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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施工工艺、建筑材料的发展，如何在当

今社会传承和弘扬岭南建筑文化，使之与我们现代生活联系起来，

赋予岭南建筑新的、持久的生命力，为我们今日的生活增添色彩，

已成为文化建设和建筑设计的一个课题。

  传统岭南建筑在适应炎热潮湿气候下采取的规划和建筑设计措

施在今天仍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其中开敞的布局、利用冷巷和天

井组织和诱导通风降温、与庭院结合形成怡人的生活环境等方式，

均与绿色建筑所倡导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供健康、适用、高

效、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等要求相一致。

   可见，传承和弘扬岭南建筑，与绿色建筑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

是一致的，兼具一定的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将岭南建筑特色

与现代的绿色建筑概念相结合，使现代的绿色建筑能够充分反应岭

南地区的亚热带气候特点，并反映这片土地上历代先民的生活习性

和智慧结晶，都对现代的规划建筑设计带来新的挑战。

    在发掘岭南特色、弘扬岭南文化的背景，《广东省优秀绿色建

筑案例集》具有现实且迫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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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南大路工业一路68号

绿建星级：二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

业主单位：广州市气象局

设计单位：广州珠江外资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咨询单位：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气象监测预警中心
Guangzhou meteorological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center

项目介绍：项目规划用地面积5.4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9218平方米，绿化率达到67%项目借鉴优秀的岭南

建筑应对地域环境、气候，体现文化意境的处理手

法，运用敞厅、天井、冷巷以及庭院等设计手法，

营造出静逸、舒适的富于文化韵味的建筑环境，以

低成本的建筑处理手法达到节能、生态、环保的设

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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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广州市优秀工程设计     一等奖

2012年度广州市绿色建筑优秀设计 一等奖

2013年度广东省优秀工程设计     一等奖

2013年度广东省注册建筑师协会优秀建筑                    

创作奖

2013年香港建筑师学会“两岸四地建筑设

计大奖”银奖

2014年中国建筑学会中国建筑设计奖

2014年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     金奖

2015年度全国优秀工程设计       一等奖

广东省第二届岭南特色建筑设计奖   金奖

第七届广东省土木工程詹天佑故乡杯奖

广州市绿色建筑示范工程

获奖情况

广州市气象监测预警中心 5



    屋面绿化作为隔热措施有着显著效果，可以节省大量空调用电量。

同时，建筑绿化可明显降低建筑物周围环境温度(0.5～4℃)，而建筑物

周围环境的温度降低，对降低建筑空调能耗具有显著作用。配合地面景

观植被设计，有效降低建筑室外温度和热岛效应，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微

气候环境并降低空调系统的能耗。

    项目采用大面积种植屋面的做法，其他部位采用30mm厚XPS保温屋面

的做法，可有效起到隔热保温的作用。   

    建筑物南北向布

置，规划布局上有效

组织场地内的自然通

风，利用坡地地形，

使建筑物西侧立面被

山坡所遮蔽，完全避

免了西晒造成的建筑

热环境和能耗问题。

（一）平面布局（一）平面布局

（二）屋顶绿化（二）屋顶绿化

主要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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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气象监测预警中心

1.敞厅

     入口门厅借鉴岭南传统建筑中敞厅的

做法，结合观景鱼池、蔓延而下的草坡，

将自然景观纳入到建筑之内，使得室外风

景与室内环境之间相互交融，营造出安静

优美的内部环境。

2.冷巷与庭院

    冷巷与庭院空间的相互穿插、结合，

为庭院空间提供舒适的自然通风感受，营

造出可供休憩交流的舒适的公共空间。冷

巷空间将室外环境与内部的敞厅联系起

来，将冷却的空气置换到室内，并诱导通

风。

3.天井与庭院

    中庭借鉴岭南传统建筑的天井手法，

通过拔风、自然采光达到节能目的。岭南

庭院与建筑功能结合，种植竹子的窄长形

庭院（冷巷），既起到自然通风的作用又

成为了装饰一幅生态园林画。

（三）岭南建筑空间的现代化运用——被动式节能技术（三）岭南建筑空间的现代化运用——被动式节能技术

    项目借鉴的岭南建筑的处理手法，运用敞厅、天井、冷巷以及庭院等设计手法，营造出富有文化韵味的建筑环境，以低成本的建

筑处理手法达到节能、生态、环保的设计目的。

主要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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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遮阳措施（四）遮阳措施

    项目采用建筑构件遮阳，利用水平挑板和外走廊实现

水平遮阳，利用冷巷实现垂直遮阳，可有效减少外围护构

造的太阳辐射得热，减少空调能耗，增加舒适性。

    同时在贵宾室的东西向设置可调节的水平遮阳百叶，

通过水平遮阳百叶的调节作用以达到室内光环境的舒适

性，同时达到节能的目的。整体建筑外遮阳的遮阳系数达

到0.70。

（五）地下空间的采光改善（五）地下空间的采光改善

    地下车库为半地下空间。车库入口可实现自然采光，同时设置

了多个采光通风井，可取代白天的电力照明，最少可提供十小时以

上的自然光照明，节约能源，创造效益。

 
（六）透水地面（六）透水地面

    项目区域内雨水地面渗透利用模式可分为天然渗透地面和人工

渗透地面两大类：1）天然渗透地面以绿地为主。植物根系能对雨水

径流中的悬浮物、杂质等起到一定程度的过滤，具有较强的截留和

净化作用。2）人工渗透地面主要是采用多孔的嵌草砖。项目利用

坡地地形，使建筑物西侧立面被山坡所遮蔽，绿化率高达67%，室

外透水地面面积为40193平方米，透水地面面积占室外面积比例高

达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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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以北、民田路以东

