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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BREEAM评价体系解读贵安可持续科技示范楼
Sustainable design of THE-Studio with BREEAM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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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示范楼可持续设计解析

目前，清控人居科技示范楼已完成竣工验收，其在设计阶段进行
的BREEAM评估中，达到了BREEAM “Very Good非常好”的等
级，正在争取运行阶段的BREEAM “Excellent优异”等级。由于
项目在立项和设计阶段就已明确建设方、设计方、施工方及材料商
的协同配合，故能结合当地气候条件以及场地条件因地制宜地选择
设计策略。以下通过BREEAM的九个评估项，来具体阐释清控人居
示范楼的可持续设计思考。

2.1 Management项目管理

清控人居科技示范楼从设计、建设到完工仅用了124天，采用了数
字化设计方法、装配化建造方式，有效提升了建造效率和质量，同
时也减少了施工过程中对周边环境的干扰破坏。

为能保证快速建造，建筑拆分成了4个并行的系统：木建筑系统，
主要是主体结构、围护结构（包括屋面）；轻钢箱体系统，主要是
内填充隔墙体系；设备系统，主要是用于设备独立安装，并方便展
示；外表皮及幕墙系统，主要是满足对气候条件以及地域、文化特
点的传承。这四个系统不仅在设计过程中可并行深化，在工厂加工
和现场施工阶段，也能同时作业。同时由于在设计阶段以BIM系统
作为设计工具，建造工序和过程可预先模拟，以便对施工过程进行
严格管理，让其可监测、可监控、可改进。

在项目初期，示范楼的投资方、设计方、施工方、部品商、管理方
都积极参与到项目的设计过程，并明确各方在整个项目中的角色和
责任。同时在施工前期就制订了一系列计划策略，包括环境保护计
划、施工节能用能方案、施工节水用水方案等。施工期间，严格监
控施工场地内的能耗、水耗、建筑材料和废物的运输、木材的采购
等，并通过环境管理系统EMS对场地施工进行管理控制，从而实现
对场地资源的使用把控、能源消耗的监管以及污染的控制，并且在
工程竣工验收前，对机电系统进行综合调试和联合试运转，以保证
其满足设计要求。

而在建成之后的运营管理过程中，示范楼同样采用了节能节水节材
的绿色管理制度，并对产生的垃圾流进行合理规划和分类处理。通
过智能化控制系统进行数据收集记录以及上传工作，同时根据记录
的监测数据对设备系统进行运行优化，以确保示范楼在未来的长期
使用中按照设定计划运营。

1. 项目概况

贵安生态文明创新园选址于贵安新区中心区，西临百马路、南临贵安新区行政中心。科技示范楼坐落于园区西南角，紧邻百马路西入口
广场。整体建筑坐西向东，东西贯通，建筑的东侧平台悬挑于景观大地上，向东北方向可远眺园区内的海绵城市生态景观。示范楼建筑
集展陈和园区游客接待中心为一体，故在建筑功能定位上分为三大部分：大空间展陈区、对外接待会议区、内部工作人员日常办公区。

建筑及周边木平台，景观水池整体占地共计944.5m2，总建筑面积701m2，其中地上占619m2，地下占82m2，示范楼集中展示了绿色
生态科技的最新研究和绿色产品的应用，还将发挥绿色建筑技术、健康城市指标体系研究等领先科技的推广作用。该示范楼将作为清华
大学的教学科研实践平台和绿色低碳科技的国际展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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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Health and Wellbeing健康和宜居

清控人居科技示范楼的可持续设计也着重体现在被动式策略的综合
运用上。贵安新区处于温和地区，温度适中但湿度较大。针对这一
气候特征，示范楼的整体空间在考虑功能布局的前提下，以最大程
度优化自然通风和天然采光为原则，利用风压和热压作用促进春秋
季的自然通风，并在冬夏季采用地道通风技术供暖及制冷。双层外
墙围护体系的采用，提升了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提高了室内环境
的舒适度，同时降低了建筑能耗。在选材方面，重点使用钢材、木
材等可循环材料，注重本土材料和现代工艺的有机结合。

