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化绿色生态医院
看得见云朵听得见花开

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设计方案整体鸟瞰图

总用地
面积约262
亩，净用地面
积约191亩。

建筑面积
约26万平方米，
规划机动车位
2000个，床位
1200张。

建成后，
日诊量将达到
近6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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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项目的使用与营运
方是华西医院，如何去满足不
同科室的需求，就成为摆在李
亚辉面前的一道难题。“细分
下来有73个科室，不同的科
室，会有不同的需求，为了不
耽误他们的时间，所以我就带
着我的设计团队整天整天泡
在华西医院，利用他们的空余
时间来沟通方案。”

据他回忆，一周里，他和
团队至少有3天以上的时间在
华西医院办公。“基本上，一个
科室最快也需要两三轮的对
接，不断论证方案的可行性，
不断修改。而长一些的就需要
六七轮的对接，不断论证方案
的可行性，不断修改。”就这
样，一个科室一个科室，李亚
辉和团队把73个科室一一跑
了个遍。方案对每个科室的病
患通道、医护通道、诊室、检查
检验区、病房、手术室等都反
复进行研讨和论证。

为了体现医院设计的人
性化、尽量避免现有医院设计
的弊病，设计人员还多次专门
组织到华西医院华西坝院区
门诊、体检、住院楼等区域实
地踏勘，实地采集数据，分析
改进手段，在门诊区随机与病
患进行交流，收集患者对医院
就医实际感受和意见，运用到
医院设计中加以改进。

此外，公司还多次赴北
京、江苏等地考察学习，参
观了天坛医院、北大国际医
院等公私不同类型的医院
建设情况，学习如何管理现
代化医院设计和成本控制，
力 争 实 现“ 超 越 华 西 办 华
西”的目标。

“这个方案从雏形到最终
确定，已经经历了大大小小10
余次的修改。”，李亚辉拿着厚
厚的一叠定版方案说。

“因为规划内容的调整，
所以建筑面积也随着要调整，
从18万平方米到24万平方米，
再到26万平方米”，在李亚辉
看来，改变的不仅仅是数字，
也是更科学、更全面的规划。

时间紧，任务重。所以加班
对李亚辉来说就成了家常便饭。

那段时间，李亚辉经常加
班，几乎无暇顾及自己正在上
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回去的
时候，她经常都已经睡了，她
的功课也是妈妈在辅导。”谈
到女儿，李亚辉嘴角露出了笑
意。如今，工程顺利开工，给了
李亚辉不少慰藉。

第四届中国十佳医院建筑设计方案评选结果出炉

华西天府医院设计方案荣获第一名

为了完善天府新区城市服
务功能、加强医疗卫生公共服务
配套，2015年天府新区成都管委
会与四川大学合作，依托四川大
学华西医学中心的优质国际医
疗资源，双方共建国际转化医学
中心。双方共同推动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在新区建设华西天府医
院，促进华西二院、口腔医院在
新区建院。

“项目位于成都科学城起步
区，天府大道以西，科学城中路
以北，鹿溪河以东。定位为非营
利性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总用地
面积约262亩，净用地面积约191
亩。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规
划机动车位2000个，床位 1200
张。建成后，日诊量将达到近
6000人。”李亚辉告诉记者，天投
集团作为代理业主展开华西天
府医院的建设工作。

院区拟设置14个医疗功能
中心。包括胸部疾病中心、心脏
疾病中心、消化疾病中心、泌尿
疾病中心、神经疾病中心、骨关
节疾病中心、乳腺疾病中心、甲
状腺疾病中心、妇女儿童医学中
心、全科医学中心、重症医学中
心、日间手术中心、口腔医学中
心和健康管理中心。

据悉，该项目以“超越华西
办华西”为目标，拟建设成为国
内领先、国际先进的医疗和医学
中心，推动天府新区乃至西部地
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项目于2016年完成选址，同
年9月启动全球的方案征集，当时
共有来自全球的15家设计单位递
交设计方案，最终择优评选出兼
具生态、智慧、人性化的方案。项
目自2018年4月开工，目前项目推
进顺利，计划将于2020年竣工”。

