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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各国对于建筑资源的需求不断地增多,储备资源不断减少的现状,使之各
国把目光投放在绿色环保建筑方向,这种可持续的发展理念非常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方针道路,也大
大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保护了我国的生态环境。被动式建筑主要是指通过节能设计,依靠自身优越的保温
性能及气密性,综合利用建筑物可获得的包括太阳、照明、人体、电器散热等所有自然得热方式,以及余
热回收新风系统,从而达到同时实现较高的居住舒适性和较低的能源消耗。本文将结合金隅嘉业的项目
对绿色建筑和超低能耗被动式建筑创新和应用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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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内首个采用全岩棉保温系统的高层

通过实现超低能耗住宅建筑材料在建筑

为集团股份公司积累了大量经验,也为

超低能耗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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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通过从超低能能耗建筑前期的
方案设计阶段开始,到项目实施及后期

评为北京市首批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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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项目开展过程中,通过大量

也大大提升了集团品牌的影响力。

4.4对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关键节

筑设计、施工、材料、检测与评价、运

的试验研究、方案的反复调整、优化,

点、施工技术管理等方面内容进行总结,

行管理等方面的技术队伍,超低能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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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将带动集团新材

系统等材料及部品的性能,并实现将这

建筑施工技术管理手册,对超低能耗建

料产业产品升级转型、促进房地产高端

些集团自主研发生产的材料部品优化组

筑独特的节点方案及施工管控重点固化

产品发展,对公司房地产板块的良性健

合,成功的应用到超低能耗建筑的实施

形成标准。

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中。这将更有利于促进金隅集团产业

5 取得的科研成果

目前国内超低能耗示范项目已有近

结构调整,为集团建材在超低能耗建筑

5.1超低能耗建筑节点图集1套。

百个,但是都是在借鉴国外技术和经验

领域获得重要市场,给集团相关产业带

5.2超低能耗建筑施工技术管理手

的基础之上进行设计和施工,往往要进

来经济效益。

册1套。
5.3西砂西区12#楼项目被评为北京
市超低能耗建筑首批示范项目。

6 社会效益及推广应用
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在国内迅速发展,

行大量的本地化设计及技术推广,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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