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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Whitlock 

案例分析：位于北京的中国尊大厦案例分析：位于北京的中国尊大厦

中国尊是位于北京整体规划30亩的新商务中心区核心地
块的旗舰式建筑。这座高达528米的塔楼会超越周边楼
宇成为北京 为卓越的城市地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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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Whitlock, 有超过25年的专业经验，是高

层塔楼、混合功能开发、大尺度总平规划的专

家。Robert负责过好几个超高层项目，包括两座

在建的苏州国际金融中心和重庆国际贸易及商

业中心。

李磊李磊在多种项目类型中积累了17年的设计经验。

作为一个高级建筑师他带领团队进行了多个重大

项目设计，包括中国尊，北京华能中心总部，南

宁机场航站楼以及美国商业中心。

罗能钧博士罗能钧博士负责了中信总部的总体规划和项目管

理、设计、施工工地运行控制。他参与了多个中

国超高层建筑项目，包括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

天津117塔。

刘鹏博士刘鹏博士是奥雅纳北京结构部的领导人。他在高

层建筑设计、抗震设计和中国项目中有大量经

验。他曾参与或负责很多中国项目的结构设计，

包括中国尊。

李磊

罗能钧 刘鹏 

坐落在新商务中心区核心地块的精致器皿坐落在新商务中心区核心地块的精致器皿

图1：中国尊，位于北京CBD © KPF图1：中国尊，位于北京CBD © KPF

塔楼优雅挺拔的曲线姿态神似一
种中国古老的仪式容器“尊”（如
图1和2），体现出这座古老首都
的优雅。在项目的拿地阶段，
TFP、BIAD、Arup和MVA所做的
2010年总平面规划中就已经确定
了这个概念灵感。KPF在此后的
初步设计中将这个文化符号成功
地演绎成为一个丰盈的灵感源
泉，从尊这一容器中萃取接合的
奥秘应用到塔楼的形式、外表面
和主要内部空间设计中 。

北京是中国主要城市中抗震设防
级数 高的，这就导致复杂形式
的结构系统更为复杂。在初步设
计和深入设计阶段，设计建筑师
和主要工程师使用了参数化模型
这个软件平台来提升设计和协调
过程的速度。塔楼设计是多个设
计参数之间巧妙的调和得出，在
雕塑般优雅夺目的形式、优化的
结构、电梯系统、高效的室内功
能空间取得的一个 优平衡。

项目已经通过了美国绿色建筑协
会（USGBC）的预认证过程，并正

在争取 后能得到LEED金奖认
证。实现如此高的生态性所靠的
关键设计点包括：通过优化的窗
墙比和三层玻璃实现的高性能的
建筑表面、低能耗的机电设备、
对本地材料的运用、中水盥洗系
统和屋顶太阳能板。

都市背景都市背景

北京新的CBD核心区位于三环和
建国路的交叉口东北侧，在天安
门广场以东5.5公里城市历史街区
以外。这个新的城市中心将会有
现代化的设施来实现高密度并转
化成为中国的重要国际金融、服
务、传媒中心之一。

在CBD核心区的“中国尊”周边聚集
着20多栋建筑，从150m到350m
不等。他们围绕着一个地下为零
售和停车空间的线性公共公园，
中国尊位于这个公园北端（如图
2）。塔楼的形态成为公园标志
性的背景，并成为新的观光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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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心商业区中心区的“中国尊”周边聚集在核心商业区中心区的“中国尊”周边聚集
着20多栋建筑，从150米到350米不等。建筑着20多栋建筑，从150米到350米不等。建筑
临近一个地面大型公交总站，同时位于一个临近一个地面大型公交总站，同时位于一个
大型的在建地下交通设施系统之上，这个系大型的在建地下交通设施系统之上，这个系
统将整个目前还在建设中的核心商业区连接统将整个目前还在建设中的核心商业区连接
起来。起来。” 

图2：中国尊位于北京新商务中心区核心地块 © KPF图2：中国尊位于北京新商务中心区核心地块 © KPF

建筑临近一个大型公交总站，同
时位于一个大型的在建地下交通
设施系统之上，这个系统将连接
整个兴建中的核心商业区中心，
包括：B1层和零售空间相连的步
行通道系统，连接了3个地铁站4
条地铁线；整个B2层都是客用和
服务车辆的道路系统，能够通往
塔楼地下室和中央公园地下的公
共停车场。

