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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现的物理环境分析软件大都在UNIX工作站上 
运行，其中以Radiance较为著名。近十年来随着微型计算机硬件和操作系 
统的进步，人们开始注意到对于一般的设计人员来说使用这些大型科学计 
算软件不太方便，有时会发生困难。因此国际上不少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始 
解决这个矛盾，使得当前流行的CAD平台能和这些优秀分析软件连接。使 
得在微型计算机上也能较好地实现建筑物理环境的模拟。其中以美国的柏 
克利大学和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研究较为突出。并取得显著的效果，已经实 
现了从AutoCAD软件和声、光、热、气流等计算软件的接口。开始受到设 
计界的重视。此时我国的建筑和土木工程软件开发人员正在埋头开发结构 
计算程序和建筑施工图的程序，对建筑物理环境的辅助分析投入和关注甚 
少。建筑物理环境的研究人员对课题研究投入多，对实用技术的研发上做 
得很少。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建筑设计标准的提高，居住环境愈来愈受到人 
们的重视，建筑物理环境辅助分析和设计软件的开发开始受到重视。为了 
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2000年起建设部修编了大量的设计规范，这是非常 
重要的工作。然而对于某些与环境设计相关的法规条文，我们几乎拿不出 
与其较好配合的实用的环境分析计算软件。这种状况迫切需要予以改变。 
研制相关的软件成为工程软件开发人员新的热点，必须使用当前最新的科 
学计算方法和软件技术，从根本上推动设计技术的进步。 

建筑日照是建筑物理环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份。远在二十世纪 
四十年代，建筑设计人员就广泛地使用作图法来计算日照。这些方法有日 
影图、棒影图和影子迭合图，以及使用日规仪对建筑模型进行日影测试。 
这些方法一直沿用到今日。上世纪80年代末，国外已经开始采用计算机对 
日影、遮阳以及辐射热进行辅助分析。但是由于国内建筑科学应用软件开 
发的滞后，直到目前许多设计单位还在使用耗时耗工的棒影图和日影图的 
手工作图方法。特别在《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 50180-93》推出日 
照间距系数表后，很多的设计人员就摔掉常规的图解方法，干脆完全依靠 
日照间距系数来布置建筑物。 

我国国土辽阔，南北跨越纬度数大。规范规定的的设计标准-日照间 
距系数是按照大寒日指标确定的，属于推荐指标。实际的日照时间限定是 
作为强制性法规执行的。我国北方的多数城市，如北京来说，城市规划管 
理部门2002年前执行的地方法规采用以冬至日有效日照时数为标准。由于 
两者分别采用空间和时间两种不同的尺度，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情 
况。在我国的高纬度地区，现有间距系数指标和日照赔偿界限之间的矛盾 
更为突出。 

  对于当前居住小区复杂的建筑布置环境，实际的建筑布置常常不符合 
90年代制表测算时的建筑形式，因此简单地按间距系数布置建筑常常造成 
失误，造成方案不能通过审批，给业主和设计单位带来时间和人力的损 
失。在居住区规划和日照民事纠纷责任认定中，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必 
须精确地计算窗口实际的日照时间。 

我国过去开发的CAAD软件大多不能计算日影遮蔽时间，有的软件只 
是简单地用计算机模仿过去的手工图解方法或者采用瞬时阴影迭合算法的 
计算精度和速度达不到要求。国外的一些建筑软件虽有生成建筑物指定时 
刻瞬时日影和日照动画的功能，却不能统计有效日照时间，不能符合我国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条件要求。 

 当前迫切需要能快速精确进行日照计算和分析的软件。清华大学建筑 
学院CAAD教研室王 诂自1996年起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1999年正式推出 
建筑日照软件V1.0版。该软件使用AutoCAD的ObjectARX 技术开发，可以 
在挂靠在AutoCAD软件上运行。它向用户提供了多种日照分析手段。其中 
包括“天空图法”、“日照圆锥面法”、“日照等时线”、“返回光线 
法”、“逆日影法”及“极限容积”1 [注]六种方法。这些方法中的许多 
技术实现是清华原创，国内从未见报道。这些方法可以对单栋建筑或建筑 
群体作全面的日照分析，能够处理复杂的建筑形式和布局，能预测规划地 
段的极限容积形体和容积率。程序中采用了计算机图形学中的解析计算方 

[注]其中“逆日影法”是编者 1997 年提出，见《CAADRIA1997 论文集》，“极 
限容积”算法是编者在 2004 年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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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动态搜索方法和遗传算法，并对计算过程进行了加速处理，较好地提 
高了日照分析的速度和精度。它取代了过去的传统作图方法，成为国内最 
先进的日照分析软件，使我国的建筑日照辅助分析技术为之一新。 

该程序完全按照我国规范要求编制。考虑了今后规范的发展和各地区 
地方法规的特殊要求。用户可以在AutoCAD 中建模或直接采用其它建筑 
软件的建筑设计图纸文件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可以以图纸形式、数字文件 
或数据库形式输出。程序界面简明，操作方便，具有极强的实用性。是设 
计、规划管理部门单位不可缺少的日照分析工具。推出至今国内已有35个 
主要城市300余家用户。其中除了规划和设计部门，还包括国内一些建筑 
院校和著名的房地产公司。 

本次推出的程序是2.0版，该版本在2004年3月通过中国建筑物理研究 
所的技术测试，同年6月通过建设部认证，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本软件处国 
内领先地位。 

本软件可以用于以下几种场合： 
1.小区规划设计中，检查相临建筑物的日影遮挡情况：本软件提供的 
  日照圆锥可以在任何以AutoCAD 作为支撑的建筑软件中使用，用 
  户可以从日照圆锥与建筑物的组合实体中及时了解相临建筑物的日 
  影遮挡情况。求得测点的日照时间序列表；读出日照圆锥与建筑物 
  的相贯线上关键点的对应的标高；从而确定建筑形体的修改方案。 

身遮蔽，使用本程序提供的日照圆锥和等时线图可以用来准确地分 
析建筑物自身日影遮蔽的情况。 

4.建筑物外墙、窗口或室内测试平面全年各节气日照时间计算：本软 
  件可以对建筑物外墙、窗口以及室内虚拟的测试平面作全年度或任 
  何由用户指定的节气段和时间段的日照计算，并求出各个节气的平 
  均日照时间。这个功能可用来对居住建筑日照进行全面评估。 

5.房地产公司向用户提供商品房日照指标：作为商品销售活动的规范 
  化，房产开发商有向购买方提供商品住房建筑环境指标的责任。使 
  用本软件进行分析，开发商可以向购买方提供住房单元主卧室窗口 
  对应的“天空图”，必要时也可以给出室内的日照等时线图。 

6.室内日照及日影分析：本软件可以计算建筑物内部任意测试面的有 
  效日照时间。因此对于美术展览馆、陈列室、纺织车间和其它不允 
  许阳光直接照射工作面的房间，本程序可以用来对它们的自然采光 
  口及采光格栅的遮蔽效果进行分析。 

7.受日照约束的建筑规划或设计：设计中为了避免新的建筑对已有建 
  筑物窗口日照产生有害遮挡，必须对新建筑物体形和位置作仔细的 
  推敲。本程序的“逆日影法”可以根据已有建筑物必需保证基本日 
  照时间的窗口来确定新建筑允许占据的三维空间边界。此法同样也 
  可以用于对阳光照射有要求的表面（如小区绿地、屋顶花园平台、 
  太阳能装置、泳池等）的日照条件的计算。使用本程序提供的“返 
  回光线”也可以便利地寻出遮挡测试点的遮蔽物。 

8.遮阳的设计：本软件提供的“逆日影法”同样可以用来计算满足任 
  何指定的节气集合和遮蔽时间段要求的任意方位布置的遮阳板形 
  状，可以计算太阳直接辐射热和天空散射热作用下的外遮阳系数。 
  上述方法也可以用于活动遮阳板设计中。该模块还可以用来计算建 
  筑物相互之间的辐射热遮蔽效应。 

9.坡地建筑和大曲率弧墙日照计算：本软件提供的坡地日照计算模块 
  能够计算坡地建筑的有效日照，也可以计算建筑物大曲率半径曲面 

2.旧城改造新老建筑物混合日影遮蔽的分析：本软件提供的等时线计 
  算命令，能够计算并绘出建筑物窗台标高水平测试面或外墙面的日 
  照等值线图。用户可以选用建设前与建设后两种情况下的遮蔽建筑 
  物集合，计算绘制的对应的日照等时线图。通过对比，就能求出关 
  注部位日照时数的变化和有效日照时间损失数。从而作出准确判 
  断，为日照民事诉讼的责任认定提供鉴定依据。此外使用满窗日照 
  计算模块也可以快捷地求出建筑物窗口的日照指标。 

3.多肢建筑设计中用于分析自身日影遮蔽：医院、病房、疗养院、幼 
  儿园建筑如果采用多肢的建筑形式，建筑设计中应该考虑建筑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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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日照。由于它不需要用户设立坐标系和绘制边界圈，一次就 
可以计算和绘出所有表面的日照等时线，因此对于抽槽多的点式高 
层建筑也比较合适。 

先提出的求日照约束容积形体的人工交互和智能优化工具。它对改变原有 
的分析计算方法，提高和加快我国城市居住区方案阶段日照测算技术和效 
率，充分合理的使用土地和阳光资源有着积极的意义。 

使用本软件城市建设规划管理部门可以在发标的时候就给出科学测算 
得到的合理的容积空间和容积率。减少了房地产开发商投标的失误，减少 
了设计人员对设计方案重复进行日照计算的工作量。是一个重要的技术进 
步。 

本软件在开发和推广过程中得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范编制 
组、北京市规划局信息中心和建筑技术交流中心、以及中国建筑科学院建 
筑物理研究所、上海市城市规划局信息中心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 
此向上述单位和有关人员表示感谢。 

欢迎用户对本软件的使用提出意见，软件的使用过程中如有问题可以采 
用以下方法和我们联系： 

销售单位：杭州水木清华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飞   （0）13814538380   阮文伟 （0）13858049740 

网址：http://www.oacad.com 
电话：（0571）88925422   传真：（0571）85805400 

软件版权：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10.极限容积计算：本软件首次提出了地块的日照染色体的概念，可 
  以在已知地块周边原有建筑日照约束条件下，采用遗传算法由程序 
  自动求出规划地段新建筑的极限容积形体和地块的容积率，可以用 
  来确定具体设计地段区位的控制容积率。用户也可以从需要保证基 
  本日照的窗口的角点引出返回光线，并将它们两两组对形成返回光 
  线切割器。用户可以通过对这些切割器的牵引实现对地块建筑形体 
  的动态切割，从而获得新建筑的合理的容积形体。 

11.玻璃幕墙一次反射光计算：本软件提供了一次反射光照等时线、 
  道路眩光计算和一次反射光线类，前者可以按照用户指定的节气和 
  时间参数计算出大面积玻璃幕墙集合对周围环境的一次反射光照射 
  区域以及滞留时间，评估光污染的程度。道路眩光计算模块可以计 
  算城市道路车道受道路周边玻璃幕墙一次反射产生的眩光区间和时 
  间序列。一次反射光线类能够响应用户的动态牵引，实时地求出反 
  射光落点。 

12． 太阳直接辐射热和天空散射热的计算：本软件还设有太阳直接 
辐射热和天空散射热的计算模块。它在计算有效日照的同时，可以 
计算出窗口或外墙面接收到的与有效日照同期的太阳辐射热，以及 
考虑周边建筑物遮蔽小的天空散射热。为从能量角度评估给出可比 
数据。这个功能被加入到日照等时线和遮阳板计算过程中。除了能 
够求出必需的遮阳板形状外，还能给出遮阳板上各部份单元面积阻 
断的太阳直接辐射热和天空散射热，使得可以进一步算出单元面积 
遮阳的效率。为我国南方地区的遮阳设计计算提供了新的解决方 
法。 

本软件的2.1版对“返回光线切割器”、“阳光通道”及“容积极限计 
算”三种方法进行了改进，使得它们更适用于一般的设计场合。是国内首 

E-mail信箱：oacad@163.com 

作者保留对本说明书的修改权力，若有改动，恕不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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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软件的安装 

编者告知：阅读以下部分内容应该有 Windows系统 和 AutoCAD 的使 
用经验。 

本软件的包装中包括一张光盘片上，内有日照软件和演示动画，一本 
说明书和一本快速教程，一个USB口软件锁。 

具体的安装过程如下： 

1. 用户计算机上必须先安装有 AutoCAD 2000 /2002/2004/2005/2006其 
   中的一个版本，然后再安装本程序。安装前不要将USB口锁插到计 
   算机上，由于安装过程中要进行系统注册，安装时用户必须以本地 
   机的管理员身份登录，并关闭其它妨碍系统注册的运行软件。 

2. 运行光盘中对应目录下DISK1中的 setup.exe 程序。安装过程中提示 
   用户输入软件的系列码和工作目录，默认的工作目录为 
   C:\sun2000、C:\sun2002、C:\sun2004 、C:\sun2005、C:\sun2006。 

3. 上步执行完后，安装程序将询问日照软件外挂在哪一个版本的 
   AtoCAD软件上，用户按自己的要求答复。 

4. 安装完后，必须关机重新启动计算机以使改变生效。重新启动计算 
   机进入操作系统后，再插入USB口锁。此时系统会发现新的设备并 
   完成后续安装。 

5. 然后用户点取桌面上“清华建筑日照”组标，就会启动AutoCAD并 
   自动调入日照计算模块。每一次运行时，AutoCAD的菜单中自动加 
   载“建筑日照”子项。点取下拉菜单中的项目便可进行对应的计算 
   （见图2-1）。 

6. 如果AutoCAD菜单退出关闭，便可自动卸去“建筑日照”菜单。 

图2-1 程序下拉菜单 

使用网络锁的用户，可以在局域网内的任意一台计算机上按装网络 
锁，此机以后不能运行日照软件，而是运行SENSE网络锁的服务器程 
序，在第一次启动锁的服务器程序时，要求用户输入“用户密码”。 
此密码必须向我方索取，不打包在软件资料中。注意在客户端安装日 
照软件时，第一次运行前，必须修改日照软件当前安装目录下的 
client.ini 文件，按照提供的说明正确设定所在的计算机的IP地址 
或网卡号，以免程序在域中全域搜索而消耗时间。否则程序不能运 
行。如果插锁的机器采用动态IP地址，可以删去client.ini 文件中 
的TCPHOST=„„一行，由程序自行在域中全域搜索软件锁。 

注意：软件安装后点取桌面上的建筑日照组标就能运行程序，如果不 
能运行或者软件安装过程不能正常进行，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 输入了错误的系列号。某些国产杀毒软件没有关闭或用户在本地 
机上的注册权限不够，请与该机的管理人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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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使用的软件锁工作不正常、锁的版本不对应或本地机的插口有故 
障。可以查访本地机的设备状态，找出错误状态加以纠正。对于 
网络版用户常见的原因是Client.ini文件参数不对，另外可以检查 
网络是否畅通；插锁的计算机是否启动了深思洛克网络服务器程 
序；在线的用户数是否超过了License规定的数目；客户对锁的访 
问是否被病毒防火墙拒绝。必要时请求您的网络系统管理员帮助 
解决对应的问题。 
本地机上的CAD软件原来就存有故障。或将日照软件与别的CAD 
软件混装在一起同时运行。 
用户在安装时建筑日照软件后重新安装了系统或AutoCAD软件， 
造成注册表信息改变，或者造成组标中AutoCAD的目标路径不准 
确而不能起动AutoCAD。此时可以重新安装日照软件。也可直接 
修改桌面上组标属性。 
如果单机版用户在启动日照软件时软件锁没被正常驱动或忘记插 
入，将不能运行本软件。网络锁用户数量超过允许的节点数目 
时，超出数目的客户端将无法进行计算。 

意在使用PolyLine建模时请先将AutoCAD的系统变量plinetype改成1，建成 
的模型见图3-1。 

三. 软件使用方法 

(一)模型的建立 

1. 在AutoCAD中直接建模：本软件要求采用米制，程序启动后会自动将 
系统的线性单位精度和角度单精度位设置为小数点后4位，模型的 
WCS坐标系的Y轴必须指向正北方。 

图 3-1.建筑模型实例 

使用PolyLine绘制建筑模型时必修保证是按逆时针回路走向，并且不 
能使这条PolyLine自身纽绞以及有重迭的顶点。 

 建模时可以使用UCS用户坐标系，这样可以减少建模的难度。但是如 
果形成建筑外墙面的多义线使用的UCS坐标系的Z轴不是铅垂向上，就不 
能在后面的程序中利用窗位线自动生成窗口。这只影响“满窗日照的计 
算”，对日照等时线计算、返回光线等没有影响。 

