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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和意义

统计数据显示，城市排放的碳氧化物占全球碳氧化

物排放量的 75%，建筑能耗约占全球能耗的 40%，并排

放了约 1/3 的温室气体 [1-2]。同时，世界上超过 80% 的

能源来自化石燃料，能耗的快速增长可能会对能源进口

国产生经济冲击，最终增加气候变化给全球社会带来的

风险。因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目前许多国家正在关

注的重要课题 [3-8]。虽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通常设

定在国家层面，但必须在城市层面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这主要因为城市能耗信息可以促进相关政策措施的有效

选择，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而减少该城市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 [9]。

从广义上讲，城市能耗是指城市中建筑、交通、工

业能耗的总和，目前其 60% 左右可归为城市建筑能耗 [10]。

城市建筑能耗是城市中建筑消耗能源的总和，包括暖通

空调能耗、照明能耗、插座电器能耗等，可占全社会总能

耗（即工业、农业、居民等所有能耗的总和）的 30%～

40%。本文所述的城市能耗特指城市建筑能耗。

模拟是对真实世界发生的“时间—事件”现象或系

统进行的虚拟模仿；模拟和实验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

领域的两种基本研究手段 [11]。自 1960 年代起，单体建筑

能耗模拟已发展得颇为成熟。据美国能源部统计资料显

示，全世界有 400 余种建筑模拟技术工具，典型代表有

EnergyPlus、TRANSYS、DeST 等 [12-13]。这些技术工具在单

体建筑设计、改造，绿色建筑标识上得到了广泛应用。而

城市能耗模拟是对城市众多建筑能耗进行模拟，是一新兴

方向，具有很大的技术难度，在多个领域引起了高度重视。

城市能耗模拟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海量计

算，即城市能耗模拟需要应对众多建筑带来的海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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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建筑数量多、类型多、构造多样，这就需要不同的研究