建筑总体设计建筑总体设计

塔楼建筑总面积有350,000平方
米，地面有108层（如图3）。由
于塔楼曲线的形态，楼板形状为
圆角化的方形（如图4）。外加
一个方形的核心筒，可用的室内
办公面积达到了 优化。

建筑 顶部为6m高悬挂擦窗机的
栏杆，栏杆和地面大厅以及3楼4
楼的会议中心之间的主体建筑部
分被分成8个区。总共有3个供会
议和员工餐饮的空中大厅，分别
位于2区、4区、6区的顶楼。他
们都能通过高速双轿厢穿梭电梯
直接达到。建筑主要作为是中信
集团和中信银行的总部，他们占
据了4个分区，其余3个部分则出
租给其他业主。塔楼顶部为一个
观景台以及一个能360度俯瞰京
城的多功能会议中心。

地下七层总面积达到87，000平
方米，主要功能为低层办公区的
电梯大厅，银行，零售，物业管
理和停车场。

简而言之，建筑师将建筑的体量
看成是一个缓缓上升形态生动而
优雅的壳体。这个概念在建筑的
其他主要元素中都有应用，比如
入口，底层大厅以及观景台。

建筑在底部通过大型的角撑插入
地面，体量四个边角轻轻扬起朝
外张开。门厅在视觉上像外侧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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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剖面图 © KPF/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图3：剖面图 © KPF/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伸出去，在核心商业区中心区域
形成了一个充满动感的下车点和
视觉焦点（如图5）。在顶部，
观景台四周的外立面更加透明
（如图6）从而使得更多的光线
能够进入背部喇叭状的商务中
心，在夜间这个商务中心会亮起
灯光，成为照耀整个正式的灯塔
（如图7）。

和一般笔直的或是收缩状超高层
塔楼相比，这种凹形的塔楼形态
能够在顶部有更多的可用楼面面
积、更方便擦窗机的使用，以及
给其它支撑体系更多空间。巨大
的顶部会给结构带来很大挑战，
但更大的底部能够保证结构平
衡，合适的形态比例和可用空间
进深。

在初步设计阶段，基于功能排布
和核心筒布置，建筑设计师和主
要工程师测试了多种塔楼轮廓的
结构系统以及办公层楼面面积的
有效性和效率高低，同时也综合
考虑了形式美感和纪念性。这个
复杂的设计过程通过参数化模型
的使用得以实现，参数化模型能
够理清建筑表面和结构系统之间
的几何原则以及对应关系。

建筑 后的轮廓是由4个正切的
弧形截面组成：底面、中间“腰
部”、顶面，对角长度分别为78
、54、69米。塔楼 细的腰部比
周边的建筑都要高，位于385米
处，从而在城市天际线中强调了
它曲线的形态。

外墙设计外墙设计

塔楼的每个楼层的外立面都被连
续的竖向分割切为了128份。竖
向分割由交错的主肋和较小的辅
肋构成。连续的擦窗机轨道位于
主肋的中心线上而LED线性灯带
则位于辅肋的侧边。垂直肋骨帮
助简化了玻璃幕墙的复杂性。

外立面纹理的密集与舒展正对应
了塔楼的形态。主肋沿着塔楼高
度收紧然后再扩展。肋骨的设计
不仅仅强化了形态，并且它的连
续性为直线边和曲线边角之间提
供了一个几何过渡元素。肋骨三
角形的剖面形状为建筑提供了遮
阳同时减缓了机械层通风孔给总
体视觉效果带来的影响。

在塔楼的顶部，主肋穿越了位于
105层和106层的商务中心餐饮层
和观景台整个高度（见图6）。
辅肋则在104层收头转而由受拉
钢索和水平向的玻璃支撑代替，
从而提供一个更为开放的视野。

在建筑底部当外墙面需要转化形
成入口雨棚时，几何性的结构非

图4：平面图——106层的观景平台（上），38层标准图4：平面图——106层的观景平台（上），38层标准
楼层平面图（下） © KPF/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楼层平面图（下） © KPF/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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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塔楼底座  © KPF图5：塔楼底座  © KPF

