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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特凡
希望第 23 届国际被动房大会圆满举办，希望能在中国看到独具特色的
被动房示范项目。

德国能源署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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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时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3:30-13:55 高层建筑的气密性测量 尤尔根·施尼德斯

13:55-14:20 气密性材料的选用及不同结构被动房的气密性措施 蔡倩

14:20-14:45 测量高层建筑的气密性 迈克·迈耶 - 奥伯斯莱本

14:45-15:10 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改造项目的施工控制与能耗运行 白羽

15:10-15:30 中国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全过程质量控制的实践与思考 彭梦月

演讲时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3:30-13:55 天津生态城高层住宅被动房 罗尔夫·德姆勒

13:55-14:20 被动房技术在天津旅馆中的应用 张昭瑞

14:20-14:45 杭州 / 嘉兴，华南地区被动房经验 大卫·米库莱克

14:45-15:10 郑州地区被动式自动化外遮阳的节能性研究 章鹏

15:10-15:30 从 0 到 1 邓滨涛

演讲时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3:30-13:55 多户通风：公元前温哥华两栋被动房中的 130 个单元 阿尔伯特·鲁克斯

13:55-14:20 在 ( 中国 ) 寒冷气候条件下公寓的通风 + 空调设计布局 伯特胡特·考夫曼 / 姜惠军

14:20-14:45 基于 Airpak 的环境一体机暖通系统气流组织模拟研究 魏兴

14:45-15:10 被动房新风净化空调系统和厨卫排风系统的协同设计及研究 夏凡轩

15:10-15:30 通风，供暖和 DHW 准备与分散紧凑热泵 费比安·奥克斯

演讲时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3:30-13:55 斯里兰卡能源工业建筑的经验教训
路易斯 B 阿里纳，
PE / 约旦·帕纳斯

13:55-14:20 老四合院 - 按照被动式建筑标准改造重要遗产建筑 米立卡·托姆巴斯

14:20-14:45 结合系统方法和最终设计优点改造 迈克尔

14:45-15:10  岙呢院子—首例认证的中国传统木结构三合院被动房改造项目 赵星

15:10-15:15 在寒冷气候条件下，按照 20 世纪 50 年代建筑的 EnerPHit 标准逐步进行改造 绍博尔奇·沃尔加

15:15-15:20 根据 EnerPHit 标准在寒冷气候下的改造 - 组件 波在纳·多洛塔

15:20-15:25 社会保障性住房改造达到 PH 标准，未来地区供热总二氧化碳排放量 克尔森·迪兹

演讲时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3:30-13:55 设计 PH2.0- 新的阴影算法可以为您做什么！ 卡米尔·西非朗

13:55-14:20
研讨会被动房设计 德拉戈斯·阿诺图

14:20-14:45

14:45-15:10 提高准确性和简化认证的新 BIM 建模软件 爱德文·玛雅

15:10-15:30 研讨会被动房设计 德拉戈斯·阿诺图

演讲时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6:00-16:25 市政厅：加拿大亚北极地区的能源效率 奥斯卡·弗勒查斯

16:25-16:50 积极学生的被动房 - 提供有关生态高效建筑的知识 托马斯·莱宾格

16:50-17:15 1468 阿尔伯尼 - 大型被动式建筑 马克·汤普森

17:15-17:40 在维也纳使用 EnerPHit 标准修复一栋带有文物幕墙的住宅
赫尔穆特·旭博 /
厄恩斯特·施里夫

17:40-17:45 丹麦被动房学校：低于 phpp 的 7 年消耗量 索伦·迪茨

17:45-17:50 韩国被动房村 朴伯烈

17:50-17:55 被动房投入使用：商业办公案例研究 格雷姆·维尔豪斯特

17:55-18:00 在美国和太平洋西北部验证了成功的气密性方法 丹·惠特莫尔

18:00-18:05 “生态文明的实现” 莱因伯格·格奥尔

分论坛六：炎热气候区域的被动房项目（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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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时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6:00-16:25 甲方视角下的被动房建筑设计管控要点 龙湖孔令晨

16:25-16:50 装配式超低能耗建筑发展现状及应用浅析 张少彪

16:50-17:15 德国被动房技术“中国式再创新” 潘向辉

17:15-17:40 让被动房的建造变得“不被动” 牟裕

17:40-17:45 被动房无热桥设计研究 -- 以中德生态园被动房住宅推广示范小区项目为例 李硕 

17:45-17:50 基于性能实测的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设计若干问题的探讨 李琪