无论如何复杂的建筑物，只要能用上述命令建立起来的均可以正确地 
进行日照分析。不过用户应该注意不要将模型建得过于复杂，模型的面数 
量太多将增加计算时间和边界连接的复杂性。所以对于复杂的建筑物应该 

   可以采用不带宽度的PolyLine(闭合或不闭合均可)、3Dface、Pface、 
RuleSurf、TabSurf、RevSurf…等三维面命令和\Draw\Solid\…下的实体命 
令来建模[注] ，单位为米。可以使用Modify下拉菜单的Boolea命令组的各命 
令将一些简单实体组合成复杂实体。上述命令中以PolyLine最为简便，注 

[注] 
本软件要求对 3D Solid 实体必需先施加 EXPLODE 命令，选择遮蔽集时不能用 W 

或 C 的方法来选择它们，只能用拾取盒单个点击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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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一些简化，这可由用户凭经验自行决定。另外可以不用3d solid 实体 
建模的部分就不要用实体来建，以免增加模型数据库的复杂程度。 

2.具体建模时不要采用大地测绘坐标系，大地测绘坐标的数位太多，它的 
重复的高位数字增加了许多无谓的计算开销。如果已经采用了大地测绘坐 
标系，可以在小区中选定一个基准点，将此基准点作为块的插入点，并将 
需要计算的模型部分单独作为块写出。然后直接打开块的文件工作，此时 
坐标系的原点即基准点。 

3.利用其它软件的模型：其它CAD软件的建筑模型需要导入AutoCAD可以 
使用。 
  ①非AutoCAD二次开发的CAAD软件的模型：在AutoCAD命令行键入 
  \File\Imput\DxfIn命令直接装入 .DXF文件。 

②AutoCAD二次开发的CAAD软件的模型：可以采用天正等汉化的 CAD 软 
件绘制的模型，但是要按如下的步骤： 

⑴打开图形文件，调 BLOCK 命令将模型有关部份定义成一个 
块，再调 WBLOCK命令将它写成磁盘文件。 

  ⑵重新开始一个新文件，设置好长度和角度的精度，二者均为小 
数点后4位。再调INSERT命令插入刚才定义的块，并且调用 
EXPLODE 命令打碎它[注] 。如果原始图形是采用毫米制的必须在插 
入的时候设置SCALE 命令，其中的比例因子取 
           FACTOR=0.001 
   以将它缩小1000倍，转换成米制。注意SCALE中心应该是 
WCS的(0,0,0)点。否则将造成点的坐标值高达108 米，使得计算过 
程中尾数误差淹没精度，以至不能进行正常计算。 

注意事项： 

※ 不管是自建模型或调用其它软件模型也好，都必须保证原始数据 
 的精确性。特别是在计算日照民事纠案例时应要求委托方提供正 
 确可靠的总平面等图纸，并由司法部门认可。图纸中应该包含所 
 有可能对测算建筑造成遮蔽的已有建筑和新建建筑，并且有正确 
 的大地测绘方格坐标。 

※ 弧和圆形墙面可以用带高度的弧和圆来表示，程序中用折线按0.5 
 米左右的弧长划分墙面。 

※ 建立旋转面(revsurf)、多义线网格面(edgesurf)等曲面时要准确设 
 置系统变量 SURFTAB1 与 SURFTAB2 的数值，使得有足够的精 
 度的分度值。使用实体建模命令前要设置好系统变量FACELISTS 
 和 ISOLINES 的数值来保证实体外表圆锥类曲面的精度。 

※ 用户在用带厚度的 PLINE 线来绘制楼房时，注意该线不能有端点 
 重叠，也不能自身扭绞。程序在计算时能自动对闭合的PLINE 线 
 加上顶面和底面。 

※ 
(二)日照参数设置 

  对应键盘命令“sunpara”。点取“节气及城市参数”，或直接键入 
“sunpara”将进入日照参数设置模块，屏幕上将弹出如下的“日照参数设 
置窗口”对话盒，其中包含了日照计算所需的全部参数。本对话盒采用真 
太阳时。 

对话盒中其中分为三个组框。 
第一个组框为“地理位置”，其中包括了测试地地理位置参数： 
纬度: 计算点的北纬度数（注意采用十进制，见附录一），默认值为北京 
地区纬度数。改变纬度值将引起有效高度角和临界方位角数值的自动改 
变。 

[注] 
本软件不处理 INSERT 命令插入的块及 XREF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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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度: 计算点的经度数（注意采用十进制，见附录一）。此数值平时处于 
禁止编辑状态，仅在“真太阳时”复选框未选中时才解除禁止,允许用户 
输入数据。默认值为北京地区经度数。 

城市：程序中预置了我国许多城市，用户只要点取列表框中的城市名，就 
能自动设置经度纬度。 

第二个组框为“太阳参数”，其中： 

赤纬角:为计算节气的赤纬角（注意采用十进制，不要漏写负号,见附录 
二）。默认值为冬至日。本栏的数值和“高度角”、“方位角”及“时分 
秒”关联。 

图 3-3 选出指定城市 

图 3-2 日照参数设置窗口 

“节气”校核框：当该框被选中时，用户可以从节气列表框中选出需要 
的时分，如“冬至日”“大寒日”等等。对应的日期和赤纬角会自动填入 
编辑框中。并根据时间自动设置高度角和方位角（见图3-4）。 

气候分区：按照规范 GB 50180-93中预置了我国城市对应的气候分区。用 
户只要点取列表框中的城市名，就能自动显示气候区。 

用户定义：选中此框将允许用户输入列表中没有的城市，用户只能输入一 
个，它被添加到城市列表的最后，并且保留到用户的dwg工作文件中。一 
旦重新打开这个文件，定义的城市将显现。 

高度角:有效日照的最小太阳高度角,当太阳高度角小于该值时由于地面远 
处建筑物、尘埃的影响，日照时间被认为无效，不能计入。国家规范中规 
定了具体的有效日照时间带，特殊情况下使用的数值请和当地规划部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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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注1] 。对话盒中默认的是北京地区大寒日上午8:00的高度角7.871度。如 
不考虑此效应，可将高度角改为0.00度。 

最小连续时间：太阳光线照射必须有一定的持续时间，小于该持续时间的 
日照不予计入。用户应按各地规划管理部门制订的标准来填写，程序默认 
的数值为0.000小时。 

图3-5 初始条件组框 
图 3-4 选择节气 

方位角：对应于“高度角”的方位角，它和“高度角”及 “时分秒”相 
关连。 

时分秒：有效日照的开始时间[注2] ，此栏的值和“高度角”“方位角”关 
联，当用户改变了本栏的数值，将会影响“高度角”和“临界方位角”的 
数值。同样，如果用户修改了高度角栏的值，程序也将自动改写本栏的值 
(见图3-5)。 

显然“高度角”、“方位角”和“时分秒”均和“地理参数”组框中 
的纬度以及太阳参数中的赤纬角相关。纬度或赤纬角中间的任何一个的改 
变（输入数值并回车后）都会引起其它相关角度参数的相应变化。实际上 
本对话盒相当于一个小计算器。 

最小扫掠角：当太阳光线照射到一个面上时，如果它与该面的夹角小于某 
数值时（推荐为15度），即入射角大于75度时，阳光实际上没有射入室 
内，没有多大效果[注1] 。这种情况常见于东西朝向的卧室。该栏填入扫掠 
角临界值，默认的数值是15.000度。用户必须注意到扫掠角剪切功能在计 
算窗口或墙面日照时始终是打开的（仅在WCS虚拟的水平测试面、计算阳 
光通道和遮阳板时是关闭的，此时不考虑扫掠剪切），所以不要随意改变 
此栏的值。 

对话框中间的按键被按下时，结束时间自动和起始时间对称。如果不 
按下此键，程序允许输入用户确定的开始和结束时间。这在一些特殊的场 
合下有着意义。例如计算2秒钟的时段，而绘制1秒钟的等值线。此时等值 
线将与瞬时阴影线相近。 

[注 1] 
国内没有有效日照的最小太阳高度角统一的数值规定。 
许多省份采用这种时间区间方法。 [注 1] [注 2] 

国内没有统一规定，建议采用 15 度扫掠角,即相当于入射角 75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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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结束计算保存工作文件退出AutoCAD时，最近一次设定的日照 
参数将被保留。在日后再次打开工作文件时，这些参数值继续有效。 

(三)日照等时线 
用户点取“日照等时线” 菜单项或直接键入“suncontour”就会执行 
日照等时线图命令。该条命令可以求出任意法线方向平面上的日照等时 
线。在某些场合，也可以变通来求得日照的瞬时影子边界。 
等时线“suncontour” 命令激活后，将弹出“测试平面参数”设置窗 
口。 

作日照等时线图，先要将建筑模型完成，模型是要求放在“0”层上， 
因此在执行命令前应该将“0”层清理干净。其次要设置好日照参数。具 
体过程如下： 

1. 在调用本命令之前，要先定出测试平面所在的坐标系，对于水平测试 
   面，一般采用AutoCAD 中的 WCS 坐标系，垂直或倾斜的测试面必须采 
   用 UCS 坐标系。程序能够求出平行于这些坐标系的XOY平面的任意测 
   试平面上的日照等时线，测试平面与坐标系的XOY平面的距离等于它 
   的Z坐标数值。 

2. “suncontour” 命令激活后，将弹出“测试平面参数”设置窗口。 
  “suncontour”命令用来计算测试平面上的日照数值，其结果由程序自 
  动绘出。测试平面平行与它所在坐标系XOY的平面，它与该坐标平面 
  的距离就等于网格插入点的Z坐标，这个坐标系可以是WCS或UCS坐标 
  系。计算之前用户先要将该坐标系设置成系统的当前坐标系。 
    然后要求用户在对话盒中设定测试格栅参数和绘制及优化方法，点 
  取“设置网格”来以交互方法在图中定出网格的左下方插入点和格栅大 
  小。如果计算WCS坐标系的水平测试面，该点的水平位置由用户定 
  出。而垂直高度Z应该等于被测建筑物的首层窗台面标高；如果是计算 
  垂直外墙面，此时采用UCS坐标系，该坐标系的XOY平面和外墙面平 
  行，而网格插入点的坐标等于该外墙面在UCS坐标系中的Z坐标值。 

3. 网格确定后，用户必须选出“遮蔽集合”， “遮蔽集合”应该包括所 
   有可能对测试面产生遮蔽的建筑和构筑物。集合选出后点取“OK”退 
   出对话盒，程序将进行计算，并弹出进度窗口显示计算完成的百分数。 
   当计算完成后，程序将自动绘制等时线。如果用户选择“伪彩色图”， 
   将不绘等值线，而绘出伪彩色图。 

计算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先计算出测试平面格栅交点的日照时间， 
加以标注。第二步再用算法绘出有效日照时间等值线。每一阶段的进度 
信息都在进度对话框中显示出来。 

4. 程序在完成格栅交点日照时间计算后，会自动进行等时线或伪彩色图的 
   绘制。“伪彩色”复选框的选择确定了绘制的是等时线还市伪彩色图。 
   “与建筑边界联接”和“非线性插值”以及“伪彩色”复选框的选择状 
   态的不同组合，可以绘制四种不同质量的等时线，详见下表： 

选择框 

与建筑边 
界连接 
非线性插 
值 

状 态 
× 
                  作            用 
            等时线连接到建筑边界或边界圈 
         不在跨越建筑边界的格子中绘制等值线 
×          采用优化搜索方法绘制等值线 
            采用线性插值方法绘制等值线 

    表3-1 等时线质量和复选框的关系 

当“与建筑边界连接”和“非线性插值”同时被选中时绘制的等时线 
精度最高，此时用户必须在调用“suncontour” 命令之前在图中添加算 
法必须的边界圈。稍后，我们会做详细的解释。 

“与建筑边界连接”和“非线性插值”的选择状态同样也影响到绘 
制出的伪彩色图的精度。 

5. 程序每次计算绘制的等值线、格栅和标注数字三类图形元素分别被放在 
   词干名为“Contour”、“grids”、“Indicate”这三个固定的图层上。 
   为了将不同测试面上的等值线、标注、格栅的图形元素分开，用户必须 
   在每次计算绘制等值线完成后修改这些图层名，为它们添加数字词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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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将水平测试面的上述图层名改为Contour0、Grids0、Indicate0。垂 
直测试面V1的对应图层名改为Contour1、Grids1、Indicate1。这样一 
来，用户在图纸空间成图时就可以将这两个面的内容分别显示在不同的 
浮动视区中。通过点取对话框中“图层名”按钮可以很方便地添加图层 
词尾。 
图层名设置对话框细节，详见P26页所述。 

6. 程序能计算与日照同期的太阳辐射热。程序也能考虑周边建筑物遮蔽下 
   的天空散射热，天空散射辐照与日照不关联，即使没有日照的外部表 
   面，仍然有接受天空散射辐照的可能。 

“测试平面参数设置窗口”见图3-6。 

DX,DY: 分别为横向和纵向的网格线间距（即格子的边长），单位为米， 
在计算水平面时可取2.5∽5.0米。计算垂直面时可取0.5∽2.0米，用户可按 
自己的要求来设置该项数值。此数值即程序计算的步长，步长越小画出来 
的等值线越是精细。格子的大小影响计算时间的长短，如果没有必要，不 
要将格子设得太小。 

格数：为格子的重复数，即横向和纵向的格子数。 

标注间隔：标注的抽稀数。为了减少图中绘出的格栅过于密集，字符过于 
细小。可将此项填入大于的整数，计算时仍按原来设定格子边长为计算步 
长进行计算，而格删线和时间标注将抽稀绘出。例如格子边长为2.5米而 
标注间隔为2时，计算步长采用2.5米，而仅在每5米处才绘出格栅线和标 
注数值。这样既保证了等时线的精细，而又适当地减少了格栅线及标注字 
符，避免过大的图纸尺寸。 

字符高度:为标注字符的高度值，此数是与网格边长相关的，当网格 
边长选定后，程序会自动在此栏填入推荐值。允许用户对它进一步修改。 

时：分：秒或等时线阶差:等值线时间间隔，即相临两条等值线之间的时 
间间隔，默认值为1.00小时。本程序允许采用最小为1秒的等值线间隔， 
通过日照参数设定用户可以计算2秒钟的日照时段，而画出1秒钟的等时 
线，它就相当于中间时刻的瞬时影子边线。修改此栏的数值将引起标注时 
数对话框中子项数的变化，但最多子项数被限制在12个。 

标注时数列表框：该列表框为多选列表框，程序只对用户在该表中选出时 
数的等值线将进行计算和绘制。如果只是校核现行规范限制的有效日照下 
限值，可以只选中1.00、2.00或3.00小时，此时其它时数的等值线将不被 
计算和绘出，从而缩短程序运行时间。 

图3-6 测试平面设置窗口 

第一个组框为“等时线网格参数”，其中： 
连结到建筑边界复选框：绘制日照等时线时，由于建筑物内部无日照，从 
建筑物外表面过渡到建筑物内部日照时间将有从某个数值跳到零的突变。 
如果绘制跨越建筑边界的方格中的等值线时，采用一般的线性插值算法， 
将不能正确地描绘出这种突变，而会添加出许多多余的异常的等值线（图 
3-7）。由于这种等值线图在跨越建筑边界的方格中存在着缪误，只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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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筑物外部的方格中的等值线才可以参考，所以这是较为粗糙的近似画 
法，只能在方案分析阶段使用。定性计算还是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因为它 
花费的计算时间最短。 

在 “连结到建筑边界”和“非线性插值” 都不选中时，绘制的等时线 
见（图3-7）： 

图 3-8 中断的等值线 

图 3-7 异常的等值线 

为了使得绘制的等时线图更为精确。要求等值线与建筑物边界正确交 
汇，由于我们不愿意计算建筑物各个墙面的外法线矢量来耗费时间，因此 
位于建筑物边界线上的测点是无法进行精确计算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 
须避开计算这样的点，而改用计算位与这种点的临域中的并且落在建筑物 
外部的点。只要临域的半径足够小，计算的误差就可以满足要求。 

我们采用在平面图中添加边界圈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边界圈是用 
户在调用“suncontour”命令前，预先在名叫“LOOP” 的图层上绘制的 
闭合的 PLline 线，该线位于建筑物外部，而与建筑物边界保持一个极小的 
距离。由于辅助线上的每一点均在建筑物之外，因而都能对它进行正确的 
日照时间计算。当前版本中边界圈必须是多义线， circle,arc,ellipse等绘制 
出的图形对象均不被认作边界圈。 

实际操作时，先在平面图（WCS的PLAN视图）中用闭合的 PLline 线逆 
时针方向勾出建筑物的底面边界，并将它偏移(offset)约1-20mm的距离， 
把里圈删去，再把偏移出来的外圈放到用户事先建立的名叫“LOOP”的 
图层上，形式上有点类似散水的边界圈。边界圈也要符合逆时针回路方 
向，它的厚度值要改成零。 

