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008-2012 年，香港中文大学朱竞翔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完

成了创新型轻钢复合建造系统的 4 次应用实验 ( 新芽 1 ～ 4)［1］；窗

设计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研究团队介入了设计、制造、物流、

施工、测试等全流程。期间，笔者有机会深入体验影响窗设计的各

种设计力量，学习高水平设计师应对这些力量所采用的理性方法，

从而逐步发展出多种窗构件。第 4 次完成的凸窗实验集成与总结了

前 3 次关联窗设计的经验 ( 图 1)。

1  凸窗设计介绍

1. 1  利用空腔排热的多面体凸窗，四川崇州鞍子河自然保护区宣

教中心 ( 新芽 4，2011)
宣教中心位于离成都 100 多公里的崇州鸡冠山，那里属典型夏

热冬冷地区，还具有夏季高湿的山谷小气候。3 层高的灰白色方形体

量落在高高的台地上，三棱柱状的凸窗在立面上投下三角形的阴影。

它们在 4 个表面呈棋盘状连续分布，朝向与层数的奇偶有关 ( 图 2)。

在室外，这些三角凸窗仅有一个侧面是深色玻璃面，顶面和另一侧

面则是连续的白色防水罩。在室内，向内凸出的木质矩形窗框是前景，

不透明侧面和上下两个水平面是背景，由这些围合面所界定的凹入

空间是中间层次。它像一个拐弯的管道将观者正对窗口的视线导向

一侧。这一略显复杂的形态为众多设计力量所锚固。

1.1.1  开口组织

开口组织的讨论联合了结构、材料、空间、采光等问题。首先，

由于这是新型建造系统第一次应用于3层高度，故结构成为设计起点。

通常来讲，围合面上的开口是对整体结构的伤害。为减弱此不利影响，

棋盘图案被用来布置立面开口以获得连续的斜向传力路径。其次是

材料因素，原则是尽可能减少裁切外立面的水泥纤维板，这使得开

口的分布和尺寸都与 1.2m 呈倍数关系。第三，依据功能的差异 ( 首

层用于公众宣教展览，其余两层为住宿 )，1~3 层的室内空间层高分

别被划分为 3.6m，3m，3m。当上述因素联合作用时，可以得到 1.2m

和 0.6m 这 2 种窗台高度，这强化了 3 层空间的差异。第四，是需要

确定开口的宽度。假定开口形状为最直接的方形，尺寸 1.2m×1.2m，

在同层每隔一个开间设置一个窗口，验算得到内部空间自然采光的

照度已经足够。因为对上述多项因素的周全应对，这一棋盘状开口

的组织策略得到最终确立 (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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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构件单元

与组织层级相比，单元层级的设计显得

更为微观。在结构方面，窗构件被用于加强

开口。它首先在进深方向被拉伸形成深度，

构成深度的板片可以发挥类似圈梁的作用；

其后，它在形体上被切削为多面体，因为三

向角部能够增加单元个体的强度。三角形的

方向性还可以引导使用者的视线，这反映了

设计者对坡道、树林、山谷等不同山地景观

的敏锐感知。在外观上，棱柱体的凸起为简

洁的方形建筑体量创造表面肌理与趣味。上

下层凸窗玻璃的反转布置再次增加局部变

化，也呼应了“旋转式”内部空间组织和结

构逻辑［2］( 图 4、5)。

因是真实建造，材料和构造因素也必然

会介入对凸窗几何形态的确定。为降低造价，

凸窗的各个实体面都尽量使用建筑主体预制

构件的边角余料。不难确定的是，窗框的矩

形部分宽度为 1.2m，深度 0.3m，中空玻璃

的宽度 1.2m。但是凸出的三角形部分尺寸

其实由三角形的角度决定，所以这一形态仍

存在不确定性。这里， GDL 语言编程被用于

描述这些可能。在构造上，窗体需要采用钢、

木组合的工艺，前者确保耐候性和防水，后

1  试验房
1)
和 4 个新芽项目竖向围合上的窗构件总览

3  新芽 4 ：3 层空间的差异性

4  新芽 4 ：三角凸窗对山地景观不同的视觉导向

5  新芽 4 ：三角凸窗从物理、生理、心理 3 个层次应对结构、能量、气候、视线、功能、空间等众多设计议题

2  方形体量的新芽 4 坐落在山谷中 (a ：外景；b ：立面局部；c ：内景细部 )

