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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
屋角起翘取汉唐建筑飞扬之势，平面按九宫格及故宫五凤楼进行布局。现代材料的

古典表达创造崭新的视觉效果。立面风格的三段式格局、建筑基座的传统意向，体现了

传统建筑庄重典雅的设计原则。

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集贤厅（会议

中心主会场），采用新古典主义设计手法。在唐宋

格局的大框架下，对各细节与工艺进行当代设计及

审美取向的表达，力求创新中传承中华神韵。

会议中心南广场为中字形草坪设计，配有18

个汉阙灯柱和4个聆风阙。样式取自汉代“四阿重檐

汉阙”，使用汉白玉柱身整石雕刻，点缀有铜铃，为

汉代节度使的象征。灯柱采用荔枝面米色花岗岩饰

面，柱身采用阳刻汉龙纹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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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被动式绿色设计：

——结构自遮阳：屋顶

挑檐向外延伸，并增加南侧

雨棚的有效遮阳面积。

——自然通风：玻璃幕

墙设置140个开启扇，其中

114扇为电动控制，根据光

照、通风情况通过智能系统

与空调机组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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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栖酒店
建筑设计由一组三面院落空间围合而成，吸取“玻璃灯笼概

念”、“花窗的现代演绎”、“坡屋顶的现代处理”等传统设计

元素，弘扬中华建筑文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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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东方酒店
发挥雁栖湖的本地生态优势，传承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环境哲学，形成特色鲜

明的现代建筑。整体造型如东方冉冉升起的太阳，讲求圆润、和谐，体现了全球合作、

和谐共生的主旨。 

自然采光：

设置下沉广场、窗井等措施，改善了地下空间采光

质量。裙房设采光顶，增加自然采光。

Sunrise
the

Orient

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专刊·设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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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以北京礼制建筑“天坛”与“地坛”为构思原点，塑造“天圆地方”的建筑形

态，建筑犹如在天地间飞扬，建筑屋檐的设计宛如祈年殿的倒影层层出挑，寓意

“飞升中华”。

被动式绿色设计：

——结构遮阳：对圆形屋檐的延伸角度及长度

进行优化设计，实现自遮阳。

自然通风：

在屋顶设置开启中央天窗，主体建筑环形玻璃

幕墙上部设置可开启扇，新风由玻璃幕墙侧窗进

入，在热压作用下由天窗排出。

地道风：

两条埋深3.5米、断面2.5米×2米、长度65米

的地道，新风经由地道预冷（预热）后进入空调

机组。夏季降温最多可达6度，冬季升温最多可达7

度，每年节能约20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32.6吨。

太阳光加热烟囱 热气流出房间 新鲜空气流入室内

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专刊·设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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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然

采光：在屋顶

设置中央采光

窗及环形采光

带，地下一层

南侧局部设置

下沉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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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节地与室外环境营造

低影响开发

雁栖岛原址为村庄，建设过程中尽量避免破坏原始环

境，最小限度砍伐树木。为了恢复原始河道，开发时打通

岛西侧河道，将半岛变成孤岛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通过下凹式绿地，生态草沟、生态旱溪、雨水花园

等措施维持开发前原有水文条件，有效缓解径流系数增

大，减轻对生态本底的冲击和破坏。雁栖岛绿地率为

72%，透水地面比例为81.45%；日出东方酒店绿地率

为32.3%，透水地面比例为43.61%；会展中心绿地率

为45%，室外透水面积为59.1%。

Environ ment

Natura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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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然地形

