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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根据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19 年度省工程建

设标准和标准设计第一批编制计划》（冀建质[2019]x 号）要求，

由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会同有关单位编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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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1  为贯彻国家节约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规范被

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评价，推进可持续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 

1.0.1 我省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

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导致能源和环

境矛盾日益突出，建筑能耗总量和能耗强度上行压力不断加大。

实施能源资源消费革命发展战略，推进城乡发展从粗放型向绿色

低碳型转变，对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2017 年 4 月 26 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河北省节

能“十三五”规划》（冀政办字〔2017〕40 号）中提出：“围绕

生态文明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坚持设计阶段提升建筑节能标准和

运营阶段降低建筑能耗并重，切实加强建筑节能工作，在达到同

样舒适程度的同时有效控制建筑能耗过快增长。推广被动式低能

耗建筑，到 2020 年达到 100 万平方米。探索被动式低能耗节能改

造，推动被动式低能耗建筑集中连片建设，条件成熟的率先实现

区域规模化发展，建立适合我省特点的被动式低能耗建筑认证体

系。开展零能耗建筑和正能建筑试点示范建设。” 《河北省建筑

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到 2020 年新增建筑

实现节约标准煤 1500 万吨左右，全面执行居住建筑 75%节能设

计标准；结合我省气候特征和自然条件、人文特色，推动被动式

低能耗建筑集中连片建设，条件成熟的率先实现区域规模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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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零能耗建筑和正能建筑试点示范建设。鼓励开展既有居住建

筑节能综合改造和绿色化改造，鼓励按照高标准进行节能改造，

探索被动式低能耗节能改造”。 

在我省大力推行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背景下，各市陆续推

出了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发展措施，包括补贴和财政奖励。同

时，各地产开发企业也推出了各自的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品线，

以“被动式、低能耗、高舒适”为特色进行研发与推广。本标准

的制定可在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之间搭起桥梁，填补我省乃至我

国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领域的认证体系的空缺，市场应用前景广

阔。该标准编制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为我省被动式超低能耗

建筑评价提供了技术支撑，对推动我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发

展具有促进作用。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被动式超低能耗民用建筑

的评价。 

【条文说明】 

1.0.2 本条规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即本条准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

绿色性能的评价，包括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 

1.0.3  在评价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时，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 

1.0.3 本标准对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应采取的措施和技术指标作

出了评价规定，但建筑节能涉及的专业较多，相关专业均制定了

相应的标准，并作出了节能规定，因此，在进行建筑节能设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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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河北省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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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 Passive ultra-low energy buildings 

适应气候特征和自然条件，通过被动式技术手段，采用保温

隔热性能和气密性能更好的围护结构，运用高效新风热回收技术，

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大幅度降低建筑供暖供冷需求，以更少的

能源消耗提供更舒适室内环境的建筑，简称超低能耗建筑。 

2.0.2 建筑气密性  building air tightness 

建筑围护结构的密封性能，通常用建筑室内外一定压差下的

小时换气次数，表征建筑物在封闭状态下阻止空气渗漏的能力。 

2.0.3 年供暖（冷）需求  Annual heating（cooling） demand 

满足本标准规定的室内环境要求，单位供暖(冷）空间计算使

用面积每年需要的热（冷）量。 

2.0.4 年供暖、供冷和照明一次能源消耗量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for heating, cooling and lighting 

供暖、供冷和照明系统的一次能源消耗量之和，计算时应将

不同形式的能源需求统一折算到一次能源后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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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1  一般规定 

3.1.1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评价应以单栋建筑为评价对象。 

【条文说明】 

3.1.1 建筑的能效是以单栋建筑为基准设计和确定的，因此相关评

价应基于整栋建筑。 

3.1.2  参评建筑应满足绿色建筑标准的要求。 

【条文说明】 

3.1.2 绿色建筑是全寿命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

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高性能建筑。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是绿色建筑的

深化和发展，因此参评建筑必须达到绿色建筑的要求。 

3.1.3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防火安全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建筑外墙外保温防火隔离带技术规程》JGJ289 等相关

