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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欧洲国家为了在历史传承与快速城市化中寻找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途径以缓解能源危机，采取了优先利用太阳能的节

能手段，希望通过积极推进太阳能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来实

现零能耗（Zero Energy Building）[1] 的目标。目前太阳能利用

的相关成果已经从太阳能建筑一体化研究扩展到城市区域尺

度——太阳能城市规划（Solar Urban Planning）[2,3]，将太阳

能利用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景观风貌等相结合，达到太

阳能利用与城市发展的一体化。太阳能城市设计可以通过减

少能耗以及改善未来建筑性能，为世界能源问题提供新的解

决方案，开拓可持续城市规划的“新阶段”[2]。

近几年国务院及国家能源局陆续发布了《太阳能发电发

展“十二五”规划》（2012 年）、《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2013 年）、《关于进一步落实分布式光伏发

电有关政策的通知》（201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 年）等一

系列文件，并将太阳能资源在城市中的应用作为未来国家能

源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目的是推动城市能源可持续发展，

解决城市能源短缺及环境污染等问题。本文旨在通过总结欧

洲太阳能利用的规划研究，为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提供借鉴，

促进太阳能城市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1  欧洲的太阳能资源分布及利用

欧洲的太阳能资源分布从北向南呈递增趋势（图 1）。北

欧的大部分地区太阳辐射获得量较低，年太阳辐射量低于

1 200 kWh/m2，包括苏格兰、北爱尔兰、挪威、瑞典、丹麦

和芬兰等；北纬 46°~50° 是太阳辐射获得量的中等地区，年

太阳辐射量为 1 200~1 600 kWh/m2 ；而欧洲南部的太阳辐射

获得量最多，年太阳辐射量大于 1 600 kWh/m2 [5]。

摘要：我国对于太阳能的研究在建筑层面已经比较成熟，但在城市层

面才刚刚起步。通过对欧洲太阳能城市前沿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在太

阳能城市的设计框架下，针对规划过程中城市分析与建模、太阳能潜

能估算、城市文脉保护以及太阳能一体化质量评估的不同阶段总结了

相应的技术和方法，并以太阳能地图的制作与应用为例展示了实践成

果，同时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城市风貌、规划实施与教育宣传。对于国

内城市层面的太阳能利用可以在理论研究、规划方法、设计工具与政

策体系上借鉴欧洲经验，建设本土的太阳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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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城市对太阳能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太阳能集热器、被

动加热、日照与采光和光伏发电等四个方面。一项欧洲中部

的研究显示，每年在建筑立面上应用太阳能系统的基准值中：

117 kWh/m2 用于被动加热；400 kWh/m2 用于太阳能集热器；

800 kWh/m2 用于光伏系统；10KLx 用于天然光系统 [5,6]。据

统计，包括欧洲在内的 15 个地区，光伏发电已满足了每年

近 10% 的电力需求，预计至 2020 年光伏发电可以满足欧洲

12% 的电力需求。

自 2002 年以来，一些欧洲国家相继开展了城市中太阳

能利用的相关研究。国际能源署（IEA）成立的太阳能供

热和制冷项目（IEA-SHC）一直致力于该领域的前沿探索，

并以提高长期的能源使用安全以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为目标 [7]，在太阳能利用的研发与实践上成果颇丰。该项