绿建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获奖情况：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一等奖、鲁班奖

          2015年度深圳市物业管理优秀示范项目

设计单位：荷兰大都会建筑师事务所（OMA）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咨询单位：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介绍：深圳证券交易所营运中心是深圳证券交易

所新建的大型公共建筑，项目规划建设用地3.9万㎡，

建筑基底面积1.4万㎡，总建筑面积26.7万㎡，建筑结

构为型钢混凝土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混合结构。

地上部分46层、地下部分3层、建筑总高度245.8m。

深圳证券交易所营运中心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Operation Center

深圳证券交易所营运中心 9



（一）环境监控系统（一）环境监控系统

    大楼环境监控系统包括室内空气质量和室外环境监控，楼宇设备管理系统可对室内环

境的温度、湿度及二氧化碳进行监控分析，部分区域（车库、空调机房等）设置二氧化碳

及重要空气污染物的监测系统。

（二）绿化设计（二）绿化设计

    1.在抬升裙楼屋顶设置空中花园，首

层庭院的热带花园中设置垂直绿化景观

墙。

    2.采用了多种植物搭配，营造多元化

的立体绿化效果。

（三）节约能源（三）节约能源

    1.采用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由太阳能热水为一次热源，备用热源采用空气源热

泵机组供应，太阳能热水系统年产热水量104.5万升。

    2.项目建设屋顶光伏发电系统，年平均发电量约为2.8万kWh。

    3.项目采用冰蓄冷系统，在运行中可大大降低年耗电量，减少运行费用，同时

增加系统运行的可靠性。

主要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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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水回收再利用系统将大楼的淋浴、盥洗优质杂排水及

空调冷凝水全部收集处理后用于冲厕，中水最大日利用量为

241.4m³/d。
    2.雨水集蓄系统将塔楼屋面雨水、抬升裙楼屋面雨水收集

处理后用于于抬升裙楼屋面、室外地面的冲洗和绿化浇洒以及

地下车库地面冲洗。

    3.绿化灌溉采用喷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方式，采用湿度传

感器或根据气候变化的调节控制器。

（四）水资源综合利用（四）水资源综合利用

（五）幕墙玻璃设计（五）幕墙玻璃设计

    1.采用高性能中空Low-E高透玻璃，有利于室内自然采光，

外窗的内遮阳系统与照明系统联动智能化控制。

    2.抬升裙楼设计有内呼吸的双层幕墙（观景通道，有两层

幕墙）。

    3.建筑幕墙具有可开启部分或设有通风换气装置，过渡季

充分利用自然通风改善室内热舒适。

深圳证券交易所营运中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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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展览路1号

绿建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

获奖情况：广东省注册建筑师优秀建筑创作奖

设计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咨询单位：广州市亮建节能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介绍：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位于广州市白

云新城，总建筑面积为83556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

为51218平方米，地下面积为32337平方米。屋顶高

度为48.5米，主体共9层，属一类高层建筑。主要功

能包括广州市城市展览馆和城市建设档案库两大部

分，具体包括：展览陈列、档案库、办公、餐厅、

车库等。

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
Guangzhou Urban Planning Exhibition Cen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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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隔热防晒措施（四）隔热防晒措施

    1.建筑立面采用纵横向的金属框架作为立面

的主要元素，金属框架一方面是玻璃幕墙的分隔

和支撑，另一面起到遮阳及立面统一的作用。

    2.项目借鉴岭南传统民居屋檐出挑的遮阳防

晒方法在建筑七八层将建筑垂直壁面及平面出挑

在增大公共空间的同时达到防西晒和遮阳的作

用。

主要技术措施  
（一）屋顶绿化（一）屋顶绿化

（二）隔热围护结构体系（二）隔热围护结构体系

    本项目采用屋顶绿

化技术，是岭南庭院的

一种衍生，在有效增强

了景观观赏价值的同时

也对屋面起到保温隔热

的功效。屋顶绿化还有

收集雨水及对雨水有天

然自然过滤功能，对资

源进行了有效的配置。

    本项目外墙采用了加气砼砌块，导热系数值为0.22(W/m·K)，屋面隔

热材料采用挤塑聚苯板，导热系数为0.030(W/m·K)、外窗采用铝合金框+

中透光Low-e中空玻璃、天窗采用铝合金框+低透光Low-e中空玻璃，整窗的

传系数为3.5(W/m2·K)，遮阳系数为0.3，可见光透过率为0.5。

    本项目对屋面雨水进行收集。屋面收集雨水经屋面的人工湿地进行天

然过滤净化处理，屋面的蓄水池来调节雨水的季节波动，以满足雨水变化

的需求。

（三）雨水收集系统（三）雨水收集系统

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 13



    1.本项目借鉴骑楼这一形式首层架空将城市空

间退让给人民，为项目室外环境的自然通风创造良

好的条件，并为首层空间营造出一个阴凉舒适的公

共空间，使其成为人们喜欢的公共休闲场所。

    2.为了改善办公区域的通风、采光效果，本项

目在9-6层采用了大型的内天井方式，减少进深，

使得办公开间基本控制在13m以内，并可利用天井

实现部分热压通风，以改善通风和采光效果。

（五）通风措施（五）通风措施

    1.地下车道及回车场

卸货区采用光导管技术有

效改善了地下空间室内的

采光，节约了大量地下室

照明系统能源。

    2.未来展厅采用双侧

采光+天窗采光方式，室

内自然采光效果良好，全

部区域采光系数满足1.5%

的要求。

    3.地下一层临时展厅

采用下沉庭院设计手法，

约29%的区域采光系数满

足最低要求。西侧靠近下

沉庭院幕墙的区域自然采

光主观亮度理想，且有直

射阳光进入室内。

（六）采光设计（六）采光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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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址：深圳市南山区 

