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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建筑的实践、实现与实验
从 2009 年中新天津生态城的设计实践开始，5 年来天友完成了
十几项上百万平方米的绿色建筑全过程设计，每个项目都包括了咨
询、设计、建设直至评价等内容。在项目实践过程中，掌握了绿色
建筑的技术应用。
随着绿色实践的积累，我们认识到绿色建筑的实现需要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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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开始，将学术层面的绿色理论转化为实际的技术应用。依托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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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项目，天友团队先后对北方寒冷地区绿色关键技术、被动式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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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零碳建筑等方面进行研发，这种研发更注重将理论转化为指
导设计的策略及方法，并将成果及时应用到项目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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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绿色建筑作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也需要前瞻性的创新
和实验。天友设计结合 2011 东京世界建筑师大会
“设计 2050”
的主题，
在可持续分会场报告了“E-TOPIA( 伊托邦 )”的概念提案，探讨了
2050 年生态 CBD 的可能性 ( 图 1)。天友绿色设计中心则是用自己的
建筑做实验，通过自己办公楼的绿色设计，探讨了超低能耗既有建
筑绿色改造的技术集成 ( 图 2)。

天友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从最初十几名员工
的区域性设计公司，一路走来，已经成为近 500 名员工的全国性公

2 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绿色尺度
低碳城市、生态住区、绿色建筑是可持续理念在宏观、中观和

司，总部位于北京，涉及建筑设计、城乡规划、风景园林设计等领域。

微观尺度的体现。在低碳城市层面，天友结合 A P E C 首例低碳示范

2012 年天友建筑在“新三板”资本市场正式挂牌。

，
城镇—天津滨海新区于家堡金融区，成立了“低碳城市研究院”

不管公司有多大规模、多少项目和分支机构，天友一直坚守自己

从碳排放清单、低碳指标体系、低碳城市模型等方面研究城市减碳

的职业责任和理想 ：为人们提供最优美的城市和最舒适的建筑。天

路径 ；在生态住区层面，进行了滨海新区绿色保障房、绿色适老住

友在其中提供智力支持，具体讲就是提供以研发投入为源动力，咨

区等规划方法与技术的研究 ；在绿色建筑层面，注重各种建筑类型

询策划为龙头，规划、建筑、景观、室内、文创设计为载体，资源

的绿色技术应用，从居住建筑、教育建筑、体育建筑、文化建筑的

导入和运营咨询为项目实施保障的全面解决方案。

特点探讨适宜的绿色技术应用。

为了更好地担负以上使命，天友首先选择在城镇化和绿色低碳
3 绿色建筑的技术、艺术与算术

方面进行研发。
天友关注中国城镇化进程，于 2011 年起陆续成立“天友城市研

绿色建筑不是在常规的建筑方案之后增加一套绿色咨询，不是

究院”
、
“天友资源运营中心”
，引进先进、量化规划工具“空间句法”
，

应用了炫目的高技术，也不是为了星级评价计算分数选择技术，而

定位于面向未来的新城镇营造模式研究与实践，以学术研究带动策划、

是涉及项目全过程的设计流程，是从设计之初就引入的集成化设计

规划，辅以资源运营，真正为城镇发展提供可实施的系统解决方案。

方法，是建筑师主导的技术与艺术的创造性融合，是以经济性投资

绿色建筑是天友设计的重要类型与核心特色，随着国内生态城
市及绿色建筑的建设，天友在这一领域从学习、摸索到研究、创新，

回报为支撑的可持续设计。
绿色建筑的技术需注重适宜性，技术选择有 3 个重点 ：一是从

逐渐积累了绿色建筑设计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也逐渐加深了对绿色

问题导向出发，而非运用现成的绿色技术框架，即绿色技术的选择

建筑的理解。

要根据具体项目的特点与核心问题，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从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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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集成 ；三是借助计算机模拟技术从风、光、热、声、能 5 个方