目现已拥有包括中国在内的 21 个国家和 6 个国际组织参

与 [8]。此外，国际太阳能学会（ISES）、欧洲太阳能光热产

业联合会（ESTIF）、全球太阳能热利用委员会（GSTEC）

等组织也积极致力于太阳能在城市中高效利用的研究 [9]。

2  太阳能城市的规划设计框架

太阳能城市规划的核心在于将城市中经济、社会、空间

和政策等因素与太阳能的利用进行统筹规划。从前期的分析

与设计到后期的实施与评价，都是城市规划与能源规划相互

作用的过程。太阳能城市的设计流程（图 2）可分为四个阶

段：（1）目标定位阶段，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需求

为出发点，综合考虑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利用效率；（2）数据

分析阶段，运用 SWOT 分析法对各项影响因素对比分析并

估算太阳能潜能；（3）规划设计阶段，是城市设计与能源利

用的交互过程，运用参数建模和太阳能模拟等工具建立优化

的城市模型；（4）实施评价阶段，将城市规划与太阳能利用

的综合效益纳入评价体系，共同指导并完善城市太阳能利用

模型。

根据该设计框架，可以对城市区域进行建模分析，获得

太阳能城市规划前后的太阳能利用情况对比，以此提高城市

的能源效益。以葡萄牙阿尔卡比德希镇为例 [2]。首先，运用

ArcGIS 获取该区域的场地数据并计算现状屋顶的太阳能利用

潜力，见图 3a ；其次，运用 Ecotect 模拟阴影区面积和太阳

辐射量，得到现状屋顶上能够有效接收太阳能的净面积 ；最

后，综合考虑人口需求、活动功能、公共空间、智能生态系

统等因素，在保证阳光入射与建筑之间遮挡最小化的前提下

得出城市的太阳能利用模型，见图 3b。优化后的模型适用

于棚户区的改造，在不改变原有街道关系的情况下，拓展了

更多的公共空间。

该案例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在太阳能城市的规划过程

中，通过调整建筑朝向以及建筑立面周围的公共空间，可使

安装光伏系统的建筑获取更多的太阳能，从而有助于实现零

图 1  欧洲太阳能资源分布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

图 2  可持续的太阳能城市规划设计框架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图 3  阿尔卡比德希镇太阳能利用的建模分析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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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的目标 [2]。而要实现整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只考虑建

筑单体的节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城市空间规划与太阳能

利用进行交互设计。

3  太阳能城市的规划方法与技术研究进展

在太阳能城市设计框架的第Ⅱ和第Ⅲ阶段，针对城市规划

与太阳能估算这一动态的交互过程，可通过分析城市规划的相

关因素、建立城市街区模型、编辑算法、估算太阳辐射量以及

计算城市能源平衡等五个步骤（图 4）进行太阳能城市的规划。

3.1  太阳能城市的规划设计方法
针对各个规划阶段，涌现出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

GUUD 模型、BIPV、Leso-QSV 法等。太阳能地图（Solar 

Map）则作为太阳能城市的实践成果为市民与城市管理者提

供了太阳能资源的信息。

（1） 城市太阳能利用的单元提取 ：GUUD 模型

在城市中广泛安装光伏系统和使用智能电网的背景下，

整个城市的能源流动、生产和消费模式是动态关联的，因

此必须对这一过程加以分析和控制 [10]。地理城市单元划分

模型（GUUD: Geographical Urban Units Delimitation）[10] 在

元胞自动机（CA）的基础上，将城市街区和邻里视为细胞

一样的太阳能发电站，并根据建设周期、人口密度、城市形

态和土地利用模式等四项标准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细胞单

元”（cellular unit）。通过提取城市形态中各个单元的典型特

征，对比分析不同街区形式中建筑屋顶对太阳能的利用情况 

（图 5），为城市中太阳能的利用与管理提供依据。

（2）太阳能潜能估算 ：BIPV 方法

在区域规划之前，首先要量化太阳能潜能，其次是明确

太阳能系统与建筑一体化方式 [11]。建筑与光伏一体化的太阳

能潜能估算（BIPV: 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ics）[12] 方法

（图 6），通过计算安装光伏系统后建筑表面获取的太阳能

多少，为太阳能城市的选址与优化提供依据。其中，太阳能

利用可行性系数 F 的确立主要根据两个原则 [12] ：一是要考虑

建筑设备的安装（空调、电梯和阳台等）、建筑的文化和历

史价值（建筑特征的可见性）、遮阳系统以及其他特殊的不

能遮盖立面的需求；二是要考虑建筑的地理位置、朝向、高

度、表面的几何特征等。研究表明，在确定光伏系统及安装

的最佳朝向后，根据当地人均能源供给所需的屋顶和立面面

积，可以得到最适宜该地区利用太阳能的新建筑形式以及光

伏系统的安装位置等，而对现有城市区域与新建城区的太阳

能潜能进行对比，则可以优化城市中的太阳能利用形式 [12,13]。

（3）城市文脉保护与太阳能一体化质量评估 : Leso-QSV 法

城市太阳能利用过程中，太阳能设备的安置可能会

对城市风貌产生影响。最新提出的 Leso-QSV（Quality-Site-

Visibility）[14] 方法在促进太阳能利用的同时，也为保护城市

风貌提供了评估依据。该方法围绕建筑物表面的“临界度”

（architectural “criticity”）概念，由城市的文脉敏感度（城

市中越重要的文脉，敏感度越高）和可见度（公共空间中建

筑表面的可见程度，图 7）共同限定：城市区域的敏感度越

高，表面的可见度越高，则“临界度”也越高（图 8），那

么对太阳能与城市一体化质量的要求也要随之增加。该方法

结合了两个互补的工具，Leso-QSV Acceptability 和 Leso-QSV 

Crossmapping[14]。前者主要针对政府管理部门，提出了城市

与太阳能一体化质量的评估方法，并适用于城市特殊性的要

求；后者针对规划师，将城市中建筑表面的临界度地图与太

阳辐射地理信息系统图相叠加，提供建筑与太阳能一体化建

设后的太阳能潜能 [14]。研究发现，不同城市空间表面对太阳

能利用效率各有利弊，而该方法有助于根据城市的特殊性来

调整能源政策 [14]。

图 4  太阳能城市规划工作步骤与工具应用流程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0]