  如果选中“连结到建筑边界”复选框，而不选中“非线性插值” 复选 
框时，程序绘制等时线时将跳过跨越建筑边界的方格，从而避免了刮图之 
苦(如图3-8)。 
  “非线性插值” 复选框：测试平面的日照时间是一个2维的非线性数 
值场。它是时间的复杂函数，因此绘制等值线时采用的线性插值方法只是 
  一种近似方法。在日照时间数值急剧变化的区域，算法的误差会明显 
的表现出来，等值线图将有较大的畸变（见图3-9）。为了描绘出形状正 
确的等值线，我们必须采用优化搜索方法绘制等值线，采用这种方法精 
确计算出等值线与网格边线的交点，然后用折线连接它们（见图3-10）。 
这种画法是目前较为精确而又经济的画法，采用其它最优化搜索方法将花 
费更多的时间。当“非线性插值” 复选框被选中时将采用这种方法。由 
于这种算法要消耗较多的计算时间。一般情况下建议用户不要选用此项 
[注1] 。仅在最终绘制申报方案的日照分析图时才采用这种算法。 

[注 1] 
采用简单地增加网格密度的方法也能改善等值线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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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用户提供方便，程序提供了自动添加“loop”层，并生成边界圈 
的功能。点取辅助校核->菜单中将弹出校核外墙线和最大边界圈两条命 
令。 

对于底面为单连通域的多个建筑物，可以直接点取菜单中的校核外墙线 
按钮，将需要生成边界圈的这些建筑物全部选中，程序能自动纠正各个多 
义线的回路方向，生成边界圈。注意本命令对采用circle,arc,ellipse生成的 
块体无效，此时应该换用最大边界圈命令。 

对于由多个块体拼接成的单个建筑物，可以点取最大边界圈命令。此时 
程序要求用户从图中选出一个建筑物，然后自动生成包围这些块体的边界 
圈，本命令不矫正组成该建筑物的各个块体的多义线的回路方向。 

各个边界圈不允许相交。对于多个不同高度的楼体单元拼接形成的建 
筑物，则边界圈应该为这些单元的最大包络圈，只要勾出这个最大的边界 
圈。如果是北方城市作冬季日照校核，当建筑物有着复杂抽槽的北立面 
时，因为这些部位一般来讲都是处在零日照区，边界圈时没有必要去详细 
勾画这些凹槽，该处的边界线可以略去这些而加以简化，这样可以加快计 
算速度。 

完成这一步后再调“suncontour”命令 进行计算，选中“连结到建筑 
边界” 和“非线性插值”复选框便可画出精确的等时线(如图3-10)。这个 
过程需要消耗较长的时间。 

反之，如果不绘制好边界圈，即便选中了“非线性插值” 复选框，由 
于程序无法计算建筑物边界上的测点，会在建筑物边界上发生不同时间等 
时线的堆砌，并且有可能切入建筑内部。 

   用户必须注意到任何情况下，各个边界圈不能相交和有重叠的边，内 
部和外部边界圈也不能相交。对于室外来说它是逆时针廻路走向的闭合 
圈，而对室内来说它是顺时针廻路走向的闭合圈。如果弄错，将导致绘图 
不正常。同样，如果用PLINE线来绘制建筑模型，它应该是逆时针廻路走 
向的闭合圈，没有必要添加建筑物的顶面，因为程序约定，建筑模型的 
PLINE线只要是闭合的，自动为它封顶面和底面。 

图 3-9 线性插值等值线 

图 3-10 非线性插值等值线 

    最后补充说明一下如果建筑物外墙面上有阳台或雨蓬等挑出物，用户 
需要精确地计算和绘制立面上的等时线，同样也可以转到UCS坐标系的 
PLAN视图中，在立面上用闭合的PLINE辅助线绘制位于LOOP图层上的边 
界圈，这个边界圈当然是围绕阳台或雨蓬来绘制的，它的Thickness为零， 
Elevation同当前测试平面。然后选中“连结到建筑边界” 和“非线性插 
值”复选框来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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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彩色图:选取此项将用与有效日照时间对应的颜色填充测试平面中的日 
照区域，形成即所谓的“伪彩色图”(如图3-11)。传统的伪彩色图采用扫 
描线算法，并且需要在屏幕的内存缓冲区中完成像素色彩的计算。改变观 
察方向，将引起重新计算。这种方法对日照计算不合适。因此我们改用 
AutoCAD的不同颜色的Solid实体来表示日照区域，这样一来，只要计算 
一次，可以随意改变方向进行观察，同样的方法也被用在坡地日照计算模 
块中。 

                                    它主要是为了让用户设置等时线、 
                                格栅、标注这三个图层名称的词尾。如 
                                果用户不加以设置，则这三个层的名称 
                                分别是它们各自的词干；Contour、 
                                Grids、Indicate。假若用户在对话框的图 
                                层名后缀编辑框中键入字符“1”，则 
                                这个“1”字符将作为词尾添加到各个 
                                词干之后。 
     图 3-12.图层设定控制窗口          刷新全部计算结果意味着采用此后 

                               缀的三个图层上的原有内容在计算开始 
时全部被清除。否则原有的内容将被保留，本次计算结果作为新的内容增 
加到图层中去。 
刷新局部计算结果意味着采用此后缀的三个图层上除了在本次选定的 
格栅范围内的原有内容全部被保留，而格栅范围中的内容将被本次计算结 
果取代。 
设定此项的原因是因为绘制等时线时，日照数值场在一个格子中必须 
保持单调，而实际上在格子取得太大时，这种条件不一定能够满足。因而 
画出的等时线在这个格子会有不正确的连接。通过适当地加密网格，就能 
使上述条件得以满足。因此只需加密计算网格计算刷新存有问题的局部区 
域。 

第三个组框为“网格坐标系”，用户可以在其 
中选出预定的测试坐标系，这些坐标系是在执行\ 
建筑日照\日照等时线命令之前由用户使用UCS命 
令作出并命名保存过的坐标系。 

网格坐标系组框：包含一个坐标系树形控件 
窗口，其中显示了工作文件定义过的所有的用户 
坐标系，红色图标显示的是当前默认的坐标系， 
新添加的坐标系在用户没有设定坐标方位前为灰 
色的图标，设定后图标自动变成黑色，此时该坐 
标系可以被激活成当前坐标系。 

用户在坐标系树形控件列表中按下鼠标右 
键， 将弹出浮动菜单(图3-13)，菜单中包含了有 
关用户坐标系的一系列编辑命令，它们有“默 

图 3-11 日照时间的伪彩色图 

第二个组框为“网格插入点”，网格以它的左下角为基准点，并采用 
当前坐标系。用户可以点取该组框中的“设置网格”按钮在图中交互定出 
网格的左下角点和右上角点。可采用辅助捕捉方式。定出的点的坐标会自 
动进入Xcoor,Ycoor,Zcoor 坐标栏中。程序会自动根据格子的边长来设置纵 
横两个方向的格子数。当然用户也可以直接在各栏键入数字。 

“图层名”按键：点取此键将弹出如下的“”对话框(图3-12)： 

图 3-13. 网格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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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设置”、“添加”和“删除”。这些命令按照弹出菜单时鼠标光 
标所在的坐标系的状态来激活或禁止。用户可以点击菜单中对应的命令来 
完成需要的操作。用户添加新坐标时注意不能和已有的坐标系重名，同 
样，如果一个坐标系已经被测点选择用来作为参照坐标系，就不允许用户 
将它删除。用户在这个组框中进行的所有操作都直接进入AutoCAD的数据 
库。 

“遮挡集合”按钮：点取遮挡集合按钮后，程序将暂时隐去对话盒，并自 
动转入WCS坐标系的PLAN视图，因为只有在该视图下才能准确的选择出 
造成遮挡的建筑物。如果视图太大，用户可以调用嵌入命令Zoom、Pan 等 
来改变视图显示。此步不会影响最后输出的等值线视窗。 

辐射热:选取此项将计算测试平面上每一个方格接收的太阳直接辐射热 
（单位：kwh）。并用红色字符标注在方格中心。由于太阳直接辐射热和 
大气透明度有关，图中显示的数值还需用户自行修正，详见后面问题解 
答。 

如果需要在图中对使用的颜色加以说明，可以在图纸空间，调用\建筑 
日照\伪彩色比例尺 命令，程序将在图中绘制颜色比例尺。绘制过程中要 
求用户输入比例尺的样式是竖排还是横排的，并在图中指定颜色比例尺的 
左下角和右上角，程序随后自动绘出颜色比例尺。 
等值线图的颜色比例尺样式不同于伪彩色图的样式，程序自动采用最 
后一次绘图操作的类别对应的样式。 

试曲面，也不能将各个面的等时线加以区分而放置到不同后缀的图层中 
去。计算过程中采用的是三角曲面单元，它的顶点的法矢量被计算出来， 
因此结果比较正确。程序可以输出等值线图、伪彩色图，结果明了。 

点取“坡地日照等时线”将运行“坡地日照”模块，将弹出坡地等时 
线参数设置对话框（图3-14）： 

“最小细分边长”决定了三角划分单元最小的边长，单位是米，默认值 
是1.000米。 

(四)坡地日照计算 
   为了计算坡地以及曲面的有效日照，一般将曲面转化成折面来计算。 
采用前面的网格测试平面方法需要用户为这些折面设定命名UCS坐标系， 
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为此本版本的日照软件增加了“坡地日照计 
算”模块。坡地日照计算采用自适应三角面单元划分，不再需要用户作出 
UCS和边界圈。坡地日照计算能按照用户制定的划分精度，一次性地求出 
所有需要计算的建筑物表面的日照等值线，并能够表示出划分的单元体和 
标注数值。与日照等时线图不同，这个方法不能计算用户定出的虚拟的测 

图3-14 坡地等时线参数设置对话框 

“最小扫掠角”决定了太阳光线对所有测试平面，其中包括了水平面的 
扫掠角最小值，单位为度。默认值是15.0度，用户可以修改这个数值，但 
不能使它小于2.500度，否则将会导致计算上的不稳定性。 

“标注时数”、“时线阶差”、“伪彩色”、“优化插值”、“图层 
名”的意义同“日照等时线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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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集合”：点击“计算集合”按钮，将要求用户在图中定出需要计 
算表面日照等时线的建筑物或对象，它们可以是带有弧墙的建筑物，cons 
曲面等特种构筑物，如类似双曲马鞍面这样的壳体或是受张力的膜等，当 
然正如这种方法的名称所述也可以是坡地表面。程序将对这些对象的表面 
准确地计算日照时间和绘制等时线。“计算集合”的对象同下面的“遮蔽 
集合”一样，同时能对别的对象产生遮挡和被其它对象遮蔽。 

“遮蔽集合”：点击“遮蔽集合”按钮，将要求用户在图中定出参加日 
照遮蔽但不需要计算表面日照等时线的建筑物或对象。如果此步中不慎将 
已经选出的计算集合中的对象也包含进去，程序会自动滤除它们。 

“优化插值” 校核框：选中“优化插值”将采用动态优化算法来绘制等 
时线。与“日照等时线对话框”同名控件意义相同。 

“细分描绘” 校核框：选中“细分描绘”，程序将自动描绘出划分的三 
角单元格。 

“标注” 校核框：选中“标注”，程序将自动在三角单元的顶点标注有 
效日照时间。这里提醒用户注意，不共面的棱边的顶点，由于两个相邻面 
的法线方向不同，将会导致同一顶点出现两个不同日照数值标注的现象， 
这属于正常结果。 

如果将计算日照时段定为2秒钟，绘制1秒钟的等值线，我们就能得到 
建筑物表面的瞬时阴影线。这只是一种变通的方法，并不是瞬时光线精确 
的算法，如果需要提高阴影线的精度，必须增加三角面的细分。 

在计算坡地建筑日照时，必须建立完整的模型；这时需要有一个初步 
的场地竖向设计，除了建筑物外，必须将场地表面也建立起来。 

场地表面可以用RuleSurf命令建立。用户可以用Pline或3Dpoly命令画 
出一些控制线，使它们通过场地对应点的竖向高程。调整SurfTab1变量为 
一个较大的合适数值，然后用RuleSurf命令将这些控制线两两选出作为母 
线来近似地生成地面，当然也可以采用EdgeSurf命令。计算中如果发现地 
面没有日照，这表示地面的法线反了，可以调用菜单命令翻转。 

(五)测点日照时间计算 

本程序设置了测点日照时间计算命令，可以对用户输入的测试点集合 
逐点进行日照测试的功能。使用这些测试点可以采用同一个坐标系，也可 
以分别采用不同的坐标系。 
程序可以对这些测点进行三种不同意义的日照计算，它们分别是“单 
点日照”、“平均日照”和“同期日照”(见图3-15,18,19)。 
“单点日照”：对于指定节气计算各测点的有效日照时间和日照时序 
表，计算结果会自动在图中标出，记录到数据库中或输出成文件。 
 “平均日照”：在给定预选测点集合并指定了最小高度角和扫掠角 
后，计算各节气测点集合的平均日照时间。 
 “同期日照”：在给定预选测点集合并指定了最小高度角和扫掠角 
后，计算测点集合的同期日照时间和时序，即诸测点同时被照亮的时间和 
时序。 

点取“测点日照”命令将能进入测点日照时间计算。此时程序弹出如 
下的“测点日照时间计算”对话框(图3-15)。 

图3-15 测点日照时间计算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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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盒中包含两个组框：测点列表、测点参数。 
“测点列表” 组框：包含一个测点树形控件窗口，其中列出了所有由用 
                 户输入的测点，测点用它们的标识符来标记。为了便 
                 于识别用户可以用栋号、单元号、户号的混合来组成 
                 这个标识符。用户在测点树形控件列表中按下鼠标右 
                 键，将弹出浮动菜单(图3-16)，菜单中包含了有关测 
                 点的一系列编辑命令，它们有“点取”、“格式”、 
                 “添加”、“删除”、“亮显”和“恢复”，用户可 
                 以点击菜单中对应的命令来完成需要的操作。测点列 
                 表中被选中的测点是作为当前默认的测点，它的参数 
                 被自动显示在“测点参数”组框中。 

    测点的坐标可以由用户按“点取”命令在图中点 
取或直接手工键入。如果手工键入发生错误，可以点 
取“恢复”按钮来恢复测点手工修改前的坐标值。 

测点列表中的各个点可以采用不同的参考坐标系，任何时候当前测点 
均采用当前坐标系作为它的参照坐标系。换句话说，当用户切换当前的坐 
标系，当前测点选用的参照坐标系自动作相应改变。 

“测点参数” 组框中列出了当前点的坐标。当用户改变测点树形控件窗 
口中选择的测点时，过去选中的测点将按“测点参数”显示现有的数据进 
行刷新。然后再显示新选中的测点的数据。如果新的测点与原来的测点采 
用不同的参照坐标系，程序将自动切换当前坐标系。 

“测点参数” 组框中还包含如下三个选择框： 
“六十进制” 校核框：选取该框，计算结果将采用时：分：秒六十进制 
格式，否则采用十进制小数来表示。 

“真太阳时” 校核框：选取该框，计算结果采用真太阳时。否则采用北 
京时间，程序会在计算结果上自动加上时差。 

“连接到数据库” 校核框：选取该框，计算结果将自动进入与工作文件 
同名的Access数据库中的point表和coordinate表。用户必须注意数据库 
每当用户进行计算时均被全部刷新。只有参加本次计算的测点才进入数据 
库。 

 “测点参数” 组框中包含一个属性页面，它们分别是“单点日 
照”、“平均日照”和“同期日照”。当其中的一个被激活时，日照计算 
的模式也同时被切换到该属性页的模式(图3-15,18,19)。 

各个树形属性页中包含了一个树形控件列表窗口和一些辅助的数值编 
辑栏，其中树形窗口是用来显示计算结果的，编辑栏或其它时间控件是用 
来设置日照计算控制条件的。具体计算时必须选中测点和节气控件中对应 
子项的选择框，以此来定出测点选择集和节气的计算集合。如果不定出这 
些集合，程序将不进行任何计算。 
在定出“遮挡集合”后，可以点取“计算”按钮来算出该点的日 
照时间序列和有效日照时间，计算结果会显示在列表框中；其中标出了每 
一个有效日照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以及该段的时间长度。 

