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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建筑，解决大量既有工业建筑闲置的问

题，节能改造已成为国内既有工业建筑可持续利用的新方法和新趋势。结合区域特点合理优化改造建筑功能、利用可再生

能源和资源、引进先进技术与材料，使得闲置的既有工业建筑迸发出新的活力。南昌 699 文化创意产业园是江西工业建筑

民用化节能改造比较成功的案例之一。其改造主要围绕场地微气候、通风采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水资源循环利用这几

方面进行。调查数据显示改造效果比较明显。这些改造方法可为类似项目提供参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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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China， to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sustainability， building  environment

friendly buildings，and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large number of idle industrial buildings，energy-saving renovation has be-

come a new method and new trend for the recycling of the existing industrial buildings across the country. By means of optimiza-

tion and modification of the original architectural functions in terms of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utiliz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resources，and introduc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materials，the idle industrial buildings are bursting with new vitality.

As a good case in point，Nanchang 699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 focuses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ite microclimate，vent-

ilation and lighting，thermal performance of building enclosure，and recycling and reuse of water resource，which produces positive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based on this investigation. These methods can offer some references for similar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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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既有工业建筑民用化改造概况

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逐步从资源型

工业向技术型工业转化，未来将大力推进第二产业

向第三产业的转化。因此，废弃闲置的工业建筑日

益增多。然而，城市的发展需要土地的支撑，废弃

的建筑需要以功能来体现其价值。在可持续发展战

略思想的指导下，解决既有工业建筑再利用问题被

列入城市规划发展议程[1]。

在我国，以北上广深为中心迅速建立了大批以

改造既有工业建筑为基础的文化创意园区（图 1），

开启了既有建筑的华丽转身与蜕变。南昌 699 文化

创意园（图 2）、南昌樟树林文化生活公园、江西太

酷云介时尚产业园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就在这一

改造热潮中应运而生。

二、既有工业建筑民用化改造的必要性

第一，生态角度。在不对原始环境造成过度损

害的基础上，对现有工业建筑进行改造而不是拆除

或重建，通过工业污染管控加快恢复和建设健康的

生态环境，全面推广清洁能源，低碳环保材料使

用，结合科学的生态改造手段，实现节能减排。

第二，经济角度。20 世纪末，根据英、美等资本

主义发达国家的能源数据表明，在同等规模和标准

的前提下，改造建筑成本会比新建节省 20%～50%

费用。既有工业建筑一般具有大跨度、低密度、高

绿化率等特点，因此，具有很好的可塑性，可以获

得更高，更快的投资回报。同时，改造较为成功的

既有建筑，在激发自身的经济活力的同时，也促进

自身内部地块和周边地块的经济发展，甚至带动整

个城市经济的复苏[2]。

第三，文化角度。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建筑单

体或建筑群都承载着城市的历史，它们的有机结合

形成了独特的城市风貌及特色，它在保护和传承城

市历史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既有工业

建筑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和工业文化价值。工

业生产的历史在工业建筑、工业设备和各种工业设

施中都有很好的记载。

三、既有工业建筑民用化节能改造措施

第一，改善场地微环境。在既有工业建筑民用

化的改造中，原有厂房的位置已经固定，基本不存

在能够改变其朝向的条件与可能性。因此，在进行

民用化节能改造的同时，也要统筹考量地理位置、

热工环境等相关因素。若改造项目的场地微环境不

符合新的使用标准，可以通过花木种植、增设屋顶

绿化、景观水体等方式改善场地绿化率与容积率，

达到改善风向、降低风速的目的，从而进一步改善

场地微环境，营造舒适的使用环境。

第二，改善自然通风、采光系统。通风是提高

室内环境质量的一个重要方式，在工业建筑改造的

设计当中，可以充分利用自然通风来控制来协调对

机械通风和空调系统的使用，以确保在建筑运行过

程中还可以有适宜的室内环境。风压和热压是影响

自然通风的两个重要因素，它们构成了建筑改造设

计中自然通风的三种组织形式：风压通风、热压通

风、风压与热压相结合[3]（44）。

既有工业建筑往往都是大空间、大跨度的结

构，为满足生产或储藏需求，一般形体较为统一，

 

 

图 1   北京798艺术中心

图片来源：网络
 

 

 

图 2   南昌699文化创意园

图片来源：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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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分布较为规整。因此可以对既有建筑周边障碍