绿建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设计单位：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

咨询单位：深圳市骏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获奖情况：深圳市绿色建筑创新奖、国家优质工程

奖、绿色施工奖、詹天佑奖

项目介绍：深圳蛇口邮轮中心被定位为世界最大

现代化国际邮轮中心，由法国巅峰级建筑Denis 

Laming先生操刀设计。总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

深圳蛇口邮轮中心的外形呈现动感波浪形状，和周

边海域景观融为一体，内部功能集海陆交通换乘、

通关服务、办公、商业、滨海休闲、配套服务为一

体，共有地下2层，夹层1层，以及地上10层。

深圳招商蛇口邮轮中心
Shenzhen Merchants Shekou Cruise Center

深圳招商蛇口邮轮中心 15



（一）全面节能（一）全面节能

（三）全面节材（三）全面节材

    1.钢结构本身就是绿色建筑材料，深圳蛇口邮轮中心高强钢

使用比例达91.66%，可循环材料比重占15.27%。

    2.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工业生产预制构件重量占建筑地

上部分重量比例为15.12%；

    3.室内空间实现多元化应用，可重复利用隔断的室内空间面

积比为88.04%。

     1.深圳蛇口邮轮中心的综合大厅、进出港大厅等采用低速全

空气系统空调，过渡季可实现总送风量的50%新风运行；

     2.候船室、商业、餐饮，办公、会议室、四层办公大堂等区

域采用风机盘管。

     3.空调水系统为一次泵变流量系统，采用海水换热冷却。

     4.走廊、大堂、地下停车场、大空间等照明公共部位采用自

动控制与集中控制；

     5.楼梯间照明采用红外感应控制，室外夜景采用定时与光感

应控制。

    1.深圳蛇口邮轮中心引入喷灌+土壤湿度感应喷灌系统，可省

水30%~50% 。

    2.空调冷却水采用海水换热冷却，蒸发耗水量为零。

    3.器具和配件采用节水型产品，用水效率达到1级。

（二）全面节水（二）全面节水

主要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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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优化（四）技术优化

    1.钢结构本身就是绿色建筑材料，深圳

蛇口邮轮中心高强钢使用比例达91.66%，可

循环材料比重占15.27%。

    2.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工业生产

预制构件重量占建筑地上部分重量比例

为15.12%；

    3.室内空间实现多元化应用，可重复利

用隔断的室内空间面积比为88.04%。

    1.在建筑隔声方面，深圳蛇口邮轮中心采用隔声较好的中空LOW-E幕墙；

    2.地下室设置采光天井，改善建筑室内的天然采光；

    3. 综合大厅、进出港大厅、行李提取区、海关查验区等设置二氧化碳监

控系统，新风量根据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进行调节，地下车库设CO浓度监测系

统。

（五）优化室内环境（五）优化室内环境

深圳招商蛇口邮轮中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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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科技创新海岸金珠路9号 

绿建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设计单位：珠海市中京国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咨询单位：广东耀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获奖情况：发改委—中国“双十佳”最佳节能实践；

          第六届Construction21“国际绿色建筑

          解决方案奖入围奖”

项目介绍：项目为一座集办公、会议、实验、展示、

休闲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办公楼，其平面设计

寓意本建筑回归自然、绿色低碳的设计理念。项目，

建筑占地面积2302.72㎡，总建筑面积23546㎡，建

筑层数为17层，建筑高度70.35m，建筑设计能耗为

50.25kwh/（㎡·年）。

珠海兴业新能源产业园研发楼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ilding of Zhuhai Xingye 

New Energy Industrial Park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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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能微电网（二）智能微电网

（一）多功能光伏幕墙（一）多功能光伏幕墙

珠海兴业新能源产业园研发楼

    本项目智能微电网专供绿色机房中心用电，保证重要

负载永不断电，它利用2台储能逆变器并机运行构成一套

交流双端混合微电网冗余系统，能量管理系统通过储能环

节能有效调控电力资源，能很好地平衡昼夜及不同季节的

用电差异，调剂余缺，保障电网安全，实现了传统UPS保

障负载端用电的功能。

    1.本项目将光伏发电、深挑檐遮阳、自然通风

三者合一，设计出适合本项目建筑特点的季节控制

的通风光伏遮阳系统。在夏天，开启外通道，排走

热空气；在冬天，开启内通道，将暖空气引入室

内，提高室内舒适性，过渡季节可根据室内外温

度、湿度、空气质量等条件自由调节。

主要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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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能液晶调光玻璃（三）智能液晶调光玻璃

    建筑能源管理系统是绿色建筑的运营管理平台，

是对建筑能耗进行定量掌控的一个可视化系统。项目

采用基于BP神经网络的建筑能源管理系统，对空调系

统、照明系统、排风系统、变配电系统等设备进行有

效监测，实时监控，收集与能耗相关数据，实现建筑

能源管理的数据化、可视化管理。

    该智能玻璃通过控制电压通断来控制玻

璃的视觉状态：通电透明状态，断电磨砂状

态。调光玻璃具有安全玻璃的特性，同时又

具备玻璃通透性与隐私保护的双重功能，具

有声音阻隔作用的同时环保。

（四）建筑能源管理系统（四）建筑能源管理系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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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项目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南街1号 

