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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设计和绿色建筑的关系
宿斌

中国有一句古语，“不要丢了西瓜捡芝麻”。从我们学术一点的角度来讲，《建筑物理》上面就会

有一段描述，说如果在供热的情况下，把供热温度调低一度，我们差不多能节省 10% ～15% 的能源。

如果空调温度提高一度，我们大致可以节省 5% ～8% 的能源。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把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建筑基地，通过我们的设计和规划，如果在冬季

基地温度能提高一度，或者在夏季基地温度能降低一度，可能我们人不一定能感觉到有多强烈的变化，

但是对这个基地和这个城市的建筑节能问题，就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今天讲的内容，是我

们怎么能抱得一个西瓜，然后再考虑捡芝麻的问题。我的重点不是集中在单体绿色建筑物的绿色设计、

节能设计，我是从整体出发，用城市规划、城市环境设计的一些原理、方法。它也可以用在我们基地

的规划设计上，然后再把每个建筑做好。这也是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现在面临的有机遇，也有挑战？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大致刚刚过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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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二三十年，我们的城镇率化会更高，这个可能使我们增加更多的城市。或者就地城市化，村里的

生活水平达到城市的生活水平，每个村也变成一个城市。不管哪种情况，未来我们的城市化率达到

75% 或者 80%，将会有另外 1/4 的人得到这个变化的好处。未来二三十年，我们可能会要建两到三个

西欧国家的建筑，来满足这些人口的需要。这是我们中国人面临的机会。这是我们每个学建筑的、学

城市规划的人的机会。

但是我们也面临很多的挑战。现在有新的要求，如绿色建筑、环境问题、污染问题等。还有我们

是一个多气候的国家，这些都是挑战。

所以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准备好了吗？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当北京下一场大雨，你会发

现，有的车被泡在水里，甚至地铁车站会被淹，甚至会有人失去生命。这样的城市，是我们需要的城

市吗？然后你再看一下，并不是说不能把这件事做好。我们有一个古城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下水、

排水都做得非常好，这个古城能存在一千年，跟它免遭洪水的侵袭是密切相关的。青岛据说是一个不

淹的城市，你看它的下水道宽窄，可以开一个卡车进去。这是我们地下真正需要的，能保证一个城市

的安全。下一场雨在街上就能抓到鱼，孩子们肯定很高兴，但是我们的城市规划并不是为了孩子们能

在街上抓鱼。

其实地下设施是很复杂的系统。所以我们面对的挑战，第一个就是要有可靠的数据。我们不能依

据三到四年的降雨数据来设计一个城市，一般我们都要用 30 年、50 年，甚至 100 年的数据，来考虑

我们的下水。而且我们要有立法，要有标准，要有设计手册来保证它的实施。另外还要有一个投资，

我们都把地上建筑做得很好，但是地下就做得不好。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我有一个习惯，每天都要上网看一下国内的新闻。几年前一个不起眼的新闻，说是一天下午，那

天是有暴雨的天气，一个 26 岁的工人骑车回家，突然有一个侧风吹到他，他侧倒，不幸的是头撞在旁

边的马路牙子上，最后重伤死亡了。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消息，如果在一个西方国家出现，有可能会

控告这个市政府，你怎么规划的城市，有急风暴雨居然能造成人的死亡。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可能

要发生或面临的挑战。

我们也知道在哪些风速情况下人的舒适性如何。到一定的风速情况下，可能会造成人的安全性问

题。所以我们觉得是应该有城市环境的知识和可靠的天气数据，还有流体力学方面的知识，还有立法，

来保证这一点不会发生。

在我这个演讲里面，城市环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屏幕左边这一点，是城市设计中怎么能保

证城市安全的物理元素，街道或者地下设施，在自然灾害、极端恶劣天气下，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

安全性和健康性，我们不能说只要安全性，这是对城市物理元素的安全性。右边是对在这个城市居住

的人能不能提供安全、健康、舒适的环境，这是我们觉得城市安全设计牵扯到的两方面问题。

对于城市来讲，可能第一就是城市的物理元素，比如街道、桥梁、道路，它在自然挑战的情况下

能很好地工作、存在下来，还有，人在地震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能安全、健康。我们的城市，包括基地

的规划，也要包括这方面的内容。

这张图参考了世界上的很多书籍，还有研究成果，列了六个方面。一是在城市设计中牵扯到 6 种

气候条件，每一个城市设计对不同的气候条件有不同的设计目标。二是基地选址，基地选址我想多说

一点。前几年四川地震之后，我们开始重建，重建有县城、有镇的选址，在电视上我也看到这个新闻，

新建的县城和镇又面临着洪水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武警战士、解放军战士又拼命抗

洪救灾。也就是说可能选址避免了地震，但是又没有考虑洪水的问题，在城市基地选址上又造成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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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所以基地的选址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城市的形态、城市的物理元素。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挑一些里面的内容大致讲一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如果能把一个城市做得很好，比如，冬季我们能减少这个城市的风，在夏季