规定。 

【条文说明】 

3.1.3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采用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住宅建筑

的分户墙、供暖/非供暖隔墙等部位保温要求较高，其防火要求应

该严格按照国家现行标准执行。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一般采用薄

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当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采用 B 级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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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时，每层应设置防火隔离带，具体要求应符合《建筑外墙外

保温防火隔离带技术规程》。 

3.1.4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评价应贯穿设计、施工及运行全过程。

超低能耗建筑的评价分为设计评价、竣工评价和运行评价。设计

评价应在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通过后进行；竣工评价应在建设工

程竣工验收通过后进行；运行评价应在建筑投入使用至少一年，

且各项设备合理正常运行后进行（使用率宜达到 60%以上）。 

【条文说明】 

3.1.4  无 

3.1.5  申请评价应对参评建筑进行技术和经济合理性分析，选用

适宜技术、设备和材料，对规划、设计、施工、运行阶段进行全

过程控制，并提交相应分析、测试报告和相关文件。申请评价方

应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条文说明】 

3.1.5  申请评价方依据有关管理制度文件确定。本条对申请评价

方的相关工作提出要求。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评价注重技术和经

济合理性，申请评价方应对建筑各个阶段进行控制，优化建筑技

术、设备和材料选用，综合评估建筑规模、建筑技术与投资之间

的总体平衡，并按本标准的要求提交相应分析、测试报告和相关

文件。申请评价方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3.1.6  评价机构应按照本标准的有关要求，对申请评价方提交的

报告、文件进行审查，并应进行现场考察，根据评价结果出具评

价报告，确定等级。  

【条文说明】 

3.1.6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评价机构依据有关管理制度文件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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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条对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评价机构的相关工作提出要求。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评价机构应按照本标准的有关要求审查申请

评价方提交的报告、文档，并在评价报告中确定等级，评价机构

还应根据具体项目情况，必要时应组织现场核查，进一步审核规

划设计要求的落实情况、实际性能和运行效果。 

3.2  评价与等级划分 

3.2.1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评价体系由室内环境、能源节约、运

行质量 3 大类指标组成。 

【条文说明】 

3.2.1  无 

3.2.2  申报单位在施工图完成以后，应按照本标准第 4 章~5 章的

要求进行设计评价；在建筑工程竣工后，应按河北省《被动式低

能耗建筑施工及验收规程》DB13(J)/T238 中施工及验收要求进行

竣工评价。当建筑竣工验收一年后，应按照第 4 章~6 章章内容要

求进行运行评价。 

【条文说明】 

3.2.2  无 

3.2.3  控制项和提高项的评定结果为满足或不满足。 

【条文说明】 

3.2.3  无 

3.2.4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评价分为基本级和优秀级 2 个等级。

当建筑满足对应评价阶段所有控制项的要求时，为基本级。当建

筑满足对应评价阶段所有控制项和提高项的要求时，为优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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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3.2.4  无 



9 

4   

4.1  控制项 

4.1.1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热湿环境参数达

到以下要求： 

表 4.1.1 建筑主要房间室内热湿环境参数 

室内热湿环境参数 冬季 夏季 

温度（℃） ≥20 ≤26 

相对湿度（%） ≥30 ≤60 

注：1.冬季室内相对湿度不参与设备选型和能效指标的计算； 

2 当严寒地区不设置空调设施时，夏季室内热湿环境参数可不参与设备选型和能效指标

的计算。 

【条文说明】 

4.1.1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建筑健康、舒适的室内环境是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基本前

提。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室内环境 参数应满足较高的热舒适水

平。室内热湿环境参数主要是指建筑室内的温度、相对湿度，这

些参数直接影响室内的热舒适水平和建筑能耗。本条规定的空间

环境参数以满足人体热舒适为目的，其他工艺性建筑空间的室内

环境参数按具体工艺要求确定。 

根据国内外有关标准和文献的研究成果，当人体衣着适宜且

处于安静状态时，室内温度 20℃比较舒适，18℃无冷感，15℃是

产生明显的冷感的温度界限。冬季热舒适（-1≤PMV≤1）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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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范围：18~24℃。基于节能和舒适的原则， 本着提高生活质