内通过减少的运营费用得以回收。

面进行技术比选。
绿色建筑的艺术是指注重作品的原创性，尤其是绿色构思和绿色
技术引发的原创性。将绿色技术与建筑美学相结合，由此开拓出一种

绿色建筑的核心一是实实在在地节约能耗、水耗、从源头节约
资源 ；二是提供健康的人居环境，从而创造出绿色人居环境的新范
式 ( 图 4)。

新的建筑生成方式和设计灵感源泉。从绿色出发的设计也将是当代建

投身于绿色低碳和中国城镇化，艺术、学术、技术结合，天友

筑设计的一个趋势。绿色设计应在设计最初由建筑师主导，而不是由

致力成为中国优秀的绿色城市与城镇发展智力服务机构。天友定义

暖通工程师用主动设备来达到。建筑师将设计构思与绿色原理相融合，

的设计是大设计、智力型的设计服务，我们相信当下飞速发展的中国，

会激发新的建筑形体生成或技术解决方案，
达到“技术的艺术化”和“绿

需要更多这样的设计机构，以建筑和规划设计为基础、以核心技术

色的原创性”( 图 3)。

为工具，为中国城市、城镇发展提供全面、系统、理性、跨专业的

绿色建筑的算术则是指其经济性。通过适宜技术的选择和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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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建筑的经济性。而从全生命周期来看，增量成本可以在 5 ～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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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地提出技术策略 ；二是多种技术的系统化应用，也就是绿色

综合智力服务。

优先、主动优化的设计，可以在尽量减少增量成本的基础上实现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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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托邦 ：ECO-CBD 概念规划
天友绿色设计中心外立面实景
中新天津生态城健身馆效果图
绿色人居环境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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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天津生态城世茂湿地公元

业主 ：天津生态城世茂新纪元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天津中新生态城
建筑面积 ：15 万 m2
设计内容 ：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
竣工时间 ：2011 年
绿建等级 ：国标三星级

02

中新生态城滨海外国语小学

业主 ：天津外国语大学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
建设地点 ：天津中新生态城

112

建筑学报 2013 \ 07

8-110-117-c5.indd 112

建筑面积 1.73 万 m2
设计内容 ：方案至施工图设计
竣工时间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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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泰达城市展示中心

业主 ：天津市泰达城市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天津市红桥区
建筑面积 ：3630 m2

04

设计内容 ：方案深化至施工图设计
方案设计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AA 创研工作室
竣工时间 ：2007 年
获奖情况 ：2008 年度天津市“海河杯”优秀勘察设计一等奖

天津河东万达广场

业主 ：天津河东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天津市河东区
建筑面积 ：50.85 万 m2

设计内容 ：施工图设计
竣工时间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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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新都市北塘总部基
地及住宅设计

业主 ：滨海新都市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天津滨海新区北塘起步区
建筑面积 ：16 万 m2
设计内容 ：方案至施工图设计
竣工时间 ：2012 年

06

天津空港加工区湖区咖啡厅

业主 ：天津港保税区管委建设办公室
建设地点 ：天津市空港物流加工区
建筑面积 ：1058 m2
设计内容 ：方案至施工图设计
竣工时间 ：2010 年
获奖情况 ：2011 年“海河杯”天津市优秀
勘察设计建筑工程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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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红石勘领世郡小镇中心
规划及建筑设计

业主 ：天津市红石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天津津南区双港镇
建筑面积 ：9.85 万 m2
设计内容 ：方案至施工图设计
竣工时间 ：2009 年

08

津滨 · 滨海国际

业主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天津市滨海新区
建筑面积 ：24 万 m2
设计内容 ：方案至施工图设计
竣工时间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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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天津洛卡小镇

业主 ：天津方正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天津市西青区
建筑面积 ：15.8 万 m2
设计内容 ：方案至施工图设计
竣工时间 ：2007 年
获奖情况 ：2008 年度天津市“海河杯”
优秀勘察设计 ( 住宅类 ) 二等奖

10

空港健身中心

业主 ：天津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
建筑面积 ：2.3 万 m2
设计内容 ：施工图设计
方案设计 ：日本设计株式会社
竣工时间 ：2011 年

11

天津天嘉湖花园

业主 ：天津恒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天津市津南区
建筑面积 ：18.7 万 m2
设计内容 ：方案至施工图设计、景观设计
竣工时间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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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式风情区 14 号地办公楼

业主 ：海河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天津市河北区
建筑面积 ：9000m2
设计内容 ：方案至施工图设计
方案设计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AA 创研工作室
竣工时间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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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渤龙湖商务交流中心

业主 ：天津渤龙湖商务交流中心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区
建筑面积 ：3 万 m2
设计内容 ：方案至施工图设计
竣工时间 ：2010 年
获奖情况 ：2011 年“海河杯”天津市优秀
勘察设计建筑工程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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