能有更多的风吹到城市里，这对一个城市或者小区的建筑节能会起很大作用。

你看我们中国的气候条件，都可以从网上找到信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囊括了各种气候

情况，它也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地貌，可以让我们的城市规划得益。

城市和建筑设计可能会需要各种各样的气候数据。我们国内这方面的研究生和老师，能有数据参

考一下。把一种气候的数据变成图表形式，为了我们建筑师非常容易读懂判断这是哪一种气候，这也

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这是各种气象数据，我们用来做建筑热工设计的依据。所以我们做设计的时候，有时候缺乏这些

数据，搞热工的人就无从可循，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

这个我不再一一讲，因为这都是国外在寒带、热带不同气候条件下设计的主要目标。比如寒带气

候，我们最好在城市规划和小区规划中减少人的步行距离，这样人们很愿意使用这个城市或者街区。

我们可能有所感触，会对这个校园的设计做一些批评。校园规划得非常好，但是我有一个体会，从宿

舍走到建筑系的楼要走多长时间？最快要 20 多分钟。在烈日炎炎的情况下会不会放弃走到这里？所以

这就是一个设计目标，你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到底要追求哪些目标？这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这张图是莫斯科的地图和北京的地图，它们有什么区别？你会发现有一个区别，莫斯科的

道路更加圆形。这两个城市都有个特点，就是中心式服务设施设计，所以它的市中心都是真正的服务

设施，这是过去的传统。但是莫斯科比北京要更加寒冷一些，所以为了减少步行距离，道路更加圆形。

不是说规划叫他们这么设计，是人们在自然的生活中，从自然学到用这种方式规划这个城市最好。所

以莫斯科都是环形道路，它可以减少到市中心的距离。

所以有很多城市环境设计的理论，都是总结以往一些城市的经验。总结这些变成了现代理论，所

以我们后发展的优势就在这里，别人都做完了，人家都给我们总结好了，我们只是怎么使用它的问题。

这是我想说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在城市环境设计方面的知识，还有我们怎么用这些知识，这是大家

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

城市的形态当然有高密度的和低密度的，不光是在城市尺度上能感觉到不同的气候，并且在一个

小区里你也能感受到不同的气候条件。比如热带地区，建筑会有一个方向比较拉长，所以它可以有穿

堂风。对寒冷区，建筑物体积比较小、比较胖，而且需要一定的日照间距，有采光的问题。所以能感

觉到城市环境设计的理论和方法，不单用在城市，并且可以用在我们的基地。像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

动不动就是几千亩地，相当于一个小镇，所以这个理论是完全可以用的。否则，我们太关注单个建筑

设计，而不关注总体规划的话，会吃很多亏，相当于有点丢了西瓜捡芝麻的感觉。

我们从不同的气候条件出发，怎么规划建筑位置，怎么跟地形结合起来去规划城市，其实遵循的

原理非常简单。比如说四季分明的气候，一般不把建筑放在山坡顶部，它的朝向是朝赤道，朝阳的方

向，它不会把建筑放在顶部，这会产生强速度的风，而是放在靠坡上面一点的地方，它的范围比较大，

因为它冬天冷、夏天热，所以它选择的范围比较大。但对我们这种干热气候，你会发现它选择的角度

比较大，所以它一般被放在低矮的地方，有遮阴，而且低矮的地方容易得到水源。所以热带建筑是这

样的。

其实城市规划也遵循这个最基本原理。这是 70 年代的一本书，它用了一个例子，是什么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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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用同一个基地，这是等高线，这是斜坡，这是低矮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一点高度。它利用我们刚才

说的原理，在同一个基地上设计城市，相当于一个练习，寒冷气候、四季分明的季候、干热的气候把

建筑放在底部，热带地方的建筑占据它的高处，可以得到通风。像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国怎么做？任

何一个基地，地形很有利用价值的情况，我们首先来一个“三通一平”，先给它推平了，然后再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非常遗憾。我们第一次跟南昌大学接触的时候，它的院长跟我讲，说我们这个校园在建

的时候，我是穿着雨鞋进来看基地的，有很多的山丘、有很多水，后来我们总算把它推平了，他想说

这个基地是很难干的。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为我们利用的。但国内可能现在有些项目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有很多自然的东西，利用这些地理地貌，能帮助我们改善基地规划环

