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帝国大厦
建立可复制的能源效益再投资模式



建筑物占用纽约
80%的能源消耗

使用你的可上网手机来了解更多关于帝国大
厦如何转型为可持续发展全球领导者的资讯
请上esbtour.com



建筑物占用纽约
80%的能源消耗

突破性的节能改造
降低了38.4%的能源

开销
使用你的可上网手机来了解更多关于帝国大
厦如何转型为可持续发展全球领导者的资讯
请上esbtour.com



减少的碳排放量
达105,000公吨

使用你的可上网手机来了解更多关于帝国大
厦如何转型为可持续发展全球领导者的资讯
请上esbtour.com



就好比在路上减
少了20,000台车

使用你的可上网手机来了解更多关于帝国大
厦如何转型为可持续发展全球领导者的资讯
请上esbtour.com



帝国大厦
创造一个透明的、可复制的、定量的、成本合理的能效再投资方案，
该方案经核查能够降低经营成本，并备有投资回收期分析。

102层/ 295万平方尺

每年400万游客

每年1100万的能源成本

峰值电力需求的9.5兆瓦

原需求是 11.6 兆瓦

办公楼每年每平方尺88千英热

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25，000吨



在2006年，帝国大厦业主建立了一套升级方案，以重新定位和利用帝国

大厦。 2008年，能源改造项目被列为重中之重。

1) 重新定位世界 著名的办公大楼这一战前资产。

2) 证明或反证能源效率改造的经济可行性。

3) 宣传我们所做的工作, 使我们与其他建筑相区别并吸引租户。

4) 为既有建筑建立一个可复制的能效改造模式。到2013年，既有

建筑的改造将占纽约建筑物总量的85%。

5) “如果只有帝国大厦成功做到能源改造，那我们也还是

失败了。”

目标和动机



绿色 vs. 能效改造
“绿色”建筑的通用定义忽略了测量和能源效率。
能源改造的重点在于可量化的能源效率措施。

绿色建筑实践

• 可再生，可回收，可再
利用的本地生产材料

• 室内空气质量 (无voc材
料, DCV)

• 回收计划

• 节水

• 绿色清洁

• 绿色虫害治理

能源改造

• 减少负载
• 提供控件

• 优化系统效率

• 综合的生命周期方法

• 降低能源消耗

• 量化指标

• 节能担保

• 可衡量的投资回收期和

投资回报



整合式力量

认识发展可持续性高效能经济的需要

承认能源供给的局限性和由于能源依

赖性所导致的国家安全问题

持续的联邦、州和当地立法措施

企业发展趋势包括GRI报告，自我管

理，温室效应气体减排

来自消费者，员工，股东的压力

商业机会

基于可持续性发展的改变租用、购买价值

评估的压力增大

通过能效提高以减少运营成本

增大的市场性和竞争性

改善工作环境，生产力，招聘和人才保留

正净现值和投资回报率

由于节约能源，资金得到改善

保值

节能改造的产业驱动



项目预计减少
$93m 能源成本

新的投资预算/
能效项目=
$106m+ 38% 节
能

通过核实运营成本的降低和回报率分析来阐释商

务案例

改造方案包括建立系统，观景台和广播的升级，历史性建筑的修复。

投资资金总额5.5亿美元，也就是每平方英尺有172美金。

总投入/变化= 
+$13mm

3.1年回收成本

针对能效项目所做的投入预算调整

帝
国
大
厦
投
资
预
算



实现财务回报&减少碳排放量
帝国大厦可以有效降低能源使用成本从而免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在这个区间内平衡二氧化
碳减少和财政收入的解决
办法

能效越大，收入减少

15年净现值 VS. 二氧化碳的减少排放

所
有
措
施
的
净
现
值

净现值”最高”

净现值”和缓”

净现值”直中点”