利用自然地形：利用会议中心北高南低的地势特征，

北面设置地下车库、机房等，减少受光照面积。南面设置

会议室、贵宾室等，充分利用自然光。

地下空间利用：充分利用地下空间作为地下车库、设

备机房、小型会议室、健身、娱乐、餐厅等。



生态景观设计

绿化物种全部采用适应北京气候特征的乡土植物，形

成乔、灌、草结合的多层次植物群落。乔木类树冠丰茂，

叶色纯正无病虫害，主要有白皮松，侧柏，黑松，华山

松，油松，云杉等。灌木树冠丰满，枝叶茂盛，有景观外

形，主要有糯米条，毛樱桃，四照花，红瑞木，塔迪瓦八

仙花，柽柳等。（见下页）

TWO  节能与能源利用

围护结构

国际会展中心维护结构设计优于现行节能设计标准，

使用三银中空low-e玻璃，外墙传热系数为0.507W/m2·K；

屋顶传热系数，0.23W/m2·K；下沉广场、后勤入口外窗

（包括透明幕墙）、天窗传热系数为分别为 1.84、1.72、

1.82 W/m2·K。

THREE  可再生能源利用

太阳能光伏

国际会议中心：在原车棚采光玻璃上方安装薄膜光

伏组件198块，装机容量为12.87k W。平均年发电量约

1.18万kW•h，25年发电量可达到26万kW•h以上。每年

节标准煤5.05吨，减排二氧化碳14.39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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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展中心：结合地形特点，利用沟壑设置太阳

能光伏发电。每年发电量可达174000kW•h，年节标准

煤量达56.55吨，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89.34吨。

日出东方酒店：薄膜光伏幕墙依托屋顶、雨棚等

位置铺设，采用非晶硅透光光伏组件，总装机容量

34.96kW，系统采用用户侧并网方式，光伏发电不足时

由电网补充。该系统年发电量46102k W•h，节标准煤

14.98吨，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3.67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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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水

国际会议中心：屋面设置约600平米的太阳能集热

器，集热器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可平铺热管真空管，整

个系统采用目前最先进的闭式系统。该系统每日可提供

热水量约为40吨。

日出东方酒店：太阳能热水系统为洗衣房及员工淋

浴提供热水，并为游泳池热水系统提供补充和保障。太

阳能热水每年可节能约88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约139吨。

地源热泵

国际会议中心：应用我国自主创新的单井回灌技

术，利用浅层土壤的地热能作为冬季热源和夏季冷源。

冬季供暖采用地能热泵+采暖锅炉调峰的方式；夏季制

冷采用地源热泵+冷水机组调峰的方式。地源热泵系统

每年可节能约374吨标准煤。

湖水源热泵

国际会议中心：增设湖水源热泵，满足核心岛会议

中心夏季制冷的基础负荷。

光导照明

国际会议中心：地下车库采用光导管照明技术，将

自然光引入地下空间，实现节能、健康的效果。

国际会展中心：首层车库侧墙设置光导管，贵宾接

待室利用光导纤维引入自然光。

高效热回收

国际会议中心：首层餐厅和二层会议室采用排风热

回收机组，有效地利用排风能量，降低新风负荷，从而

降低空调能耗。

日出东方酒店：采用塔楼新风系统与排风系统设置

溶液循环式热回收，其热回收净效率达45%以上。

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专刊·建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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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照明与节能控制

雁栖岛和国际会展中心采用高效节能、可调光的

LED灯具，配有智能照明控制系统。部分区域采用节能

效率是LED灯具二倍的OLED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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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节能与能源利用

节水器具和节水设备

示范区全部采用节水器具，公共淋浴器均配备冷热

水自动混合器，配置变频节水型洗衣机。

节水浴池

节水洗手池

节水灌溉

带状立体花池灌溉采用滴灌和微喷技术相结合方

式。模块式立体绿墙灌溉采用压力补偿式防倒吸防堵塞

精量滴箭组，水利用率高达90%以上，同时配有灌溉控

制系统，可以根据不同季节和植物生长期的不同需水特

性，进行自动精准灌溉。

雨水收集利用

雨水收集系统包括建筑物顶部的雨水收集系统和地

面的雨水收集系统。屋面雨水采用重力流雨水系统或虹

FIVE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钢结构建筑与高强钢应用

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会展中心均为钢结构建筑。国

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专刊·建设篇
YANQI LAKE-CONSTRUCT

吸式雨水系统，使雨水经室内雨水管道排至室外渗透型

雨水管道；室外场地的雨水通过嵌草砖、透水路面等渗

透方式尽量入渗，多余部分由雨水口收集。室外透水地

面面积比大于40％。收集的雨水过滤和消毒后可用于绿

地及景观用水等。

建筑中水回用

雁栖岛设置一体化膜生物反应器实现生活污水就

地处理，日处理量为5吨水，出水水质达到北京市污水

排放一级A标准，中水可直接用于室外道路及绿化的浇

洒、室外水景补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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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会展中心主会场屋盖大跨度区域采用空间钢桁架结