方法和技术来应对不同城市的具体情况；第二是基础数据获

取困难，数据缺失严重，且数据可靠度需要甄别；第三是技

术流程跨平台，难度较大。

探索城市能耗模拟方法，提出适用于城市不同尺度的能

耗模拟方法，包括理论模型、模拟流程、计算技术等，可以

为绿色、生态、低碳的城市规划设计提供基础性的计算手段，

为城市能源政策和能源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为“智慧

城市”中的能源智慧管理提供关键数据，为“韧性城市”实

现能源安全提供分析的保障。同时，城市能耗模拟可以拓展

城市大数据的应用，丰富多维度信息的城市能耗大数据库，

为城市能源和其他研究提供基础性的底层数据平台。

2  城市能耗模拟方法综述

城市能耗模拟是在城市层面对能耗进行的科学计算和分

析，对于研究城市能源的优化、安全、管理具有重要的基础

性意义。目前，主要有两类基本模拟方法：自上而下法和自

下而上法 [2,14]（图 1）。

2.1  自上而下法
自上而下法是采用宏观统计数据，以行业、行政区划为

单元，对城市能耗进行估计，目的是通过现状来预测能源使

用情况。该方法的优点是快速、直观，反映行业特点，易与

政策结合；缺点是无法与物质空间形态结合，精确度低 [2,14]。

2.2  自下而上法
自下而上法是通过统计学模型或物理模型对城市建筑进

行能耗模拟的方法：统计学模型是建立回归模型与实测年能

耗数据之间联系的一种预测模型 [15] ；物理模型是运用与单体

建筑能耗模拟相同的热传导方式而建立的一种城市建筑动态

热模型 [14]。自下而上法可以分为黑箱法、灰箱法和白箱法。

黑箱法是基于能耗实测数据，采用统计学回归方法得出

的城市能耗的计算模型。该方法基于实测数据，是一种较为

准确的预测模型。但受制于实测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可拓展

性有限，难以同规划设计结合 [16]。

灰箱法采用能耗实测数据结合能耗物理模型的方法计算

城市能耗，是一种介于黑箱法与白箱法之间的城市建筑能耗

模拟方法 [17]。

白箱法是运用与单体建筑能耗模拟相同的热传导方式，

对城市建筑能耗进行模拟的方法 [14]，可以分为简化计算法和

动态模拟法。简化计算法是采用简化公式对城市中每栋单体

建筑能耗进行计算的方法。其优点是工作量较小，计算速度

快；不足之处在于精确性一般，忽略了较多的城市和建筑设

计参数 [18-20]。动态模拟法是建立城市建筑动态热模型模拟城

市建筑能耗的方法，典型的代表方法有原型建筑法和全模型

法 [14]。在原型建筑法中，单体建筑的能耗计算采用复杂、动

态、精细的模型，将海量城市建筑归纳为若干种具有共同能

耗规律的建筑原型，从而计算整个城市的建筑能耗。该方法

工作量适中，计算速度较快，反映建筑能耗的类型学规律，

在大尺度层面的准确性较高；缺点是同一类型下建筑的异质

性被忽略，在中小尺度的准确性不足 [21]。在全模型法中，单

体建筑的能耗计算采用复杂、动态、精细的模型，对研究范

围内的所有城市建筑建模，每一栋单体建筑都不相同。该方

法优点是准确性高，普适性好，适用于大、中、小尺度的模

拟，与规划设计和物质空间形态的结合度高；缺点是工作量

大，计算速度慢，对数据要求高 [2,22]。

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是两类基本的城市能耗模拟方

法，本文将归纳出城市能耗模拟的一般性流程，并基于该流

程重点介绍四种自下而上的方法。

3  城市能耗模拟方法的比较分析

3.1  城市能耗模拟的一般性流程
通过对目前国际上最新的城市能耗模拟方法的分析，我

们发现不同的城市能耗模拟方法普遍包含五个基本模块，即

获取城市数据、建立城市模型、模拟城市能耗、校验模拟结

果、结果可视化。

图 1  城市能耗模拟方法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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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城市数据是进行城市能耗模拟的基础环节。城市尺

