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Danish approach to the architecture design丹 麦 建 筑 设 计 之 道



丹麦屡次被评为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有着非常完善的
福利体制。人民安居乐业，享受生活，而作为这样一个最幸
福国度的设计从业者，我们充分相信，好的设计创造好的生
活，同时也来自于生活。

作为北欧国家的一员，丹麦的建筑与城市设计原则深受北欧“以
人为本”理念的影响，体现在：通过塑造宜居的城市环境提供高
质量的生活；尊重城市现有特点，延续周边肌理；以人的尺度设
计空间；注重资源、人文、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性。

北欧理念下的建筑与城市设计基本原则

世界最幸福的国度

丹麦ZESO建筑师事务所，其字母组成含义分别为“ZE”代
表“Zero Energy”，即零碳排放的意思；“SO”代表“So-
ciety“，即社会的意思。我们将这些单词的代表字母放入我
们的名字，以表明我们对创造优质的生活空间，打造零碳社
会，致力于创作有助于提升个人、集体以及整个社会幸福感
的空间场所的愿景。为丹麦在2050年成为绿色能源社会做出
在建筑领域上的贡献。

我们的愿景



合作双赢

ZESO建筑师事务所与国内中交集团、华南理工大学设计研究
院，广东省城乡规划院等等多个知名设计院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伙
伴关系。
我们已通过独立承担或合作设计等方式，进行了多项城市新区规
划设计及不同类型建筑等项目。

交流共享

2016年底，丹麦ZESO建筑师事务所作为唯一的建筑设计公司应
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与丹麦驻中国大使馆邀请参加首届“中国丹麦
地方政府合作论坛”。 

和丹麦外交部性别平等与北欧合作大臣交流ZESO在中国发展状况

ZESO总公司CEO Torben Juul先生作关于失智养老建筑设计的演讲

ZESO与广东省城乡规划研究院进行项目合作交流

美好未来

公司十分注重将北欧的先进设计理念运用在中国的城市实践，并
已在成都设有办公室。我们对中国社会十分关注，尤其是幼儿教
育和养老方面。
凭借着专业而务实的团队，我们已经充分准备好为中国的更多人
呈现我们的设计，为人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正是凭借着”ZESO建筑设计五原则”，让ZESO在2008年创立
之初便神奇地在全球经济危机中挺了过来并迅猛发展，成为丹麦
建筑界的佳话。因为ZESO认为，一个好的建筑，已不仅局限于
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性和功能性。为甲方设身处地考虑，在项目初
期便植入对经济性和可建性的考量，并贯穿始终，保证建筑从理
念到实际的无缝对接。

独特的设计理念 A UNIQUE DESIGN METHOD

在当今全球的建筑语境下，可持续性无疑是热议的话题。丹麦政
府已立法规定，将在2050年全面实现零排放社会。作为丹麦建筑
界的先锋事务所，我们采用最先进的德国DGNB节能建筑设计标
准，并在事务所中普及BIM技术的使用。

我们提供有各种专业的咨询，包括规划、过程便利化、概念开
发、设计、设计开发、项目和施工管理，以及开发产业咨询。

In recent years, sustainability has evolved to be a crit-
ical factor of architecture both nationally and interna-
tionally. Denmark has in the meantime decided to be-
come an energy-neutral society in 2050. The studio is 
using the DGNB building cerfification. We have, with 
the choice of our new name, ZESO Architects, which 
stands for ZEro Energy SOciety, wanted to underline our 
dedication to the cause.

The ‘HIGH FIVE’ design method helps Zeso to develop 
rapidly since the worldwide economic crisis in 2008. 
As Zeso believes, a good architecture, is not only tradi-
tionally based on aesthetics and funcionality, but also 
buildability and economy, in order to consider more 
about the client’s benefits and project holistic.   



A UNIQUE DESIGN METHOD

我们的“建筑新五点”方法,保证了从建筑设计之
初，到建筑建成使用的整个设计过程中，我们的设
计在美学、经济、功能、可建性以及可持续性五方
面的高品质。

功能性
FUNCTIONALITY

经济性
ECONOMY

美学性
AESTHETICS

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

可建性
BUILDABILITY



咘咘自然与户外教育中心
China

哥本哈根大学食品科学学院楼
Denmark

咘咘自然与户外中心
Sichuan,  China

ZESO 教育部门

· 校园总体规划
· 幼儿园建筑设计
· 中小学建筑设计
· 大学建筑设计
· 教育类其他附属建筑设计

ZESO教育建筑设计部门用北欧的理念不断探
索实践未来教育的多种可能性。我们秉承以
人为本的理念，为学生、老师与研究者们提
供从幼儿园、小学及中学到大学校园等文化
空间。