17:50-17:55 门窗安装在不同墙体结构最佳保温位置的性能研究 张福南

17:55-18:00  商业被动房项目新风热回收系统分析 Wen Tao

18:00-18:05  钢结构三明治外墙系统：经 PHI 认证预制建筑组件产品的开发 Schirmer

分论坛七：被动房项目的实施（10 月 9 日）

演讲时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6:00-16:25 所有气候区域的被动房建筑围护 - 实践的实用解决方案 弗朗茨·弗罗因多费尔

16:25-16:50 中国工业制造 装配式被动房元素建筑 路德维希·隆恩

16:50-17:15 中国被动式建筑对本土认证被动房组件的应用 - 差异分析
爱德华·洛伊斯 /
索拉雅·洛佩兹

17:15-17:40 轻钢轻浆料预制无热桥墙体 夏晓东

17:40-18:00 热带地区被动房建筑用交叉叠层木材的效益 马库斯·斯特朗

分论坛八：建造系统（10 月 9 日）

演讲时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6:00-16:25 PHPP 和 LCAQuick 住宅综合能源 / 生命周期分析工具集 詹森·奎因

16:25-16:50  英国“高层”被动房发展：碳影响研究 安 - 玛丽·法伦

16:50-17:15 以“学习之家”为例，使用生态建筑材料 迪马丁·艾克霍泽

17:15-17:40 中国气候特定的可再生一次能源因素 杰西卡·格罗夫 - 史密斯

17:40-18:00 多层住宅中的可持续供应系统
伯克哈特·舒兹·德瑞普

博士

演讲时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6:00-16:25 被动式居住建筑内厨房排油烟与补风排风系统 肖鹏

16:25-16:50 被动房住宅内中式厨房的暖通设计难点分析及通风系统解决方案 果海凤

16:50-17:15 论零和式油烟净化器在被动房厨房中的应用 杨肇

17:15-17:40 被动房通风系统：WR 中厨房与卫生间一体化的挑战 施墨

17:40-18:00 厨房 - 排烟系统在节能建筑中 博特胡特·考夫曼

分论坛十：厨房专题研讨会（10 月 9 日）

演讲时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1:30-11:55 通过进修保证良好的素质 苏珊娜·温克尔

11:55-12:20 被动房课程在中国高校开展的意义 司大雄

12:20-12:45 再学习培训：区域和特定行业培训的需要和潜力 恩里科·伯尼拉瑞

12:45-13:10 热桥对钢筋混凝土多户住宅和高层建筑的影响 玛利亚·克莱尔·菲拉

13:10-13:30 被动房断热桥节点的设计思路与方法 WFP-Architekten 建筑师

演讲时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1:30-11:55 涿州：被动房建筑和招待所
博特胡特·考夫曼博士 /

大卫·米库莱克

11:55-12:20 加拿大乔治王子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木材创新研究实验室 安德里亚·弗瑞斯科

12:20-12:45 提高大型厨房机构节能的政策 马林·桑切斯

12:45-13:10 换挡：一家正在形成的被动房车的经销商 安德鲁·皮尔

13:10-13:30 室内游泳池的被动房参考指南 杰西卡·格鲁夫史密斯

演讲时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1:30-11:55 为确保项目目标和得到被动房认证的城市过程 克里斯托弗·希金斯

11:55-12:20 被动房城市区海德堡达姆施塔特 - 经验和评价 拉尔夫·贝尔米西

12:20-12:45 墨西哥社会住房被动房标准实施的经验教训 尤尔根·施纳德

12:45-13:10 中国青岛大规模被动房开发认证 韩飞

13:10-13:30 低碳经济直到 2050 年：比较三个城市和农村的被动房目标区域 君特·朗

演讲时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1:30-11:55 保持过热冷却 杰西·梅内德斯

11:55-12:20  日本被动房小镇 J 栋建筑实测数据 森和美

12:20-12:45 阿联酋试点被动房——监测结果 马可·菲利皮

12:45-13:10 对两个近零能耗住宅进行了三年的监测分析 乔治·德门子

13:10-13:30 青岛 PHTEC 监控在两年内投入运行 韩飞，刘斌，考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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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时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1:30-11:55 2019 年组件奖——未来之窗
Edward Lowes / 
Soraya Lopez