度的能耗模拟基于城市建筑多维度信息，包括表征形态的三

维几何信息，以及对能耗规律具有重要影响的其他非几何信

息，如人员流量、围护结构热工物理参数等。建立城市模型

是指在获取城市数据的基础上，集中所需的软件，建立城市

尺度的 2.5 维（2.5D）或 3 维（3D）城市信息模型。然后，

调用模拟引擎模拟城市能耗，得出城市中每栋建筑相对应的

能耗信息。紧接着，将能耗模拟结果与公共事业单位提供的

数据进行比对，校验模拟结果。在校验模拟结果的准确性后，

将模拟结果可视化。

3.2  黑箱法
本文介绍的黑箱法，又称数组编程法，该方法基于实测

数据，是一种较为准确的城市能耗预测模型。丹麦学者在对

实测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的基础上，采用数组编程的方法计算

每栋建筑的能耗需求。这种方法可以无损耗地模拟建筑组团

的能耗状况，而且每栋建筑的能耗模拟结果可以与现状统计

的能耗信息进行对比 [16]。

该方法主要分为五个步骤：移除错误数据，按数组结构

排列数据，计算能耗需求，对比计算能耗与统计能耗，节能

潜力可视化。其优点是可以模拟任何尺度的建筑群，建筑群

不需要优化处理后再模拟，比较经济；在单体层面可比较模

拟能耗值与现实统计能耗值。此方法存在的不足是需要小规

模的统计数据、现状统计数据存在争议、数据必须持续统计

以避免信息错误等。对于现今中国的城市能耗模拟而言，黑

箱法的局限性在于建筑的实测统计数据不全，甚至部分建筑

类型的统计数据缺失。另外，虽然来自公共事业单位的统计

数据可以促进模型的校准，但此类数据并未广泛提供给公众。

而统计数据的不可获取性，会导致校准模型不可靠。

3.3  原型建筑法
麻省理工学院的莱因哈特（Reinhart）教授团队以波士

顿为例，从导入组团模型、生成能量模型、运算能量模型结

果、验证模拟结果以及结果可视化五方面介绍了城市建筑能

耗模型的模拟过程，其工作流程如图 2、图 3 所示 [15]。

该方法的优点是易于操作，由于 GIS 工具在城市规划中

被广泛应用，因此对于城市规划者来说这是较易于操作和获

取数据的一种方法。该方法有利于潜在的可再生能源领域进

行节能措施的分析和交流。但这种方法涉及的流程、性质和

精确度参数都缺乏普遍规范的要求和指导；而且因为该方法

依赖于建筑模拟工具，所以模拟计算过程耗时长。在当今中

国，原型建筑法的应用存在三大难点。一是建筑基础数据信

息不易获取。建筑基础数据包括建筑形状、围护结构传热系

数、窗墙比等。对建筑进行分类研究时，需要有建筑基础数

据以便对其进行能耗分析，且建筑基础数据是分类后对结果

进行验证的关键。然而，我国尚未有公开、可靠、全面的建

筑基础数据信息来源，目前已有的一些途径包括爬取网站和

地图数据都不全面且可靠度有待验证。二是分类结果合理性

不易证明。建筑分类完成之后，需要验证其合理性。由于目

前无法获得建筑的实测数据进行验证，所以用计算机进行能

耗模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但是能耗模拟的参数设置、结果

可靠度的数学分析、建筑类别中能耗偏差的确定等，都是需

要思考解决的问题。三是参考建筑不易选择。分类完成之后

需在每一个建筑类型中选择一个参考建筑，用参考建筑代表

某个特定建筑类别的特征。可以选择一个真实的建筑作为参

考建筑，也可以创建一个具备该类型最常用建筑特征的虚拟

建筑作为参考建筑，然而选择参考建筑的依据以及如何选择

参考建筑代表一个特定类型的所有建筑，这也是实际应用中

需要考虑的难点之一。

3.4  全模型法一
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运用全模型法——城市建筑

节能模型（CityBES: City Building Energy Saver）对旧金山进

行了城市能耗模拟。CityBES 是一种公共建筑节能（CBES: 

图 3  原型建筑法工作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5]翻译绘制

图 2  原型建筑法模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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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Building Energy Saver）计算工具，具有中小型办

公和零售私人商业建筑的能源改造分析功能。CityBES 使用

标准的国际开放数据——城市地理标记语言（CityGML: City 

Geography Markup Language）作为数据模式来表示和转换 3D

城市模型。此外，它还为用户提供了以地理 Java 脚本标记

（GeoJSON: Geographic Java Script Object Notation）格式上传

2D 建筑物底面积的功能，以及每栋建筑物的建筑高度、楼

层数量、建筑类型和建筑年份等附加属性。CityBES 允许用

户将每个建筑物的改造分析结果导出为 CSV 格式的数据以

供进一步分析 [22]。

图 4 显示了建立该数据库的工作流程。目前，在旧金山

没有独一无二的针对建筑的识别码，评估员使用压缩包号码

作为识别码来存储建筑数据。将这些与压缩包相关数据进行

整合后，将该号码与建筑底面积数据关联创建建筑数据库，

该数据库涉及各个数据库中的所有领域。接下来，这个建筑

数据库被简化和标准化来创建 3D 城市模型，包括 CityGML、

GeoJSON 和文件地理数据库（FileGDB: File Geographic Data 

Base）格式。GeoJSON 是一种基于 JSON 的数据格式，JSON

是编译各种地理数据结构的数据。FileGDB 是二进制文件，

可以存储、查询、管理空间和非空间的数据，可以在 ArcGIS 

10 中使用（图 5）。在 CityBES 的改造分析中，建筑底面积、

建造年代、建筑类型、总面积、建筑层数等信息是每栋建筑

需提供的必要信息。

该方法的优点是易于操作，它是一个基于网络平台的节

能计算方式，用户可以快速建立和运行城市规模的建筑能源

模型，完成城市建筑节能分析；它使用国际标准 CityGML

代表城市中的三维建筑数据，并使用 EnergyPlus 对各种建筑

措施进行详细的改造分析；具有改造分析功能的 CityBES 最

初版本可免费使用。但该方法目前在应用范围方面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城市建筑数据集仅包括旧金山私人住宅以及中