图 3-16. 测点窗口 

“测点参数” 组框：同样包含一个坐标系树形控件窗口，其中显示了工 
                             作文件定义过的所有的用户坐标系，红色 
                             图标显示的是当前默认的坐标系，新添加 
                             的坐标系在用户没有设定坐标方位前为灰 
                             色的图标，设定后图标自动变成黑色，此 
                             时该坐标系可以被激活成当前坐标系。 
                             用户在坐标系树形控件列表中按下鼠标 
                             右键，将弹出浮动菜单(图3-17)，菜单中 
                             包含了有关用户坐标系的一系列编辑命 
                             令，它们有“默认”、“设置”、“添 
                             加”和“删除”。这些命令按照弹出菜单 
                             时鼠标光标所在的坐标系的状态来激活或 
图 3-17. 坐标系树形控件窗口      禁止。用户可以点击菜单中对应的命令来 
                             完成需要的操作。用户添加新坐标时注意 
不能和已有的坐标系重名，同样，如果一个坐标系已经被测点选择用来作 
为参照坐标系，就不允许用户将它删除。用户在这个组框中进行的所有操 
作都直接进入AutoCAD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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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输出到文件”校核框，将允许用户点取“文件名”按钮来定出 
输出文件。 
输出文件采用自由格式，用户可参看在线HELP。 

(六)楼座的自动升起和窗口的生成 

有的场合，例如点式高层楼群，由于一梯多户的布置，设计者为了 
索求采光和通风而采用的抽槽，使建筑立面琐碎曲折，如果采用等值线计 
算就不那么方便，因为必须为各个立面建立 UCS 坐标系。这种场合直接计 
算窗口的日照时间将比较方便。所有的计算结果都可以自动输出到 
Access 数据库，为住户查询提供方便。 

为了直接计算窗口日照，必须在建筑模型中添加窗口。本命令就是 
为此目的而设，使用该命令能够依据建筑平面图，自动生成建筑物墙面的 
高度,并且自动生成窗口。但本命令中并不定义建筑的墙面组成以及和窗 
口的对应关系，这些在满窗日照计算完成，结果进入数据库后再由“窗属 
性设置”命令完成。不使用该命令而由其它方法任意添加的窗口，将不能 
保证参加计算。 

图3-18 测点全年平均日照时间计算对话框 图层名要求： 
首先要求用户手工增加一个窗台线层”sill”。其上放置窗位线，窗台 

线为单根直线或多义线。它是窗口在水平面上的投影线，即建筑物平面图 
中的窗口位置。在平面图中要求窗台线的投影和外墙面线一致。如果脱开 
较多，将不能起作用。本命令只能用来建立矩形窗口，不能用于建立倾斜 
墙面上的窗口。 

本命令建立的窗口对象位于“Window”图层上，在建立窗口的同时标 
注窗口的编号，编号位于“indicate_F0”图层上，用户不要随意改变或 
移动该图层的内容，以免窗口编号失落。 

外墙面的升起： 
一般我们在 WCS 坐标系下，用带高度的多义线建立建筑模型，这些多 

义线的侧面就相当于建筑物的外墙面。一栋建筑物可以由多个这样的多个 
多义线组成，而这些多义线可以有不同的底部标高 elevation 和厚度 

图3-19 测点同期日照时间计算对话框 th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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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命令可以将平面图中的外墙线多义线升起，并且自动设置该多义线 
的 elevation 和 Thickness。如果多义线是闭合的，则同时检查和修正它 
的回路走向，使其成为逆时针方向。 
窗口编号的组成规则： 

本命令首先要求对窗位线编号，然后根据窗位和楼层对各窗口进行编 
号。窗口的编号依照如下的规律: 

楼层-窗位 
窗口编号总的字符个数不能超过 31 个英文字符。窗口的编号进入数 

据库窗表的“label”字段中，用户可以从中分解出窗所在的楼层。窗口 
的编号中不包含建筑物编号信息，这个信息由数据库中窗表的 
“adherence”字段描述。 

点取菜单中的”构筑窗口”命令，就能弹出窗位生成对话框(图 3-20)，用户 
可以用它来生成立面上的窗口。此框中包含三个组框： 标高，层高及窗 
口。左边有一个层高列表框，其中列出了楼层编号和层高。 

标高组框：其中包括下述五个控件； 
室外地坪标高：建筑物室外地坪的标高数。 
室内地坪标高：建筑物正负另即室内地坪的标高 
檐口顶部标高：檐口顶部或女儿墙顶面的标高，由于程序自动计算楼 

层的总高度，所以用户可以在计算出的高数值上增加女儿墙的高度. 
“外墙面”按纽：点取此按钮，由用户选择一条代表建筑物外墙的多 

义线作为操作对象。 
“设置高度” 按纽：点取此按钮，程序将按照组框中列出的标高数 

值设定该多义线。 

层高组框：其中包括下述四个控件，通过它们对对话框左边的层高列表框 
的内容进行操作； 

层高编辑框：建筑物室外地坪的标高数。默认值为 2.80 米。当用户 
在层高列表框中选中一些楼层时，这些楼层中高度的最大值将显示在该编 
辑框中。 

“加层”按纽：点取此按钮，将在层高列表框中增加一层，该层的高 
度采用当前组框中所示的层高数值。 

“删层”按纽：点取此按钮，将在层高列表框中删除所有当前选中的 
楼层。 

“设置” 按纽：点取此按钮，程序将按照组框中列出的层高数值设 
定层高列表框中所有被选中的楼层的层高。 

窗口组框：其中包括下述六个控件，通过它们选定窗位线并生成窗口； 
窗洞口高编辑框：本次生成窗口预设的窗洞口净高。默认值为 1.50 

米。 
图 3-20 楼座和窗位生成对话框 窗台高度编辑框：本次生成窗口预设的窗台面相对于室内楼地面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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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默认值为 0.90 米。 

“窗位线”按纽：点取此按钮，将要求用户选出该墙面对应的窗位线 
(一根或多根)。并自动纠正窗位线的方向，保证以后生成的窗口的外法线 
指向建筑物外部。 

“窗位线编号”编辑框：当用户选出该楼座所属的窗位线后 ，程序 
会自动将窗位线按整数序列编号，并将其中之一的编号显示在本编辑框 
中。用户可以按照建筑标准层中的窗口标号对各个窗位线进行标号。此时 
可以直接修改编辑框中的字符串，当用户切换到其它窗位线时，原来的窗 
位线将取修改后的字符串名称。窗位线编号被放到合成后的窗口编号的最 
右边。 

“>” 按纽：使用左边的“>”按钮可以以键控方式切换窗位线集合 
中当前被选中的窗位线，并改变它在图形窗口中的颜色以志标记。 

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首先要在总平面图中绘出代表建筑物外墙的多义线，然后在其中绘出对应 
的窗位线。由于本程序进行容差校正，用户可以随意选取平面图中窗洞端 
口线的两个顶点来绘制窗位线，上述古两种线的 thickness 数值均为零。 

根) ，程序会自动给它们按整数序列编号，使用左边的“>”按钮可 
以以键控方式切换这些窗位线。用户可以按设计编号修改对应的窗位 
线的编号。 

7. 然后设置好窗洞口的净高以及窗台面相对于室内地面的标高度。如果 
将窗洞口的高度改成 0.00，则程序只在建筑立面上生成窗台线。它只 
有两个端点，而几何平均点就是窗台中心。 

8. 在列表框中将需要开窗口的楼层统统选中，这样以后在点取“生成窗 
口”键时才能在这些楼层上生成对应的窗口。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有 
时不是每层在此位置都设置窗口。 

9. 点取“生成窗口”按钮，程序将自动添加一个”window”图层，并在其 
中生成所有对应的窗口。这些窗口的编号也在图中自动标注出来。当 
所有需要计算的窗口均生成后，用户就可以转到后面的操作步骤来计 
算满窗日照。 

一个小区中往往有许多楼宇采用同一楼型，用户可以先建立一栋楼宇 
和它的窗口，完成后再用 copy 或 array 命令将它复制到其它位置。注意 
复制时要连同窗口编号一起复制，否则将会发生丢失窗口编号的现象。 

本命令不能生成垂直墙面的非矩形窗口，同时也不能生成倾斜墙面上 
1. 先点取“外墙面”按钮。选出一条外墙线，程序会高亮度显示该多义 

线对象。 
2. 在标高组框中设置好建筑物的室外地坪标高和室内地坪标高。 
3. 在层高组框中设置好当前默认的楼层高度，并点取“加层”按钮给该 

外墙添加楼层。最后将楼层列表框中各个楼层的高度按设计图纸处理 
好。 

4. 在标高组框的“檐口顶部”标高一栏现有的数值上加上女儿墙的设计 
高度，如 0.60 米。 

5. 此时可以点取“设置高度”按钮，用户可以看到图形窗口中的多义线 
被调整成对应的属性。 

6. 点取选取“窗位线”按键，选出与该外墙线对应的窗位线(一根或多 

的窗口，对于这些窗口，可以采用如下的操作： 
1. 在窗口所在的外墙面建立用户 UCS 坐标系。 
2. 将“Window”图层设置成当前层，并按逆时针方向用闭合的 pline 

线绘制窗口的边界。 
上述方法绘出的窗口同样能参加“满窗日照的计算”，在计算完成并 

建立起数据库后，可以用“窗属性设置”命令来对这些非标窗口编号并设 
置与所属建筑物的关联。 

(七)定义建筑物和它的窗口属性 

建模过程中用户随时可以进行建筑物的定义，其中包括组成该建筑物 



清华建筑日照软件使用手册 39 40 清华建筑日照软件使用手册 

的外墙面、屋顶和其它建筑部件。然而关于窗口属性操作的一些控件被设 
置成灰色，禁止使用，也就是说此时不能建立窗口和建筑物的关联。只有 
在用户完成满窗日照计算并生成数据库后，调用本条命令时，窗口属性的 
控件才被激活。此时用户可以选择窗口并建立它们和当前建筑物的关联。 

点取“窗属性设置”命令，将弹出建筑和窗口属性设置对话框(图 3-21), 
其中包括建筑属性和窗口属性两个组框： 

“建筑属性”组框: 
建筑物名称下拉列表:其中列出了本工程所有已经定义过的建筑物。用户 
可以修改已有建筑物的名称，也可以在其编辑框中键入新的建筑物名称， 
对它进行定义并加入到列表中去。 

多义线,组成屋面 3DFACE 面或其它建筑部件. 

“窗口属性”组框: 
窗口生成组框： 
“窗口所在房间性质”下拉列表:其中列出了当前选中的窗口的所在房间属 
性, 其中列出住宅、幼儿园、学校、医院、其它等五种不同的建筑类型。 
由于房间的使用性质决定了该窗口的允许有效日照时间指标,所以用户应 
该设置好该属性. 
“窗口名称”编辑框:当用户选中一个窗口时,该编辑框有效,它主要用来修 
改窗口编号和输入非标窗口的编号.选中多个窗口时该编辑框被禁止. 
“属性设置”按钮:用来对当前选择集中的窗口设置属性.此时会自动建立所 
选窗口和当前建筑物的关联. 

(八) 满窗日照计算 

本命令用来计算满窗日照和窗口角点的日照，计算出的日照时间，除 
了在屏幕的文本区上显示出对应的结果，其中包括了窗或窗口的各个角点 
以及它的几何平均点的日照时数和日照时序。还在建筑物立面上窗口的中 
心和角点部位标注出时数，并且按照日照时数对应的颜色来重画窗口，使 
得计算结果可以一目了然。结果可以用彩色绘图机输出。 

计算结果也可以输出到 Access 数据库。附录 4 列出了数据库中各个 
表的属性段，其中包含了详细的计算结果。规划管理部门可以对此加以后 
期处理，以便按自己的要求输出报表等等。如果开发了网络服务程序，该 
数据库也可用来供城市居民进行网上查询，减少居民因日照矛盾上访的麻 

图 3-21 建筑和窗口属性设置对话框 烦，实现管理的信息化。 

在进行计算时，用户先要确定两个建筑物集合，也有称作遮蔽集合或 
遮挡集合. 第一个集合是规划前或建设前遮蔽集合，也即新建筑未建成的 
建筑集合。第二个集合是规划后或建设后遮蔽集合，即新建筑建成后的遮 

建筑物属性下拉列表: 其中显示的就是当前建筑物的性质,用户可以修改, 
在修改后必修点击设置属性按钮重新加以设置,才能使新的属性生效. 
“已建”校核框:用来设置建筑物的建设状态. 
“选择建筑”按钮:此键用来选取组成当前建筑物的图形对象,如代表外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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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集合。用户必须客观地将周边对计算窗口日照有影响的所有相邻建筑物 
都选取进来，否则会因此而影响计算结果的合理性。 

这两个集合被编组并保存到 AutoCAD 的 DWG 文件中，同样也将它们的 
实体句柄保存到输出的数据库中，因此对规划审批部门来说，报审方案的 
计算结果是否正确，可以通过这些文档的一致性，以及复算结果加以确 
认。 

中，由于各个节气太阳方位角的变化，各个节气对 
测算平面产生遮蔽的建筑群体不是一成不变的。用户如果要计算多个 

节气的日照，应该将所有可能造成遮蔽的建筑物全部收罗到集合中，由程 
序进行筛选。 

点取显示控制按钮将弹出(图 3-23)的窗显示控制对话框： 

其中包含了两个组框： 日照数值 
用户必须注意到满窗日照时间小于该窗口各个角点的有效日照时间， 

这是正常的现象。由于现行国家规范中没有“满窗日照”这个名词，用户 
如果采用满窗日照时数作为日照指标将无意中提高了日照的标准，形成地 
方法规与国家规范不一致的矛盾。实际场合对于一些位于凹角的窗口，满 
窗日照本身可能根本不可能实现。 

点取“窗同期日照”菜单命令将弹出(图 3-22) 的 
满窗日照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首先显示了计算的节气，这个节气就 
是用户先前调用“sunpara”命令设置的的日照参数。 
下面包含两个组框，组框一是遮蔽集合，二是显示控 
制. 另外设有计算和退出按键。 

任何时候用户点取“现状遮蔽集”，程序让用户在 
图中选出现状遮集合。如果事前已经定义过现状计算 
集合，则程序先以高亮度显示出原来的选择集。并询 
问是否需要重新定义，如果用户决意要重新定义可以 
应答并进行选择，新的选择集将取代原来的选择集。 

点取“规划遮蔽集”按钮的操作同上一致，然而它 

图 3-22 满窗日照 形成是规划遮蔽集。 
现状遮蔽集和规划遮蔽集信息均被保存到 DWG 文件 

图 3-23 

及法线。 
日照数值组框： 
字高: 窗口中日照时数标注字符 

的大小，用户可以修改。 
标注: 决定是否要在图中标注计 

算出的日照时数。 

法线组框： 
尺度: 图形窗口中法线矢量符号 

的大小。用户可以修改。 

窗显示控制对话框 显示: 是否在图形窗口中显示法 
线矢量符号。 

输出控制组框： 
全部节点校核盒:对话框中的全部节点校核盒用来决定是否显示和输 

出窗口的全部角点的计算结果。 

数据库校核盒:选取该校核盒，程序将自动生成和工作文件同名 
的.mdb 文件。并且在计算满窗日照时，自动把数据填入数据库文件的记 
录中。仅规划管理版有这个功能。 

“六十进制” 校核框：选取该框，计算结果将采用时分秒六十进制时 
间格式，否则采用十进制小数来表示。如果需要对计算结果作进一步分析 

计算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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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采用十进制将为方便。例如需要计算日照约束下的极限容积，就要求采 
用十进制。但作为管理报表，采用六十进制更符合一般的习惯。 

“真太阳时” 校核框：选取该框，计算结果采用真太阳时。否则采用北 
京时间，程序会在计算结果上自动加上时差。这样一便于在现场实测时对 
照。 

文本窗口校核盒:选取该校核盒，程序在计算过程中自动将计算结果 
显示在 AutoCAD 的文本窗口中.由于没有建立窗口和建筑物的关联,屏幕上 
只报出窗口的编号,而没有它的所属建筑性质。 

现在回到满窗日照计算对话框. 
“反转窗法线”按钮： 程序用来反转图形窗口中显示的法矢量。这 

是因为当用户在建筑物外墙面添加非标准的窗口时，手工绘制的窗口不一 
定符合左手回路法则，也就是说,窗口的外法线矢量有可能指向室内，此 
时计算出的结果不准确。点取此按钮，程序将要求用户在图形窗口中点出 
需要反转法线的窗口，然后自动将法线反转。 

“计算”按钮： 点取计算按钮，将进行满窗日照计算。 

计算前首先要求用户在图中选出需要计算的窗口，这些被选出来的窗 
口除了其中一些背向阳光，或有效时段内没有日照的窗口不进行计算外， 
其余的窗口全部参加计算。程序将自动依次对现状遮蔽和规划遮蔽两种工 
况进行满窗日照计算. 如果用户事前没有定义好这两个遮蔽集，对应工况 
的计算任务则被取消。. 