常地具有挑战性。建筑师通过弯
曲墙面板的衔接 大地减小了设
计的复杂性，避免使用热弯曲玻
璃板减小了建筑造价。大厅的外
立面是由低铁玻璃拼合的垂直张
拉体系。门厅内部的肋骨穿过这
个墙面在雨棚的边缘与外部肋骨
相连。这个通透而热情的门厅整
合了室内外空间，彰显了中信集
团的企业形象。

结构设计结构设计

北京在中国主要城市中抗震设防
度是 高的（PGA=0.2g，475年
重现期）。塔楼高度达到如此之
高，必须在强度和柔软性之间寻
找到一个平衡。

中国尊有一个纤细的“颈部”和一
个扩大的“头部”，和大部分随高
度升高而逐渐收缩的高层建筑不
一样。顶部更大的体量中潜在的
不利影响在结构设计阶段充分考
虑到。

双侧向受力系统有一个周边的巨
型结构和一个中央的核心筒构成
（如图7）。周边的巨型结构可
以被看成是植根地下的“巨型桁
架”。八根角上的巨型柱都是弦
杆，在地基部分合并为4根柱
子。巨型撑杆和转换桁架都是这
个“巨型桁架”的斜撑和构件。结
构提供了补充性的侧向刚度，确
保了建筑的安全性。

巨型柱是混凝土填充管 (CFBs)，

有的是单一管洞，有的则是由钢
板分隔的多个管洞。核心筒主要
是钢筋混凝土，在顶部和底部用
钢板增加对于剪力和轴向力的承
受力，在中部有钢斜撑来增加延
展性。横向刚度主要来自巨型框
架，核心筒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
了横向刚度。经研究使用外伸悬
臂效率并不高，因此 终没有使
用悬臂结构。

重力荷载主要由复合楼板传递到
二级框架体系和核心筒。周边的
二级框架将重力荷载传递到每个
区域底部的转换桁架，再转换到
巨型柱子上，从而平衡侧向荷载
倾覆点造成的巨大拉力。

图6：塔楼顶部  © KPF图6：塔楼顶部  © KPF 图7：塔楼的双侧向荷载系统 © Arup图7：塔楼的双侧向荷载系统 © Ar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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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巨型框架周边巨型框架

设计一个曲面形态的结构系统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每一个跨越
15层的设计分区处我们都对巨型
框架体系进行维护以保证结构的
连续性并避免产生额外的受力荷
载。同时，塔楼不同的形态都进
行了数学计算。为了在如此短的
时间内完成这个设计我们运用了

新的参数化设计技术。

巨型框架的模型是在模型软件犀牛
（Rhino）中运用了参数化建模插件
草蜢（Grasshopper）完成的。 关
键的几何参数作为输入值，一旦它
发生变化，结构也能够随之自动更
新。然后运用内部开发的结构插件
BIM来输入结构信息比如材料、剖
面和受力极限。完成后的结构模型
会被导用商业的分析软件进行分
析。通过参数化的建模方式能够研
究到多种多样的选择。这样做的主
要目的是增大周边框架的杆臂、将
柱子轴线维持在一个垂直平面中，
从而 大程度减小二级受力和减小
周边结构和楼板边缘间无法出租的
面积。

通过参数化建模技术，工程师能
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对不同几何方
案的验算并给出量化的，具有行
动指导性的回馈。 终的柱轴线
是对于以上各个标准综合的 优
平衡。在主要的区间有一个“扭结
点”，在第7区和第8区之间有两个“

扭结点”，工程师 终将大部分楼
层结构和立面之间的距离做到了
1米（如图8和图9）。

核心筒核心筒

在抗震设防度较高的地区超高层
建筑一般都会选择混凝土核心
筒。中国建筑规范要求在MCE（

大可能地震）情况下不能出现
剪切破坏。为了满足这个要求，
我们在地面层到41层的混凝土墙
体增加了30-60毫米厚的钢板，将
墙体抗剪能力增加了3倍，这样
就确保了能够使用混凝土核心筒
这个形式。