图 5  奥埃拉什（葡萄牙）城市街区典型模式提取与太阳能利用分析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0]

图 6  太阳能利用潜能估算步骤
资料来源：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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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太阳能城市技术应用平台 ：太阳能地图
太阳能地图 [15] 是提供建筑表面（屋顶及立面）年太阳

辐射量的在线 GIS 平台，为分析现有建筑环境的太阳能潜能

（如太阳热能、光伏发电量等）提供了有效方式。据统计，

到 2015 年末，世界上至少有 11 个国家，超过 45 个城市拥

有在线的太阳能地图，其中欧洲城市约占总数的 35.5%。许

多城市管理部门已经将详细的太阳能地图链接到公开网站，

不仅作为面向市民的前端平台，告知他们自家屋顶的太阳能

利用潜力 ；同时是面向城市管理者的后端工具，成为能源利

用决策的基础 [15]。

（1）太阳能地图的制作

太阳能地图制作的基础是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的结

合。目前的测算只针对屋顶区域，需要对建筑物及其周边的

遮荫物体进行精确的定位和计算，包括日照、遮荫、屋顶面

积和倾斜度、光伏板角度等参数（图 9）。

各个城市对太阳能地图的完善程度有所不同。作为决策

的辅助工具，太阳能地图在设计时要综合考虑三方面因素 ：

（1）用户（政府管理者、城市规划者、投资者、房地产所

有者）；（2）规模（城市、街区和建筑的不同尺度）；（3）软

性方面（提高公众兴趣并鼓励参与式规划）[15]。在内容的呈

现上分为三个档次 ：初级（包括太阳辐射水平及其分类）、

中级（增加了太阳能系统的产出，产能适宜区域的分类，光

伏系统的效率等）以及高级（在中级的基础上增加了每月电

能产量，投资、成本和税收等财务信息，安装知识，太阳能

相关的信息等）[15]。

（2）太阳能地图的应用

在线太阳能地图为个人查询提供了便利，免费的咨询

信息也是各城市鼓励市民使用清洁能源的策略。例如，在

Project Sunroof 官网（http://google.com/sunroof/）输入某个

住宅的地址，系统就会使用来自 Google 地图的 3D 模组数

据和高解析度空间绘图技术，建立该屋顶的三维模型，并考

虑住宅附近树木和建筑物的阴影、屋顶方向、当地的天气

等因素，分析屋顶全年的太阳照射位置、预计日照量，显示

该区域附近屋顶的太阳能板数量，还可以分析云层覆盖状

况、环境温度等。使用者也可以输入电费账单，让系统微调 

分析结果。

不同城市的在线太阳能地图展示形式各异（图 10, 图 11），
但界面直观，通过调节不同的参数信息，地图上会通过颜色

差异显示出建筑屋顶太阳能利用潜能的位置与大小。用线段

工具圈画出屋顶的范围，即可得到该处太阳能利用的相关数

据，如安装光伏板后每日获得的电量，安装的最佳角度、朝

向，每年节省的电费，减少的 CO2 排放量等，也可以通过

调整参数使计算结果更加准确。同时，很多在线太阳能地图

网站也会提供就近的光伏系统安装厂家信息，使市民更加便

利地了解和参与到太阳能利用的进程中。
图 7  城市公共空间中不同水平的建筑表面可见度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4]

图 8  城市表面的建筑临界度标准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4]

图 9  建立太阳能地图的方法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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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太阳能城市规划的未来研究方向