物、现有绿植、建筑本体结构状况进行分析，以决

定改造空间的功能分布与采光量。比较有效的方式

有：增加窗户面积、增设天窗及侧窗采光、中庭采

光、使用有反射折射能力的装饰材料。

第三，改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既有工业建筑

的能耗中，外围护结构的传热损耗是建筑物热工能

耗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民用化改造中需要重

点考虑外围护结构保温性能。运用科学的改造手

段，改善建筑热工环境，降低能耗，大大减少了夏

季空调和冬季采暖产生的能耗损失。

1）外墙。我国既有工业建筑的外墙一般为

240 毫米厚的实心黏土砖墙体，其中大部分没有保

温隔热层。在既有工业建筑民用化的实际项目改造

中，夹心保温技术普遍不适用，而与内保温技术相

比，外保温技术更加合理，保温隔热效果也更好。

建筑四周遮挡植物种植和外墙攀岩植物种植，

也是提高外墙隔热效果的一种途径。

2）门窗。虽然门窗面积仅占围护结构的 25%

左右，但它是保温最薄弱的环节。因此，门窗也是

民用化节能改造的重点。在改造中，为了降低传热

系数，提高气密性，提高门窗的保温性能，有必要

合理选择门窗材料。如：绝缘钢型材、隔热铝合金

型材、FRP 型材等，玻璃可采用吸热玻璃、中空玻

璃、涂层玻璃、太阳能热反射玻璃和低辐射玻璃

 （双层中空 Low- E 玻璃）[4]。

3）屋面。屋面是既有工业建筑最上部的覆盖外

围护结构，可以抵御自然界的不利因素，使得下部

的空间有良好的使用环境 [5]。屋面的改造方法很

多，主要有：倒置式保温屋面、种植屋面、蓄水屋

面、屋顶通风、太阳能屋面等。

4）遮阳。采光与遮阳之间虽然相反，但又相互

关联，采光是为获取更多的自然光，遮阳是为避免

阳光直射对工作与生活造成影响[3]（46）。太阳直射必

然产生大量的太阳热辐射，如果不能恰当的处理遮

阳问题，将大大增加室内空调系统的能耗。既有工

业建筑可以通过攀爬植物种植改善建筑遮阳。

第四，利用再生能源。我国太阳能资源丰富地

区占到陆地国土面积的 2/3，在既有建筑改造过程

中也常常利用太阳能辅助改造设计，从而减少不可

再生能源的消耗。目前，建筑光伏一体化与建筑太

阳能热水器的融合已成为最常见的转型形式。

既有工业建筑由于设计与使用初期很少涉及

水资源的综合使用问题，导致大量自来水消耗，因

此，完善水资源利用体系也是改造工程中至关重要

的一环。具体方法有：雨水收集利用、中水收集利

用、以及节水卫生洁具的使用。

四、南昌 699 文化创意产业园建筑节能改造

方案探究

南昌市位于江西省中北部，赣江、抚河下游，

建筑热工设计分区属夏热冬冷地区，光气候分区为

Ⅳ类。699 文化创意园（图 3）的前身是建于 1957 年

的江西华安针织总厂，该厂由前苏联技术人员设计

和建造[6]。2009 年进行企业改制，2010 年转型为文

创园。由于该建筑群最初的建设目的是服务于生

产，因此在室内外热工环境及光环境等方面都很难

完全满足文创园其他新功能的需求，为保留其工业

历史价值，园区运营转型中并未“大拆大建”，而是

保留建筑原有形态特征。但同时要兼顾入驻园区的

新产业，新功能的需求，这就需要根据区域气候特

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

 （一）场地微气候改造

南昌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受东亚季风影响，

同时又紧邻鄱阳湖，风能资源丰富，市区内年平均

风速可达 5.6～6.2 米/秒。为控制风速，缓解风力，

699 文创园内在原有绿化基础上共规划设计两处

集中绿化区域：工业记忆广场与中心园林。两处场

地将种植绿化、水体景观与 699 宣传形象雕塑及保

留的工业机器相结合，在保留 699 园区纺织工业特

色的同时，增加园区绿化覆盖面积，使得园区内空

旷地带的风速降低了 20%，风速控制在 5 米/秒以

下，有效的改善了园区微气候环境。

除了集中规划的水体绿化，各个建筑单体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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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设计改造也有利于整个文化创意园微气候