绿建星级：二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

设计单位：广州市设计院

获奖情况：广东省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向白天

          鹅宾馆颁发“绿色饭店”奖牌

项目介绍：白天鹅宾馆座落于风光旖旎的沙面岛，

濒临水面开阔的白鹅潭，是闹市中的世外桃源，

主要建筑有主楼（及其裙楼），花园公寓、扒房、

行政楼及设备楼等。白天鹅宾馆现状总用地面积为

28120.2平方米，改造更新总建筑面积10942平方

米。改造内容包括宾馆主楼、裙楼、西区行政办公

楼及设备楼、花园公寓、酒店室外花园。

白天鹅宾馆更新改造工程
White Swan Hotel Renovation Project

白天鹅宾馆更新改造工程 21



（一）中庭采光屋顶（一）中庭采光屋顶

（二）中庭水幕空调（二）中庭水幕空调 （三）种植屋面（三）种植屋面

    水幕空调系统的工作原理：利

用中庭人造瀑布形成的水池来改善

室内热环境舒适性，水池内低温水

的冷辐射及蒸发，具有一定的降温

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空调

送风量或提高空调送风温度，达到

一定的节能效果。

    在这次改造中室外景观改造主要集中在宾馆

东侧二层平台广场、西侧私家花园、宾馆北侧

与商业街区及道路衔接地段、裙楼三层天面重建

的“玻璃音乐厅”会议空间与原玉堂春暖海晏楼

花园相连的天面花园空间等处，充分了考虑屋顶

绿化整体效果以及与周边环境、酒店室内园林设

计的协调性，也充分发挥了临江的景观优势。

    白天鹅宾馆的中庭采用了透明天窗，让自然光能进入中庭，能大量降低照明系统的

能耗。使得庭院内设置的流水、小桥、叠石，与外界自然联系在一起，使得白天鹅宾馆

的大堂没有公共空间的堂皇，反而回廊围绕庭院的岭南气息扑面而来。

主要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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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工程主楼改造采用刚性防水屋面，内置保温选

用挤塑聚板；裙楼屋面采用佛甲草种植屋面,内置保温

选用挤塑聚苯板； 

    2.本工程外墙填充墙选用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为砌

筑体实现自保温系统，钢筋混凝土墙采用发泡玻璃形成

内保温系统的综合性外墙保温系统。

    3.本工程非控温房间采用经济性较高的普通透明玻

璃；有控温要求的空间全部采用Low-e中空玻璃。

（四）围护结构改造（四）围护结构改造

（五）水资源（五）水资源

（六）室内自然通风（六）室内自然通风

    1.广州白天鹅宾馆塔楼屋面进行雨水收集，雨水经处理后用于绿化

用水，在雨量不充足的情况下考虑采用自来水补水。

    2.选用高效率的冷水（热泵）机组、高效率的水泵和风机，冷冻水

系统、冷却水系统均采用变流量运行，提高建筑在部分负荷下运行时的

水系统输送效率。

    3.采用高效水—水高温热泵全热回收机组作为酒店卫生热水的热

源，同时回收免费的冷量供空调系统使用。

    合理的建筑的平面布局和朝向，既能有利于过渡季室外风进入室并

形成穿堂风，也可有利地避开夏季对建筑南面正面的直晒。

白天鹅宾馆更新改造工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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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址：中新广州知识城南起步区ZSCN-D3-8地块

绿建星级：二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设计单位：广州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咨询单位：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获奖情况：广东省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程

          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

项目介绍：项目总用地面积66669平方米，一期包

括四栋5-10层的业务楼及配套公建，总建筑面积

117904.1平方米。项目一、二、三号楼主要建筑功能

为办公，四号楼主要为大型活动室、培训室及会议室

等。项目于2015年8月获得二星A级绿色建筑设计标

识，2019年12月取得二星A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

作广东中心一期业务用房

Business room of Guangdong Center for patent 

examination cooperation of Patent Office 

of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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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和谐的室外环境（一）生态和谐的室外环境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广东中心一期业务用房

    项目融入传统岭南建筑的设计元素，

在各单体建筑之间设有二层连廊，使室内

人员可以方便地进出各建筑之间，且具有

遮阳避雨的功能。

    室外乔灌木、地被等树种相结合，4

号楼采用屋面绿化，形成错落有致的立体

绿化。并应用海绵城市理念，铺设透水混

凝土和植草砖，并结合人工湖和绿化改善

雨水调蓄性能。

    项目各栋建筑设内庭院，并保证一定

的开窗面积，主要功能房间室内自然采光

状况良好。

    室外首层设置5个采光井，场地内道路

设施平面光导管，绿地内设置球形光导管

系统，有效减少地下室照明能耗。

（二）自然采光优化（二）自然采光优化

主要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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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医院建筑朝向与该地区夏季主导风向大约成 45°夹角，有利于建筑室外

通风，从而创造良好的室外环境。

    2.建筑布局在东南方向(广东夏季主导风向)留进出风口，可以使夏季风吹

进整座建筑群，实现建筑室内自然通风。住院部大楼采用南北向布局，建筑型

体分布由低到高又再降低，这种中高两低的布局利于主导风向的利用。

    3.建筑设计时充分考虑利用建筑本身增强自然通风效果，如中庭拔风、底

层架空通风等。

（三）BIM技术应用（三）BIM技术应用

    施工单位成立以项目经理为组长的绿色施工领导小组，下设职业健康组、

环境保护组、节材组、节水组、节地组和节能组，各组均设有负责人及主管部

门，并明确了各自的工作职责和要求，确保绿色施工过程进行中各项指标的顺

利实施。本项目荣获“广东省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程”、“广东省建设工程

金匠奖”等奖项。

（四）绿色施工（四）绿色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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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项目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绿建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

设计单位：深圳市誉巢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咨询单位：深圳市骏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介绍：嘉力达低碳研究院是对国际低碳城的红旗