小型办公室和零售建筑，而不支持其他建筑类型（如大型办

公室、酒店、医院）。该实验室正在努力将这些建筑类型添

加到 CityBES 中。针对城市建筑的改造，该研究面临的最大

挑战是以 CityGML 格式准备城市建筑数据集和所需的建筑

特征信息。若该方法应用于中国，也将面临同样的挑战。

3.5  全模型法二
下面将介绍的全模型法，称为核心模块法（CityGML 

3D GIS），是一种基于 CityGML 存储数据的、可以对城市综

合信息进行模拟的城市能耗模拟方法 [23-24]。CityGML 是一种

用于表示、存储和共享 3D 城市模型数据的 XML 格式的建

图 4  全模型法 CityBES 的工作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2]翻译绘制

图 5  全模型法 CityBES 的数据转换流程

数据转换流

数据源

过程

中间结果

最终结果
（不同形式）

应用

建筑 ID 号

制图 & 结合

简化 & 标准化

CityGML

CityBES
（LBNL）

BRICR
（DOE）

UrbanSim
（UCB）

ESRI Apps
（ESRI）

GeoJSON GDB

建筑数据库（CSV、GDB 文件）

建筑底面积 用地类型 评估记录 能耗数据

数据包

对比能量使用状况

能量基准

为能源系统提供
最优策略

EnergyPlus
模拟引擎

数据库
（建筑措施，公共事业单位数据，等）

CityGML
（3D 城市模型）

CBES API

建筑体块天气数据

CityBES

GIS

城市能源规划 能源改造分析

模型可视化

建筑运行

为决策者提供改造
方案的技术支持

提高城市现存建筑
的能源效率

数
据

运
算
软
件

应
用
方
向



84  2020 Vol.35, No.2

城乡研究 

模方法。它提供了管理与其几何、语义和拓扑相关的描述不

同 3D 对象的标准模式。核心模块法配备了 10 个核心主题

模块，如建筑、植被、浮雕等（图 6）。而且，可以通过应

用领域扩展（ADE: Application Domain Extensions）来添加与

能量预测有关的其他功能。

核心模块法主要用于建筑生命周期中的运行阶段 [25]。更

准确地说，通过诊断其供热需求来找出具有改造潜力的建筑

区域。最近它的适用性已经扩展到覆盖建筑区域的可再生能

源潜力的识别和评估 [26]。另一方面，很少有研究集中于探索

CityGML 在协助可再生能源规划方面的潜力。核心模块法常

规预测过程如图 7 所示 [27]。

核心模块法的优点是 CityGML 能够在几何和语义上对

不同层次的细节进行建模和表示，这与其他城市 3D 模型形

式不同；另外，CityGML 方法在估算供热能源消耗方面已

经显示出很大的潜力。该方法的弊端在于它的预测精度对市

政当局提供的数据和现场测量获得的数据具有很强的依赖

性 [25] ；而且某一城市或地区的 3D CityGML 模型不适用于另

一个城市，因为它们的开发主要通过本地指定的非标准数据

结构来实现；此外，CityGML LOD3 / LOD4 与国际金融公

司等其他标准的互操作性仍然较差，需要广泛的后期处理 [28]。 

目前，3D CityGML 模型的潜力尚未完全用于能源预测应

用。事实上，除了提供某些地理位置输入之外，它们主要

用于可视化。该方法在中国的应用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以

CityGML 格式准备城市建筑数据集和所需的建筑特征信息。

3.6  城市能耗模拟方法的比较分析
本文基于城市能耗模拟方法的一般性流程分析了四种最

新的城市能耗模拟方法，不仅从获取城市数据、建立城市模

型、模拟城市能耗、校验模拟结果、结果可视化等五个基本

模块对四种技术方法进行了剖析，还分析比较了四种方法的

优缺点（表 1）。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四种模拟方法在获取城市数据方面，

都需要城市公共事业单位提供的城市建筑能耗数据，后三种

方法还需要模拟区域城市建筑的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在

建立城市模型的环节，原型建筑法、全模型法一和全模型法

二都需要借助软件将 GIS 数据进行再次转换，其中应用到

的软件有 Rhinoceros、FME 等；而在黑箱法（数组编程法）

中，则需要将获得的数据进行重新排列。原型建筑法、全模

型法一和全模型法二都是调用 EnergyPlus 进行能耗模拟，黑

箱法是运用了矢量计算的方法。在校验模拟结果的过程中，

后三种方法是通过 GIS 平台进行模拟结果与实际数据间的比

对，黑箱法是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实现的。在结果可视化模

块中，虽然四种方法的表现方式不尽相同，但都是把数据转

化为相应的表格信息，区别仅仅是数据格式的差异，实质相

同。采用一般性的模拟流程对城市能耗模拟方法进行对比分

析，可以清晰地看出后三种方法在城市能耗模拟方面有很多

共通点，而黑箱法不需要城市建筑的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

具有更强的灵活性。

4  结论

本文针对目前国际上最新的城市能耗模拟方法，总结出

城市能耗模拟的一般性流程。该流程分为获取城市数据、建

立城市模型、模拟城市能耗、校验模拟结果、结果可视化等

五个基本模块。基于该流程，本文对城市能耗模型的四种模

拟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

通过对上述四种城市能耗模拟方法的比较分析，可以看

图 7  核心模块法常规预测过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翻译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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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能耗模拟方法比较