2.2.1充分利用自然通风的空间布局

科技示范楼的主导性空间策略为优化自然通风，围绕两层通高的展
示中庭进行整体布局。展厅顶部高起，并设有电动开启高侧窗，在
风压和热压作用的驱动下，自然风从侧窗通过各房间进入中庭，再
从高侧窗排出室外。在春、秋季以及夏初夏末充分利用自然通风，
可有效缩短夏季供冷时间，降低建筑能耗，提高室内环境的舒适
度。

2.2.2天然采光与可调节外遮阳

顶部的高侧窗为展厅提供了良好的自然采光，并活跃了中庭气氛。
光线透过木屋架投射到两侧的展墙上，随着季节和时间变换光影，
使室内外环境相得益彰。办公及接待区的屋顶上设置电动开启天
窗，使室内照明更为充足，减少了人工照明的能耗。天窗内侧设有
电动遮阳帘，南北立面的窗外设有藤编板和手动调节的竹帘，可灵
活控制光量。



2.3 Energy能源

科技示范楼采用了双层结构外墙围护体系的被动式节能策略，建筑保温、隔热性能良好。双层外墙围护体系有机融合了使用功能与建筑
形象，一层在复合金属夹芯墙板外侧附加单层玻璃幕墙，形成空腔，通过开闭通风口在不同季节起到通风、隔热、保温的作用。

二层在木结构密肋复合墙体外侧附加藤编表皮，形成半封闭的夹层，夏季可实现遮阳和通风散热，冬季可适当防风。项目采用了地道风
系统作为项目主要的新风系统。利用大地全年恒温以及蓄热量大的特点，室外新风先进地道与大地热交换，而后经除湿处理后引入室
内，改善新风的热舒适度，使室内空气夏季凉爽，冬季温和，有效减少能耗。同时所有送风均来自于室外新鲜空气，具有节能、自然、
健康三位一体的综合优势。

2.4 Water可持续的水资源处理

本项目作为创新示范园的启动部分，严格贯彻了园区海绵城市的规划理念。通过生态景观结合雨水回用的设计，使得雨水回收及多层次
利用；又通过污水废水分流系统及高效节水型源分离洁具，实现节约用水和污废资源化利用，打造海绵城市的典范。雨水系统规划转变
了常规管渠集中收集雨水的模式，通过低势绿地、净化湿塘、透水铺装等措施实现雨水的自然积蓄、自然渗透和自然净化。污水系统规
划运用源分离技术，从源头上分离黄水、灰水和褐水等多类污水，在末端进行分类处理，使污水收集率和处理率达到100%效能，实现再
生水循环利用和污废零排放。



2.5Material可持续建筑材料的运用

所谓可持续，必然是生态友好，又得能够重复利用。示范楼在材料
选择上以原生态为标准，建筑的主体结构以钢材和木材这两种可
循环建筑材料为主，采用“木建筑+轻钢箱体模块”的混合结构体
系，外墙和屋面主要采用木龙骨、欧松板、木瓦等木材制品。室内
装修大量使用麦秸板，对农作物秸秆进行了再利用，减少对森林资
源的消耗。

同时科技示范楼还关注对本土材料和技术的挖掘。在建筑表皮的设
计上将传统手工工艺材料与现代施工技术相结合，形成具有复合功
能的外墙系统。表皮的材料在设计之初的考虑是既要用一些当地的
材料，又得能够相对耐久，不仅得有当地特色，又要能够符合立面
的“可呼吸”的特点。这得需要一种有地方特色、比较轻又是织物
类的东西。经实地调查走访，发现在贵安新区东边90公里左右，黔
东南州的一个名叫三穗的县城有这么一种材料，它的最大特色就是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竹藤编的技艺。竹藤编的产品不仅耐久，
而且轻便好施工。所有藤编均由当地手工艺人完成，建筑师和工匠
共同努力，将手工的编织工艺与幕墙挂板的现代施工方法结合，将
本土传统工艺转化为建筑部品应用。整个建筑立面的藤编挂板由当
地的100个工人工作近一个月编织完，对地方就业和手工艺传统的
保护，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展示大厅及东侧室外观景平台选用了当
地盛产的青石板，北立面选用了当地传统的片石砌墙，增强了外墙
的保温隔热能力，也体现了结合本土材料与当代工艺的创新精神。