量、满足室内舒适度的条件下尽量节能，将冬季室内供暖温度设 

定为 20℃，在北方集中供暖室内温度 18℃的基础上调高 2℃。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具有很好的气密性并利用新风热回收系

统实现热交换，在冬季室内外温差较大的地区比普通建筑在保持

室内相对湿度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可以有效避免冬季由于冷风渗

透造成的室内空气相对湿度的降低。实际调查结果表明， 北方冬

季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室内湿度一般都在 30%以上。本条表中

所列冬季室内湿度为舒适度要求，不参与设备选型和能效指标的

计算。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优先使用被动式技术营造健康和舒适的

建筑室内环境。在过渡季，通过自然通风及高性能的外墙和外窗

遮阳系统保证室内环境；冬季通过供暖系统保证冬季室内温度不

低于 20℃，相对湿度不低于 30%；夏季，当室外温度高于 28℃

或相对湿度高于 70%时以及其它室外环境不适宜自然通风的情

况下， 主动供冷系统将会启动，使室内温度不高于 26℃，相对

湿度不高于 60%。全年处于动态热舒适水平，大部分时间处于国

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 规定

的热舒适Ⅰ级。突出以人为本，且不盲目追求过高的舒适度和温

湿度保证率。 

当然，在一些气候区，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可以不使用主动

供暖或供冷系统也可以保证室内有很好的舒适度，计算表明， 在

部分严寒地区不设空调设施时，全年温度高于 28℃的小时数占全

年时刻的比例≤10%（即过热小时数≤10%），保证室内环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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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较好的热舒适区内。即在严寒地区，一些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

可以仅通过被动式技术就可以保证夏季室内拥有良好的室内环

境。使得严寒地区在不增设空调设施的条件下，室内环境的热舒

适度较常规建筑大幅度改善。 

本条中的“主要房间”是指建筑中人员长期停留的房间，包

括卧室、起居室、 办公室等，其他人员短期停留的空间如走廊、

电梯厅、地下车库等公共区域的热湿参数应按实际需求设定，并

应满足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

计算分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计算分析报告，室内

温湿度检测报告。 

4.1.2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新风量达到以下

要求： 

表 4.1.2 建筑主要房间室内新风量要求 

建筑类型 指标要求 

居住建筑 ≥30 m3/ h·人 

公共建筑 

符合《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50736-2012）中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4.1.2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室内空气质量是室内主要环境影响因素。病态建筑综合症

（Sick Building Syndrome，SBS）和建筑相关疾病（Building-related 

illness，BRI）以及化学物质 过敏症（Multiple Chemical Sensitivity，

MCS）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提高建筑新风量是构建健康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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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Building，HB）的必然选择，特别是 SARS 危机之后，

增加新风量更成为应对 SARS 的主要技术措施。国内外相关研究

表明，空气净化器无法完全替代室外新鲜空气，新风对于改善室

内空气品质，减少病态建筑综合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

此，合理确定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新风量对改善室内空气环境和

保证室内人员的健康舒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条中的最小新风量指标综合考虑了人员污染和建筑污染对

人体健康的影响。居住建筑的人均居住面积按 32m2/人核算，约

相当于新风 0.5 次换气。 

对公共建筑，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设计规范》 GB50376 中已对新风量进行了明确要求，其标准可

以满足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要求。 目前建筑室内空气污染物的

种类增多和强度多变，包括人员污染物和建筑污染物（建材和设

备）；室外空气污染的加剧造成新风品质下降，导致室内空气品

质很难提高。常规的居住建筑不设置机械新风系统，主要通过开

窗进行自然通风。 开窗通风是简便易行的获取新风的方式，也是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在室外环境参数适宜的条件下推荐使用的被