1层窗洞 (1层层高3.6m，其窗洞窗台高0.6m，
适应一群人进行会议或接受培训时坐着的视
点高度 )

2 层窗洞 (2 层层高 3m，其窗洞窗台高 0.6m，
既可为坐着读书用餐提供风景，又适合儿童
站立向外眺望 )

3 层窗洞 (3 层层高 3m，其窗洞窗台高 1.2m，
正好是大人站立时眺望窗外风景的视线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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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芽 4 凸窗 (a ：几何尺寸和材料的关联；b ： 同一原则下使用 GDL 语言生成的凸窗变体 )

意图虽然极其简单，却也已经要求工人生产

两种互为镜像的次级凸窗变体。此外，白色

金属防水罩使用汽车表面的处理工艺，金属

镀锌冷板经过折弯、焊接、酸洗、环氧树脂

底漆、打磨、烤漆等多道处理后成型。这是

团队将汽车制造表面处理工艺迁移到建筑产

品的尝试 ( 图 7)。

1.2  凸窗设计的比较

众所周知，凸窗其实在中国内地、香港

的住宅楼盘中都已经非常普遍 ( 在内地也被

称作为“飘窗”，图 8)。与之相比，这一凸

窗又有怎样的特征、具有怎样的意义？

首先，它们在构件层级的结构意义不同。

常见凸窗的结构通常并不独立，靠建筑主体

结构悬挑出上下两片混凝土板，再由成品窗构

件提供 L 或 U 型竖向围合；而本项目凸窗自

身为结构完整的独立构件。对于这一实验项目，

它与主体结构的分离意味着在施工时可以灵活

安装。这为凸窗构件的生产争取了时间和空间，

利于整个预制建造系统制造加工的拆解与分

包，缩短制造周期，减少工期延误。

其次，两者的通风方式、能量利用策略

存在差异。此凸窗的固定玻璃仅提供采光与

视线，三角体量底部的圆形进气口和侧板上

部的方形出气孔提供自然通风。设计者设

想：当出风口关闭、进风口开启时，可将室

外新鲜空气引入室内，在保证换气量的同时

并不引起过多的热量进出。它其实是一种以

“阻隔”能量为优先策略的置换式通风方式，

这与直接大面积开窗通过交叉通风 (cross 

ventilation) 来降温的方式 ( 以“交换”能量

为主导 ) 是迥异的。前者对寒冷的冬季、炎

热的夏季都可以恰当应对，而后者则不然。

这一方式还预期在凉爽的雨天仍能获得不错

的换气量。团队在后期简易实测中发现，进

风口处的风速居然可达 1.3m/s( 图 9)。

第三，窗构件的围合结构层数不同。普

通凸窗通常仅有一层薄薄的气候边界，热量

一旦穿越这一边界便可直达室内或者室外，

这与普通平窗并无不同。在此项目，研究者

在 2 层空间 ( 安排女性住宿的客房 ) 设置凸

窗单元变体进行试验：内侧增加可灵活开闭

的三折隔扇，使凸窗具有双层围合面。除提

供私密性的保护外，隔扇在炎热的夏季白天

起到内遮阳作用，而在寒冷的冬季夜间则相

当于附加绝热层。研究者还假设：当进、出

风口开启且隔扇关闭时，隔扇与玻璃之间的

者实现良好的绝热性能。窗体主结构为常用

的多层胶合板叠合，采光处的首层气候边界

是双层中空玻璃，两者之间用金属托件连接。

金属防水罩为最外层的独立构造，可于最后

一道工序安装，利于玻璃的更换 ( 图 6)。

最终确定凸窗形态的是制造力量。当设

计信息进入制造环节，团队首先需要寻找恰

当的本地制造商减少物流成本：首先，他们

能够从事加工木、金、玻璃这三方面工艺中

的一种或者几种；其次，他们应当具有一定

制造能力、又愿意承接小规模的实验性订单。

筛选的结果是作坊式的小型工厂最为合适。

不足之处是，因为他们都不具备数字化机床

生产的能力，厂家的木工和金工都倾向于标

准化制造，所以上述的几何变体被选定成一

种。图纸上要求上下层凸窗开口朝向不同的

9  内设格扇的实验性凸窗单元变体 (a ：隔扇开启时，仅有单层气候边界；b ：隔扇关闭时，出现双层气候边界以及两者之间的空腔；
c ：隔扇、进风口开启时，利用室内外压力差进行交叉通风；d ：隔扇关闭、进风口开启时，利用空腔内外压力差进行的通风 ) 