2010年完工的国贸三期A塔是第
一栋使用了这种复合墙体的建
筑。从那以后，复合墙体被广泛
应用到超高层建筑中。内包的钢
板由于周围钢筋混凝土的支撑而
不会被压弯，而同时又提供了很
大的抗剪承载力。由于增加的钢
板减小了整个墙剖面在受压情况
下的轴向压力，墙体的厚度能够
相应的减小。

塔楼扩大的顶部会对“颈部”楼层
的周边产生更大的破坏剪切力。
“颈部”楼层比较短的杆臂就要求
核心筒墙体有更高的强度。通过
非线性分析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特
殊的加强性措施的话这些楼层会
发生严重的破坏。 后，我们在

这些核心筒墙体内增加了钢支撑
来加强抗剪能力。

我们进行了大量在模拟和实际记
录地震条件下的非线性分析来评
估建筑在 大可能地震下的安全
性。还进行了1:40模型的震动实
验来确保结构设计满足不同地震
情况下的抗震要求。

地基和地下室地基和地下室

支撑塔楼的桩基打入地下79米
深，已经达到北京砂石地质的12
层。由于基地面积较小（南北方
向84米，东西方向130米），地
下室一共有7层， 底层楼板的
下表面距离地面37米，也就是
说，有效的桩基深度（ 底层楼
板下表面和桩基基础 深处的距
离）还有大约42米。桩基的直径
在1-1.2米之间。桩基群通过 小
厚度有6.5米的桩帽支撑起塔楼和
地下室。

管理方法管理方法

开发商系统地运用了一个革新性
的管理模型，在施工阶段有效地
将设计概念实现出来:

基于EPC的设计管理系统基于EPC的设计管理系统

工程、采购和建造（EPC）是国
际上项目管理 常使用的模型。
它能够提高对于建筑设计中不同
功能和项目在工程建设时的执行
效率。然而，在设计和施工中不
同的资质管理和政策导致在不同
设计阶段之间的信息交换以及工
作交接之间产生 缺口。为了弥补
信息交换和责任转接之间的隔
阂，客户与一个设计团体进行合
作，这个团队包含了不同设计阶
段的主要设计公司，从而实现设
计的无缝衔接。建造和建筑管理

“北京是中国主要城市中抗震设防标准北京是中国主要城市中抗震设防标准
高的城市 (回归周期为475年时PGA=0.20g)。高的城市 (回归周期为475年时PGA=0.20g)。
一座如此高的塔楼的结构体系需要同时兼顾一座如此高的塔楼的结构体系需要同时兼顾
刚度和延性。刚度和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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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包括承包商和建筑物
业，一起来评估交付成果从而保
证建造能力和建筑运行能力。

设计团队设计团队

从2012年8月开始，“中国尊”出于
对国际项目管理经验和设计管理
需求的考虑，逐步建立了一个明
确分工、责任清晰而综合了各方
优势的设计管理系统，在9个月
的沟通和协调之后，明确了团队
构成，KPF、Arup和PBA主要负责
方案设计和设计发展阶段，当地
的设计机构包括北京市建筑设计
研究院（BIAD）和中信建筑设计
研究总院负责牵头施工图阶
段。2013年4月10日，签订了组
成一个设计合资企业的合同，在
负责方案设计、方案扩初、施工
图绘制的各方之间建立了直接性
的联系。

  在专家咨询顾问和总体设计承
包商之间高效的协调
中国尊塔楼的设计服务由设计
团队以及超过30个专业性设计
公司和职业咨询企业提供。为
了提高合作的效率，专业设计
公司和咨询公司与总设计承办
商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以及
中信和业签订了三方协议。专
业设计公司和咨询公司的成果
由总设计承办商直接评估和管
理。

  设计成果的总体评估
评估项目成功性的主要指标包括
业主和 终使用者的满意度、运
营和围护成本、社会责任的履行
度。

评估项目成功性的主要指标包括
业主和 终使用者的满意度、运
营和围护成本、社会责任的履行
度。

从金茂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提供
的项目数据来看，超高层建筑在
65年期限的运营和围护总花费估
计会达到建筑建设造价的三倍。
基于“生命周期成本”这一设计概
念，提高成本效益的目标要在设
计的每一个细节中进行尝试，包
括窗墙比、结构安全因素的合理
造价等等。