村办公楼与龙口村办公楼实施的零碳改造成果。项目

由2栋5层的办公楼组成。项目改造后主体部位为五

层，一层为门厅和展厅，二、三、四层为普通办公区

域，五层为培训室、多功能室，改造目的是实现建筑

的“自给自足”，即能源自给，蔬菜自足。

嘉力达低碳研究院
Calida Low-carbon Research Institute

嘉力达低碳研究院 27



    1.太阳能利用：采用太阳能光伏发电

系统。包括光伏离网照明系统和光伏并网

照明系统。太阳能板布置在屋顶的上，屋

顶下为屋顶绿化。

    2.风能利用：采用风光互补路灯。

    3.沼气利用：沼气灯设计。

（一）非传统能源利用（一）非传统能源利用

    1.屋顶隔热采用聚苯板;

    2.外墙采用加气混凝土砌块;

    3.外窗采用普通铝合金LOW-E中空玻璃

6mm以及外遮阳设计。嘉力达低碳研究院节

能率达到了50%以上。

（三）建筑节能设计（三）建筑节能设计

主要技术措施  

（二）景观绿化与透水地面（二）景观绿化与透水地面

    1.嘉力达低碳研究院的景观绿化采用

屋顶绿化和立面绿化，合理选用乡土植

物，并采用复层绿化等形式.

    2.充分设计透水地面,室外停车场采用

植草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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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BIM技术（五）BIM技术

嘉力达低碳研究院

    1.雨水利用：收集屋顶太阳能板的雨水，用

于屋顶绿化灌溉。

    2.空调冷凝水回收利用：收集嘉力达低碳研

究院中空调产生的冷凝水，用于绿化的浇灌以及

冲厕。

    3.中水回收利用：收集洗手间的洗手洗脸用

水，用于冲厕。

（四）非传统水源利用（四）非传统水源利用

    通过BIM 技术的应用，避免现场返工的

现象，减少了现场重复沟通，加快了设计速

度及现场施工速度，并且为装配式施工提供

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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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项目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霞涌小径湾

绿建星级：一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咨询单位：惠州市奥格瑞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项目介绍：项目建筑高度23.65米，总用地面积为

46968.0㎡，可建设用地面积46968.0㎡，总建筑面

积53585.37㎡。计容面积49101.37㎡,不计容面积 

4484.00㎡，占地面积25376.5㎡，容积率为1.045，

建筑密度为54.03%，绿化率为36.96%，138个停车

位，其中地面停车位39个小车位，车库停车位96个

小车位，3个大巴车位。

华润大学
China Resource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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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约能源设计（二）节约能源设计

    1.照明光源采用高效节能灯具，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集中控制公共区域照明、建筑

夜景照明和园林照明系统。建筑设备采用监控系统，对区域照明实行自动控制与集中管

理，根据安装场所的不同，可按照预先设计的时间表自动控制照明开关，节约能源。

    2.外窗采用中空Low-E玻璃，隔声降噪、保温隔热，降低建筑能耗。

    3.采用太阳能空气源热泵辅助热水系统作为生活办公用水热源。   

华润大学

（一）屋顶绿化（一）屋顶绿化

    宿舍楼、教学楼、接待中心等合理采

用屋顶绿化，绿化面积占屋顶可绿化面

积33.58%。

主要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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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雨水回收系统，回收雨水用于室

外绿化灌溉，道路、广场冲洗；且绿化灌

溉采用微喷灌的节水灌溉方式

    人员密度较大且随时间变化大会议

室、教室等主要功能房间设置室内CO2浓度

质量监控系统，实时监控室内CO2浓度并

与通风系统联动，既可以保证室内的新风

量需求和室内空气质量，又可实现建筑节

能。

    1.建筑安全防范和建筑设备监控管理

采用智能化系统控制。

    2.在规划设计、施工建造阶段采用建

筑信息模型（BIM）技术。

主要技术措施  

（三）雨水回收系统（三）雨水回收系统 （四）空气质量监控系统（四）空气质量监控系统 （五）智能化设计（五）智能化设计

32
CASEBOOK
广东省绿色建筑优秀项目案例集



10

项目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高尔夫路333号

绿建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设计单位：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咨询单位：巴马丹拿建筑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项目介绍：广佛新世界处于佛山市南海高新区，占地

面积约83公顷,建筑类型包括中高层住宅、会所及配

套设施等。广粤国际交流中心位处整个发展区中部的

主入口处，总建筑面积约37,186.31平方米。该建筑

作为广佛新世界大区住户和旅客共同的休闲去处，项

目地上建筑共有四层，下建筑共有两层。室外公共空

间，南面部份主要为绿化广场；东面部份为景观长廊

及绿化区；北面部份为景观长廊、乡村俱乐部绿化、

室外游泳池及室外活动区。地块中部为中央庭园。

广粤国际交流中心
Guangdo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enter

广粤国际交流中心 33



主要技术措施  

（一）节地与室外环境（一）节地与室外环境

    1.本项目位于广佛新世界庄园中部，建

设不破坏当地文物、自然水系、湿地、基

本农田、森林和其他保护区。 

    2.建筑场地选址无洪灾、泥石流及含氡

土壤的威胁，建筑场地安全范围内无电磁

辐射危害和火、爆、有毒物质等危险源。

（二）节能与能源利用（二）节能与能源利用

    1.幕墙采用可见光反射比不大于0.30的玻璃。外立面采用垂直遮阳板、可调节遮阳

板、立面隔断等措施对建筑立面加以分隔，避免对周边建筑和周边行人造成光污染。

    2.项目采用的一体化空调冷热水机组、多联式空调机组、分体式空调机组、泳池专

用除湿热泵等空调冷热源设备均采用环保高效冷媒，机组COP、IPLV(C)值均符合国家相

关标准规定。

    3.本项目照明选择T5直管荧光灯、LED等节能型光源、灯具或附件；项目采用智能照

明系统，通过合理采用声、光、红外、时控等控制措施，对各功能房间进行智能场景控

制，根据需要调节室内照明，最大限度地实现照明系统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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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室内环境质量（五）室内环境质量