“这个项目不仅要建造一座
具有华西历史传承特点的现代
医学中心，还要打造一座现代化
绿色生态医院，使得无论是医护
人员还是患者，都能看得见云
朵、听得见花开。”李亚辉介绍，
为了实现建筑外部的生态慢行
景观平台，在设计上巧妙地利用
兴隆145路与天府大道的自然高
差，打造出以天府大道为起点、
横跨兴隆145路、并延伸到鹿溪
河的生态慢行景观平台，辅以绿
色三星医院的技术特点，打造出
一座绿色生态医院。

据悉，生态慢行景观平台与
医院建筑一起平行延伸，既是人
们的休息的绿色景观空间，同时
也是病患进入到医院内部的人行

通道，直达各个医疗功能区内部。
“景观平台能有效地改善医院常
见的严肃而刻板的建筑环境，带
给患者和家属相对轻松、愉悦的
就医环境，也能为医务工作者创
造更为良好的工作环境。”

而在内部，别有洞天。“建筑内
部则着重打造花园式空间，绿色环
绕、郁郁葱葱，配置净化室内空气
的绿色植物，让空气健康清新，四
季都有花香”，李亚辉认为，保持医
院内部的空气健康清新很重要。

在中庭，中庭云朵形状的采
光顶也蕴含着设计的巧思，“不
仅能够让更多的阳光照射进来
改善采光效果，还能又能让广大
病患与医务工作者感受到蓝天
白云的创意和意境。”

建筑内部景观充分体现华
西的传统文化特征，以银杏、荷
花等鲜明的华西元素点缀，设置
具有华西文化的景观小品和标
示系统，延续数代华西人的记忆
元素，再现华西特有的场所感和
空间氛围。

据了解，整个建筑都将采用
无害、无污、自然降解的环保型
建筑材料，按生态经济开放式闭
合循环原理，建立完善的医疗、
生活废弃物以及废水、废气和固
体废弃物综合处理的管理系统，
并通过高效空调照明系统、适宜
的可再生能源系统、智能化管理
系统、雨水回用等措施实现全生
命周期利用，全方位实现生态建
筑、绿色建筑。

对于华西天府医院这种规模
的大体量医院而言，交通组织设
计是事关概念性设计方案成败的
一个非常重要因素。李亚辉介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方案设计
中，提出了分区、分时段、单循环
立体交通一体化解决办法。

据介绍，医院不仅设置了城
市公共交通步行区，充分考虑了
地铁地面出口、公交车停靠站、
出租车停靠站等公共交通人流，
形成引导性强、便于病人进出的
步行体系，还利用地铁通过地下
通道与医院地下室无缝衔接。院
前主要车行交通区，则利用兴隆

145路下穿建筑，嵌入交通、文化
商业综合体，在兴隆145路设置主
要门诊住院主要车行出入口，车
辆可直接平进地下二层的车库。
另在北侧兴隆80路和南侧兴隆86
路设置次要车行出入口，作为高
峰时期车辆多出入口的疏散；天
府大道设置急诊出入口，在西侧
兴隆157路设置后勤出入口。

此外，方案还设置院前应急车
行交通区，则沿天府大道设急诊抢
救通道，救护车可在急诊广场进行
循环、停放和维护。急诊广场与门
诊、住院广场相对分开；屋顶设直
升机救护平台，搭建空中救护通

道，形成多维度生命抢救流线。设
置后勤交通区的出入口于北侧，从
城市道路直接进入负二层标高层，
与院内公共流线交叉少；污物交通
区则在地下室进行集中转运，出口
位于南侧下风向，与其他区域隔离
独立，实现洁污分流。

“主体院区交通组织按分时
分区多出入口单循环原则设
计。”按照规划，车辆可通过兴隆
145路直接平进地下二层的车
库，并在兴隆145路交界面设置
下沉坡道立体循环交通体，车行
下行无阻碍进入院区内部，人行
直接进入到建筑功能单元。