境的作用。

然后讲建筑密度。建筑密度我不想展开来讲，因为建筑密度跟我们的通风有关系，跟我们的日

照平衡有关系，等等。我只讲我们怎么利用建筑密度。如果假如说这是一个城市，它的冬季主风方向

为西北，夏季主风方向为东南，我们应该把大密度、高密度建筑放在北边，这样能挡住冬季寒风进入

城市。但是我们国家的地理位置，东南方向是夏季的主风方向，所以我们把低矮建筑物放在城市的这

一端，这样就会造成冬天限制它的风速，夏天允许它的风进入城市。就这一点来做，就可能减少我们

很多的空调负荷。每年热高峰的情况下，各个城市的领导都很紧张，生怕跳闸、爆表，在非常炎热的

那几天是非常紧张的。但如果我们在基地、城市规划上能做到这一点，就比较容易从整个城市来节省

1% ～5%，甚至 10% 的能耗，这个是巨大的潜力。而且这正好是我们的机会，因为未来我们要建两到

三个西欧，能够供两到三个西欧国家的人口居住。这是我们的机会，别的国家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在

奥克兰待了 24 年，我很少看到哪个区域有很大的变化，但我们中国哪儿都是工地，不管是镇，甚至

县、乡、村都是工地。

但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情况？你看北京的情况。北京是环形的，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

现在六环也有了，将近 1000 公里，五环说是 260 公里，反正是一个巨大的环形路。但是在设计的时

候，主要的高层沿着环形道路来建。现在我站在天桥看北京是挺自豪的，这是现代都市的感觉。但是

这样的建筑密度控制会有什么问题？要知道在中国有几大火炉，实际上火炉的形成都是一个盆地效应。

所以当高层建筑沿着环线这样布置的话，就成了一个人造的盆地效应。再加上我们雄伟的天安门广场，

又很少被绿色覆盖，所以冬天会产生很高的风速，夏季会聚热，不光是舒适性有问题，还有污染的问

题，就不可能在有污染的条件下排出来。

面对新城市和新小区做设计的时候，我们要想想这方面的理论或者方法，可能我们就会改变我们

未来的历史。这是它面临的挑战问题。

再说就是我们一个城市里面的元素，如广场、公园、公共绿地，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根据国外很

多年大家都已经认可的研究，如果我们用 50% 作为公共广场和公共绿地，怎样来规划这些绿地、这些

广场？最佳的方式是把这些集中的大片绿地，划分成多个小绿地和广场，分布在城市的每一个地方，

这比划少量的几个大公园效果要好。不管是什么样的气候条件这样做都是不错的。这是一个大家基本

的共识，定论性的东西，但是我们很少能看到实践。

这是大家熟悉的泉城广场，这是我站在埃菲尔铁塔上照的公园。你看这两个建筑有很多相像之处。

它有一个埃菲尔铁塔，我们有一个泉标，所以设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如果仔细看这两个设计，

又有很大的不一样。你会发现，它的绿色覆盖率不一样。这个广场基本 95% 以上的地面都被绿色覆盖。

也就是这些地可以吸收雨水。我们泉城广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将近 40% 或 50% 能被绿色覆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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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仔细去到广场逛一下，会发现它底下是地下商城。真正来讲，这些绿色不能作为绿地计算。因为

作为绿地计算，土壤厚度有要求，比如最低 3 米或者怎么样。所以它会带来一个环境的灾害。我刚才

说，一个城市的规划设计，第一是安全，第二是健康，第三是舒适，都很重要。我们可以想，在下大

雨的情况下，如果渗透率非常低，旁边的河也没有排水的功能，而且我们是泉水，所以往地下排水比

别的城市要难很多。所以它就可能在下雨，尤其是一场暴雨的情况下，会产生洪水问题。

再看泉城广场的入口，就没有做一个保护设计，水可以直接流下去。旁边围绕这个广场有很多的

开口，所以这就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做一个城市的元素，街道或者广场、公园，它不

光是美化功能。当然它的功能非常好，这个城市很多人都喜欢，我也很喜欢，有喷泉，人们可以纳凉，

人和人的交流都非常好。但是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安全性、健康性等，我老是鼓励我的学生做个研究，