2.6 Waste废物处理

园区在垃圾废物的回收处理上规划了一整套完善的垃圾分类收集系
统。整个园区内配建专有的资源处理中心，将日常运营过程中产生
的污水、厨余垃圾、园林绿化垃圾及有机废物，进行处理并循环利
用。通过对玻璃、金属、塑料等垃圾的定向回收，打造垃圾分类、
收集、利用的示范型园区。同时，在科技示范楼的负一层，有专门
负责存放可循环回收的储藏室，通过楼梯和坡道直接连接室外，方
便工作人员的运输和回收处理。

2. 7 Land Use and Ecology用地和生态

园区建设遵循低冲击开发策略，充分利用天然地形，将园区低洼处
规划为核心湿地景观区，并沿周边地势较高处布置功能组团，规划
交通流线，组织场地排水。整个工程实现填挖方自平衡，单位面积
土石方量仅为0.28立方米/平米，大大低于国家规定的低限值，从
而降低工程造价，缩短施工周期，对西南城市浅丘地区开发建设具
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园区建设前场地曾为荒废的草地，未在政府生
态保护下，却具有一定的生态价值。因此，整个项目建设过程遵循
低环境影响的理念，不仅对项目施工过程的废弃物排放进行严格监
管，而且对施工中产生的噪声污染和光污染也进行了严格把控和限
制。同样，园区的建设内容也包括大面积生态湿地的建设以及生态
景观与建筑设计的结合。从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及场地生态价值
建设的角度，进行了一个长期的规划，来管理与保护场地内以及周
边的生态特征，并明确保护的目标物种以及生物栖息地。

2.8 Pollution污染

本次示范楼，在制冷方式上，实验了一次不用空调，全靠地道风的
低温新风和室内热压风压气流组织，来实现夏季室内的环境舒适要
求。故建筑主体未使用对臭氧层有害的制冷剂。场地内雨水收集
系统与景观水池的结合，起到了对地表水径流控制的作用。场地
内的雨水通过雨水收集系统收集以及蜂窝约束系统绿地等自然沉降
作用，经过模块化人工湿地等进行高效净化，对雨水中的污染物进
行全面处理。处理后的屋面雨水储存在景观水池中，同时作为绿色
浇洒的水源，多余的部分排放至市政排水管网。通过减少以及延缓
地表水对周边环境的径流作用，并且对控制的雨水部分进行过滤处
理，从而最小化场地内排水对周围水道产生的污染。

2.9 Transport交通

整个项目为园区参观者、使用者、员工和施工人员提供了绿色低碳
的出行方式。通过林荫步道、自行车专用道与残疾人坡道的设置强
调慢行优先，体现对慢行人群的关爱。园区采用电瓶车替代燃油汽
车，鼓励采用公共交通、电动车、自行车、拼车、大巴车等多样的
绿色出行方式，设置免费的自行车、拼车、电动车残疾人车辆及大
巴停车位，并设置相应的电动车充电桩与便利的上下车接驳点，引
导大众低碳出行。

3. 结语

从BREEAM评估设置的分项里可以看出，一个建筑项目，从立项开始，在经历场地处理、施工建造、竣工运行、经营维护、直至最后拆
除的过程中，每一步都与整体生态环境、人的生活、资源的消耗密切相关。因此可持续设计关注的不仅是一座房子，而是建造活动和运
营使用活动这一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对用户、对周边邻里、对生态环境和社会带来的综合影响。作为可持续领域的研究和实践者，我们更
希望从这一角度来解读隐藏在绿色建筑标准背后的价值观，并以此态度，针对不同地区面临的现状，将可持续与设计结合，创造性的去
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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