坛——— 绿色建筑主
题演讲在太阳能德州小镇举
行。论坛邀请了绿色节能建
筑设计和建造领域专家和企
业代表，介绍被动式、主动
式、近零能耗等前沿建筑标
准，分享绿色建筑作品和项
目案例，探讨BIM、装配式、
3D打印等最新技术在绿色建
筑中的应用，探讨如何通过
提供健康、舒适和高效的居
住空间，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
共生和可持续发展。

其中，中国绿色建筑委员
会主任王有为先生认为大阳
能利用是近零碳建筑的主要
技术支撑点。中国被动窗产
业联盟理事长邓滨涛先生对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集成系
统进行了详细解析。中国建
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刘东卫先生在转型、创新和发

展方面对面向未来可持续发
展之路的中国百年住宅进行
了探索。

刘东卫在演讲中阐述，目
前，我们正面临着传统住宅数
量建设时期的严峻挑战，需直
面过去·现在·未来课题的转
型；绿色可持续住宅建造模式
的创新是住宅产业质量发展
时代的必由之路；百年住宅建
设与技术的产品供给要面向
住宅产业实现长久价值。

此外，论坛现场，同济大
学建筑系教授宋德萱就《从

“设计”到“建造”：绿色建筑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
授王静就《地域环境中的气候
适应性设计》，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建筑系教授李岳岩就《绿
色低碳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
应用》，北京康居认证中心主
任张小玲就《被动房与普通建
筑的区别》，中国建筑学会主
动式建筑学术委员会副理事
长郭成林就《一种全新的绿色

建筑模式——— Active House
主动式建筑的研究与实践》，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副教授
邓晓梅就《支持可持续城镇化
的建筑市场信用重建》分别做
主题报告。

宋德萱介绍，国际公认表
述的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生
命周期(生产、规划、施工、使
用管理及拆除过程)中，以最
节约能源、最有效利用资源、
最低环境负荷的方式与手
段，建造最安全、健康、效率
及舒适的居住空间，达到人
及建筑与环境共生共荣、永
续发展的目标。

“作为绿色建筑，建筑是
载体美是第一位的，艺术也是
追求的主要目标。”宋德萱表
示，绿色建筑的产生和发展
和当今人们所处的社会背景
紧密相关，设计创新是永远
的主题，通过在德州的建造
活动，如何做低碳、如何做零
能耗、房屋性能如何提升，是

一个最重要的节能评估。而
“从设计重技术”，遵循设计，
重视技术方法,将是未来绿色
建筑发展的方向。同时，绿色
建筑需遵循更低的建筑能
耗，更高的舒适性，更合理的
经济性，更显著的地域性，更
适用的技术，更智能的使用
管理的目标。

从2000年前的建筑要适
用、坚固、美观，到后来的适
用、经济、美观，以及如今追求
的适用、经济、绿色、美观。设
计师的设计观念在不同的变
化，如何在绿色下去做建筑设
计。李岳岩表示，建筑设计如
何和绿色相关联起来，设计师
们也在思考。“今天的建筑形
态可能是从一种绿色的形态，
从一种生态的形态，从节能和
适合地域气候特色的形态，符
合它这样的形态考虑我们建
筑的形态，这使建筑师的思维
在不断的转变。”

现在的城市人，90%的时

间是在建筑里度过，而现在将
近有30%的建筑是不健康的，
不健康体现在氧气不足、湿度
过大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
响健康，现在人们慢慢关注建
筑的健康性，关注建筑的舒适
性。而郭成林在演讲中提到，
绿色建筑Active House的特
征，可关注建筑的舒适性、健
康性，保持建筑恒舒适、恒健
康，和经济、能源、环境有一
个平衡性。同样，张小玲提到
被动房与普通住宅的区别在
于十个方面：被动房具有明
确的室内环境指标和能耗指
标；满足热工要求的健康建
筑；精准的细算使用能耗；高
建筑本体性能减少设备投
资；精细化设计；精细化施
工；长久性产品，城市绿轴，
超长的使用寿命，明确的指
标。此外，被动房将推动四个
市场的形成，即个人家居的改
造，既有建筑整体改造，农宅
建设，新建建筑。

8月4日下午，在人气火爆的太阳能德州小镇，第一届
SDC绿色国际发展论坛进行了主题为“绿色生活方式”的
峰会，邀请了各类绿色企业和机构，介绍最新绿色行动和
产品，探讨如何通过推广绿色节能产品、提高公众意识等
方式，将绿色生活方式真正落到实处。

推推广广智智慧慧新新能能源源 畅畅想想绿绿色色新新生生活活
本报记者 刘振

源码智能联合创始人高敬
介绍了“室内健康微气候智慧
解决方案”，其核心载体是一款
智慧的窗子，还有一套软件人
工智能的系统。智慧的窗子，即
室内和室外的交换，包括空气
的交换，能量的交换，光线的交
换等，它能感知天气和环境，通
过远程控制开关，天气好时窗
子自动开，刮风下雨自动关上，
还会适时启动新风活动，过滤
PM2 . 5颗粒，净化室内的空气。