的改善（图 4），如：B23 栋、B15 栋、B19 栋、A7 栋

等建筑单体的屋顶绿化；梧桐书院的水体景观；园

区内各建筑单体周围的垂直绿化等。这些改造措施

进一步控制了园区内露天步行区风速低于 5 米/秒，

确保了室外公共空间的舒适性，而不影响建筑物的

通风。

 （二）自然通风、采光系统改造

园内建筑物通常由红砖建造。除原办公楼、食

堂等办公、生活建筑外，其他生产建筑均为一层厂

房，且多以南北向布置为主。因受东亚季风影响，

南昌市主导风向为北风或东北风，但南昌又具有

春、秋季短，夏、冬季长的气候特点，仅靠自然通风

很难满足用户的需求，还要辅助机械通风及室内空

调的使用。但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力求充分利

用自然通风，控制机械通风及空调系统的使用，以

达到节能的效果。

整个园区外部风环境较舒适，既有建筑朝向与

夏季盛行风向角度较适宜，改造风压通风组织时：

利用既有建筑特点结合空间设计设置门窗开口，尽

量保持门窗对应，减少墙体对空气的阻力；结合立

面设计，在确保建筑保温隔热性能的基础上尽量增

大门窗面积，如 B1-1 栋画家村，其在沿街立面一侧

增加开窗面积，使得门窗面积占立面总面积的

40%，室内通风率增加 20%，有效地改善室内风压

通风。改造热压通风组织时：在层高较高的建筑中

可适当布置夹层；结合空间设计可设置中庭，触发

 “烟囱效应”，如层高较高的 B11 栋、B23 栋（图 5），

其通过设置夹层和中庭的改造手段，在室内形成循

环通风，通风率增加 15%。

江西的年日照时数为 1 400~2 200 小时，南昌

市年平均日照时间为 3.81 小时。699 园区建筑改造

中也对增加室内日照时间做出来针对性改造设计。

结合园区外部环境（是否对建筑有遮挡）及建筑空

间形态、体量、朝向、进深等统筹分析。园区厂房在

承重结构与围护结构互不影响的条件下，对开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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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699文化创意园平面图

图片来源：根据 699 宣传册改绘，建筑编号为园区原始建筑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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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与数量无特殊限制。建筑进深较小的可采用侧

窗采光，如 B11 栋、B17 栋，它们通过侧窗采光，采

光效率能提高 3%~5%；建筑进深较大时可结合室

内空间设置中庭及天窗采光，如 B2 栋、B5 栋，B10

栋，中庭和天窗采光效率能提高 5%~10%；在确保

热工性能的前提下，还可以适当增加门窗开口面

积，以改善室内自然采光，提高室内环境的舒适

度，如 B13 栋、A5-1 栋、B23 栋（图 6），这些建筑通

过大面积的开窗，采光效率能提高到 10%~20%。

 （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改造

因工业建筑原始设计遵循工业设计规范，围护

结构热工性能也是以满足工业生产活动的需求为

准则，因此很难满足民用化改建后新用户的使用需

求与热工标准。

1. 屋顶改造

屋顶作为建筑外围护结构中接受阳光照射强

度最大的构件，是室内的主要热源，要做好保温隔

热改造。699 园区内厂房屋面多为排架结构的坡屋

 

中心园林 工业记忆广场

屋顶绿化、垂直绿化 (B15) 垂直绿化、水体景观 (梧桐书院)

 

图 4   园区微气候改造实际效果图

图片来源：自摄
 

 

热压通风 (B11 设置夹层)风压通风 (B1-1 增大门窗面积) 

图 5   通风系统改造实际效果图

图片来源：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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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形式，如 B9 栋、B11 栋、B12 栋、B13 栋、A6 栋