每一种工况的计算前，程序均要求用户确认正要开始的该工况的计 
算。用户可以放弃不想计算的工况。 

由于图形窗口中窗口的颜色是随每次工况的计算结果而改变，所以如 

果用户要保留某工况的计算结果图形，就必须每次只选择计算一种工况进 
行计算，并在计算完成时保存对应的图形文件。 

由于遮蔽选择集是保存到图形文件中的，所以无论什么时间,或者用 
户重新打开工作文件，想再进行计算，只要点取选择计算，然后到图中去 
选出要计算的窗口，程序将自动重新计算，并将数据库中记录刷新。 

对于一些异形窗，用户只要在建筑物外墙立面上采用外墙面坐标系以 
用圆、椭圆和多边形绘制。注意绘制时一定要注意，窗口面不能凹进或突 
出墙面，即同外墙面平齐；窗口要画在 Window 图层上；必须按逆时针回 
路的方法来画。然后在此步中同时选中，同样能进行计算. 

计算结束后用户可以在 Word 中编写计算报告文挡，并在其中插入该 
数据库。插入时要按照自己的要求建立好筛选条件。相关操作请参看 
Word 在线帮助，在此不作累述。 

词汇解释： 
满窗日照： 有效日照时间段中，窗口每一角点同时获得日照的日照时间 
的总和。从计算的角度来说即是各个角点日照时间的 AND 运算结果。 

窗口的几何平均点：几何平均点是指这样一个点，它的坐标取窗口角点坐 
标几何平均值。 

现状遮蔽集合： 规划前的已建建筑集合，包括参加计算的窗口所在的建 
筑物。 

规划遮蔽集合： 规划后的建筑集合，包括已建和未建，并扣除拆除的建 
筑物的集合。同样包括参加计算的窗口所在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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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空图法 
点取“天空图”或直接键入“suntrace”命令将执行天空图太阳轨迹模 
块。用户只须在平面图中指出测试点所在，并在可能发生遮挡的建筑南方 
指定画面的位置。然后程序会自动调用AutoCAD的DVIEW 命令，打开透 
视模式。此后，由用户作适当调整后就可以输出该点的天空图，天空图中 
绘出了太阳轨迹。从天空图中时间尺刻度上可以读出日照时刻（图3- 
24）。天空图法只能用于我国北方城市冬季日照计算[注]。 

(十)日照圆锥 
照射到测点的太阳光线在一天的运行中扫掠出一个圆锥面。测点位于 
圆锥的顶点，不同节气的这个圆锥体可以是凸或凹的。处于测点水平面上 
的日照圆锥与建筑物或建筑构件（如阳台、雨棚、窗间墙）等的相贯线形 
成了对测试点遮蔽。从中可以详尽地分析测试点的日影遮蔽情况。具体作 
法如下： 

点取“日照圆锥”命令，程序要求用户先指定日照圆锥的顶点位置， 
然后给出要求的日照圆锥的大小，用户确定这个大小应该让日照圆锥与可 
能发生遮蔽的建筑物充分相交。然后再调用/modify/boolean/Union 命 
令，将日照圆锥与可能发生遮蔽的建筑物实体(3d solid)作布尔运算。 

图3-24 天空图法实例 

天空图法的运行中会在工作文件中增加一个名为“Time”的图层，每作一 
个测点，将在该图层中增加代表太阳轨迹和时标的图形对象。如果要对多 
点进行测试必须将前一次生成的上述对象删除干净。由于天空图法采用中 
心投影的算法，不同于等值线和日照圆锥方法，因此可以用它来检查后两 
种方法的计算结果。 

图3-25 建筑群的日照圆锥分析 

[注] 
利用数字相机定焦距拍摄天际线照片，再调入计算机中可以采用此原理进行日 

这时如果有遮蔽发生就可以看到有部分可能发生遮蔽的建筑物凸出在圆锥 
体外，同时它们的相贯线也被求出(图3-25)。日照圆锥图中可以清楚地看 

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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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测点前方建筑物的阻挡情况，也可以用ID命令读出相贯线线上的关键点 
的坐标，从而定出修改方案的意见。这个方法对于确定建筑方案有着重要 
的意义。 
日照圆锥只适用于北半球的冬季节气，其它的情况下太阳光线形成半球 
体或凹的圆锥面不便于表达结果。 

(十一)返回光线和边缘光线 
从测试点引出和阳光入射方向相反的光线，我们称之为“返回光线”。按 
照一天中不同的时间从一个测点可以引出许多返回光线。“边缘光线”是 
其中的一些临界状态的光线，它们扫掠建筑物轮廓，是测点转晴或转阴时 
刻的太阳光线。本程序设置了“边缘光线”功能。使用该功能，用户可以 
指出测点，给出边缘光线要求的长度，建立与测点有关的遮挡集合。然后 
由程序计算和绘出边缘光线、边缘光线和建筑物的交点、标注对应的时 
刻。同样用户还可以添加自定的返回光线光线。 

“返回光线”会自动作出和建筑物表面的相交点及标注时刻。除“边缘光 
线”不可编辑外，用户可以对自己定出的“返回光线” 
施加“移动”和“夹点编辑”操作。当光线被拖动到新的位置上，会自动 
修正交点和时刻。 

  点取“返回光线”命令可以求出边缘光线和临界时刻,此时程序弹出 
的 “边缘光线设置”对话盒（图3-26），其中包含三个组框： 
  测点、坐标系、边缘光线参数 

测点组框中包含如下控件： 

点取测点:由用户交互定出测点所在位置。 
X、Y、Z坐标编辑器：由用户填入测点所在参考坐标系的坐标值。 
“计算”按键：当用户选出测点有关的遮挡集合后，此键自动激活。 
点取此键将进行日照计算，并自动在图中作出边缘光线。作出与建筑 
物的交点，并标注对应的时刻。同时在边缘光线参数组框的列表内列 
出各时刻和它的属性。 

图3-26 边缘光线设置对话盒 

坐标系组框中包含如下控件： 

坐标系列表组合框：定出右边的测点采用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应该 
在执行“返回光线” 命令之前由用户作出并命名过的坐标系。当然也 
可以临时新建。其中各控件的作用同“日照等时线”P23页之叙述。 

边缘光线参数组框中包含如下控件： 

时刻列表:临界时刻列表窗口。该列表窗口中自动按时间升序列出 
临界时刻表。此表中最初默认日出和日落两项。 
字符高度:为日照圆锥图中时间标注字符的高度值，此数是相对日 
照圆锥的，当边缘光线长度选定后，程序会自动填入推荐值。当然 
也允许用户对它进行修改。 

光线长度：由用户交互定出边缘光线的长度。 



清华建筑日照软件使用手册 49 50 清华建筑日照软件使用手册 

Cancel 按键:按下此键将取消对话盒操作。Ok 按键:按下此键将结束 
对话盒操作。 

不同测点的返回光线的夹点同时激活，这样会导致失败。（参图3- 
27与3-28）。 

返回光线在日照的单点分析中十分有用，使用AutoCAD的ID命 
令，并采用CEN关键词捕捉返回光线和建筑物的交点的小圆圈，就 
可以获得交点的坐标。设计人员可以从光线和建筑物的交点来决定 
如何修改前面的建筑物的体形。 

图 3-27 返回光线图平面图 图3-28 返回光线图轴测图 

添加按键：点取此按键，将让用户以交互方式添加返回光线。程序 
会自动作出这根光线和建筑物的交点，并标注时刻。与边缘光线不 
同，对返回光线可以施加“移动”和“夹点编辑”操作。这两个操 
作过后，程序会自动更新该光线和建筑物的交点及时刻。 

用户选出一个遮挡集合后，可以作出数量不限的测点和它们的 
边缘光线束及返回光线，然而在对辅助光线进行夹点编辑时必需注 
意，不能对不同测点的返回光线同时进行编辑。这就是说，不能将 

(十二)地块参数设置 

建筑日照2.0增加了规划地块的容积计算功能,其中包括“阳光通 
道”、“返回光线切割器”及“极限容积计算”三种方法。这三种方法在 
国内是首创。使用这些方法建筑师可以轻而易举地求出规划的新建筑的合 
理体形，求出容积率。或者找出对设计产生不良约束的原有建筑物的关键 
窗口，为解决矛盾找出出路。希望它们能够成为建筑日照计算的标准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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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三种方法，首先要设置规划地块的控制参数，这些参数包括一 
个用闭合的多义线绘制的地块边界圈、以及场地区位的建筑控制高度、建 
筑物的平均楼层高度。如果建筑师已经有了构思，可以在”Loop”层上用 
闭合的多义线绘出建筑的底座，这种polyline线不要赋以厚度。对于一个 
复杂的控规设计，包含有多个地块，它们的参数不一定会相同。需要分别 
加以设置。 

地块参数设置完后，程序能够自动生成初始的“蜂窝积木体”，这个 
名字是我给它起的。“蜂窝积木体”实际上是由许许多多相同的方柱组 
成，这些方柱截面的边长可以是1.0~5.0米范围，数值按需要来定。它们 
的高度等于地段区位控制高度。实际上它们是由带厚度(Thickness)的矩 
形的多义线绘制的。“蜂窝积木体”代表了无约束下的最大容积形体，实 
际上规划的建筑物可以占据的容积空间小于或远小于这个初始的容积体。 

“阳光通道”、“返回光线切割器”及“极限容积计算”三种方法将 
自动或以交互方式对初始的容积体进行切削，逐步求出可行的容积体积。 

请用户注意到上述三种方法计算时以每一根方柱的中心点为基准，换 
句话说即只有中心点的高度才满足约束前提。则对于北京地区来说，如果 
方柱的边长取4米，冬至正午时方柱的顶面北缘将高出通过该方柱的约束 
光线0.99米。因此设计的建筑形体必须留有一定的余地。用户最终的建筑 
设计结果，应该再作正日影计算详细校核。 

点取“极限容积率” 菜单子项“地块参数设置”将弹出如下的“地 
块参数设置”对话框(图3-29)。本对话框包含三个组框:“网格控制参 
数”、“网格坐标系”和“场地区位控制参数”组框。 

“网格坐标系”对话框中控件的用法和“日照等值线”模块中描述的 
一样。由于建筑在地块中一般都有着一定的布置方向，有时也叫走向。所 
以生成的积木体也应该符合这个走向。因此在生成积木之前，必须先定义 
用户坐标系。这个坐标系的Z轴应该和WCS坐标系的Z轴一致，其它的由 
用户根据设计意图来决定。 

“网格控制参数”组框的用法和“日照等值线”模块中描述的也一 
样。其中的格子边长DX,DY就是积木短柱的边长，它们的大小由用户决 
定。再重复一遍，使用计算出来的容积体时一定要考虑到短柱边长引入的 
误差。任何时候，生成的地块采用当前定义的颜色。用户可以点取该色 
块，在弹出的AutoCAD标准颜色对话框中选取新的颜色。 

“场地区位控制参数”组框中包含了地块中的许多重要参数。这些参 
数由用户按设计要求填写。例如不同使用性质的建筑物标准层的高度也可 
能不同，这将影响到最的终容积率。地块标识符下拉列表框中列出了设计 
中已经生成的积木体名称。如果用户要建立一个新的积木体，首先要在该 

图3-29 地块参数设置对话框 下拉列表框的编辑栏中键入新的地块名称，如果编辑栏中有着已经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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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名称，则当用户点取“新建”按钮时，程序先将按新设置的参数对原 
有的同名地块进行刷新。 

则积木按照网格定位框的大小生成。这种方式且叫做“程序先决模式”； 

如果用户已经在loop图层上绘制出地块中建筑物的底座边界，并且在 
与早期的版本不同，2.1版有一个重要的改进，即中不同层高，不同方 

柱边长以及采用不同参照坐标系的积木体可以同时参加计算。 

为了计算地块的容积率，必须知道地块的用地面积。这个面积的默认 
值为10000.00平方米，如果用户在图中绘出了地块的边界线，可以点取 
“地块边界线”按钮从图中选出这根边界线，边界线的面积会自动进入对 
话框中的地块面积编辑栏中。注意地块边界线不要画在”Loop”图层上。 

积木的生成有两种规则：如果用户没有在loop图层上绘制地块中建筑 
物的底座边界，并且在设置网格时定位框时没有捕捉到这些底座边界圈， 

设置网格时定位框时捕捉到这些底座边界圈，则积木按照建筑物的底座边 
界限制的区域生成。这种方式且叫做“建筑师先决模式”。所以这样称 
呼，主要是在后面极限容积GA的生成算法中它们有着特别的意义。 

本软件生成的所有的积木块都在一个名叫“building_brick”的图层 
上。地块的蜂窝积木体实际上是采用用户命名的Group保存的，用户可以 
在 命 令 行 中 键 入 “ Group ” 命 令 察 看 。 该 块 的 名 称 是 地 块 标 识 符 
+ “_brick”后缀组成的。在它的附注Description中包含着该蜂窝积木块的 
生成控制信息，这些信息由程序管理，用户不要去改动。 

使用该对话框生成规划项目中所有的与规划建筑对应的蜂窝积木体。 
然后点取“Exit”退出本对话框。任何时候用户都可以再次调用本命令添 
加或修改设计项目中已有的积木体。一个完成的作业（见图3-30）。 

(十三)返回光线切割器 

新建筑周围已有的居住建筑构成了对新建筑容积形体的日照约束。因 
为按照我国的住宅设计规范，必须保证这些居住建筑的一些卧室和起居室 
的窗口满足法规规定的最小有效日照时间；同样在总图设计中，有时也必 
须保证中央绿地的日照时间；在目前推出的太阳能建筑中，设计时也必须 
保障太阳能转换设备的日照时间。 

“返回光线切割器”提供了一种实时的交互工具；我们可以从这些需 
要保留日照时间的窗口窗台或墙面底边角点引出一些时间不同的“返回光 
线”。将代表日照起始和日照结束的返回光线两两结对，它们能够形成一 
种特殊的切割器，当它通过规划中的蜂窝积木体时会像“割草机”一样自 

图3-30初始的蜂窝积木体 动修剪位于两根光线之间的蜂窝积木体的短柱。具体来说用户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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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CAD 提供的“夹点编辑”功能来拖曳切割器的每一根光线，动态地对 
地块的蜂窝积木体进行切削。为了方便，用户拖曳的同时，切割器的时间 
参数自动显示在 AutoCAD 的状态行中报出。切割器两根光线的时间差在图 
中动态同步标注出来。 

“结对”按钮：点取此按键，程序要求用户选取两根返回光线，然后 
拖曳的同时一个无模式对话框将在屏幕上工作窗口的左上角自动弹 

出，其中实时地报出地块的名称和容积指标。当该切割器的任何一根光线 
被拖曳时，对话框中的参数会自动刷新。 

当用户的工作文件存盘时，返回光线切割器被同时保存。任何时候再 
次打开这个工作文件，依然可以进行拖曳切割。 

点取“极限容积率” 菜单子项“返回光线切割器”菜单栏可以弹出 
“返回光线容积切割器”对话框（见图 3-31）， 

“颜色”图标：为了区分不同节气的返回光线，我们设置了返回光线 
通过该对话框用户可以在图中添加返回光线，对它们结对或拆对。对 

话框中有两个下拉列表如下所述： 
地块名称下拉列表: 其中列出设计中已经建立了蜂窝积木块的地块名 

称,被选中的地块成为当前地块。 

颜色图标，24 个不同的节气分别具有各自不同的默认颜色。当用户改变 
当前选择的节气，图标的颜色也相应变动。如果用户想自行定义返回光线 
的颜色，用鼠标左键单击图标，可以通过 AutoCAD 的标准颜色选择对话盒 
选择需要的颜色。 

最后强调几点： 
*切割器和地块相关，在当前地块上定义的返回光线切割器只能切割当 

前地块，而不能切割其它地块上的蜂窝积木体。尽管您可以强行将它们拖 
曳到其它地块，仍然不能产生对这些地块上的积木体的切割。 

*返回光线的数据结构中保存着定义它们时的节气。各个切割器是独立 
的，彼此不相关联的。换句话说，在一个地块上可以定义多个不同节气的 
返回光线切割器。在它们被拖曳时各自按照自身的参数同时来对积木体进 

图 3-31 返回光线容积切割器 

“添加”按钮：用来在图中添加返回光线，用户此时需要指出返回光 
线的始点和终点。产生的返回光线自动使用对话框中显示的颜色。 

自动将它们组成切割器。当两根返回光线组成切割器时，它们的终点被用 
标注线连结起来，同时标注出它们的时间差。组成切割器的返回光线的的 
基本功能并无改变，只是当它们中的任何一根被拖曳时，切割的效应就会 
产生。切割器是独立工作的，一个切割器的改变不会影响到其它的切割 
器。 

“拆对”按钮：点取此按键，程序要求用户选取两根已经组成切割器 
的返回光线，解除它们的联合，删除对应的切割器。此时这个切割器产生 
的切割效应就会解除。 

行切割，得到最终协同切割的结果。这种方法是程序编制者首创的，国内 
节气下拉列表: 其中列出 24 个节气，被选中的节气成为当前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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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报道过的，它的能力远远超过以往的人工作图方法，希望能成为业界 
推荐的方法。 