方法
一般性流程

优缺点
获取城市数据 建立城市模型 模拟城市能耗 校验模拟结果 结果可视化

黑箱法

丹麦住宅与建筑统计数据库，该

数据库包含每栋建筑每个单元的

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供热面积和

供热特征等；丹麦能源性能标准

数据库，能源性能标准信息包括

建筑外围护结构部件及运营信息

的说明

移除错误数据和数据库

中无意义的统计数据；

按数组结构排列数据，

每个编号代表一栋建筑，

一个矢量包含所有建筑

外围护结构的元素

依 据 2008 年

EN/ISO 13790 标

准，通过准静态

计算程序分别计

算每个建筑物的

热需求，是一种

矢量计算方法

采取统计学方

法，对分析结

果进行校对

通过柱状图

实现模拟结

果可视化

优点：可以模拟任何尺度的建筑群；

建筑群不需要优化处理后再模拟；

低消费，经济实惠；在单体层面可

比较模拟能耗值与现实统计能耗值

缺点：需要小规模的统计数据；现

状统计数据存在争议；数据必须持

续统计来避免信息错误

原型建筑法

应 用 GIS 中 ArcMap 操 作，从

GIS 数据库中导出 *.shp 格式文

件，获取建筑的几何信息；通过

建筑原型库获取建筑的非几何

信息

从GIS中导出CAD文件，

通过 Rhinoceros 的插件

Grasshopper 生成城市几

何模型；在 Grasshopper

的 插 件 Honeybee 与

Ladybug 中赋予城市建筑

非几何信息

参 数 化 生 成 建

筑 三 维 立 体 模

型 后， 调 用

EnergyPlus 进行

计算

通过 GIS 平台

将模拟数据与

统计数据进行

校对

将 *.csv 格式

的文件导入

GIS， 实 现

模拟数据的

三维可视化

优点：应用 GIS 工具，易于获取数据，

便于操作

缺点：涉及的流程、性质和精确度

参数都缺乏普遍规范要求和指导

全模型法一

建筑底面积、窗墙比、用地类型、

评估记录、公共事业单位能耗数

据等基础数据

将城市 CAD 几何模型导

入 Rhinoceros 中生成 3D

城市几何模型；在 GIS

数据库中生成 CityGML

格式的 3D 城市模型，赋

予城市建筑非几何信息

参 数 化 生 成 建

筑 三 维 立 体

模 型 后， 调

用 EnergyPlus/

Openstudio 进行

计算

通 过 GIS 平

台，将模拟数

据与统计数据

进行校对

通过 GIS 提

供 3D 可 视

化，并彩色

标注能耗模

拟结果

优点：使用国际标准 CityGML 格式，

易于操作，快速方便

缺点：需要以 CityGML 格式准备城

市建筑数据集，并需要建筑特征信息。

城市建筑数据集仅包括私人住宅以

及中小型办公室和零售建筑，其他建

筑类型（例如大型办公室，酒店，医

院）目前不受该方法的支持

全模型法二

通过 GIS 或地籍数据库获取建

筑高度、建筑底面积等数据；通

过公共事业单位数据库获取能耗

数据；通过历史资料（栅格地图

等）获取建造年代等数据；U 值、

窗墙比等数据进行假定

城市几何模型：在 GIS

中创建 CityGML 格式的

建筑数据

城市非几何模型：在 GIS

中赋予城市建筑非几何

信息

参 数 化 生 成 建

筑 三 维 立 体

模 型 后， 调

用 EnergyPlus/

Openstudio 进行

计算

通 过 GIS 平

台，将模拟数

据与统计数据

进行校对

将 text 文 本

文 件 导 入

GIS， 实 现

模拟数据的

三维可视化

优点：与其他城市 3D 模型格式不同，

CityGML 能够在几何和语义上对不