“我们在窗户上下了很多
工夫，是很有匠心的，在两层玻
璃间采用一些技术，包括雾化

的技术调节光线。”高敬称，窗
子可以自动设置，比如说晚上
室外温度达到26度，就自动把
空调关了，把窗户打开。窗子还
可以和人对话，根据不同客户
定制不同的关键词，比如说吉
米吉米打开窗子、关闭窗子等
等，语音、摇控器、手机远程都
可以控制。在通信技术方面，既
支持室内的wifi、蓝牙，也支持
长距离的窄带物联网。

高敬谈到，窗子可以和主
流的智慧家庭对接，运用了物
联网的技术，每个窗子都是一
个基于互联网的智能设备，都

有单独的ID，通过手机扫描ID
进入平台来管理，同时管控家
里的几十扇窗子。还有安全功
能，比如窗户是连24V的电压，
当室外有小偷试图进入时，窗
户就会自动报警。另外，窗子检
测到一氧化碳泄漏会自动打
开，同时会报警。

“我们遵循WELL建筑标
准，它在空气、水等方面都有标
准，这样对人的呼吸系统、消化
系统都有不同的影响，窗子是建
筑里面很重要的载体，可以调节
光线，调节空气，这个对人的健
康是非常重要的。”高敬说。

深圳市铁汉一方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总工童家林先生
介绍了垂直绿化，包括绿色建
筑和垂直绿化、建筑里的应用
场景、垂直绿化在设计时的注
意地方等。他说，绿色建筑包
含非常广泛，包含维护的结
构、空调通风、空气照明等方
面。垂直绿化运用的场景非常
广泛，包括整个立面的绿化、
部分绿化的形式，除了“绿”之
外还加入一些新的设计，比如
说广州碧桂园总部、广西玉林
展览馆、盐城花街、华为绿色
展厅等经典设计。

童家林谈到，设计时常见
的做法有七八种，包括水培式
的工艺、布袋的工艺、模块工
艺、板槽工艺、攀爬式的做法、
牵引的工艺、网架工艺等，其
中水培式工艺是把植物种植
在种植毯上，吸收在这上面吸
收水分和养料，在室内干净且
轻便，“植物搭配相对用曲线
的形式比较多，多物种、多样
性的组合，在比较长的时间内
来看生长比较稳定一些。”

童家林介绍，在具体的植
物品种选择上，应选一些浅根
性的植物，比如长在石头缝里

面的植物，只要很少的土壤就
可以生存，像很典型的苔藓。
在室内会选择来自于热带雨
林有不同的质感、不同大小、
不同形状的植物。在室外一般
用本地的植物，譬如华东地区
一般会选六道木等悬崖上的
植物，“水是植物的生命，垂直
绿色大部分还是滴灌系统。”
童家林还说，做滴灌一定要有
过滤系统，确保水里没有杂
质，还有一定要有肥料，用水
肥一体化的方式解决，通过灌
溉系统把肥料混合到灌溉系
统里面。

河南天丰绿色装配集
团总工程师郑天心介绍了
集束智能装配体系，集束
体系是以智能化生产的集
束G型钢，它比一般的弯形
钢更厚，它的厚度可以达
到6毫米，甚至可以到达12
毫米。它可以用在低层、多
层建筑，同时也可以用到
高层建筑，甚至大跨空间
结构，“今天我们跟清华大
学Whao hose合作的这个
项目，其实用的就是集束
智能装配里面的模块房屋
体系。”

郑天心说，集束智能
装配体系怎么引领绿色生
活，第一个就是低层次建
筑，它是根据国家的标准
进行设计，结构体系是以
组合集束的构件作为基
础，形成的框架支撑体系
作为它的结构体系，在低

层里面要求整个结构体系
是一个弹性的。建筑体系采
用的比如说轻质保温的装
配式墙面、楼板，这个也融
入到Whao hose项目里面。

郑天心称，总结起来
无痕生态房屋的三个特
征，首先建造是绿色的，建
造过程里面采用的装配化
率到90%以上，是国家装配
化率的AAA级指标。同时
是居住无迹，就像Wha o
hose一样，在居住里面建筑
能耗是低的，而且一定要
住得相当的舒适。最后是
拆除无痕，建筑材料和部
件可以回收。

“我们还采用了一系
列模块化建筑的概念，模
块化建筑自身里面的一些
部件还是需要模块化，比
如说整体的卫浴。”郑天心
指出，在无痕生态房屋里
大量适用于特色小镇，央
视微电影小镇是他们很重
要的产品应用点。比如说
景区公园，他们跟新疆林
业厅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
协议，把他们集束的智能
体系用在旅游景区里面。

现场

“垂直绿化”让建筑绿意无处不在

深圳市铁汉一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工 童家林

“智慧窗子”打造会呼吸的家

源码智能联合创始人 高敬

集束智能装配体系引领绿色生活

河南天丰绿色装配集团总工程师 郑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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