二氧化
碳减少
最多

15年来累积减少二氧化碳公吨



商业案例 - 综合方法
半数以上的能源节约都在租户空间

改造制冷机

平衡DDC

只影响主建筑的措施 影响租户空间的措施

租户DCV

散热片

租户能源管理

BLGD 窗户

租户空间照明以
及插座

节能：主建筑 VS. 租户空间

空调机风量调节
系统

年
节

能
量

（
千

英
热

）



•   更好的热能舒适性来源于优越的的窗户，隔热层和控件

•   DVC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   积极的投资回报率

•   租户的预建计划和设计指南

租户空间
创建更好的工作环境

•   改善的照明条件，协调周围环境和照明任务



租户的节省空间
Skanska 将他们自己的安装成本与项目成本、节约费用进行了对比

数据来自帝国大厦32楼的Skanska，2009

A级办公室预算

实际花销

LEED顶级认证 & 能效

节能（15年的净现值)

纽约州能源研究发展管理局
拨款 （大约）

净收入

项目总开销
总成本
（S/rsf)

建筑成本
（S/rsf)

LEED顶级认证总成本

总储蓄



提高效率措施的整合
帝国大厦项目的关键是用正确的顺序完成应有的步骤。
我们从60个步骤中选出了8个步骤。所以没有所谓的“致命武器”。

减少38%

年均节能量

年
能
耗
（

千
英
热
）



第一步
改造帝国大厦

小变化，大影响。细微的改变大厦的外部结构使得整
个帝国大厦更加节能，在没有牺牲舒适以及能效的基
础上还有减少了开支

窗户改造
我们转移、改进重装了所有6，514扇窗户

散热器隔热层翻修
6，514个散热器后面增加的隔热层可减少热量流失，更有
效地保持建筑物外层的温度。

重新使用原材料
窗户是现场重装的，减少了制作以及运输

我们的解决方法

第一步
-22,000

15年减少22,000公
吨二氧化碳排放

$1,000,000
每年节省$1,000,000

相当于在路上减少
4000辆汽车



窗户:对现有的6514扇瑟莫潘双层隔热玻璃窗进行翻新，提高隔热功能
过程包括增加涂漆和补充氪气和氩气。96％的原使玻璃和框架被重复使用。

措施



散热器隔热层翻修: 在建筑外围的散热器后面安装了超过6000个隔热层
几乎没有哪个建筑有这种隔热层。

措施



第一步

城市大改造

我们不能单独行动。要想改造纽约，必须要使
更多建筑旧貌换新颜。帝国大厦如今已绘制出
一幅 蓝图，让我们的成果惠及他人，为节能高
效献计献策。

想一想，纽约城所有的建筑都节能7.9%会是什
么样的光景？

只需改装窗户，隔绝散热器，回收废弃物就能
节约大量能源。

成果：

通过节约能源，纽约可关闭其 大的发电
厂。

15年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6千亿公吨。



第二步

智能建筑，高效建筑
无数水管、电线、通风管道组成了复杂的系统，为大厦供暖、
制冷、通风。这一系统在不必要时 运行，浪费了大量能源。

解决方案

升级制冷设备
改进四个电子制冷器，制造高效制冷设备

新的通风设备
智能通风设备，监控空气质量，只在必要时换气。

无线控制网络
每一个制冷、供暖、通风设备都与大型无线控制网络相连。

成果：
第二步的成果：

15年内减少5万公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每
年节约220万美元。

相当于节省 11万9千桶原油 。



措施

制冷设备翻新:制冷设备改造项目包括升级4个工业电动式制冷机组，以及升
级控件，变速驱动器和主回路旁路。



空调更换: 利用全新空气处理设备，将现有恒定体积的设备更换为带有变频驱动风
扇的空调设备， (用每层两个落地式空调代替每层4个悬挂式空调).  空调更换与租
户空间重建同时进行。

措施



措施

DCC控制系统升级: 措施包括利用 大的无线网络之一来升级帝国大厦现有
的控制系统。实时设备性能的指标检测用于不断调试HVAC系统。



通风系统升级:这个项目涉及二氧化碳传感器的安装，它用于控制外部空气
进入制冷机和空气处理设备。

措施



第二步

智能建筑，高效建筑
您的汽车绝不会只有全速和熄火两档。可摩天大
厦里的设备往往过度运转——从而造成能源浪费 。
帝国大厦如今正使用一种新的设备来监视其他设
备的运转，并在空闲时间里调小或停止运转设 备，
这样可以节省19.1%的能源。
想想吧，只要安装智能高效的设备，全纽约就能
节约19.1%！

