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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理环境与设计分析
Building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design analysis
朱天荣
（甘肃医学院公共课教学部，甘肃 平凉 744000）
摘要：建筑物理环境包括建筑的声环境、光环境与热环境，建筑物理环境直接影响到建筑的舒适性。当前建筑物
理的研究与发展日益深入，建筑物理环境的技术要求越来越高，对建筑设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对建
筑物理环境进行分析，对建筑物理环境要求进行了探究，以期为建筑设计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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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buildings includes the acoustic environment, light environment and thermal
environment of buildings.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buildings directly affects the comfort of buildings.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building physics is deepening, and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building physical
environment are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the building and analyze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the building,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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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建筑设计时，，要对物理环境的要求充分实现，
从而提高建筑的舒适性、安全性与美观性，给人们提供一
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对物理环境的实现程度就是对设计要
求的把握程度，对建筑的性能具有重要的影响。随着建筑
行业的发展，建筑技术越来越丰富，对建筑物理环境要求
的实现程度越来越高，为人们提供了更为舒适的生活环境。

1

建筑物理环境概述

1.1 建筑物理环境的概念
建筑物理环境是建筑室内空间与人体相关的各个物理
要素总和，包括热环境、声环境、光环境，人们通过感官接
触物理环境，并因此形成不同的心理状态。建筑热环境的
作用在于外界环境与建筑的热交换、建筑与室内人的热交
换，热环境控制的主要内容包括保温、防潮、日照、防热以
及太阳能利用；光环境控制包括建筑的采光与照明设计；声
环境包括室内音质设计、建筑隔音与噪声控制三方面的内
容，其中音质设计一般限于厅堂等建筑物如音乐馆、影剧
院等，隔音与噪声控制是建筑普遍存在的问题。
1.2 建筑物理环境对设计的要求
建筑物理环境是建筑设计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建筑
设计对于物理环境的技术要求程度决定着建筑设计的高
度，最终影响到人们居住的舒适度。随着当前人们对于建
筑各项要求提高，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必须在建筑的热、声、
光三方面全面的把握，要求建筑设计能够及时掌握当前的
前沿技术，同时要具有较高的审美鉴赏能力与对各项要素
的把控能力，设计要在保障质量的基础上全面提升舒适性
与美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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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理环境的要求与技术

2.1

热环境

建筑的热环境包括建筑与外界环境的热交换控制、建
筑与室内人的热交换，对热环境控制的最终目标是为人们
提供温度适宜的居住环境，因此对室内热环境的要求需要
热舒性满足舒适条件，人体皮肤处于舒适温温度内，汗液
蒸发率处于舒适的蒸发范围内。
在保温设计上，我国不同地区对室内热工设计要分区
与设计要求均有不同，在严寒地区要求满足冬季保温，可
以不考虑夏季防热，夏热冬暖地区要求满足夏季防热，可以
不考虑冬季保温。建筑设计在保温方面包括保温综合处理
与外围护结构保温构造设计：建筑保温综合处理可以通过
控制体型系数、合理布置建筑朝向、防止冷风渗透以及合
理规划窗墙面积比的措施，通过科学计算与设计实现保温
技术要求；建筑维护结构保温设计要求围护结构的传热阻
不能低于最小传热阻，其主体部分构造分为单一材料结构
与复合保温结构，单一材料结构如空心板、加气混凝土等，
兼具承重与保温的功能；复合保温结构由保温层与承重层
复合而成，依照其所处位置可分为内保温、外保温与中间
保温，复合保温结构具有多种优点，不但能够持续保温，还
能够提升建筑安全性能，同时也兼具节能减排功能，促进
建筑可持续发展。
在防热设计上，夏热冬暖地区必须考虑夏季防热设计，
如广州等地，建筑隔热设计主要包括围护结构设计、自然
通风设计、遮阳设计。围护结构设计中要重点进行屋顶设
计，屋顶防热设计包括绝热层屋顶、吊顶防热屋顶、阁楼隔
热屋顶等。其次是外墙隔热设计，其设计的重点内容是东
西墙，在空调建筑的朝向设计也十分重要。在通风设计时
要考虑到建筑的朝向，合理设计通风口，合理的通风设计
能够良好的改善室内气压条件，达到有效隔热。在窗口遮
阳设计上可以采用绿植与构件配合设计，合理设计内遮阳
与外遮阳的内容，外遮阳可以采用活动遮阳板，同时搭配
绿化以提升遮阳效率，而窗帘、百叶窗等都能够起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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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遮阳效果，其效果相较外遮阳较差，但胜在调节灵活、使
用方便，还能够有效防止眩光等，兼具保温与装饰的功能。
太阳能的利用是建筑热环境控制的重要方面，随着绿
色建筑理念的兴起，太阳能在建筑利用中越来越广泛，如
太阳能电池板、热水器等。太阳能利用包括主动利用与被
动利用。被动利用是建筑不利用其它动力，只依靠太阳能
进行供暖，在白天通过太阳能供暖，并通过建筑构件蓄暖
已达到夜间供暖的目的。而主动利用太阳能则是利用机械
动力完成热循环，采用光伏发电系统与建筑的一体化完成
供暖，并且做到合理放暖，做到室内温度控制，其优点在于
控制更为精准，缺点在于消耗较大，并且需要相关专业人
员进行管理。因此在设计时需要综合考虑。
2.2 光环境
建筑光环境包括建筑采光与室内照明。良好的光环境
能够营造和谐温馨的生活氛围，从从而提高建筑居住的舒
适度，建筑光环境设计需要优先考虑自然采光，其次要做
好照明设计。建筑自然采光包括被动式采光与主动式采光，
被动式采光是利用侧窗与天窗等采光窗进行采光，在设计
时侧窗采光的进深一般控制在 1.5-2 倍最佳，利用透光材料
本身的特性来控制光线；天窗设计时室内采光面积要达到
采光口的 2.5 倍，同时需要做好遮阳措施。主动式采光设计
是增加室内自然光的照射面积，改善室内光环境，使自然
光更全面的照射在室内，从而达到节省照明，节约能源的
目的，在设计时通过采光窗与遮光措施配合达到采光与保
密目的。
2.3 声环境
声环境设计包括建筑室内室外音频等级与噪音阻隔措
施。建筑室内音质设计主要是在剧院等功能厅进行设计，

齐抓管评价标准包括合适的响度、清晰度、丰满度、良好的
空间感、无回声与低背景噪声等。
建筑的隔音设计可以采用多空吸声材料如玻璃棉、麻
棉毛毡等材料，能够有效控制中高频的声音。也可采用
皮革、人造革等材料构成薄膜吸声结构，能够吸收 2001000Hz范围内的中频声音。薄板吸声构造则是将板材固定
在框架上，与板后封闭空气层构成震动系统，将声音转化
为热能，能够有效控制低频声音。
在噪音控制方面，利用隔音、吸音等手段来阻隔或者
消除噪音，从而达到噪音控制的目的，噪音控制包括建筑
隔音控制与设备降噪设计，使用隔音板、隔音材料等构件
与隔音技术能够有效阻隔噪音；在设备降噪方面颜万山隔
振设计，包括设备基础隔振与管道隔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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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随着人们对生活居住环境要求逐渐提升，建筑设计如
何更好地实现建筑物理环境要求成为当前建筑环境必须思
考的问题。建筑单位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应当结合地区特
点，综合考虑声、光、热环境设计需求，从而提升建筑设计
质量，为人们提供更为舒适的生活环境，促进建筑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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