构，为国内现行最大跨度（79米）的上人重屋盖。日出

东方酒店的三级钢用量比例为91.53%。

可循环材料利用

建筑材料均选用距离施工现场500k m以内生产的建

筑材料，采用当地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

可循环材料使用重量占所有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超

过10%。核心岛入口停车场及周边道路采用建筑垃圾

再生复合微粉绿色筑路技术，该技术与传统技术相比

具有能好、工艺简单、环保、易于养护、寿命更长、

成本更低等特点。

SIX  室内环境质量

装修污染物控制

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装修材料环保标准均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重要接待空间通过全过程的装修环保控

制，达到国内最高规格的“零污染、零异味”装修环保

要求。经实际检测，会议中心主会场甲醛、苯的含量分

别为0.01mg/m3和0.006 mg/m3。

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专刊·建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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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ishing
      Material

PM2.5控制

在空调机组空气处理段增加过滤、紫外线杀菌、活

性炭除味和双极高压静电除尘等空气净化措施，从源头

控制PM2.5进入室内。PM2.5过滤效率接近90%。

中央吸尘

国际会展中心应用中央吸尘系统。该系统由吸尘器

主机、吸尘管道、吸尘插口、吸尘组件组成。吸尘口

与地毯结合为一体，能有效吸入直径0.1微米以上的颗

粒（PM2.5为直径2.5微米以下的颗粒），具有吸尘效果

好、避免灰尘二次污染、噪音低等特点。对室内PM2.5

的去除起到显著作用。

参数

甲醛

苯

国内标准

0.1

0.1

国际标准

0.08（日本）

0.07（日本）

本项目控制标准

0.05

0.05

实测数据

0.01

0.00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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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舒适环境控制

应用计算流体力学模拟技术，分析室内空气的流动性

特征和换气次数，并通过调试和测试保证室内舒适度。

对重要接待场所的大空间进行室内气流组织、室内

热环境进行专项模拟分析和优化，保证室内舒适度达到

最理想状态。 

室内PMV分布云图室内PPD分布云图

PMV云图PPD云图

室内声环境优化

噪声敏感房间远离机房。机房设置在各单体建筑的地

下，机房内设备和管道采用软接头、隔振垫等措施，机房

内墙体和顶面采用吸声材料。

室内光环境优化

主要通过外窗、透明玻璃幕墙来改善室内自然采光

效果。根据建筑朝向，采用造型不同的窗户，防止阳光直

射。主要功能空间可保证75%空间满足采光标准要求。

室内新风量保障

采用全空气系统的区域，组合式空调机组设置CO2浓度

监测装置，控制新回风比例。采用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的

区域，新风机组设有过滤器阻塞报警。

SEVEN  绿色施工

扬尘控制

施工过程中对裸露的地面采取喷浆、隔尘布遮盖、

地面硬化或混凝土封盖等降尘措施。建筑材料运输、切

割、钻孔、钢筋焊接等施工操作，采取封闭存放、加盖

蓬布、洒水、设置挡板等降尘措施。

生态保护

保护施工现场的生态环境，践行绿色施工理念。

施工过程中尽可能保留原始自然风貌，减少对动物的

干扰，制作并安置一定数量的鸟笼，为鸟类提供栖息

场所。

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专刊·建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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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再利用

以“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为原则，

加强建筑垃圾的控制与再利用。建筑垃圾的再

利用和回收率达到30%，对于碎石类、土石方

类建筑垃圾，采用地基填埋、铺路等方式提高

再利用率，再利用率大于60%。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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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节能管理

总电量监测系统 总水量监测 室内空气质量

空调系统用电量

办公照明用电量

电梯动力用电量

景观照明用电量

特殊区域用电量

其他形式用电量

PM2.5

CO2

温湿度等

厨房餐厅用水量

生活用水量

空调水系统补水量

机动车清洗用水量

景观绿化灌溉用水量

冲厕用水量

节能综合管理系统：

节能综合管理系统：

采用节能综合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分部门、系统、设备的能耗统计汇总，基本能耗分析功能，并可以进

行节能目标的设定和分解考核工作。

Web服务器

客户端

服务器

功能子系统

网络设备

Ethernet
(LAN)

交换/路由

数据采集网关

表计和传感器

Internet
(MAN/WAN)