开发商和设计师的社会责任感体
现在项目设计中对于可持续性策
略的使用。这些策略包括材料的
节约，合理化的施工以及能量消
耗的减小。在建筑设计上，运用
了绿色建筑标准、高能效和环境
无害的幕墙系统。在结构设计
上，运用了先进的建模技术来选
择合适的位移限制和承载参数从
而优化结构系统实现结构的高效
能。

  BIM技术的运用
中国尊塔楼以投资巨大、开发建
设周期较长、技术复杂以及项目

图8：办公层平面和结构的关系 © Arup图8：办公层平面和结构的关系 © Arup 图9：每个楼层优化的立面间距 © Arup图9：每个楼层优化的立面间距 © Arup

牵涉方众多而著称。在2011年
11月项目引进了BIM技术从而加
快了项目进度、减少了造价、
提高了设计协调和可建性分析
的效率、为建筑的运营和围护
提供了数据基础。

从2011年末到2012年初，业主
组织了9家BIM技术提供方来讨
论如何在项目中运用这项技
术，并且为BIM的应用确定了条
例和规范。在这些讨论中的发
现之后整理出版以备参考。

中国尊的BIM实施导则是依据设
计团队中各方对于BIM的应用经
验和2D、3D层面协调工作的经
验来制定的，包括了BIM管理规
定和技术标准。这个导则的制
定是为了提升各方沟通和协调
的效率。此外，为了保证BIM信
息交换标准能够连续地应用下
去，我们还发展了一个BIM执行
框架，这个框架会随着项目中
BIM应用经验的累积而继续加强
和改进。

BIM管理流程是根据项目设计和
发展阶段的管理系统发展出来
的。这样的流程是根据将建筑
师放在 顶部的一个层级结构
（如图10和图11）来制定的。
BIM的职责分配就能够和项目合
同责任一一对应起来。设计阶
段的成果表明BIM技术在减少协
调失误，提高设计计划实施效

1 façade kink point everywhere

2 façade kink points ever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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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施工阶段的BIM管理流程。© 中信和业投资有限公司图11：施工阶段的BIM管理流程。© 中信和业投资有限公司

率和施工能力上有着巨大的作
用。以地下室的施工文件（第4
版本）为例，设计中总共发现
了147个误差，其中8个是由于
机械电气管道设备位置的错
误，20个由于机械电气管道中
管道路径交接的错误。

中国尊这个项目中设计团队的
建立将一种“零和博弈”的合同
关系转变为一种“多赢”的合作
关系，为系统的整合和协同创

图10：设计阶段的BIM管理流程。© 中信和业投资有限公司图10：设计阶段的BIM管理流程。© 中信和业投资有限公司

造了基础平台。在EPC模型由于
政策限制无法使用的条件
下，BIM就成为设计和施工流程
中实现 “无缝结合”的核心手段。

项目数据项目数据

预计竣工时间:预计竣工时间:  2018年
高度：高度：528米
楼层数：楼层数：108
总面积：总面积：437, 000平方米
功能：功能：办公
业主/开发商：业主/开发商：中信和业投资有限
公司
建筑设计：建筑设计：TFP Farrells (概念设计
方); KPF建筑事务所 (概念设计&建
筑设计方);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BIAD) (概念设计&执行建筑设计
方);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执行
建筑设计方)
结构工程：结构工程：奥雅纳; 北京市建筑设
计研究院 (BIAD)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柏诚公司 
其它顾问咨询公司：其它顾问咨询公司：ALT有限公司(
外墙); Altitude擦窗机顾问公司 (外
墙维护); Brandston Partnership建
筑照明公司 (照明); RWDI (风工程)

中国尊项目将在上海会议中被重点介
绍。其中，来自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的邵韦平邵韦平将在分会15“设计优化的工具”
（于9月18日星期四下午1:45-3:15举行）上
发言，演讲的主题为：“中国尊：未来北京
的城市新高度。

另外，来自中国尊项目的投资方——中
信和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罗能钧博士罗能钧博士将在
专题对话2：“中国城市中高层建筑开发的
不同之处”（于9月17日星期三下午1:45-
3:15举行）上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