    1.建筑外墙和屋面采用XPS板，玻璃幕墙采用Low-E中空玻璃。通

过结露防潮设计验算，围护结构内部和表面无结露、发霉现象。

    2.本项目进行了专项的声学设计，采用隔声效果较好的材料。

    3.通过对主要活动空间进行通风分析，在自然通风状态下风速分

布比较均匀，大部分区域风速在0.3~0.6m/s之间，通风效果良好。

（六）运营管理（六）运营管理

    1.智能化控制对空调系统、排风系统、变配电系统、电梯等设备

进行有效监测，对关键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并记录。

    2.智能化系统对本项目的灯光进行不同的控制，如单灯单控或回

路控制等，控制策略为可预先设定，也可根据需要现场控制；其控制

的优先级顺序设定为：消防/安防控制、现场控制、智能化统一控制。

（三）节水与水资源利用（三）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1.充分利用市政水压；卫生洁具均选用节水器具；生活

污水及生活废水分流排放；收集项目全部淋浴、盥洗排水通过

MBR反应池的处理，回用至项目冲厕用水。

    2.收集项目场地全部雨水，处理后回用至场地浇洒、绿化

浇灌、人工水景补水等。

（四）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四）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1.采用坡屋面，女儿墙高度未超过规范要求的2倍。项目外

立面造型简约，无大量装饰性构件。

    2.预拌混凝土：根据地方政策要求，项目现浇混凝土全部采

用预拌混凝土。

广粤国际交流中心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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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

绿建星级：二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设计单位：广州城建开发设计院有限公司

项目介绍：本项目位于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以西，南

北均为规划中的城市公园，西面毗邻增埗河，东面紧

邻规划的中小学。项目工程总投资11亿，总建筑面

积22万多平方米，绿地率55.9%，含11栋32层的高层

住宅及2栋低层配套公建（幼儿园及会所），可容纳

1800多户居民居住。小区中央设置超过3万平方米的

岭南园林，景观水体面积2354㎡，湿地面积540㎡。

项目C1-C11栋获得国家二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广

东省二星A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国家绿色建筑创新

奖三等奖。

岭南新苑
Lingnan New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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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措施  

岭南新苑

    本项目结合岭南地域气候环境，融入传统的岭南建筑空间设计手法、岭南文化元

素、岭南园林，营造舒适、健康的室外环境。

（一）因地制宜的规划设计（一）因地制宜的规划设计

    基地现状地形起伏较大，整个基地地

形呈东高西低态势。建筑布局顺应地形，

总体规划吸取岭南民居传统布局特点，采

用大围合式、整体呈“C”形布局，形成半

围合的大庭院。而楼座围合成东开口，东

南风穿堂环绕，形成舒适的小气候环境。

（二）极具特色的岭南园林（二）极具特色的岭南园林 （三）岭南特色的被动式节能技术（三）岭南特色的被动式节能技术

    小区中央配建了超过3万平米的岭南园

林，萃取岭南四大名园精粹，园林以水体

贯穿，营造出四大主题庭院、十二大景观

组团，内种植数百种岭南特色花木，与亭

台水榭、假山叠石等元素相互交融，相互

映衬，完美展现岭南庭院的文化神韵。

    住宅首层架空为自然通风层和居民活动

空间。地下室设置开口天井组织自然通风与

采光，并设置导管筒，将室外的光引到地下

室，配合地下室的智能照明系统，有效减少

白天地下室的照明用电负荷。而下沉式广场

的设计，有效解决地下室通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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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传统水源利用（四）非传统水源利用

    规划设计时，统筹考虑水系统布置，中水利

用、雨水利用等水资源利用方案。将生活废水（不

含大便器冲洗排水）和人工湿地收集雨水作为中水

水源，全部收集，经过处理后，用于住宅区的绿化

浇灌、道路和住宅区地下车库冲洗用水。项目中设

立的人工湿地面积为540㎡，可收集一定量雨水，并

可通过人工湿地进行净化。利用了一定量雨水，减

轻了市政雨水管网压力，起到了防洪排涝的作用。

（六）倒虹管设计（六）倒虹管设计

（五）降低城市热岛强度,改善居住舒适度（五）降低城市热岛强度,改善居住舒适度

    采用倒虹管排除下沉广

场的雨水，代替传统的设置

集水井及潜水泵提升排放做

法，节省用电量。

    小区绿地景观、架空层、水体景观有助于降低

室外气温，区内热岛强度为0.7-度，为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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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地址：东莞市金鳌大道北1号

设计单位：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单位：必维国际检验集团 [法利投资（上海）]

绿建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项目介绍：项目于 2003年建成投入使用，2016年7

月进行绿色改造。用地面积41511㎡，主体建筑为

一栋1层商场，建筑高度为10.5m，建筑面积11563㎡

，绿地率30%，容积率49%。是华南地区第一个通过

执行“绿色既改”的机电改造来提升自身运营价值

的项目，也是中国第一个绿色既改三星运行标识案

例，并获得了国际LEED金级认证。

麦德龙东莞商场
Dongguan Metro Shopping Mall

麦德龙东莞商场 39



主要技术措施  

1. 雨水回用系统

2.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3. 太阳能热水系统

4. 冷链热回收系统

5. 一级能效空调机组

6. 一级用水效率洁具

7. 智能垃圾桶

8. 风光互补路灯

9. 碳排放分析 

10. 空气净化系统

  （G+4F+7光触媒）

太阳能板屋顶 采光带

高能效分布式空调机组 充电桩

（一）主要技术措施（一）主要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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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视图