EIA/RS-485

数据预处理 数据拆分 数据计算 数据库

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专刊·运营篇
YANQI LAKE-OPERATION



TWO  碳盘查和碳交易

所有新建建筑在运行期间结合能源管理平台收集的数

据，进行碳盘查，掌握运行期间温室气体的排放情况，有

针对性的进行节能减排的运行管理优化。运行期间年减排

温室气体1718吨，将进行市场交易。

2014年10月29日，在北京环境交易所举行的APEC会议

场馆碳中和仪式上，北京环境交易所副总裁周丞向北京北

控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北控置业”)颁发了北京雁栖湖

国际会展中心碳交易证书。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将成为国

内首个国际首脑峰会“零碳”场馆，这也成为我国建筑行

业首例完成交易的碳中和交易。

对此，为雁栖湖会展中心做温室气体排放盘查的第三

方机构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经统计，面积为7.9万平方

米的会展中心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共排放了约3903吨二氧化

碳，其中直接排放974.08吨，间接排放1469.57吨，其他间

接排放1459.07吨，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会展中心将会把这

些碳排放量全部与甘肃安西向阳风电场项目产生的减排量

交易、抵消，实现碳中和。

碳盘查

↓
监测运行数据
计划碳排放量

↓
第三方机构进行审核

↓
逐年改善碳排放情况

碳交易

↓
注册成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
监测运行数据，计算减排量

↓
第三方机构进行审核

↓
联合国认可减排量

↓
减排量在市场上进行交易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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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QI LAKE-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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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案例分析
AN LI FEN XI

THREE  绿色宣传与教育

建立绿色教育宣传机制，编制绿色设施使用手册，建

设展馆，形成良好的绿色氛围。

Green
Educational
Propaganda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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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研究
QIAN YAN YAN J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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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简称“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成立于1989年1月，1991年

11月，APEC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一致同意接纳中国、中国台北和香港（1997年7月1日起改为“中国香港”）为成员。现有21个

成员经济体。

APEC成立之初是一个区域性经济论坛和磋商机构，是亚太区内各地区之间促进经济成长、合作、贸易、投资的论坛。

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已逐渐演变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合作论坛，也是亚太地区最高级别的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APEC

在推动区域和全球范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促进亚

太地区经济发展和共同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

ONE  APEC组织成员

澳大利亚联邦

中国香港

马来西亚

秘鲁

泰国

中国台北

文莱达鲁萨兰国

印度尼西亚

墨西哥合众国

菲律宾共和国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越南

智利

韩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

新加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西兰

俄罗斯

TWO  APEC观察员

太平洋岛国论坛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东南亚国家联盟

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专刊·关于APEC
YANQI LAKE-ABOUT A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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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  APEC会标

一个椭圆的地球模型，绿色表示国家，蓝色表示海

水，中间是白色的APEC英文字母。

2014年APEC各国领导人着中国特色服装大合影

THREE  组织性质

官方论坛，秘书处对其活动起到辅助作用。

FORE  APEC宗旨与目标

“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坚持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和

减少区域贸易壁垒”。

FIVE  APEC大家庭精神

为本地区人民创造稳定和繁荣的未来，建立亚太经济

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要深化开放和伙伴精神，为世

界经济作出贡献并支持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

SIX  重点合作领域

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等经济领域。

EIGHT  APEC会议的承办

APEC年会由各成员经济体轮流主办，同时遵循一年由

东南亚联盟成员举办，一年由非东南亚联盟成员举办的方

式，明确规定不是主权国家的成员（中国香港和中国台

北）不主办APEC年会。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亚太经合组织

最高级别的会议。

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专刊·关于APEC
YANQI LAKE-ABOUT APEC



198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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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专刊·关于APEC
YANQI LAKE-ABOUT APEC

2001年
中国上海



2002-2014

26

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专刊·关于APEC
YANQI LAKE-ABOUT APEC

2014年
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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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AN LI FEN XI

黄鹂居 The Oriol's Cottage

松风居 The Pine Villa

雁
栖
湖
核
心
岛
独
栋
酒
店

水乡居 The Water Lily Villa

古藤居 The Meditation Garden

得月居 The Moon Villa

鹿鸣居 The Lakeside Villa

澹云居 The Billows Villa

听泉居 The Bamboo Villa

杏林居 The Scholar's Retreat

枫叶居 The Maple Villa

翠柳居 The Poet's Haven

稻香居 The Tranquil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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