哥本哈根大学食品科学学院楼
Denmark

哥本哈根大学食品科学学院楼
Denmark

项目类型: 航空建筑  位置: 哥本哈根，丹麦  年份: 2016—2019年  面积: 22, 000平方米  项目投资: 哥本哈根机场       

哥本哈根机场 Finger E 航站楼
Denmark

哥本哈根机场明捷贵宾休息室
Denmark

· 机场航空建筑设计
· 车站与交通空间设计

· 工业厂区建筑设计
· 总体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

ZESO 交通与规划部门

ZESO交通与规划部门专注于交通建筑与区
域规划的发展，包括对现有设施的发展规
划研究、改进优化、新建建筑等，对每一
个项目届进行全方位的考量与关注地域性
设计。



咘咘自然与户外教育中心
China

格莱萨克瑟历史建筑改造
Denmark

ZESO 改造部门

· 历史保护建筑改造
· 室内空间改造与功能更新
· 厂房空间改造与功能更新

ZESO改造设计部致力于追求知识与技术的前
沿，因此我们的团队能够为客户、资方与使用
者提供建筑改造如何进行功能更新、设计与最
终落成的专业指导。我们的项目既包含了商业
与私人住宅，也囊括建筑气候节能、功能置换
及历史建筑保护等方面，以扎实的技术手段保
证我们的设计能够圆满落成。

哥本哈根步行街店面改造
Denmark



罗多维尔市政厅花园
Denmark

· 住宅小区规划与建筑设计
· 青年/老年公寓建筑设计

· 城市空间设计
· 景观规划设计

ZESO 人居环境部门

ZESO交通与规划部门专注于交通建筑与区
域规划的发展，包括对现有设施的发展规
划研究、改进优化、新建建筑等，对每一
个项目皆进行全方位的考量与关注地域性
设计。

阿里瑞纳高层住宅
Denmark



“丹”酒店
  Denmark

佛尔拉格尔酒店
Denmark

ZESO 商业部门

· 酒店建筑设计
· 办公建筑设计
· 商场建筑设计
· 商业类建筑空间与室内设计

ZESO商业部门包括零售、办公与酒店建筑。
我们专注于项目的落成与系统性架构，旨在
为开发商、使用者与城市创造出更多价值。



特里旺格护理之家
Denmark

· 康养护理建筑设计
· 医院建筑设计

· 养老护理公寓建筑设计
· 特殊病患人群建筑设计

· 老年痴呆症与居住空间理论研究部

ZESO 医疗与护理部门

ZESO医疗护理部门以不断创新的研究与设计，为未来老
人之家与社区贡献力量。
此外，ZESO还开展了关于老年人护理建筑的研究。我们
提出了对丹麦痴呆症患者住宅的愿景，研究如何建设适
应老年痴呆症建筑，使痴呆症患者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环境，工作人员获得护理和治疗的良好支持，同时让亲
属的生活变得轻松一些。

丹麦老年痴呆症患者建筑设计纲领及愿景
Denmark



咘咘自然与户外教育中心
China

丹麦模式的小学设计
Midwest, China

潮州仙洲岛发展规划与城市设计
Guangdong, China

ZESO设计团队十分注重将北欧先进的设计理
念运用于中国城市，目前在四川成都设有分
部，在广东、浙江、云南等地拥有办事处及长
期合作伙伴。中国部门通过独立承担或合作设
计等方式，进行了多项城市新区规划设计及不
同类型建筑等项目。

ZESO 中国项目部

中国办事处作为丹麦总公司在中国境内合法注册的外资全资子
公司，负责对接总公司业务板块下在华的所有类型规划与建筑
设计项目。



爱尔兰项目部采用与爱尔兰当地设计公司合作模式，推广
ZESO在爱尔兰、英国及全球其他英语国家的项目业务。

ZESO 爱尔兰项目部

我们是一群充满着梦想家与建造家的国民。
截止到2040年，将会有超过100万的人会把
爱尔兰称为自己的家，而其中的四分之一会
超过65岁。这对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
题：如果设计我们的城市、交通系统、办公
环境以及我们的家。这是一个我们对所期望
的品质生活的反思。是的，梦想与建造的时
候到了。

宜居的利默里克
Ireland

宜居的利默里克
Ireland



联系我们

丹麦总部地址：
Lergravsvej 57, 1.th DK 2300 Copenhagen

成都办事处地址：
成都之舍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市锦江区锦东路1号成都国家广告产业园

官方网站：www.zeso.dk

ZESO 中国项目部主管

Jibo Chen / 陈济搏

电话：(+86) 18508219565 / jch@zeso.dk

ZESO 中国区设计总监

Yinyang Wang / 王寅阳

电话：(+86) 18508219506 / yyw@zeso.dk

ZESO 总裁，创意执行总监

Torben Juul

电话：(+45) 28 57 55 57 / tju@zeso.d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