太阳能一体式停车雨棚

（三）先进经验（三）先进经验

（二）温室气体排放量总结 - 绿色节能项目改造前后对比（二）温室气体排放量总结 - 绿色节能项目改造前后对比

    本次改造项目单位面积成本在327元/m2。改造后实际运行数据为：门店年用

电量下降%39.36、年用水量下降%23.08，静态投资回报期为2.53年，经济效益极

为明显。同时，经测算，本项目改造后每年减少CO2排放量1020吨，减少CH4排放

量11.1kg，减少N2O排放量0.368kg。改造的节能减排效果显著，达到客户的商场

改造的预期。

麦德龙东莞商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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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1012号

绿建星级：一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设计单位：深圳市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咨询单位：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介绍：项目总用地面积为12892.96m2，总建筑面

积为85241.96m2，地上建筑面积为66223.06m2，地

下建筑面积为19018.9m2，容积率为5.0。地上15-33

层，地下2层，共99m。在总平面规划中，充分利用土

地资源，在满足日照及景观要求的前提下，在南北

160m的范围内安排了五栋住宅，并通过将体量重组，

产生出富有变化的天际线，提供高品质社区的外围视

线感受。同时将建筑底层架空，创造了更多的居民活

动空间及社区绿化设施，使绿化进入建筑，并贯穿基

地南北。

海境界家园一期
Haijiejiayuan phas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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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境界家园一期

    3.公共部位的照明采用高效光源、高效灯具和节

能控制措施：采用T5管节能灯和LED灯具；车库及其他

大空间场所正常照明采用分区就地控制的方式；景观

照明、车库照明采用时间开关/通过BA实现自动控制；

楼梯间内休息平台照明灯由节能自熄感应开关控制，

有效节约电能。

主要技术措施  

（一）高能效设计（一）高能效设计

    1.海境界家园一期项目运用数值模拟技术对围护结构、自然通风、采光等

进行了优化设计，5-1号楼建筑能效测评得到围护结构的节能为67.73~70.88%。

    2.项目为每户住宅安装多联机系统，能效比高于《多联式空调（热泵）机

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的1级能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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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再生能源技术（二）可再生能源技术

    使用可再生能源技术，采用通风采光天

井＋导光管的设计，结合室外景观设计共设

置了3个通风采光天井和29个导光管，充分

使用自然采光，使用光传导装置提供地下停

车场的日间照明，改善地下室的自然通风和

采光效果。

（三）雨水收集处理站（三）雨水收集处理站

    1.项目自建雨水收集处理站，收集水源为屋面以及地面雨水，雨水PP模块容积为

250m3，项目非传统水源利用率为0.31%。收集的雨水用砂缸过滤和人工加药消毒处理，

用于绿化，道路冲洗和水景补水等。

    2.项目采用雨水花园、透水地面减小雨水径流量，项目综合径流系数0.48，减轻雨

水洪峰流量时城市雨水管网的排水压力。

（四）智能管理（四）智能管理

    在物业管理中推进绿色物业管理工作。物业公司设计了一个以建筑物为平台，兼备

信息设施系统、信息化应用系统、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公共安全系统等的智能化系统，

为居民提供安全、高效、便捷、节能、环保的社区生活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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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项目地址：广州市萝岗区九龙大道的西侧

绿建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

咨询单位：深圳万都时代绿色建筑技术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项目介绍：项目东临九龙大道，北临知识大道，南、

西面为规划路。项目周边中新广州知识城规划展示厅

及配建的多所中小学校，周边环境良好、生活便利。

项目全区总用地面积109573.5㎡，总建筑面积348013

㎡。三星参评区用地面积16381.5㎡，总建筑面积

92362.3㎡，其中计容建筑面积62368.9㎡，不计容建

筑面积29993.4㎡，绿地率45.26%。

广州万科幸福誉花园J9J10、J13J14栋

Guangzhou Vanke Happy Reputation Garden 

J9J10, J13J14 building

广州万科幸福誉花园J9J10、J13J14栋 45



（四）（四）土建装修一体化土建装修一体化

    项目设有95、85竖厅、95横厅等3类户型，均为精装修交房，在设计时已考

虑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施工，为空调机预留位置，为管道预留孔洞，避免在

装修过破坏和拆除已有的建筑构件及设施。

（三）透水地面（三）透水地面

    参评区用地面积16381.5平方米，建筑基底面积2267.40平方米，室外地

面面积14114.1平米，透水地面主要以绿地、室外植草砖停车位为主，合计

8236.61平方米，透水地面面积比58.35%≤45%

（一）（一）综合开发综合开发

    知识城南地铁站1号出口设于场地东南角的绿地上，属于地块用地红线范围

内，实现地铁口接驳，便于居民绿色出行； 

    项目地块结合西北侧的地块，区内可共享教育、商业服务、文化体育、社

区服务，便于居民生活。

主要技术措施  

（二）生态保障（二）生态保障

    全区采用乔、灌、草结合的复层绿化方式，区内种植多种适合广州气候和

土壤的本土植物。项目保留场地内原有山体，将其规划为绿化公园，保护该地

块生物及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良好的生态环境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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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环境宜居环境宜居