7  凸窗的试样制作 (a ：主体结构；b ：金属防水构件 ) 8  香港超高密度城市条件下的凸窗景观令人惊叹
[3]

空腔可以利用“压力流”排走热量，来应对

夏热问题。当隔扇关闭时，此凸窗构件就成

为箱体窗 (box window)，是双层幕墙的最基

本单元。严格的客观评价还有待进一步的实

测 ( 图 9)2）。

以上 3 方面的探索是基于以下的观察和

思考。首先，从能量议题看，具有深度的凸窗

类似于一个微型“温室”，在白天可以通过接

收辐射得热，这有助室内采暖，但也会导致

室内过热。在传导热方面，与主体直接相连的

凸窗扩大了外表面积，会引起主围护结构过快

地传导失热或者得热。但是，从空间角度看，

较之于平窗，凸窗利用内部空腔应对气候、能

量问题应该潜力不小：深度意味着室内外能

量交换的路径被拉长，在这一路径上，阻隔

热量流动、交换的手段和几何位置的可能性

会大大增加 ( 与平窗相比 )；增加阻隔手段也

意味着双层、甚至多层气候边界的出现；同时，

多层边界内部空腔也将发挥作用 ( 双层幕墙系

统在应对气候、能量方面的效果与运作机理

可以提供直接的借鉴 )。

通过以上可知，与普通窗相比，凸窗变

化的不只是形态，还连带引入更多的设计力

量，其实变得更为复杂。这也可从英文词

语得到验证，bay window、bow window、

oriel 是它对应的英文同义词。它们的含义有

不同侧重点，前者意指凹入的空间，次者强

调凸出的形态，后者强调缓冲空间或者帘幕。

如此多面的特征提供了发生多种使用行为的

可能，粘连了更多的设计问题，比如怎样实

现凸出部位的结构悬挑、防水，如何调校建

筑物的不利朝向，如何利用它进行冬季集热

或者夏季遮阳，形态是内凸、外凸还是皆有，

它的深度如何引导视线的方向，凸出物体如

何影响建筑体量的表情与姿态。所以，当众

多问题粘连时，凸窗对设计者的能力要求更

高了。不难想象，好的设计应该可以周全应

对这些设计议题，而更高层次的设计则能进

一步将它们互相融合，达到“牵一发动全身”

的精准状态。

这一复杂的凸窗设计是基于更早的 3 次

关联性试验：最初的试验从相对简单的平窗

开始，然后是向内凸出的深窗，到利用构件

内部微观空间的窗。逐次体验、分辨设计中

的力量，逐次假设、验证设计策略，逐步演

化窗设计的形态 ( 图 10)。

2  关联的系列试验

2.1  采光、通风分离的窗，四川广元剑阁

下寺村新芽小学 ( 新芽 1，2009)
场地位于四川广元，那里需要应对典型

的夏热冬冷气候。轻型结构应对寒冷问题相

对容易，应对夏热问题却有难度。首先，在

围合结构的材料层级，绝热和热容 2 个参数

被组合运用。接下来，是“小而分散”的开

口策略，第一次将开口在 4 个围合表面进行

棋盘式的分散布局。它可以既提供斜向连续

结构传力路径，又利用小尺寸开口减少室内

外传热。开口分布于两个不同标高是由于室

内采光效果受开口窗下墙高度的影响：窗台

高的开口利于改善进深处照度，低的开口则

10  4 个新芽项目的平面、剖面和围合结构构造大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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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于近窗处的照明。这些开口在 4 个竖直