同层次的细节进行建模和表示

缺点：它们的预测精度对市政当局

提供和现场测量获得的数据具有很

强的依赖性

图 8  城市能耗模拟数据转换平台

出城市能耗模拟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

（1）软件集成。运用必要的计算机技术手段，在 GIS 平

台上处理城市建筑的大数据，通过合适的第三方程序，如

Rhino、Grasshopper 等，实现从 GIS 数据到 IDF 数据的转换，

从而使用 EnergyPlus 对城市建筑大数据进行能耗模拟，确保

计算的准确性和高效性（图 8）；
（2）数据集成。进行城市尺度的能耗模拟需要基于城市

建筑多维度信息，包括表征形态的三维几何信息，以及对能

耗规律具有重要影响的其他非几何信息，如人员流量、围护

结构热工物理参数等。而城市能耗模拟结果将依托 GIS 平台

整合进入城市建筑大数据库，进一步完善城市大数据库。

鉴于城市能耗模拟对于城市能源管理的重要意义，国内

外学者在这一领域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但是，城市能耗模

拟以及建模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目前主要面临的挑战有三

点。其一，城市建筑基础数据获取困难。城市建筑基础数据

包括建筑形状、高度、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窗墙比等。在建

模过程中所需要的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等非几何信息具有极大

的获取难度。同时，实测数据的缺失会影响到模拟结果的校

验，进而影响到结果的准确性。其二，目前尚没有一款适用

于城市能耗模拟的软件，而软件开发最大的困难是将城市建

筑几何信息、非几何信息以及能耗模拟软件进行耦合 [29-30]。

其三，目前尚没有学者对不同城市能耗模拟方法在不同城市

尺度上的模拟速度和准确度进行研究，从而为城市设计师提

供有选择性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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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同城市能耗模拟尺度，本文总结出的城市能耗模

拟的一般性流程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但针对不同的案例需要

在不同的模块上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例如建筑体块模型的

简化等，以保证模拟的可行性和准确性。

城市能耗模拟方法的研究仍需要继续完善，以期未来可

以建立兼具模拟、实测、分析功能的城市能耗大数据平台。

城市能耗模拟方法应用于城市规划设计实践中，可以探索空

间形态与其他要素及能源利用与消耗的关系；发掘城市物质

空间形态对能耗的影响机理，评估能耗与城市空间形态因子

间的敏感度；研究单体建筑、建筑群之间的能量互动；提高

以低能耗为目标的城市形态优化水平；促进能耗大数据与城

市规划设计中其他大数据的协同应用。

注：文中未标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具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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