图 3-30 所示的蜂窝积木体完成切割后的状况（见图 3-32）: 

图3-32 返回光线切割器工程实例 
图3-33 逆日影计算网格设置窗口 

(十四)阳光通道 

“阳光通道”使用“逆日影法”来计算在受已有建筑日照限制下新建 
筑的允许容积形体。按照住宅设计规范新建筑周边的居住建筑有一定数量 
的窗口需要保证基本日照条件。为了简化问题，我们把这些窗口所在的墙 
面作为日照约束面。已有建筑各个日照约束面不一定具有相同的日照时 
段。因此可以将这些面按照时间段来编组，各组分别具有不同的有效日照 
时段。我们把这些编组暂时称作“日照组团”。使用“阳光通道”命令， 
首先要完成地块参数的设置，生成这些地块的初始蜂窝积木体。 

然后点取“极限容积率” 菜单子项“阳光通道”菜单栏，将弹出如下 
的日照组团设置窗口（图3-33）。 

对话盒顶部的下拉式列表中显示了预先定义的地块名称。当用户改变 
列表的选择时，对应的地块积木的颜色将会改变成“白色”予以标识，后 
续的组团设置都只针对该地块进行。 

对话盒中间有两个列表框，右边的列表框中显示了该地块定义的日照 
组团名称和它们的包含的面的数量，我们称之谓“组团列表”。用户可以 
编辑其中各个组团的名称。此处必须注意对于一个工程来说，组团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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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重复，否则旧的组团将被新的同名组团置换。点取列表框下的集“新 
组团”按钮将在列表中增加新的组团。点取“点取面集”按钮，用户可以 
在图中交互定出该组团的面集，这些面集必须绘制在“0”层上。 

“组团列表”中当前被选中的组团成为“当前组团”。当前组团的各 
个节气要求的时间段在右边的时段列表中定义。当一个节气未被设置时， 
它的开始和结束时间都被定义成12.00。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安排来设置 
各个节气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当用户将当前地段的各个组团和它们的时间段设置完毕后，点取雕塑 
“Carve”按钮，程序将隐去对话框自动进行当前地块积木体的编辑，雕 
塑过程结束时，用户将得到地块符合上述组团日照约束的蜂窝积木体，它 
表示了可行的容积形体。同时程序进行地块的容积指标计算，在左上方的 
对话框中报出。建筑师设计的新的建筑物只要不超出这个容积形体，就不 
会影响已有的组团的日照条件。 

用户定义的日照组团信息被打包到工作文件中，此后任何时候，用户 
再次打开这个工作文件，原来定义的参数重行显示，可以对它们进行修 
改，再次进行计算。 

2.1版的“阳光通道”较以前的“阳光通道”有着相同的改进，即可 
以同时对不同参数和参照坐标系的积木体集合进行计算。它的计算结果直 
观明了，容易和设计的建筑体形进行对比，在AutoCAD中可以访问积木块 
的各个角点坐标。 

“阳光通道”和“返回光线切割器”是设计师主动的模式，即最终保 
留给被遮蔽的建筑窗口的日照时段和时间是由设计师设定的。设计师还需 
要合理组织和规划日照时段的分配，所得到的积木形体可以满足预定的约 
束条件，而且也尊重了周边已有建筑住户的权益。一个北京某建筑物方案 
阳光通道计算的实例（见图3-34 和图3-35 ）: 

“阳光通道”也可以使用在太阳能热水器、光电池板的场合。 
图 3-35 阳光通道输出结果 

图3-34 原始的地块和周边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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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照约束下极限容积计算 

建筑日照在我国北方城市的规划设计中的重要环节,它直接影响地块 
的容积率。房地产投资方如果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过高地估计了开发地块 
的容积率，在投标的初期阶段将会造成盲目的乐观情绪，而在规划设计的 
初步阶段将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并将影响最终的投资效益。 

在城市开发的地块招标阶段，规划部门能够预测地块的控制容积率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如果在招标阶段就能给出作为控制指标的地块的极 
限容积空间，就给投标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最终的建筑设计中建筑体形 
不突破极限容积空间，就不会对周边已有的建筑物的日照造成有害影响。 
减少了投标和设计的盲目性。 

本模块采用GA算法，由于该算法的特殊性，要求用户对该算法的基本 
概念有一定的了解。这可以参考附录中列出的书藉。或者安装光盘中的译 
文。 

本程序有两种不同的方法。 
1．计算整体网格区位的极限容积：用户设定的整个网格均被拉起成 

短柱，短柱的高度由地块周边已建的居住建筑需要保证日照的首层窗口约 
束决定。日照染色体由这些窗口的日照基因组成。 

2．计算规划地段多幢新建筑各别的极限容积：用户必须在地段中先 
绘制出新建筑物的边界圈，其方法同日照等值线计算中的边界圈一样。同 
时用户还需要使用本程序提供的窗口生成模块自动生成规划的新建筑的虚 
拟的首层窗口、周边已建的建筑物以及它们所属的可能对建设地段产生约 
束的首层窗口。日照染色体由这些虚拟的窗口和已建的窗口的日照基因共 
同组成。 

点击 “极限容积率” 菜单子项“极限容积”菜单项将会弹出日照约 
束容积计算对话框如下（图3-36）： 

对话右上方的树形控件框中列出了工程中已经定义好的地块名称，被 
选中的地块将参加本次计算。对话框下面包含三个组框：约束窗口日照控 
制参数组框、GA算法控制参数组框、计算结果组框。 

约束窗口日照控制参数组框：作为起制约作用的控制窗口，在建设前 
的日照时间应该是大于规范要求的日照下限，规划的新建筑建造后，将引 
起控制窗口日照时数的下降。所以组框中设置了两个关键的控制指标；最 
小日照时间，可采用60、120、180分钟，与国家规范一致。最小连续时 
间，可以采用1、30、60、90分钟，这样可以适合各地现行法规对日照时 
间连续性的不同要求。 

图3-36 日照约束容积计算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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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框中的“控制窗口集合按钮”用来供用户在图中选出窗口，由这 
些窗口的满窗日照时间和序列来形成被约束地块的日照染色体。操作时只 
需选中低层的窗口，因为它们是起决定作用的。如果多选了上层的窗口， 
将会增长运算时间。 

用户必须点取“遮蔽集合”按钮，在图中选出参加遮蔽的所有建设前 
的建筑物，由程序计算建设前(或称为现状)的日照时间。 

在实际工程中，有一些位于阴角墙面上的窗口本身并不存在满窗日照 
（常见于点式高层住宅楼），此时即使用户选中了这些窗口参加控制，计 
算时因为它们的满窗日照时间数值为零，将不能削减它们对地块的容积约 
束。此时应该换用“返回光线切割器”方法来对地块新建筑容积体切割。 

GA算法控制参数组框：组框中列出了遗传算法必须的全部参数，这些 
初始参数必须由建筑师来设置。由于最目标函数优势模式凝聚的速度对这 
些参数敏感，不恰当的参数将导致计算量的增大或优势模式凝聚的失败， 
错误的设置将不能导出最终的正确结果。因此使用者必须通晓遗传算法的 
概念，并通过对一些实例的计算，积累一定的经验才能较好地操作运行这 
个模块。其中交叉适应度比例表示每次繁殖中发生交叉变异的父代其适应 
度对整体适应度的比例，较小的数值将引起每次交叉变异的频率太高而导 
致算法凝聚速度的降低。变异概率表示新生代中发生基因错位的概率，它 
和用户选择的窗口数目相关，如果数值取得过大，将导致新生代中发生错 
位的窗口太多，而导致计算速度的明显下降。 

采用建筑师先决模式，建筑师必须按照设计意图将边界圈编组，编组 
中将建筑物的体量的重要性相同的建筑编在在一组。然后按照权重（即建 
筑体块的重要程度）的不同从高到低分批进行容积计算，每次仅计算一 
组。计算完一组后，马上要按计算出的积木体块在‘0’层上建立对应的 
建筑体块模型，再调用满窗日照计算功能重新计算控制窗口在建设前遮蔽 
集合和新增加的建筑体块下的满窗日照时间。然后在计算次一级的边界圈 
组合，依次推算下去，直到获得建筑物最终的约束容积。计算中可以选择 
当前地块中的一部分建筑边界圈，将其余的边界圈暂时移到别的图层中临 

时放置。一旦在地块中出现了建筑边界圈，程序自动按照建筑师先决模式 
进行计算。如果不选取边界圈（即地块中没有画出建筑边界圈），则自动 
进入程序先决模式。程序将按整个网格选择方框范围建立积木块体，并在 
后续的过程中计算它的容积。显然这两种不同的计算模式下得到的结果不 
一定相同。 

组框中的“控制误差”参数是用来决定什么时候终止算法，它的单位 
是平米，默认的数值是0.5平米，它意味着当两次计算结果的建筑总面积 
相差不大于0.5平米时终止算法过程。如果将数值改得太小，将推迟算法 
结束的时间。 
遗传算法最终不一定凝聚在唯一的一个模式上，多次计算可以得到不同的 
凝聚模式。这些不同的容积形体在体积上一般比较接近，用户可以从中选 
取出比较符合建筑设计构图要求的模式。由于最终的结果是由程序自动完 
成，用户只需提供初始条件和计算满窗日照，因此与“返回光线切割器” 
和“阳光通道”方法对比，本方法需要较多的计算时间而少费人工和脑 
力。一个基因算法的结果（见图3-37）： 

图3-37 GA算法工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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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玻璃幕墙一次反射光照计算 

  玻璃幕墙的一次反射光在一定的条件下会造成光污染。国家规范 
GB给出了玻璃幕墙光污染计算和设计相关的条文。提供一个在设计阶 

段就能较好地评测玻璃幕墙光污染程度和范围的辅助分析软件给建筑 
师是十分紧迫的任务。本软件提供的玻璃幕墙一次光污染计算模块能 

够较好地完成上述任务。 
用户在使用该模块之前必须在工作图形中增加一个名叫“GLASS” 

的图层。可以用不带厚度的 polyline、3dface、pface 来建立玻璃 
面，并将它们放在该图层上。这些玻璃面的外法线方向符合格林路积 

分的回路规则。 

点取\sunshine\reflect将弹出如下的“一次反射光照计算”对话框： 
点取\sunshine\reflect 将弹出出如下的“一次反射光照计算” 

对话框(见图 3-38)：它类似坡地日照模块一样，能够求出多个玻璃反 
射面产生的一次反射光照。 

本对话框中包含三个组框，它们是“三角网格参数”、“标注时数” 
和“反射面参数”。 

“三角网格参数”组框中包含如下控件： 
 “最小细分边长”编辑框：几何体表面自动划分成三角形面元的最小 

边长。 
“最小扫掠角”编辑框：阳光相对于照射面的夹角被称为扫掠角，此 

扫略角对于反射面和反射光照面同样作用。本模块限定最小不能小 
于 2.5 度。 

“优化插值”校核框：用动态搜索方法来绘制等时线。 
“细分描绘”校核框：在建筑物表面绘制出划分出来的三角面单元的 
边线。 

“伪彩色”校核框：用伪彩色在建筑物表面绘制出有效日照时间的量 
值。 

图 3-38 一次反射光照计算对话框 

“标注”校核框：标注三角面元顶点的有效日照时间，注意建筑物 
楞边两边相邻的两个面的法矢量不相同使得共用顶点有两个不同 
的日照时间值。 

“标注字符高度”编辑框：有效日照时间标注字符尺寸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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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名” 按钮：按取此键将弹出图层名对话框，内容同前所述。 

“标注时数” 组框中包含如下控件： 
时：分：秒：等值线时间间隔，即相临的两条等值线之间的时间 
间隔，六十进制时间值。默认值为 1：0：0。 

标注时数多选列表框：可能绘制出的等时线时间值。用户只 
须选中自己要求绘制的时数。没有选中的时数的等时线不被 

绘出。 

“反射面参数”组框中包含如下控件： 
 （光）反射比：玻璃幕墙材料的可见光反射比。其中只考虑 

了镜面反射，并且它的数值不应该大于 0.3。 
反射面元最小面积：反射光算法中利用了象空间原理，因此 

为了减少计算时间，对于较小的反射面，比如曲面三角细分 
后生成的小三角面元，不进行计算。这个最小面元的临界面 

积由此栏的数值决定。 
“辐射热”选择框：此控件用来定出是否计算每一方格接受 

的太阳一次反射辐射热，计算的结果以 kwh 千瓦小时为单 
位，并标注在方格的中心。计算依据的公式请参说明书。如 

果用户没有选购辐射热模块，此控件将处于禁止状态。 

对话框中还有几个重要按钮： 

计算集合按钮：点取该按钮，程序将要求用户可以在工作图中选 
出需要计算和绘制反射光照等值线的面集。如果一个建筑物被选 

中，则它所有的面均会被考虑，而仅在接受反射光照的面上绘制 
出等时线。 

遮当集合按钮：点取该按钮后，程序将要求用户选择出在入射和 
反射光路中可能产生遮挡的面集，它们仅起遮挡作用，而不计算 
表面的反射光照值。 

反射面按钮：点取该按钮后，程序将要求用户选择出计算中需要 
考虑的玻璃反射面，这些反射面除了起反射作用外，同时也起遮 

挡作用。因此在建模时不要重复建立玻璃面同位的遮蔽面。 

为了较为显著地表示出计算出的结果, 标注的时间数字采用与等 
值线相同的颜色。当输出比例较大时，能产生色点的效果。由于反射 

光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被认为造成光污染，为了符合伪彩色图一般的 

图 3-39 一次反射光照计算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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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等值线的颜色序列被设置成和日照等值线相反。 
一个北京的工程实例见图 3-39，其中计算了夏至日玻璃幕墙在没 
有遮光格栅的情况下对西侧建筑物和地面的一此反射光照射情况。 

点取\sunshine\reflect contour 将弹出如下的“一次反射平面 
参数设置”对话框（见图 3-40）：它的操作类似日照等时线模块一 
样。所不同的部分在“一次反射光照计算”模块中已经解释过，请参 

看相关部分。 

(十七)一次反射光线 

我们按照返回光线的概念设计了一次反射光线对象，这个对象能根 
据反射面绘出入射和反射光线，并描绘出反射光线的落点。与返回光 

线一样，一次反射光线对象响应用户的夹点编辑，用户利用它可以了 
解反射光线的行踪。 

点取\sunshine\reflect light 将弹出如下的“一次反射光线参 
数设置”对话框(见图 3-41)：它的操作类似边缘光线和返回光线模块 

一样。 

图 3-41 一次反射光线参数设置对话框 

对话框中的测点指的是玻璃面上的反射点，因此一定要采用玻璃 
图 3-40 一次反射平面参数设置对话框 面的的坐标系。用户在定义坐标系 UCS 的命令中可以用 Face 选项来设 

置对应于玻璃面的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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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取“添加”按钮将在工作图中生成反射光线。其中反射和入射 
部分分别采用不同的颜色，这量部分均能够和建筑物的表面求交，并 

且用辅助的小圆圈表示交点。采用 CEN 捕捉可以读出交点的坐标。 

用户只能对反射光线的入射部分进行夹点编辑。当夹点被拖动 
时，相应的反射光线也会移动。一旦入射光线被阻隔，反射部分自动 

消失。 

使用该功能后，工作文件中将增加“反射光线”的自定义类，并 
且保存到 DWG 工作文件中。因此如果使用未导入日照模块的 AutoCAD 

系统，装入此类工作文件时将会产生一个错误。 

(十八)遮阳板计算 

（1）遮阳板理论形状计算： 
 “逆日影法”也同样可以用来确定遮阳板的理论形状大小。 
选取“遮阳板”命令后将弹出遮阳板参数设定窗口(见图3-42)。 

其中等时线网格参数、网格坐标及网格插入点组框内容和操作定 
义如前。增加了带起始和终止时间的节气列表框，用户只要点击框内 
的空白区，就会自动弹出对应节气的起始和终止时刻时间控件，用户 
可以分别将它们调到需要的时间。如果节气子项的起始和终止时刻没 
被设置或两者的时间相等，该节气不被计算。 

对于单块遮阳板，只要将网格坐标系设置到遮阳板所在的平面， 
并将楼层数改成1，层高DZ改为零，即可算出最小的遮阳板的面积， 
在左边的节气列表框选择需要遮阳的节气，它们应该位于夏季。对每 
一个节气设置好遮阳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程序能自动计算这些 
节气的逆日影，并作出它们的包络线。这就是所需的遮阳板形状。 