围合面连续分布，营造出连续包裹的空间氛

围。这一策略还会产生视错觉的效果。当地

村民说，这个房子从外面看起来特别大，像

是两层的房屋 ( 图 11)。

在构件方面，高处开口配置固定窗，仅

提供采光；低处为内开窗，兼具通风、采光

和满足儿童高度的视线要求。这一差异也表

达在外观上，前者与围合面外侧平齐，后者

与围合内侧平齐
[4]
。

2.2 向内凸出的景框窗，四川盐源泸沽湖

达祖新芽学堂 ( 新芽 2，2010)
四川盐源泸沽湖旁的达祖社，海拔

2600m，当地的气候特征是太阳直接辐射强

烈，冬季寒冷，空气稀薄，风速也高。风是

这里应对冬冷问题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因

为稀薄的空气胶体无法存储热量，而高风速

会带走冬季通过辐射得热的大部分热量。那

么，如何通过设计手段在风速、室内自然通风、

自然采光、室内温度四者之间取得平衡。

当地传统木楞房 ( 井干 ) 的应对方式是：

浅进深，小开口，在重要空间增加火塘，但

牺牲自然采光。达祖小学原有校舍沿用这

一建造系统却无主动采暖，因此室内温度

和自然光照度都明显不足。对于这一由新

系统建造的大进深平面，除适当扩大围合

开口外，天窗照明和透射光线的隔墙材料

也被引入。对于在冬季高风速下的自然通

风与室内温度的矛盾，低风速的置换式通

风 (replacement) 会是有效方式。因为那时，

用户仅需获得适当换气量以保证室内空气

卫生。同新芽 1，窗构件的采光与通风要素

被再次剥离，但以两个不同构件作为载体。

位于儿童视线高度以上的采光构件成为景

框，位于下部的通风构件利用多层构造将风

速降低再引入室内 ( 第一次是外表面横向木

格栅，第二次是构件上的防虫网 )。空间设

计上，设计者还发掘了利用窗框深度激发

使用功能的可能 ：采光窗内侧突出内墙面

210mm，再将窗单元个体水平向连接成组，

成为可放置书本的搁架。内凸窗深度的优点

还体现在空间和视觉上，它进一步调校了人

的感知 [5]( 图 12)。

当地教师反映课室实际使用的效果是，

冬季在室内讲课时需要脱掉外套，他们也希

望窗体能够被关闭，获得黑暗的空间以满足

多媒体放映需要。这将在 2013 年暑期进行

的改造中予以改进。

2.3  利用内部构造空隙的窗，云南大理剑

川陈碧霞美水小学 ( 新芽 3，2011)
当地的气候与新芽 2 类似，因此在窗构

件层级仍然可以保留置换式通风方式，并需

要增加可变外遮阳系统。此外，设计者拟对

新芽 1 的窗设计进行优化。随着体量高度

13  新芽 3 的外立面，棋盘图案控制的开口密度增加，局部的调整使得严格的规则被打破 14  新芽 3 的两种窗户变体
的竖向剖面大样

的增加，首先加大新芽 1 中开口的棋盘图

案的密度，其次通过局部调整将此图形趋向

于随机。与新芽 2 不同的是，新芽 3 的外

立面材料发生变化，上下搭接式的沥青瓦替

换水平留缝的木格栅，这使得原有利用格栅

的通风构造无法直接搬用。开口与外墙挂板

按几何模数在竖向出现重叠区域，高度达到

100mm。这一看似微小的区域正好被用于

隐藏置换式通风构造与外遮阳卷帘系统。延

续新芽 1、2 的思路，暗藏通风构造的固定

窗被置于高处，整合外遮阳系统的开启窗位

于低处 ( 图 13、14)。

3  结论

综上所述，5 年时间的研究与实践就像

是一次对窗设计议题的 CT 扫描，在建筑设计

与工业制造两方面开展工作，也探讨了可重复

的窗设计方法。比如，这互为关联的 4 次实

践至少具有 3 条线索：开口和窗构件是窗设

计的两个层次，“分离”或者“联合”是基本

组织方式，棋盘图案是在围护结构中分布开口

的有效工具之一。

窗设计的第一层级是讨论围护结构的开

口布局与组织，再者是窗构件的单元设计。前