等，保温隔热效果较差，根据具体需求，在对主体

结构加固的同时，选用保温隔热性能良好的材料对

屋面进行过改造。另外部分厂房、办公楼、设备间

等平顶建筑，如：A5 栋、A7 栋、B15 栋等，可改造为

种植屋面（图 7）。南昌夏热冬冷，全年多雨，可选取

宜移植，较低矮的喜湿植物种植。在夏季可缓解太

阳对屋顶的暴晒，有效的降低屋面温度，使得室内

温度相对于未改造前降低 4~7 ℃。在冬季，种植屋

面对室内能起到保温效果，使得室内温度相较于未

改造前增加 3~5 ℃。

2. 墙体改造

699 工业园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具有一定

的工业历史价值。在墙体改造过程中应尊重原建筑

的立面形式与材料肌理。同时从经济角度出发，选

用既经济又有良好物理性能外保温形式，如：B1

栋、B5 栋、B13 栋等，利用 EPS 在加固保温性能的

同时也完成了建筑立面修整，利用 EPS 保温材料，

外墙的平均传热系数变为 0.582 W/（m2•K），保温

性能增加 20%~25%。

在 699 园区中也有多处运用了植被墙，如

A6 栋、A10 栋等。鉴于南昌的气候特点，墙体覆盖

种植植物简单易行，在夏季炎热冬季湿冷的南昌地

区也比较适宜。园区也有多处运用“双层表皮”，如

A7 栋、A9 栋、B17 栋等（图 8），其通过墙体植被可

使得室内温度降低 3~5 ℃。另外在建筑立面上通过

外层玻璃幕墙扩展包裹部分或整个立面，从而形成

了缓冲空间，有效的缓解自然采光与室内热环境间

的矛盾，同时达到通风、隔声隔热以及节能的目的。

3. 门窗改造

门窗是建筑保温隔热中最薄弱的环节，热损失

约为墙体的 5 倍，合理选择门窗新材料，可有效降

低传热系数，提高气密性。在需要保证隔热性能又

不需要较强透光性的建筑中可采用吸热玻璃，挡住

大部分的太阳辐射，如 A5-1 栋，吸热玻璃的使用能

减少 20% 的太阳辐射，使得室内温度能有效降低

3~5 ℃。以隔热为主的南昌地区也可采用遮阳系数

与透光率都较低的遮阳型 Low-E 玻璃，如 B1-1 栋

 （  图 9），其辐射率可降至 0.15 以下，减少了 25%

的紫外线透过，可使得室内温度降低 5~8 ℃。夏季

 

侧窗采光 (B11) 天窗采光 (B10) 增加开窗面积 (B23)

 

图 6   采光系统改造实际效果图

图片来源：自摄
 

 

屋顶改造前 (A6) 屋顶改造后 (A6) 种植屋面 (B15)

 

图 7   屋顶改造实际效果图

图片来源：自摄
 

· 116 ·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21 卷



减少室内空调制冷负荷，冬季减少室内热损失。

4. 遮阳改造

利用建筑自身造型体量，辅助立面装饰效果组

成建筑自遮阳，如 B1 栋。在既有工业建筑附近或

立面上种植攀爬植物或落叶乔木，如 B5 栋、B9 栋、

B12 栋等（图 10），利用植物枝叶随季节变化的自然

规律，在夏日可以遮挡强光，在冬日可以透射光线。

 （四）水资源循环利用改造

鉴于南昌地区年辐射总量 100～120 千卡 /平

方厘米，前文提到的太阳能开发利用在此处的实际

应用效果欠佳，因此本文只讨论 699 园区中的水资

源循环利用改造。保水设计（图 11）：增加绿地面

积，使用透水地面及植草砖，采用碎石或枕木铺设

园区游步道，通过这些软质铺砖的运用，水资源的

流失能减少 30%，能有效的起到保水作用。雨水收

集：将雨水集中收集处理（图 12），达到一定标准后

重新用作厕所冲洗、绿化灌溉、汽车清洗等。

结　论

节能技术不仅适用于新建建筑，对于既有工业

建筑民用化改造而言也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既有工

业建筑经过改造再次投入使用，不仅可以解决既有

 

外保温 (B13) 植被墙 (A10) 双层表皮 (A7)

 

图 8   墙体改造实际效果图

图片来源：自摄
 

 

吸热玻璃 (A5-1) Low-E 玻璃 (B1-1) 

图 9   门窗改造实际效果图

图片来源：自摄
 

 

自遮阳 (B1) 植物遮阳 (B12)

 

图 10   遮阳改造实际效果图

图片来源：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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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建筑闲置问题，改善所在地区的区域微气候，

还可以进一步带动和促进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结

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既有工业建筑民用化节能

改造是大势所趋。但我国既有工业建筑民用化节能

改造开展较晚，理论较薄弱，技术手段相对落后，

这不但需要国家和地方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扶

持政策，还需要更多专家学者的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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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地面 枕木游步道 植草砖停车位

 

图 11   保水设计改造实际效果图

图片来源：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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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雨水收集利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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