图3-42 遮阳参数设置窗口 

对于遮阳板隔栅，情况就较为复杂。 

第一步：网格坐标系设置到第一遮阳栅板所在的平面，并将楼层 
数改成格栅条数，层高DZ改为格栅间距，算出各个面所要的形状。 

   第二步：用户定出离要遮阳的窗口或墙面最近的遮阳格栅条形 
状，用本方法算出它在相临的后续的遮阳格栅面上的等时线，这个等 
时线上日照时间为满逆日照的区域就是相临的后续的遮阳格栅面不用 
复盖的区域，如此继往，可以求出所有遮阳格栅条的形状。这种遮阳 
格栅设计的方法是作者首先提出的，它也可以用来设计遮阳绿篱。图 
3-4 3 为北京地区朝南的窗口考虑从立夏到立秋节气每天从上午到下 
午所需的水平和垂直遮阳板形状。 

如果用户选中了辐射热选项，程序则自动计算遮阳板每一方格单 
元所阻断的进入窗口的太阳直接辐射热和天空散射热，在造价限制的 
情况下设计师可以对遮阳板形状进行选择以尽可能提高性能价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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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居住建筑群中存在着相互之间的遮蔽，部分窗口的遮阳板面 
积可以减小。这时可以点取“附加遮蔽面集”按钮将产生附加遮蔽的 
其它建筑物和建筑构件选择进来，这样计算出来的遮阳板面积将比没 
有附加遮蔽时小。 

用户先要设置好日照参数，决定计算的节气和计算的时间段。然 
后采用立面等值线计算方法，计算外墙窗口测试面在有遮阳板及没遮 
阳板情况下的日照等时线。如果有其它建筑物的附加遮蔽，也可以加 

以组合考虑。注意不同工况的计算结果要放在不同名字的图层上，计 
算时要选中辐射热选项。窗口测试面的计算步长可以选取 5cm,绘制的 

格栅孔边长以 10cm 为宜，如果采用遮阳百页，则计算步长必须取得 
更小。 

图3-43 北京地区遮阳计算例子 

（2）遮阳系数计算： 
 遮阳系数的计算一直是比较专业的问题，在建筑系的教学中并没有 
更多的叙述。因此提供一个建筑师便于使用而且普遍适用的外遮阳系 
数计算模块对于建筑节能设计有积极的意义。 

计算已有设计好的遮阳板的遮阳系数：外遮阳系数以有遮阳板和 
无遮阳板两种工况下窗口接收的太阳辐射热和天空散射热数量比值表 
示。由于本软件能够较为精确的计算测试面接收的太阳辐射热和天空 

散射热，所以同样能够胜任这个计算任务。 

图 3-44 遮阳系数计算窗口 
上述计算完成后点/建筑日照/遮阳/遮阳系数计算命令，将会弹出 

图 3-44 的遮阳系数计算窗口，从中可以计算出该遮阳板对应窗口或墙 
面的遮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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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对话盒中包含三个组框：“辐射热与散射热先期计算结果标注图 
层”、“计算对象及参考坐标”和“辐射热总量及遮阳系数”。 

 “辐射热与散射热先期计算结果标注图层”：该组框中有两个下拉 
列表，用户可以从中选出计算结果所在的图层。可以点取右侧的“显 
示”按钮来显示选定的图层。 

“计算对象及参考坐标”：窗口或外墙面均可以作为计算对象，一 
般情况下计算的是窗口。将计算建筑物窗口无线电按纽选中，并窗口 
测试面的参考坐标系选中。在网格X方向边长和Y方向边长两栏中填上 
先期计算时标注的方格边长（注意不是计算步长）。 

“辐射热总量及遮阳系数”：组框中显示的是计算结果，其中列出 
了各类辐射热、散射热及各自的遮阳系数。其右下角显示的是综合的 
遮阳系数。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先设置好上面两个组框的内容，然后点取对话 
盒下部的“选择窗口”按钮，将所有需要计算的窗口选中（注意这里 
必须是用窗口自动生成模块建立在Window图层上的窗口）。此时“计 
算”按钮自动被激活。再点击这个按钮，“辐射热总量及遮阳系数” 
组框中将列出计算的最终结果。 

由于计算中使用了标注的格式化的字符，所以在先期计算辐射 
热的过程中，要根据具体的格子边长，确定热量数值的标注精度，否 
则影响最终的计算结果。本程序可以计算任意形式外遮阳的理论遮阳 

系数。但是没有考虑遮阳叶片本身的透光系数、反射系数以及周边建 
筑的粉红辐射和地面的散射热。 

四.常见疑难问题解答 

我们把用户反馈的各类典型问题解答如下，仔细阅读这部分内容能帮 
助您解决实际应用时的困难。 

1. 日照等时线计算过程很快结束,但没有画出等时线,格点上标注值全 
   部为全日照时间。 
答：原因有两个，第一是网格测试平面标高输错；第二建模时系统 
变量Plinetype = 2。或是产生遮挡的实体模型有问题。一种可能是3d 
solid实体没有放到零层上而且没有炸开。或者选择方法不对，请换 
用拾取盒选择试之。 

2.计算出来的日照数值全部为0.00，此情况常见于外墙面计算中。 
答：因为本程序约定：当一个测点落到某个遮蔽面上，如果计算时 
该遮蔽面也被选在遮蔽集合中。它的日照时间将不于计算。因此在 
计算外墙面日照时，不能将测试网格所在的墙面选入到遮蔽集合 
中。否则它将参加运算，测点全部落在这个遮蔽面（外墙面）后 
面，所有测点日照值均0.00。 

因此用户应该特别注意多肢的带自身遮蔽的建筑物的外墙立面 
的计算，根据上面的假设，不可将该建筑作为遮蔽物选入。此时有 
两种解决法子： 

其一是用户必须按照具体的遮蔽情况作出对应的起遮蔽作用的辅 
助面。这些面可以直接用单根PLINE线来完成，然后Match命令将建 
筑物的高度属性赋给它。计算时将这一遮蔽物选中而不是将整个建 
筑选中。 

其二采用折衷的办法，将测试面偏移出墙面1毫米，使它不和墙 
面接触，这样可以解决不被计算的问题，而又不致于造成较大的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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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具体操作时就是修改网格插入点的Z坐标，将它向正方向加大1 
毫米。 

其次必须注意到建立在外墙面上的测试平面的UCS坐标的Z轴应 
该和测试平面的外法线方向一致，指向建筑物外部空间。如果相反 
必然会导致错误的结果。 

3.计算出的日照时间值偏长。 
答：因为本程序由用户自己选定对于指定测点相关的遮蔽建筑集 
合。如果该集合不准确,漏掉了部分遮挡建筑物，例如有insert命令生 
成的块，或者使用3DSolid 实体作成的建筑块体，它没有被炸开，或 
对该炸开的3DSolid 实体捕捉方法不对。这样就不能把它有效地选到 
遮蔽集中去，造成遮蔽集不完备，遮蔽时间变短，从而计算出来的 
日照时间值变长。 

4.日照圆锥不能和遮蔽建筑物作布尔运算。 
答：AutoCAD中只有3DSolid 可以作布尔运算，2.5D的Object和三维 
面不能作布尔运算。如果遮蔽建筑物不是用\draw\solid\....下的命令 
作成的，也即它不是3DSolid实体，它将不能与日照圆锥进行布尔运 
算。也就是说不能形成日照圆锥和遮蔽建筑物的相贯线。 

5.日照圆锥和遮蔽建筑物的相贯线上的关键点无法捕捉到。 
答：可以用嵌套命令’Zoom,’Pan等放大和移动视窗,另外在AutoCAD 
中用“end”方式捕捉，这样就能使捕捉奏效。 

6.日照圆锥只由少数几个面组成,象一个棱锥体。 

答：面的分度值太小，应改变系统变量ISOLINES设置值。 

7.能否使用AutoCADR12所作的模型? 
答:AutoCADR14采用的3Dsoilid,其数据结构和R12使用的AME2.0实 
体不同,所以R12版建立的模型其中的实体要先作好SolMesh命令再调 
入R14中计算，或在R14中调用AmeConvert命令将线框表示的R12实 
体直接转成R14的3Dsolid。 

图4-1 水平和垂直测试面上的等时线 

8.为什么东西向的立面算出的有效日照时间比水平面算出的有效日照时 
  间小一个小时？ 

答:对于东西向立面，接近12点钟的太阳光几乎平行于墙面，根本照不 
进室内。考虑到墙厚，北京地区一直延用这样一个约定。即要求阳光 

至少要于墙面成15度角才起算。因此东向的立面有效日照时间只能算 
到上午11:00,而西向的立面有效日照时间要从下午13:00开始。我们在 

程序中加入了扫掠角一栏，让用户输入合宜的数值。 

对于采用WCS坐标系的虚拟的水平测试面就没有上述的扫掠角一 
说，因为它和现行规范的有效日照起始时间矛盾。具体来说，对北京 
地区上午9:00太阳高度角为13.998度，不到15.00度，如果按照15.00度 
剪切，则有效的起始时间就要被推迟。这就不符合规范中关于有效时 
间带的规定了。因此程序在计算WCS水平测试面时，自动关闭扫掠剪 
切功能(参图4-1、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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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中以当前工程命名的Access数据库文件是从模板sunshine.mdb 
文件复制来的。这个文件必须存在在日照程序的安装目录下，因此如 
果这个文件被破坏，或者移动了路径，将会造成无法复制数据库文件 
而引起报错。 
工作文件同名的.mdb文件是无效的Access文件。例如文件中记录的 
字段名称不对，或者根本就打不开该文件，都会导致失败。此时只需 
要将此文件删除，重新执行即可。 

11.为什么按照日照间距系数表满足了间距，但计算结果仍表示有效日 
照时间不足？ 
答:日照间距系数是按照大寒日测算制订的，而我国北方的许多城市采 
用冬至日1.0小时作为日照赔付的标准。这两个标准分别采用了时间和 
空间两个不同的尺度，因此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满足日照间距并不能 
保证满足冬至日最小日照时间的要求。例如纵向过长的建筑或过近的 
山墙端建筑的侧向间距，以及高层建筑物它们会造成日照等值线的移 
动，从图面上可以看到阴影线伸长和相互吸引的现象。这种现象我们 
称之为“日影线摄动”。当小区中存在“日影线摄动”情况时是不能 
采用日照系数来计算建筑物的间距。这种摄动跟各不相同的建筑布局 
有关。因此不可能采用统一的列表系数方法计算，只能用棒影图或者 
计算机来计算。也没有必要为此进行更多的讨论。 

12.使用阳光通道时如何决定各个组团面集的有效时段？ 
答：可以先根据拟建地段边界用Pline线画出一个大的方块，然后从各 
个要求保证日照的已有建筑物窗口窗台的两个角点引出返回光线。通 

过对这些返回光线的调整求出各组团最佳的日照时段。当然这个最佳 
对于遮挡和被遮挡两方不一定是利益一致的。 

图4-2 西墙面与水平面日照时数不等 

9. 选择遮蔽集合时老是出现“多义线自身扭绞”，用什么方法来解 
   决？ 
答:本程序是科学计算程序，用户必须严格按照要求绘制建筑边界的多 
义线，这些线如果自身扭绞，例如呈8字型，将导致程序计算的错误， 
这时可将这一闭合的多义线改成OPEN的或重画一个正确的多义线。 

10.为什么计算“满窗日照”时，一选中数据库就会在计算中导致出错 
报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答：这里有几个可能： 
   程序使用了ADO技术，为此在日照程序的安装过程中进行了ADO动态 
库文件的安装和注册。如果不是通过正常过程安装日照软件，或者被 
其他原因修改了系统的注册表中对应的子项，将会造成运行失败。此 
时只有重新进行安装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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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计算理论和依据 

一、“天空图法”原理: 

利用CAD软件求透视图的功能，我们可以作出被测点的天空图，利 
用天空图中的太阳轨迹和建筑物轮廓的交点可以求出日影遮蔽时刻序 
列。具体过程如下： 

 假如已经有一个在AutoCAD环境下建立的建筑物三维模型B，现求 
它后面任一平面上被测点在某一天的日影遮蔽时刻序列（见 
图5-1）。 

  因此我们利用诺模图方法，在太阳轨迹下作一条真太阳时刻度 
尺。借助AutoCAD的十字光标可方便地从刻度尺上读出交汇时刻（见 
图5-2）。 

图5-2 天空图输出结果 

二、“日照圆锥面法”： 

显而易见，上述的“天空图法”不能求得日影遮蔽的精确时间，为 
此介绍另一个较为精确的方法“日照圆锥面法”。采取在现有的建筑 
三维计算机软模型中加入日照圆锥面，可方便的求出日影遮蔽时刻序 
列。 

1.假如已经有一个在AutoCAD环境下建立的建筑物三维模型B，现求 
  它后面任一平面上被测点在某一天的日影遮蔽时刻序列(见图5-3)。 

2.过被测点和天球面上太阳位置作一光线矢量，当太阳在天球面上移 
  动时，该矢量形成一个面，它 将天球分成两半，形成二个中轴线为 
  天轴的球锥体。我们考虑迎向阳光的上球锥体：春秋分时， 它退化 
  成一个半球体，其它节气时它将是凸的或凹的。显然我们可以利用 
  AME提供的作回转面实 体的方法来建立该球锥，为了简 
便，可以将它改成尺度相同的圆锥体C。 

图5-1 天空图原理 

将相机放在被测点上，画面放在造成遮挡的建筑物之南边，作出 
该画面上的太阳轨迹，从测点向画面的投影处在画面上画一竖线S，从 
理论上来说画面上太阳轨迹上的任一点P的真太阳时可依据相机到画面 
的距离D以及画面上P点到S的距离来计算出来，具体的方法是先求出 
方位角A，再用本文后面叙述的牛顿—拉夫逊法可以求得遮蔽时刻的 
真太阳时时角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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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小区建筑模型 图5-4 日照圆锥平面图 

3.再将建筑物模型实体化，然后让我们来考虑建筑物和该圆锥点的相 
  对关系，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建筑物被圆锥体C包含在内，此时 
  建筑物不遮挡被测点；第二种情况，建筑物部份形体凸出于圆锥体 
  外，此时建筑物对被测点产生遮蔽。我们感兴趣的正是这第二种情 
  况。 

4.第二种情况下，作出建筑物和该圆锥的联合体。圆锥面上形成了B 
  与C的相贯线S，它们是空间的曲边圈、线或点，是造成被测点遮蔽 
  的关键点。为了求出扫掠建筑物边缘的光线，转换到世界座标系 
  中，作出被测点和相贯线在地面上的正投影M'和S'，从M'点发出射 
  线束和S'边缘相切，这些 射线即边缘光线在地平面上的投影(见图5- 
  4)。在AutoCAD中可以求出这些射线的角度并转化成对应 的太阳方 
  位角A。 

5.我们可以从方位角求出时角，从太阳高度角和方位角的计算式 
  (1)(2)中我们可以得出关于时角t的三角函数超越方程⑴： 

f (t ) = cos δ ⋅ (sin A ⋅ sin ψ ⋅ cos(t ) + cos A ⋅ sin(t )) − sin A ⋅ sin δ ⋅ cosψ = 0 

将A角作为t角的初值，用牛顿—拉夫逊法可以求得遮蔽时刻的真太 
阳时时角t。解的精度取决于AME作图的精度和程序设定 
的控制误差ε。 

6. 值得提一下，如被测点是其它建筑物的窗口，该窗洞有遮阳板 
  或上层阳台时，只要作出它们的实体来，同样也可以求出遮蔽时 
  刻。 

我们编制了有关的程序，除了能输出数据文件外，计算的结果自 
动标注在平面图上(见图5-4)，从图中可以看出造成日影遮蔽的具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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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时刻. 也可以输出轴测图，从图中可以清楚的看到遮蔽的情况，在 
AutoCAD中可以捕捉到关键点的坐标(见图5-5)。 

受光时间位于无效日照区段，否则不进行计算。在程序编制过程中尽 
可能对算法进行了优化。 

图5-5 日照圆锥轴测图 图5-6 小区日照等时线图 

三、日照等时线图： 

利用AutoCAD提供的ObjectARX接口，我们开发出日照等时线绘制 
模块，它采用了精确的解析分析方法。在当前的建筑设计和小区 
规划中有较大的应用价值(见图5-6)。 
本程序采用了解析法来计算日照时刻，它直接利用AutoCAD的三维 
建筑模型，提取其内部数据库中的面参数，然后用迭代法对参数方程 
求解。实际计算时，还要考虑到日出和日落时阳光的减弱、太阳光线 
对受光面的入射角以及允许计权的最小日照连续时间。我们编制的程 
序可以求出和绘出任意方位的测试平面上的日照等时线图，为了提高 
效率，对每一个测试平面面都先作一次校核，如果它不能接受阳光或 

在实际的应用中有时必须把等时线正确的交汇到建筑物的表面上 
去，在建筑物的表面里外日照时间聚降为零，有一个突变（阶跃）， 
因此等值线只能交汇到一个非常靠近建筑物外表面的假设面上，只不 
过在图纸上分别不出它们来而已。此外传统的线性插值等值线画法不 
能绘出正确的交点，我们采用了折半优化搜索的方法，它可以画出精 
确的等时线，然而需要耗费较多机时(见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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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图5-7 连结到建筑边界线的日照等时线图 