者如同提供骨架，从建筑层级应对内、外设

计力量。不管是普通窗还是凸窗设计，对开口

分布的讨论并无太大的差异。后者好比提供

肌肉，在构件层级对前一层级各议题的应对

进行优化。从工作边界看，前者通常是建筑

师擅长的领域，而后者是工程师的工作范畴。

笔者体会到，这两者互相支撑是基本要求，如

能互相激发则是更高的设计境界 ( 表 1)。

“分离”与“联合”是最基本的两种组

织方式。通常，研究是将参数不断辨析、拆

解的过程；而设计则是将多参数联合为系统

的反向工作。因此，研究中能够将问题拆解

得越彻底，在设计时组合的机会也越多。这

里，两种组织方式体现在多方面。首先，设

计者需要分辨影响设计的各种力量，是属于

物理的、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其次，其中

的能量议题还可被进一步拆解为风、光、热

3 要素。第三，窗可以也可以被分解为最基

表 1  试验房 + 4 个新芽项目开口组织形态和应对通风、采光、遮阳一览表

本的三要素，开口、构件 ( 外窗框、止口窗框、

玻璃 ) 和附件 ( 如遮阳、安全护栏等 )。因此，

当以上三者联合时，会出现多种组合关系，

比如可以是一个参数对应一个窗构件 ( 像新

芽2)，或者是多对一的关系 (像新芽4)。第四，

窗构件与围护结构之间的分离关系也是 4 个

项目中持续讨论的内容，两者在构造上的分

离，是被实际教训所逼。在新芽 1，窗构件

和墙板构件是一体的，以至于出现工期延误：

窗构件的厚度占用大量空间，远超出预定物

流体积，导致无法及时到达工地。所以在后

续项目的预制阶段，具有深度的采光窗构件

与墙板构件分解，到达现场之后再进行拼装。

这促成了笔者对窗构件自身结构完整性的思

考 ( 表 2)。

随着建造系统研究的推进，4 个项目的

体量在高度方向不断生长，这些呈丰富变化

的开口布局来自于对棋盘图案的几何操作。

新芽 1 的图案是在单层内实现；新芽 3 是同

一层内进一步增加密度；新芽 4 的开口组织

来自于上下层间的复制与错位；新芽 2 的开

试验房
棋盘图案

新芽 1
棋盘图案

新芽 2
群组

新芽 3
棋盘图案

新芽 4
棋盘图案

项目图片 开口组织 展开立面

自然采光 自然通风

物理因素

自然采光 + 自然通风

11  新芽 1 (a ：开口呈棋盘图案分布的外立面；b ：立面开口尺寸与水泥纤维板尺寸的关联；c ：新芽 1 内景 )
a cb

12  新芽 2  (a ：外立面；b ：内景由框景窗和
通风窗联合工作的场景 )

b

a

1200

1200

1200

1200

1800 1800 1800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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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笔者曾经就此风速值咨询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

院研究 CFD 通风的研究者，他对此设计感到

好奇，认为风速远远大于他的设想预期，建

议做精确的实测。他还引证说香港城市的理

想风速值为 0.6m/s，但现实中却还达不到这

一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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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阶段性的成果来看，由于这一子系统