看看泉城广场一年 365 天有多少天是适合人去的。

我举一个我做的例子，是沈阳的一个住区规划。我谈它有两个用意，一个是绿色建筑的概念和建

筑艺术可以完美结合，它们两个不是矛盾的。而且我们在研究规范的时候，不是说只知道提供百分比

多少的土地面积，我们并没有研究规范的细部，其实它是有定义的，比如多少米深的土壤可以算绿地

面积，这个至少是多少米宽的可以算成绿地。如果这样简单的话，我们就会拿尺子做一个规划了。

这是在沈阳一个开发商找我们做的，我做的是它的规划。说起来这概念比较土，开发商说一定要

有一个“宝”的含义，所以我叫它“多宝”，就用绿色来划分这些多宝格的条状。这是绿地，这是我

在奥克兰城市里的一个公园，离我们学校很近。它的道路设计是弯曲的，是不走车的，是走人的。所

以我就把弯曲的道路和直的绿地结合起来，道路和绿地一块儿，而且可以把绿地分配在所有的基地上，

这样做了一个探索。这是它的总布置图，你看它有板式的多层，这边回迁房是高层。这边我用的是变

形多宝格，因为它是板式的，所以日照间距根据当地来做。符合我刚才讲的把绿地分成多个小块分布

在这个地方，对气候有利。而且我相对低矮的 4 层放在这个地方，高层放在北边，多层放在这边，所

以对这个区域有一个相对的控制。这对北边的风能有一个限制。这是整个效果图，因为我想做得更好，

所以每一个建筑的日照间距都是按准确的位置做的。这是它的中央公园，没有非常巨大的公园，而是

一个小公园。出来以后，它的板式建筑设计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住宅设计千人一面，就是每个建筑的

牌楼看着是一模一样的，我用了它有一梯、两梯、三梯，一种风格但是可以有多种变化，从一层到四

层、六层。我们在一个住宅小区里，不需要开车飞驰，这样的设计，更适合人的居住感觉。这是处理

绿地的方式。

公园设计，这也要依据不同的气候来，比如说热带公园的设计。说一个小例子，比如热带希望这

些树不是太茂盛的树，它会挡风，希望最好是椰树这样，遮阴，然后还有穿堂风在下面走。在热带，

夏季经常有龙卷风、暴雨，所以在控制水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湖泊是没有岸的，道路是坡形的。随

着水的增加，可以增加它的储存率，所以水平面越往上，它的储量会越大。

讲到城市道路网格，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道路网格，有十字交叉的，有星形交叉路口，还有丁字

路口。但是我们都可以总结出最简单的，无非就是这样来布置我们的街区。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街区

来考虑，也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建筑来考虑。这样的建筑它的通风就比较好，对一个区域和单体的通

风都比较好。这种通风就可能不是太好，因为丁字路口有阻挡。十字网格街区和这种错缝网格街区是

最基本的两种街区。其他的五条路、六条路，甚至十条路交会，无非是这两种的变种而已。但这两种

可以结合一下，想象一下，假如我们北京在靠北的地方都用丁字路口，像这些我们用在城市规划上，

都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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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街道的朝向和宽度。我发现我们建筑系的学生基本上都不能特别明确地回答出这些问题，

比如我说这两个方向的街道，哪个方向的街道表面能得到更多阳光，或者哪个走向可以得到最好的遮

阴，对路面或者沿街道方向布置的建筑物等，很多学生都很犹豫。朝向、街道宽窄这些建筑设计最基

本的知识非常重要。其实有很多建筑，包括城市，都是依据最基本的原理建设起来的。刚才几位专家

也说了，我们城市绿色建筑，并不是像做原子弹、卫星上天，它都是最基本的，只要我们有中学的物

理知识、数学知识，都可以理解。所以建筑系并不要求高精尖的技术，就看我们怎么去做。

比如街道朝向和风之间的关系，可能相对比较垂直于街的方向的风，从这个角度到这个角度，可

能对沿街布置的建筑物的穿堂风设计比较有利，但可能街道风不是很好。但在某一个角度上，可能对

街道、对建筑物都很好。在小区规划和城市规划里面，如果利用了这些规律，我们确实可以受益，这

些都是城市的设计元素，我们可以用来获得节能和绿色建筑。当然这个狭窄的道路，可以提供遮阴、

控制风速。

所以不同的气候条件下，街道朝向和风的关系大致有这样的原理。所以你看北京，东西朝向是主

要大街，比如长安街。这是我们北京的地图，这是北京建工学院他们做的一个研究，你会发现东西方

向的胡同和主路是主要的道路，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街道朝向。这些似乎已经包括在城市的 DNA 里面，

是历史形成的，这些都可以用在我们基地规划上。如果我们布置建筑物之间的空间，你可以说它是道

路，也可以说它是空间。所以这些是我们可以来做的东西。

我们去世界各地旅游，会去很多美好的地方，这是爱琴海的一个岛，你会感觉它的美，它的建筑

都是根据气候条件来做的。所以材料、颜色才会吸引我们，很灿烂。比如说伊斯坦布尔，还有威尼斯，

在一种极端情况下做的设计。包括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我来参加这个会议之前，刚去山西看了平遥古

城，看了我们的悬空寺，看了云冈石窟，我非常自豪。咱们中国的联合国遗产，在世界的排名排第二

位，仅次于意大利。所以我们的祖先做得很好，给世界留下了很多的东西，是值得世界的游客来看、

来参观的地方。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

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跟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有关的人员，我们想想，再过 500

年、1000 年，那时候我们可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那时候世界旅游者到中国将来看什么？肯定是看我

们留下的城市和建筑。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未来会给人类世界留下什么？这是我特别想问大家的一

个问题。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