对于太阳能城市未来的研究，根据 IEA-SHC51 号课题

提出的研究框架（图 12），不仅要进一步完善现状评价和应

用阶段中的技术方法，还将实施阶段和传播发展阶段作为欧

洲各国关注的重点，包括城市风貌、宏观规划和教育普及。

（1）关注景观风貌与城市文脉

太阳能设备的使用会对城市环境的视觉体验造成影响，

建筑与开放空间中大面积的太阳能板也会覆盖或遮挡历史遗

产和植被用地，改变传统的城市文脉特征。因此，如何协调

能源利用与景观风貌的关系成为太阳能城市规划的发展方

向。欧洲的一些城市也针对太阳能板对环境景观的影响设定

了法律法规。

英国德文郡景观保护专业规章制度 [20] 中列举了大面积铺

设太阳能设备对景观的影响及改善方式。如光伏板的布置不遵

循场地等高线或不规则边界时，它们规则的边缘在自然形态的

景观中更为醒目；机架（高达 3 m）可能高于一般绿篱的边界

等。为了改善大面积光伏设备带来的封闭感，可以在其周围做

屏风式种植，或允许树篱自由生长，而使用乡土树种等管理

方面的调整可能会丰富景观的多样性并对当地的景观风貌产

生积极的改变。太阳能的利用得益于政府的支持，而城市风

貌的保存也得益于法规的约束，因此，在获得能源与经济效

益的同时不能忽视城市的美学问题和历史文化的保护。

（2）强化宏观层面与规划实施

目前的研究大多注重单体建筑对太阳能的利用，忽视了

建筑群以及城市街区的层面，存在碎片化的问题 [21]。而实际

上在城市规划的初期就应该将太阳能的利用予以考虑，预先

设计适合太阳能利用的建筑朝向、高度、规划布局以及街道

关系。虽然有不少软件可以计算城市区域的太阳辐射量，但

仍缺少将测量结果整合实施到已建成区域的方法 [21]。

在太阳能城市规划的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有待补充的方

面。如对现有指标的审查，修改不合理的地方并适应可持续

城市规划的新指标；全面评估城市环境中太阳能的实际潜力

并以此为依据支持城市规划设计和审批流程；通过记录太阳

能城市规划的优秀实践案例（方法和过程）来展示城市规划

与太阳能结合的卓越成果，建立可供学习的数据资源库 ；关

注城市中可以通过规划改善太阳能获得量的区域，并采取积

极的优化措施等。

（3）重视专业教育与社会传播 

太阳能的利用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共同作用。为

了适应未来城市发展的趋势，太阳能的学习和发展不仅仅是

政府决策者、城市规划者和研究人员的责任，同时要面向大

学教育，尤其要加强城市规划、建筑与工程专业中对太阳能

的认知与实践。用于太阳能城市开发与实施的各项材料也可

作为研究生课程与专业发展的教材资料 [22]。

各方参与者的通力合作是推动太阳能城市发展的基础，

从政府到规划者到市民，普及可持续理念和参与式规划有助

于城市快速地推进零能耗的目标。为了确保不同角色之间的

良好沟通，51 号课题要求参与国的各城市之间进行对话和

合作，同时这些城市也是传播阶段的目标群体 [22]。

5  总结与启示

目前，国际上针对太阳能利用的研究方法从静态向动态

模式发展，技术标准更加注重整体性和实效性，应用对象已图 12  51 号课题内容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 [19]

第 51 号课题 : 城市规划中的太阳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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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瑞典隆德城市在线太阳能地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7]

图 11  奥地利维也纳城市在线太阳能地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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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明  付婧莞  杜江涛    欧洲太阳能城市规划设计的研究进展

从建筑单体转向城市环境。我国对太阳能在城市尺度的应用

研究刚刚起步，在理论方法、技术标准和应用实践等方面均

与国外前沿研究存在一定差距。虽然国外在该方向的研究也

处于探索阶段，但欧洲太阳能城市规划的初步研究成果值得

我们借鉴。

（1）注重跨学科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我国太阳能与

建筑一体化研究的理论技术趋于成熟，但太阳能与城市一体

化的研究较少，应积极开展城乡规划学与能源科学的跨学科

研究。尽管国外的研究方法和应用技术相对成熟，但不宜照

抄照搬，因为中外城市形态及建筑布局存在较大差异，地域

特点和气候环境也有所不同。

（2）发展太阳能空间规划策略。在规划设计方法上，太

阳能规划与城市空间规划相脱节，城市建设者和规划人员应

注重城市规划与太阳能规划的交互式研究，制定太阳能资源

的空间发展规划，建立太阳能可利用空间模式及发展策略，

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3）建立太阳能应用数据平台。在太阳能城市的设

计工具方面，Radience+PFF、DesignBuilder+EnergyPlus、

ECOTECT、ENVI-met 等都是国际前沿的太阳辐射模拟分析

工具。太阳能地图为城市能源规划和管理提供信息服务，我

国也应着手研发本土的太阳能地图。随着智慧城市以及生态

城市的建设，可以结合大数据的技术平台，构建太阳能资源

现状、利用潜力与实施绩效的数据库，实现太阳能城市规划

的数据共享。

（4）平衡城市多方需求。我国目前的太阳能开发利用侧

重资源分布、节能减排、环境效益等方面，而较少关注太阳

能系统对城市景观风貌、历史文化、市民心理感知等城市环

境和社会人文层面的影响，这些方面在未来太阳能城市的规

划中应予以重视。

（5）完善政策保障体系。在太阳能利用的政策方面，我

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太阳能利用的政策，但因地制宜的

政策仍有待完善，尤其是针对城市规划领域的太阳能实施细

则、奖励机制以及数据平台等，完善的政策体系对促进太阳

能城市的高效发展意义重大。

我国作为国际能源署的一员，正在积极探索太阳能的利

用与发展。虽然目前将太阳能综合规划研究与实践扩大到整

个城市及地区范围仍存在难度，但是通过政府、规划师、建

筑师、工程师以及研究人员等多方协作，太阳能利用一定能

为推进可持续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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