自身的复杂性，融合了设计、构造、制造、

工程、机械等众多专业，上述各窗构件在细

部品质上与成熟产品尚存在差距，所以也期

待不同力量的加入，进一步提升性能。

如今，窗设计的探索却还在继续。比如，

研究团队新近完成的四川白水河自然保护区

工作站项目探讨了结构与开口、开口与窗构

件的关系：窗设计变得更加自由，开口跨越

了结构开间的限制，实现大的窗构件与小的

开口联合工作的新突破。

15  棋盘图案的几何操作变化可能

表 2  试验房 + 4 个新芽项目窗构件形态、应对能量参数一览表

1  背景

香港人口稠密，土地面积 1104km2，其中只有 1/4 为建设用地，

其他多为山地或保育用地。另一方面，香港人口在 2010 年已经超过

了 700 万，在土地资源如此紧缺的情况下，建筑的竖向紧密发展成

了唯一的选择，因此造就了香港高层高密度的城市形态。这种城市

形态在节省土地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为明显

的就是城市内部风速降低。根据香港天文台的历年观测数据，位于

香港九龙的京士柏气象站近 40 年所监测到的历年平均风速呈明显的

逐年下降趋势，而同时在香港东南海域横澜岛上所测得的无遮挡海

风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 图 1)。相应的，香港平均建筑高度随着人口的

增加自 1950 年以来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图表说明在城市外的来

风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正是由于城市建筑越来越高的密度和高

度导致了城市内部的风速下降。风速降低不仅影响了城市内部空气

污染物的消散，同时还加剧了夏季的城市热岛强度。

2002 年底，SARS 在香港爆发促进了社会各界开始关注环境问

题，并反思这种城市形态的弊病。2003 年香港政府成立了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期间推出多次社会参与过程，鼓励民众参与建言和推广

可持续发展。2005 年，香港首个可持续发展策略出台。其后学界和

工商业界亦成立了不少协会和组织推广绿色建筑。其中尤以 2009 年

成立的香港绿色建筑议会 ( 前身包括商界环保协会、建造业议会、香

港环保建筑协会、环保建筑专业议会 ) 所推广的香港建筑环境评估法

(BEAM Plus) 为主要代表。2009 年底，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与政府共

同推出了题为“优化建筑设计 缔造可持续建筑环境”的社会参与过

程，经过多轮的公众参与阶段、数十场巡回展览及上千份的意见收集，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指出需要制定一套可缔造优质及可

持续建筑环境的措施。2011 年 1 月，两份相应的作业备考《优化建

筑设计 缔造可持续建筑环境》( 编号：APP151) 和《可持续建筑设计

指引》( 编号：APP152) 由屋宇署发布。这两项作业备考在某种程度

上改变了香港的现有建筑法例，是为香港可持续建筑发展的重要一

步。下文将就这两项作业备考做详细介绍。

2  基本内容

APP151 和 APP152 主要从 3 方面来推广可持续建筑设计：

1) 可持续建筑设计指引：有关楼宇间距、楼宇后移及绿化上盖

香港《可持续建筑设计指引》
剖析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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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香港地少人多，城市趋向高层高密度发展所

带来系列的城市环境问题，概述了香港《可持续

建筑设计指引》各个条文推出的目的，并论述了

这些条文在香港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可能发挥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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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situation of large population and limited land 

area, Hong Kong is inevitably characterized with high-rise 

high-density urban fabric, which may induce a series of 

urba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ased on these problems 

Hong Kong fac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urpose 

of launching each item of Sustainable Build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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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economic environment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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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稍有不同，可以看成是将棋盘重新排列，

成为水平方向复制的群组关系。这表明，简

单的几何通过复杂的组织手段已经可以获得

意想不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们具有实

际的意义，能够妥善应对上述讨论的多参数

议题 ( 图 15)。

注释

1) 试验房是 2009 年 05 月由朱竞翔教授团队在深

圳万科第五园搭建的 1:1 足尺房屋单元，主要

测试新型建造系统的结构、开口、构造、材料、

施工方法等。之后作为第五园后续开发的工人

临时住宅使用，直至 2012 年拆除。现在回顾

来看，试验房的开口设计其实是后来系列项目

窗设计的起点。

项目图片 窗构件轴测图
围合结构 ( 窗构件 + 墙体 )构件层级 物理设计参数

试验房
(通风+采光 )

新芽 1
可开启窗

( 通风、采光 )

新芽 1
固定窗
( 采光 )

新芽 2
固定窗
( 采光 )

新芽 2
通风扇
( 通风 )

新芽 3
可开启

( 风、光+遮阳 )

新芽 4
可开启

( 风+ 光 + 遮阳
+ 绝热 + 设备 )

新芽 3
固定窗

( 采光 + 通风 )

水平剖面

竖直剖面

竖直剖面

水平剖面

通风

通风

通风

通风

通风

通风

采光

采光

采光

采光

采光

采光

采光

单线图解 单线图解双线图解 双线图解 自然采光 自然通风 绝热

绝热

遮阳

遮阳

遮阳

设备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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