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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技术具体阐述：

旭辉都会山项目以BREEAM NC四星级认证和国家绿色建筑三星级
评价标识为目标，将中国绿色建筑政策与BREEAM的设计原则紧密
衔接。

1. 节能方面：

项目使用了大量的节能技术和措施，最终实现项目节能率达到28%
，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21%，主要使用的设计特征和技术包括：

1) 可再生能源技术

本项目位于浙江杭州市，太阳能资源较充足，因此项目内拟使用太
阳能热水系统，用于项目生活热水的供应。本项目1-3#楼333户采
用333套功率为870w的150L水箱的高效率空气源热泵、完全满足
住户生活热水需求，并且节省耗电，4-7#楼采用500㎡高转换效率
光伏板，转换效率达20%以上，光伏发电用于建筑公共区域及地下
室照明等其他用电设备及区域，年均理论计算发电量为12.25万千
瓦时。

2) 建筑综合能耗分析

项目设计过程中重视对建筑能耗的测评，采用被动节能优先，主动
节能优化的组合方式。项目内所有维护结构均选用低传热系数、低
得热系数、高透射比的材料。建筑中所选用的能耗设备，均为节能
高效设备。

3) 节能电梯

项目选用高效节能电梯，电梯具有在非高峰期自动进入待机模式（
自动关灯技术、驱动器休眠技术等）的管控装置，且使用变频变压

变速的电机VVVF，同时节能电梯的轿厢内灯具平均光效大于55流
明/瓦，最终实现省时省电的目的。

2. 节水方面：

旭辉都会山项目注重对水资源的利用和贮藏，据统计，采用下列节
水措施后，项目的节水率和达到37%：

1) 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本项目中设置分级计量水表，并按使用用途或管理单元设置用水计
量水表，实时监测各不同区域的主要水耗情况；同时，项目中水表
均为带有远程抄表功能的脉冲水表，通过对比相邻两脉冲水表的实
时读数，获取两水表间的实际漏水情况，提高建筑的用水效率。

2) 地表径流控制

本项目中透水铺装比例占总硬质铺装比例的50%，并辅助设置下凹
式绿地、蓄水池等蓄水措施，以实现对项目内地表径流的调整和控
制。

3) 非传统水源利用

本项目注重对雨水的收集和利用，场地内设置有350m³的雨水调蓄
池，回收的雨水将用于场地内的绿化浇灌、道路冲洗等方面。

一、项目概述:

旭辉都会山项目是位于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江畔,由旭辉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一座集多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也是中国首个获得
BREEAM NC 2016版设计阶段四星级认证的房地产项目。

项目由3栋住宅楼、4栋公寓楼、沿街低商业三部分组成，此外，本项目还包含养老用房、邮政用房及其他配套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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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资源效率

旭辉都会山项目在设计过程中全面分析了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及
材料效益，项目中的承重构件中使用50%的再生骨料。此外，本项
目的主要承包商严格按照BREEAM的要求进行废弃物分类收集，并
制定详细的施工管理计划，确保项目中95%以上的建筑垃圾远离填
埋处理。

4. 健康舒适的室内环境

室内舒适性是建筑使用者对建筑满意度最直观的感受，高星级的
BREEAM认证项目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拥有健康、舒适的室内环
境。旭辉都会山项目中设置空气质量检测系统，监测并收集室内二
氧化碳浓度、VOC浓度及PM2.5等浓度，当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
超标时进行自动报警，并与新风系统相联动，实现保障室内空气质
量，提高室内舒适性。

5. 绿色施工

为了将设计阶段的绿色建筑策略和技术在施工中切实落实，同时，
避免施工过程对周边人文、自然环境的影响，本项目结合实际情况
编写绿色施工的计划，委派专人对计划的执行进行跟踪，确保绿色
施工的计划有效实现。施工前做好防护措施，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委派专人对施工现场的能耗进行记录和报告，并进行优化，减
少施工过程中不必要的能源消耗；专人对施工现场废弃物进行管
理，实现资源优化，减少材料的浪费。

6. 绿色出行

场地内设置足够数量的自行车停车设施及自行车遮蔽设施，同时，
场地内设置连接项目入口及各建筑主要出入口的自行车通道，确保
自行车使用者安全、高效的出行。项目内规划1727个自行车停车
位、项目附近公共交通方便，距离出入口419m范围内有2个公交站
点，有2条公交线路，项目整体规划和附近公共交通系统利于绿地
出行。

7. 生态保护

项目内的生态环境是影响建筑使用者心情和健康程度的因素之一，
本项目从两个方面出发，增强对项目生态的保护。

1) 增强当地生态性，保护周边生态环境的相关措施

 – 采用因地制宜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
种植适合本地气候的乡土植物；

 – 施工期、运营期的垃圾要按照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工程弃土
进行分类并集中处理，其中生活垃圾还应当按照塑料、玻璃、
废纸、金属、电池、厨余垃圾及其它垃圾进行细分，增设除臭
措施，同时相应增加生态环保、垃圾分类的教育设施，加大宣
传力度，加强施工人员及运营人员的培训。

2) 项目建成后未来5年的生态景观管理计划

 – 种植本土的蜜源植物，开花植物，吸引昆虫和鸟类，形成乔-灌-
草具有层次感的群落结构；

 – 在施工期间严禁将施工废水和生活垃圾排入附近管网，降低施
工噪音；

 – 严格控制施工的时间，在特殊时期，如鸟类繁殖期和植物开花
期，尽可能减少施工对动植物的干扰。

 – 对外来入侵植物要及时清理，尽可能采用人工的方式，在本土
植物未长成之前要加大入侵植物的清理频次，待本土植物形成
一定规模的群落结构以后可以逐步清理，在清理入侵物种的过
程中要避免使用药物（尤其是本项目附近有沿江与河滩，靠近
水域），减少给动物和其他植物带来风险。

 – 及时关注植物的生长情况，如有虫害可向当地的林业保护部门
请求援助，如有长势不良的现象，应当及时请当地的林业专家
进行诊断，并采取保护措施，如施肥、注射营养液等。

本案例研究表明，在BREEAM绿色理念的指导下，项目在能源、水
源、室内健康、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内均取得了较高成就，成为中
国绿色建筑的最佳实践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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