成效：为纽约市节能19.1%，相当于每年永久关闭
两个煤电厂。15年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亿3 千
5百公吨。
相当于节省3亿2千3百万桶原油！

成效：为纽约市节能19.1%，相当于每年永
久关闭两个煤电厂。

15年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亿3 千5百公
吨。

相当于节省3亿2千3百万桶原油！



第三步
强化改变的力量
我们和每一位承租人合作来帮助其节能，提供必要
的手段帮助他们监控并降低能源消耗量，设计 建造
可持续型办公空间。

解决方法：
低耗高效照明、插座
高能效CFL灯泡、智能插座能感应用户是否在座位上，
并在用户离开时自动断电。
白天照明
我们正致力于应用太阳能来节约能源。
承租人能源管理
即时的网上控制器能让租户监控其能源使用情况，
并帮助他们找到降低能源消耗的有效途径。

成效：

15年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万1千公吨，
每年节省130万美元。

相当于134万棵树木每年处 理二氧化碳的
总量。



租户能源管理：这项措施为租户提供访问在线的能源消耗和基准信息以及
持续性的提示和更新。

措施



第四步

加大改变的力量

虽然改变由使用正确的工具作为开端，
但是真正的改变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力量。
我们都可以选择减少能源消耗使用矿物
燃料。这些改变不一定意味着牺牲。然
而却可以为我们省钱并且使得这个世界
更加洁净明亮。

纽约客如果监测他们使用的能源、并负
起责任的话，就可以减少11.4%的能源消
耗。

成效：

纽约能源消耗减少11.4%

15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达8100万公吨。

相当于2亿4千万多棵树能过滤的二氧化碳
量。



大自然不是我们探访的地方，
而是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这关系到减少经济增长的影
响以及创造增长的机会。

8，000，000，000英亩的树
如果每个国家的能源效率增加
10%，那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降
低30亿公吨，三倍于美国全部森
林吸收的碳。

节省43，000，000桶油
能源改造是 便宜的可替代资源。
我们为什么不通过税率，刺激以
及其他好处去促进能源改造呢？
就好像风能，太阳能和其他可代
替资源一样。这个过程中，我们
每年能节省43，000，000桶油。

减少20，000辆车
这个计划减少了帝国大厦未来
15年总共105，000公吨的的
碳排放量，相当于路面上减少
了2万辆车

超过90%的建筑将会保存
25年。想要改变能源消耗，
我们必须解决既有建筑环
境问题。

帝国大厦引领能源改造项
目。我们证明了可持续改
造是明智的投资，并且为
其他楼宇提供了学习的模
板。

世界 城市 建筑

帝国大厦是值得骄傲的伙伴也是EPA能源之星计划
的认证大楼



实用后续步骤

您可以做的

1) 根据你的翻新周期来分类你的建筑。

2) 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规划，包括改造项目，设计标准，租赁

结构的变化，租户能源管理方案和营销活动

3) 致力于一个综合的，整体的建筑改造方法。

4) 要求节能担保。可以通过持续性的测量和节约验证，以降低风险和

持续实现节能。

5) 通过训练、工具和技术来将承租人、员工、楼宇使用者纳入节能环

节中。

6) 在建设前和建设中各个阶段切实提高建设热情



改变帝国大厦，改变世界

使用你的可上网手机来了解更多关于
帝国大厦如何转型为可持续发展全球
领导者的资讯
请上esbtour.com



www.esbsustainability.com



联系方式

• Dana Robbins Schneider
Jones Lang LaSalle
dana.schneider@am.jll.com
917.882.5646

• Paul Rode
Johnson Controls, Inc.
paul.rode@jci.com
914.419.5032

• William G. Cohen
Newmark Knight Frank
wcohen@newmarkkf.com
212.372-2233

www.esbnyc.com

• Ryan Kass
Newmark Knight Frank
rkass@newmarkkf.com
212.850.5475 



可持续发展
传播全球，改变世界

使用你的可上网手机来了解更多关于
帝国大厦如何转型为可持续发展全球
领导者的资讯
请上esbtou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