共轭太阳原理 

新建筑只要不进入“阳光通道”就不会对原有的建筑造成有害的遮 
蔽。 

上面的过程中包含着两个重要的概念： 

*如果在下层的承影面上按该层的 t = 0.00 等时线作出遮挡面来 
取代原来的遮挡面，那么它在位于其上的承影面上生成的 t = 0.00 

逆日影等时线不变。 
*“逆日影法”在各楼层标高承影面上的等时线图其数值均小 
于或等于0.0，它表示了承影面上微分面积产生的正日影在原有建 
筑物需要日照的面上滞留的时间。这两个重要的概念将被用 
于多层遮阳格栅的设计中。 
逆日影等时线用于遮阳设计，作为遮阳板的承影面可以是任何方位 
的平面。 

四、逆日影与阳光通道： 

    利用上述方法我们还推出一个所谓的“阳光通道的概念”，假如 
在已有的某建筑物南边建造新的建筑，要受到该建筑物日照条件的制 
约。我们先在拟建的地段按新建筑的楼层高度设置水平承影面，然后 
在天球上与实际太阳对称的位置构筑一个共轭太阳，后者从地底下按 
照与前者对应的时间段逆向照射已有的建筑物需要日照的面，并在水 
平承影面上生成逆日影。求出这些水平承影面上的逆日影等时线，这 
些日影等时线由许多闭合的圈组成。由于现有的算法不能绘出0.0时间 
的等值线，我们绘制出-0.05等时线。如果在这个承影面上挖去这个- 
0.05等时线圈，便形成了所谓的“阳光通道”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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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直接辐射热计算： 

太阳直接辐射热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某一时刻通过承照面直接辐射通热流密度流用下式来求： 

J (t ) = J 0 ∗ P m ∗ cos i (t ) 

其中： dq1 , dq 2 , dq3 , dq 4 为该方格四个角点接收到的直接辐射热密度 
 ds ds ds ds 

dqi 
ds 

. 

dx, dy 分别为方格在 x 和 y 方向的边长。 

其中： J (t ) 为 t 时刻承照面接收的直接辐射热流密度，单位为 w / m 2 

J 0 为太阳辐射恒量, 1353w / m 2 

遮阳板计算中采用逆日照方法，遮阳板上每一个网格面阻断的直 
接辐射热用下式来求得： 

Qiso = Qinv 0 − Qinv 

其中： Qiso 为单个网格面遮隔的直接辐射热. 
P 为大气透明度， P ≤ 1.0 ，本程序暂定 p = 0.7 

Qinv 0 为无逆日影的单个网格面承受的逆日照直接辐射热. 
m 为考虑辐射通过大气层的路径设置的指数， m = 1 sinh 

当 h ≥ 30 0 时，为简单化可以使 m = 1.0 

i (t ) 为太阳光线和承照面法矢量夹角 

Qinv 为有逆日影的该网格面承受的逆日照直接辐射热。 

方格的直接辐射热标注在方格的中心上一行，正日照辐射热数值 
为正值，逆日照阻断的辐射热数值为负值。 在我国南方城市如广洲，夏至日上午9点30分时太阳的高度角就大于 

30 0 ，因此对于遮阳计算上式可简化成 
     J (t ) = J 0 ∗ P ∗ cos i (t ) 

在时间段 t1至 t 2 中通过承照面 s 接收的直接辐射热为 

q = ∫ ds ∫ J 0 ∗ P ∗ cos i (t )dt 
s t1 

t2 
六、天空散射热计算： 

    我们来计算天空散射热，在时刻 t 时水平的承照面接受的天空散射 
热 ( Kcal / m 2 h) 按Berlage的理论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sin( h(t )) 1 − P cos ec ( h (t )) 
                                                    2     1 − 1.4 ln P 
而对于任意的与水平面夹角为 β 的承照面接受的天空散射热用如 

Es = J 0 具体计算时先求出测试平面网格孔面的第 i 角点在 t1 至 t 2 时间中 

接收的直接辐射热密度 dqi   
ds 

，  然后根据以下公式近似地求出该方格 

接收到的太阳直接辐射热： 

Qd = 
                                    
1  dq1    dq 2   dq3   dq 4    dq1   dq 2   dq3   dq 4        

(    +     +    +     +  (    +    )(    +     ) )⋅ dx ⋅ dy              
6  ds    ds    ds    ds      ds    ds   ds    ds 

下的表达式来计算: 

E sβ = 
π −β 

      ⋅ Es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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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网格的每一个孔面，它的四个角点的第 i 个接点在 t1 到 t 2 时间 

中接收的天空散射热可以用如下的表达式来计算: 
dq i      π − β   t2           sin( h(t ))  1 − P cos ec ( h ( t )) 
       =       ⋅∫t1 J0 ⋅         ⋅             dt 
ds     π            2       1 − 1.4 l n P 
其中 β 为网格面测试平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同直接辐射热的计算一样，采用拟柱体公式来近似计算该孔面获 

得的天空散射热，可以表达如下： 
     1  dq1    dq 2   dq3   dq 4     dq1   dq 2  dq3   dq 4       

Qs =  (    +     +    +     +  (    +    )(    +     ) )⋅ dx ⋅ dy  
    6  ds    ds    ds    ds      ds    ds   ds    ds 

 其中： dq1  , dq 2 , dq3  , dq 4 为该方格四个角点接收到的天空散射热密度 
       ds   ds   ds   ds 

dqi 
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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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阳板计算中采用逆日照方法，遮阳板上每一个网格面阻断的天 
空散射热用下式来求得： 
                   Qsiso = Qsin v 0 − Qsin v 

其中： Qsiso 为单个网格面遮隔的天空散射热. 

Qsin v 0 为无逆日影的单个网格面承受的逆日照天空散射热. 

方格的天空散射热标注在方格的中心下一行，正日照天空散射热 
数值为正值，逆日照阻断的天空散射热数值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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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 北纬 
43.883 
43.867 
28.667 
29.717 

29.3 
28.30 
36.70 

36.067 
37.533 
36.433 
36.833 
36.70 

34.717 
34.667 
34.833 
35.233 
36.117 
33.716 
30.633 
30.25 
30.70 

30.333 
28.183 
27.867 
2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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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经 
125.333 
126.567 
115.917 
115.967 
117.20 

117.217 
117.00 

120.317 
121.383 
116.05 
118.00 

119.083 
113.65 

112.433 
114.333 
113.267 
114.367 
113.283 
114.283 
115.05 

111.283 
112.183 
113.00 
113.10 
112.567 

地名 
蒲田 
三明 
茂名 
深圳 
珠海 
海口 
南宁 
桂林 
柳洲 
梧州 
北海 
成都 
重庆 
自贡 
渡口 
贵阳 
昆明 
东川 
拉萨 
西安 
宝鸡 
兰州 
天水 
白银 
西宁 

北纬 
25.433 
26.267 
21.65 
22.55 

22.283 
20.033 
22.80 

25.333 
24.333 
23.483 
21.483 
30.667 
29.60 
29.40 
26.50 

26.567 
25.033 
26.10 

29.717 
34.25 
34.25 

36.017 
34.583 
36.567 
36.583 

东经 
119.00 

117.617 
110.883 
114.100 
113.583 
110.333 
108.300 
110.300 
109.400 
111.300 
109.100 
104.067 
106.550 
104.817 
101.733 
106.700 
102.717 
103.167 
91.133 

108.917 
107.133 
103.783 
105.750 
104.183 
101.750 

附录一 
地名 
北京 
天津 
上海 
石家庄 
承德 
唐山 
邢台 
保定 
张家口 
秦皇岛 
太原 
大同 
阳泉 
长治 

呼和浩特 
包头 
沈阳 
大连 
鞍山 
本溪 
丹东 
锦洲 
阜新 
营口 

我国北方主要城市经纬度表 
北纬 
39.95 

39.133 
31.02 

38.033 
40.967 

39.6 
37.067 
38.85 

40.783 
39.933 
37.85 
40.01 
37.85 
36.02 

40.817 
40.6 

41.626 
38.54 

41.117 
41.267 
40.05 

41.133 
42.033 
40.667 

东经 
116.317 
117.167 
121.433 
114.50 

117.933 
118.20 
114.50 
115.50 

114.783 
119.60 

112.567 
113.283 
113.55 

113.117 
111.683 
110.033 
123.433 
121.583 
122.95 

123.783 
124.333 
121.117 
121.633 
122.267 

地名 
四平 
通化 
哈尔滨 

齐齐哈尔 
牡丹江 
大庆 
佳木斯 
伊春 
南京 
连云港 
徐州 
常州 
无锡 
苏州 
杨州 
杭州 
宁波 
温州 
合肥 
蚌埠 
芜湖 
安庆 
福州 
厦门 

北纬 
43.183 
41.683 
45.75 

47.333 
44.583 
46.383 
46.817 
47.717 
32.067 

34.6 
34.267 
31.626 
31.583 
31.35 

32.417 
30.25 
29.90 

28.017 
31.883 
32.933 
31.333 
30.533 
26.083 
24.45 

东经 
124.333 
125.90 

126.633 
123.933 
129.60 

125.317 
130.283 
128.90 

118.783 
119.167 
117.183 
119.95 
120.30 

120.633 
119.417 
120.167 
121.533 
120.667 
117.30 

117.367 
118.35 
117.05 
119.30 
118.10 

长春 
吉林 
南昌 
九江 

景德镇 
鹰潭 
济南 
青岛 
烟台 
济宁 
淄博 
潍坊 
郑州 
洛阳 
开封 
焦作 
安阳 

平顶山 
武汉 
黄石 
宜昌 
沙市 
长沙 
株洲 
衡阳 

续前表 
地名 北纬 东经 地名 北纬 东经 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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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 
广洲 
汕头 
湛江 

29.383 
23.00 
23.35 

21.217 

113.083 
113.217 
116.667 
110.400 

银川 
乌鲁木齐 

台北 
高雄 

38.417 
43.783 
25.033 
22.617 

106.267 
87.617 

121.517 
12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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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contous 20,40,60 

,80,100, 
120, 
140,160 

grid 9 
9 

网格格栅线 
日照时间标注 

太阳辐射热/天空散射热数 
值标注 

日照等时线 此为图层名词干， 
操作时可以添加数 
字后缀，以区分不 

同测试面 
同上 
同上 
同上 

基隆 

附录二 
节 

冬 

小 

大 

立 

雨 

惊 

春 

清 

谷 

立 

小 

芒 

气 

至 

寒 

寒 

春 

水 

蛰 

分 

明 

雨 

夏 

满 

种 

25.15 121.750 香港 22.30 114.167 

indicate 节气、时间与赤纬角 
日 期 赤 纬 节 

夏 

小 

大 

立 

处 

白 

秋 

寒 

霜 

立 

小 

大 

气 

至 

暑 

暑 

秋 

暑 

露 

分 

露 

降 

冬 

雪 

雪 

日 期 赤 纬 Iso_Indicate 

用户 
自定 

window 用户 
自定 

Sill 用户 
自定 

Indicate_F0 9 
9 
9 
9 
9 

用户 
自定 

12 月 22 
   日 
1月6日 

1 月 20 日 

2月4日 

2 月 19 日 

3月6日 

3 月 21 日 

4月5日 

4 月 20 日 

5月6日 

5 月 21 日 

6月6日 

-23.450 

-22.583 

-20.283 

-16.450 

-11.550 

-5.950 

-0.067 

+5.067 

+11.267 

+16.333 

+20.033 

+22.350 

6 月 22 日 

7月7日 

7 月 23 日 

8月8日 

8 月 24 日 

9月8日 

9 月 23 日 

10 月 9 日 

10 月 24 日 

11 月 8 日 

11 月 23 日 

12 月 7 日 

+23.450 

+22.667 

+20.233 

+16.350 

+11.367 

+5.983 

+0.217 

-5.967 

-11.483 

-16.350 

-20.183 

-22.517 

loop 建筑物边界圈 各个测试面同 

建筑物窗口 

窗位线 平面图中外墙线上 
窗口位置 

窗口编号 
冬至日建设后日照时间 
冬至日建设前日照时间 
大寒日建设后日照时间 
大寒日建设前日照时间 

窗口法线 

十进制数 
十进制数 
十进制数 
十进制数 

外墙面上窗口的外 
法线 

Indicate_F1 
Indicate_F2 
Indicate_F4 
Indicate_F5 

win_nor 

附录三 

层 
0 
名 

日照等时线图图层及其意义 

颜 色 
白 

内 容 附注 
此层的建筑参加计 造成遮蔽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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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endar2 
Sunrise2 
Sunset2 

整型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清华建筑日照软件使用手册 

第二计算节气(由用户自定) 
日出时角 
日落时角 

有效日照起始高度角 
有效日照起始方位角 
有效日照起始方位角 
有效日照结束方位角 
有效日照起算时刻 
有效日照结束时刻 

最小扫掠角 
规划实施后的建筑遮蔽集合(实体句 

柄) 

第二计 
算节气 
参数数 
据插槽 

附录四 Access数据库文件结构 
日照数据库模板文件名称为sunshine.mdb, 它包含日下几个表. 

表名称 意义 
参加计算的建筑物属性记录表 

窗口角点的日照计算结果记录表 
计算日照的规划项目参数表 

参加计算的窗口的日照计算结果记录表 
日照数据库文件表名称 

altitude_s2 
azimuth_s2 
altitude_e2 
bound_e2 
bound_s2 
s_angle2 

min_time2 

building 
corner 
project 

windows 

1. project表: 

字段名 
label 
city 

region 
latitude 

longitude 
calendar1 
sunrise1 
sunset1 

altitude_s1 
azimuth_s1 
altitude_e1 
azimuth_e1 
bound_s1 
bound_e1 
s_angle1 

min_time1 

数据类型 
文本 
文本 
整型 
文本 
文本 
整型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说 明 性质 

cur_cover_set 

prev_cover_set 文本 规划实施前的建筑遮蔽集合(实体句 
柄) 项目名称 

城市名称 
气候区 
纬度 
经度 

第一计算节气(默认为冬至日) 
日出时角 
日落时角 

有效日照起始高度角 
有效日照起始方位角 
有效日照结束高度角 
有效日照结束方位角 
有效日照起算时刻 
有效日照结束时刻 

最小扫掠角 
最小加权连续日照时间 

第一计 
算节气 
参数数 
据插槽 

字段名 
label 

handle 
attribute 

state 
arear 

win_num 

数据类型 
文本 
文本 
整型 
整型 
整型 
整型 

说 

2. building表: 

明 性质 
建筑编号 
内部索引 

性质（住宅、幼儿园、学校、医院） 
规划状态（未建、已建、拆除） 

建筑面积 
参加计算的窗口的总数 

3. windows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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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adherence 

label 
handle 

attribute 

数据类型 
文本 
文本 
文本 
整型 

说 明 性质 4. corner表: 

字段名 
window_handle 

order 
X 
Y 
Z 

moment1 
moment2 
moment3 
moment4 
moment5 
moment6 

数据类型 
文本 
整型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说 明 性质 
窗所属建筑物标识符 

窗口标识符 
窗口实体句柄 

窗口属性：主要房间、次要房间、 
其它房间 

窗口实体句柄 
角点序列 
角点X坐标 
角点Y坐标 
角点Z坐标 

冬至日现状日照时序 
冬至日原状日照时序 
冬至日自身日照时序 
大寒日现状日照时序 
大寒日原状日照时序 
大寒日自身日照时序 

floor 
sill_elev 

corner_number 
normal_X 
normal_Y 
normal_Z 
center_X 
center_Y 
center_Z 

sunshine1 
sunshine2 
sunshine3 
sunshine4 
sunshine5 
sunshine6 
moment1 
moment2 
moment3 
moment4 
moment5 
moment6 

整型 
文本 
整型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窗所在楼层 
窗台面绝对标高 
窗口角点数量 

窗口法线的X投影分量 
窗口法线的Y分量 
窗口法线的Z分量 

窗口几何平均点的X分量 
窗口几何平均点的Y分量 
窗口几何平均点的Z分量 
规划实施后有效日照时间 
规划实施前有效日照时间 
自身遮蔽有效日照时间 

规划实施后有效日照时间 
规划实施前有效日照时间 
自身遮蔽有效日照时间 
规划实施后日照时序 
规划实施前日照时序 
自身遮蔽日照时序 

规划实施后日照时序 
规划实施前日照时序 

大寒日自身遮蔽日照时序 

第二计 
算节气 

第一计 
算节气 
冬至日 
第二计 
算节气 
自定 

第一计 
算节气 

注：有部分产品使用中文的字段名称，用户可以通过Access查看，在 
此不再累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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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著作权登记证书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