除了与众不同的生态景观
设计和人性化的交通体系，华西
天 府 医 院 还 着 力 运 用“ 互 联
网+”技术，打造由各种智能化
技术运营支持的“智慧医院”。

“智慧医院”的基础，首先就
是整个医院的高效运营。因此在
整个医院的平面布局上，方案以
医学检查技术为核心，根据与各
医学中心的对应关系分层布置，
平行对接各个综合医学中心门
诊单元，垂直对接各个护理单
元，形成“L”型联系，有效缩短患
者就诊-医学检查-护理的空间
流线。

而方案中急诊部设置独立
的绿色抢救电梯直通手术中心，
并与屋顶直升机救护平台相连，

形成多维度生命抢救流线，实现
快捷抢救。

综合物流方面，方案设置了
中型物流传输系统、气动管道系
统、被服与废物处理系统、智能
仓储系统等现代化的物流传输
体系，降低人力成本，提升医院
运行效率。

“互联网+”技术则支持多
院区医疗资源互通和联动，医院
信息基于华西管理运营平台（包
括医疗管理平台、后勤保障平
台、科研教学平台），利用云端打
造采集、集成、分享的智能化信
息网络，实现多院区诊疗、后勤、
科研等大数据资源的互通和联
动。

方案中医院还将整体采用

智能化能源控制体系，通过能耗
分析管理系统，实时采集医院
水、电、空调、气体等能耗报表图
形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和智能化
控制，为医院节能运行提供有力
支撑。

同时医院还将采用智慧车
流引导系统和先进的医疗智能
化体系，利用车牌识别、车库入
口显示屏、车位引导屏、高清车
位相机等建立一体化车流引导
系统，配置反向寻车查询装置，
通过车库地图帮助寻车，方便患
者停车，综合设置患者分诊引
导、护理呼叫、ICU探视、数字化
手术室、医用对讲和智能防盗等
系统，打造人性化“智慧医院”。

天府之声记者 龚靖杰

为了方案更完善
设计人员

连续加班3个月

预计2020年完工
将建成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单循环立体交通体系
为患者提供更人性化服务

“互联网+”综合运营体系
更节能更高效更智慧

近日近日，“，“达实杯达实杯””第四届中第四届中
国十佳医院建筑设计方案评选国十佳医院建筑设计方案评选
结果公布结果公布，，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四川大学华西天府
医院项目位列第一医院项目位列第一。。

据悉据悉，“，“达实杯达实杯””中国医院中国医院
建设奖作为行业权威评选活建设奖作为行业权威评选活
动动，，是由第二十届全国医院建是由第二十届全国医院建
设大会组委会设大会组委会、、筑医台筑医台、、健康报健康报
社社、《、《医养环境设计医养环境设计》》杂志杂志、《、《建建
筑技艺筑技艺》》杂志联合主办杂志联合主办。。自今年自今年
99月月11日启动以来日启动以来，，获得了行业获得了行业
及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热情参及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热情参
与与。。第四届中国十佳医院建筑第四届中国十佳医院建筑
设计方案评选设计方案评选，，致力通过选取致力通过选取
更优秀更优秀、、更具代表性的医院建更具代表性的医院建
筑设计作品筑设计作品，，传达新的医院建传达新的医院建
筑设计理念与人文设计筑设计理念与人文设计，，以促以促
进医建领域的高水平交流进医建领域的高水平交流。。

那么那么，，该项目到底是缘何该项目到底是缘何
力压其他项目力压其他项目，，获得第一的呢获得第一的呢？？
1212月月2020日日，，天府之声记者采访天府之声记者采访
了天投建设公司总工办项目管了天投建设公司总工办项目管
理工程师李亚辉理工程师李亚辉，，揭秘设计方揭秘设计方
案的设计理念和设计人员出炉案的设计理念和设计人员出炉
的艰辛过程的艰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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