    本项目在规划阶段通过日照、室外声

和室外风环境模拟，优化建筑朝向布局等

规划设计，通过景观适宜性分析，合理规

划室外景观。通过室内通风和采光模拟，

合理设计户型平面，最终实现户型声、

光、风环境良好，提高居住舒适性。

（七）（七）非传统水源非传统水源

根据《中新广州知识城市政综合规划

（2020-2011）-分质供水工程规划》九龙

水质净化一厂的尾水处理达标后2.5万吨/

日作为回用水（知识城中部人工湖的景观

补水水源或城市杂用水。本项目区内商业

冲厕、绿化浇灌、道路及广场冲洗、车库

地面冲洗用水均采用市政再生水，已预留

市政中水接口，全区市政中水设计使用量

36288.57m³/a，非传统水源利用率为11.48%

广州万科幸福誉花园J9J10、J13J14栋

（六）（六）建筑综合节能建筑综合节能

    本项目参评建筑为南北朝向，居室夏

季避免东、西向日晒，卧室东、南、西、

北向设置竖向遮阳装置，起居室南、北向

设置构件遮阳，屋顶和东西外墙均采用挤

塑聚苯板保温材料。根据节能计算报告参

评建筑总能耗小于参照建筑总能耗，节能

率分别为65.47%、65.84%，综合节能率

65.63%＞60%，满足《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JGJ75-2012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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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350号

绿建星级：二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

          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获奖情况：全国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项目、深圳市           

          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项目、BIM最佳拓展

          应用三等奖、优秀照明节能设计奖

设计单位：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项目介绍：总用地面积为7891.8㎡，总建筑面积为

166577.64㎡，建筑高度249.98m。项目主要功能集

商业、办公为一体的超甲级写字楼。项目定位为亚

太24小时智慧金融城，以高标准软硬件配套，为进

驻企业打造无时差办公空间，连接世界。

岗厦皇庭大厦
Gangxia Huangting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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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屋顶绿化

     设置大面积屋顶绿化、雨水花园、屋

顶种植农场、屋顶遮阳等措施，最大限度

降低片区热岛、增加城市绿容率，具有良

好的隔热效果，降低室内能耗；最大限度

减轻城市雨洪压力，再生水重复利用;提倡

绿色生活、环境宜居。

2.高性能玻璃幕墙

    采用8mm+1.52PVB+8mm超白+12A+8mm超

白高性能玻璃幕墙，经过检测，可见光透

射比为0.1498，遮阳系数为0.2448，其中

太阳得热系数SHGC为0.213，比国家标准

0.24（窗墙比介于0.6-0.7之间）要求降低

11.25%。

（一）被动式节能技术（一）被动式节能技术 主要技术措施  

岗厦皇庭大厦

（二）IBMS智能化集成控制系统（二）IBMS智能化集成控制系统

    IBMS智能化集成控制系统，集中化操控

全栋大楼，并同步管控所有端口，如电梯监

控、火灾报警、视频监控、电子巡更等，全

方位守护企业资产和保障客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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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高效变频离心主机冷水机组：项目

冷机能够根据负荷变化进行冷量调节，

水系统采用变频离心运行系统。冷水水冷

机组额定制冷量2110KW，COP性能系数检

测为5.627，比国家标准5.301提高6.1%；

额定制冷量3200KW，COP性能系数检测为

5.884，比国家标准5.487提高7.2%.

    2.冰蓄冷+变风量送风系统：冰蓄冷空

调系统，蓄冰率为31%，减轻市政供电压

力。空调运行季按270天计算，蓄冰系统比

常规系统节省运行费用合计179万元 ，经

过3.9个空调运行季，即可收回投资。

    3.低温冷凝水补水提高冷却塔效率：

用于空调冷却塔补水量4992m³/a ,占到了

空调冷却塔补水量的26.37%；同时回收了

冷凝水的冷量，解决了夏季冷却塔水温过

高的问题，提高了冷却塔的冷却效率，有

效的降低了建筑能耗。

（三）节能环保设备（三）节能环保设备

主要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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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梦海大道与桂湾五

          路西北交叉口

绿建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设计单位：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单位：深圳市洲行绿建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介绍：项目范围为一期建筑，包含4幢建筑单

体，7、8#楼为两栋32层办公楼，09A、09B为两幢一

层商业，设三层地下室，地下一层部分设商业，其

余为停车库及设备房，项目用地面积为17640.20㎡

，总建筑面积为179789.46㎡,主体建筑屋顶高度为

158.53m, 一二期总投资1500000万元。采用框架-核

心筒结构。

前海卓越一期
Qianhai excellence phase I

前海卓越一期 51



（一）绿色高效LED照明灯具（一）绿色高效LED照明灯具

    采用绿色高效LED各式照明灯具，较

传统的照明灯具节能率可达50%以上。

（二）带能量反馈A级能效垂直电梯（二）带能量反馈A级能效垂直电梯

    使用带能量反馈A级能效垂直电梯，高

低分区、群控管理带能量反馈技术、永磁

同步技术无机房和小机房高速日立节能电

梯，较市场普通的带永磁同步技术电梯节

能效果显著。

 （三）节能智能扶梯（三）节能智能扶梯

    使用迅达快-慢-停节能智能扶梯，实

现无人时低速至待机停止运行，能够减轻

扶梯一直运行磨损，节省了无人乘坐时的

能耗。

主要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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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卓越一期

（五）全热新风换气机（五）全热新风换气机

    本项目办公楼空调冷源由区域制冷站供给，办公

区采用集中处理新风加风机盘管系统，在排风口处设

C02浓度传感器联动新风机，新风系统采用全热交换新

风机组，降低新风处理能耗。

    11F、24F、屋顶层设置全热新风换气机，回收排

风冷量，分别对3-10F、12T7F、18-23F、25-29F、30-

32F新风进行预冷。

主要技术措施  

（四）L0W-E玻璃幕墙（四）L0W-E玻璃幕墙

    使用L0W-E玻璃幕墙，可有效地将太阳光源过滤成冷光源，并降低空调冷气

外溢，且若干年建筑报废后，减少了建筑垃圾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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