11:55-12:20 20 年的被动窗开发工作，一个很酷的故事 弗朗茨·弗瑞德

12:20-12:45 车间外墙 苏拉洛·佩兹

12:45-13:10 现代热桥设计 - 中国被动房工程的最佳实践研究 罗成

13:10-13:30 车间外墙 苏拉洛·佩兹

演讲时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4:30-14:55 萨拉戈萨（西班牙）的多户被动式住宅：BASA DE LA MORA
卡兰扎·纳瓦罗，

巴勃罗

14:55-15:20 在温暖和炎热气候里有效的制冷和除湿战略 盛巳宸

15:20-15:45 温暖气候中经济划算的多户住宅建筑 皮耶罗·拉索

15:45-16:10 成都混合用途建筑 - 中国心脏地带的被动式房屋挑战 米歇尔·沃索弗

16:10-16:35 温暖气候下的 PH 值和参数化设计：澳大利亚案例
巴勃罗·塞普维达·

科拉蒂尼

16:35-16:40 被动式房屋在赤道线 ( 非常炎热和潮湿的气候 )- 巴西 路易斯·贝泽拉

演讲时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4:30-14:55 北威州成功的融资模式 哈特穆特·穆沙尔

14:55-15:20 只有数字有效 - 社会住房实际生命周期成本 赫尔穆特·科瑞迈耶

15:20-15:45 改造 8000 套住宅为被动房新融资模式 卡尔·彼得·古森斯

15:45-16:10 对布伦克维尔特尔的成功的能量现代化的长期监控
蒂洛·孔兹

约翰·梭维斯特

16:10-16:35 构思对话：我们如何谈论被动房 罗爱德·奥尔特

演讲时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4:30-14:55 SINFONIA- 以因斯布鲁克为例进行大规模节能改造 拉斯·洛莱普

14:55-15:20 齐斯多夫小学和健身馆的翻新 约翰内斯基

15:20-15:45 两所奥地利学校深度改造成果 沃尔夫冈·施特莱彻

15:45-16:10 从实验室到被动房以及投资组合 -  40 年的视角 贝恩德·斯坦米勒博士

16:10-16:30 高层建筑改造的创新策略：意大利特伦托托里·M·比安卡的案例 安德里亚·博马萨罗

演讲时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4:30-14:55 曹妃甸现代产业发展实验区 40 号住宅楼的设计，优化以及施工 姜福曌

14:55-15:20 夏热冬冷地区围护结构 U 值与玻璃 g 值的优化 李淳

15:20-15:45 北京社会住房建设

15:45-16:10 中国的多户住宅 - 初步设计、优化潜力及其影响 奥列里亚·利波利斯

16:10-16:15 1. 介绍被动房节点及使用经验 2. 组件的详细信息 张环林

16:15-16:20 石家庄 HABR 办公楼

演讲时间 主   题

10 月 9 日  13:30-16:30 中国节能门窗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10 月 9 日  13:30-16:30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论坛

10 月 9 日  14:00-16:00 中原地区超低能耗建筑应用与实践论坛

10 月 10 日  9:30-11:30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与评价体系研讨会

10 月 10 日  9:30-11:30 建筑环境模拟及绿色建筑技术论坛

10 月 10 日  9:30-11:30 被动房在河北

10 月 10 日  14:00-16:00 逐绿前沿——京津冀超低能耗建筑创新发展与案例分享

10 月 10 日  14:00-16:00 夏热冬冷地区超低能耗建筑应用与实践

10 月 10 日  14:00-16:00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发展论坛

10 月 10 日  14:00-16:00 超低能耗建筑对房地产行业发展格局的影响

演讲时间 主   题 演讲嘉宾

14:30-14:55 PHPP 10 - 稳健的设计工具和未来建筑 贾恩·泰格

14:55-15:20 被动房遮阳的计算设计
切尼·陈和西莲·

柯林斯

15:20-15:45 根据 ASHRAE 140 进行 PHPP 验证 尤尔根·施纳德

15:45-16:10 被动房认证具体项目主要能源的需求
杰西卡·格鲁夫·

史密斯

16:10-16:30 使用 PHPP 进行性能监视和评估 :V10 的新特性
博特胡特·考夫曼，
沃尔夫冈·哈斯佩

16:30-16:35 排水管放热损失的计算方法 尤尔根·施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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