动式的消除室内余热余湿、提升室内空气品质的手段。但在供冷

供热季节，通过开窗通风获得新风的方式其效果无法保证，一方

面由于需要维持室内热环境要求，开窗时间不能过长，因而新风

量通常难以达到要求，另一方面在我省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

当室外重度雾霾发生时，通过直接开窗获得新风反而引起室内环

境的恶化。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应具备良好自然通风能力，宜通过自然

通风和机械通风相结合的方式，向室内提供充足健康的新鲜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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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室外空气参数适宜通风时，自然通风可向室内提供充足的空气，

保证室内良好的空气品质。当室外空气不适宜通风时，如室外温

度过高或过低、雾霾严重，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机械通风系统

可向室内提供充足健康的新鲜空气，保证全年室内良好的空气品

质。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

计算分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计算分析报告，相关

检测报告。 

4.1.3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级达到以下

要求： 

表 4.1.3 建筑主要房间室内噪声级要求 

建筑类型 指标要求 

居住建筑 

卧室：昼间≤40；夜间≤30 

起居室：≤40 

酒店类建筑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50118 中室内允许噪声级一级的规定 

其他类建筑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50118 中室内允许噪声级高要求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 

4.1.3 世界卫生组织（WHO）通过专家组对噪声与烦恼程度、语

言交流、信息提 取、睡眠干扰等关系的调研以及对噪声传递的研

究，发表了噪声限值指南见表 4.1.3-1。 

表 4.1.3-1 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住宅室内噪声的推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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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环境 

 

考虑因素 

 

测量时间段 

等效声级 dB 

（A） 

 

住宅室内 
语言干扰和烦恼程度 

 

昼、晚 16 

 

35 

卧室 睡眠干扰 夜间 8 30 

我国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按区域

的使用功能特点和环境质量要求，将声环境功能区分为五种类型，

其中要求最高的为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昼间等效声

级限值为 50dB（A），夜间等效声级限值为 40dB（A）。现行

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 中对高要求 

住宅的卧室、起居室（厅）内允许的噪声级为卧室昼间允许噪声

级为 40 dB（A）， 夜间允许噪声级为 30dB（A）。室内噪声不

仅和建筑所处的声功能区、周边噪声源的情况有关，而且和建筑

本身的隔声设计密切相关。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采用高性能的建

筑部品，应具有较好的隔声能力。根据国内外的标准和现有隔声

技术情况， 确定了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应具备较高水平的室内声

环境。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通过技术手段控制室内自身的声源和来

自室外的噪声，室内噪声源一般为通风空调设备、电器设备等；

室外噪声源则包括来自建筑外部的噪声（如周边交通噪声、社会

生活噪声、工业噪声等），设计过程中应计算外墙、楼板、分户

墙、门窗的隔声性能验证建筑室内的声环境是否满足要求。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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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分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计算分析报告，室内

噪声级检测报告。 

4.1.4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采用合理的措施使主要功能房间的室

内空气品质达到以下要求： 

表 4.1.4 建筑主要房间室内空气品质参数 

室内空气品质参数 指标要求 

年均 PM2.5（µg/m3 ) ≤35 

二氧化碳浓度（ppm） ≤1000 

【条文说明】 

4.1.4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近年来，我国很多地区雾霾天气频现，大气颗粒物污染严重。

研究表明，吸入的颗粒物粒径越小，进入呼吸道的部位越深，对

健康危害越大，并且颗粒物对易感人群（儿童、老人、体弱人群、

呼吸系统疾病等人群）的健康危害更严重。粒径在 2.5μm~10 μ

m 之间的颗粒物，能够进入上呼吸道，部分可通过痰液等排出体

外。粒径在 2.5 μm 以下的颗粒物（细颗粒物），会进入支气管

和肺泡，干扰肺部的气体交换，引发包括哮喘、支气管炎和心血

管病等疾病甚至癌症；细颗粒物附着的 VOCs、SVOC、重金属等

有害物质，可以随细颗粒物通过支气管和肺泡进入血液，对人体

健康产生更大危害。 

不同建筑类型室内颗粒物控制的共性措施为增强建筑围护结

构气密性能，降低室外颗粒物向室内的穿透。对具有集中通风空

调系统的建筑，应对通风系统及空气净化装置进行合理设计和选

型，并使室内具有一定的正压。对于无集中通风空调的建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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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空气净化器或户式新风系统控制室内颗粒物浓度。 

室内 CO2 浓度常用来表征室内新鲜空气多少或通风程度强

弱，其同时也反映了室内可能存在的其他有毒有害污染物的聚集

浓度水平。室内 CO2 浓度般不会达到很高的毒性浓度， 但室内

CO2 浓度过高会引起头昏、憋闷或精神不佳等情况，对生活和工

作效率具有不利影响。 

运行阶段评价中，需在建筑内加装颗粒物浓度、CO2 浓度监

测传感设备。颗粒物浓度监测数至少每小时进行一次读取储存，

连续监测一年后取算术平均值，并出具报告；CO2 浓度监测读数

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 10 min ，连续监测一天后取日平均值，并出

具报告。建筑中每种类型的房间至少取一间进行浓度的全年监测。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净化装置颗

粒物过滤性能检测报告、颗粒物浓度原始监测数据及计算书、CO2

浓度原始监测数据及计算书，并现场核实。 

4.2  提高项 

4.2.1 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热舒适整体评价等级达到Ⅱ级及以上。 

【条文说明】 

4.2.1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热舒适指标是反映热环境物理量及人体有关因素对人体热舒

适的综合作用的指标。暖通空调系统等人工调控系统产生的主要

目的是为人们提供一个舒适健康的热环境，若热湿环境营造不恰

当，达不到舒适等级要求，将影响人们的情绪、工作效率等，严

重时会使人体机能下降，危及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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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暖空调房间室内热湿环境进行等级评价时，设计阶段和

运行阶段应按其整体评价指标进行等级判定，且应满足相应等级

要求。整体评价指标应包括预计平均热感觉指标（PMV）、预计

不满意者的百分数（PPD），PMV-PPD 的计算程序应按现行国家

标准《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评价标准》GB/T 50785 标准附录 E

执行；整体评价指标需符合条文说明中表 4.2.1-1 的规定。 

表 4.2.1-1 整体评价指标 

等级 整体评价指标 

Ⅰ级 PPD≤10％ －0.5≤PMV≤＋0.5 

Ⅱ级 10％＜PPD≤25％ －1≤PMV＜－0.5 或＋0.5＜PMV≤＋1 

Ⅲ级 PPD＞25％ PMV＜－1 或 PMV＞＋1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相关计算

分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相关计算分析报告，并现

场核实。 

4.2.2  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局部热舒适评价指标冷吹风感引起的

局部不满意率（LPD1）、垂直温差引起的局部不满意率（LPD2）

和地板表面温度引起的局部不满意率（LPD3）满足Ⅱ级及以上的

要求。 

【条文说明】 

4.2.2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室内热湿环境直接影响人体热舒适，真实的供暖空调房间大

多属于非均匀环境，存在部分空间舒适，另一部分空间过热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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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的现象，对使用者舒适度影响巨大，还易导致使用者因室内过

冷过热而感冒生病的现象。热环境的整体性评价虽能一定程度上

反映热舒适水平，但局部热感觉的变化也应着重考虑。 

局部评价指标包括冷吹风感引起的局部不满意率（LPD1）、

垂直空气温度差引起的局部不满意率（LPD2）和地板表面温度引

起的局部不满意率（LPD3），局部不满意率的计算应按现行国家

标准《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评价标准》GB/T 50785 标准附录 F

执行。局部评价指标需符合条文说明中表 4.2.2-1 的规定。 

表 4.2.2-1 局部评价指标 

等级 

局部评价指标 

冷吹风感（LPD1） 垂直空气温度差（LPD2） 地板表面温度（LPD3） 

Ⅰ级 LPD1＜30% LPD2＜10% LPD3＜15% 

Ⅱ级 30%≤LPD1＜40% 10％≤LPD2＜20% 15%≤LPD3＜20% 

Ⅲ级 LPD1≥40% LPD2≥20% LPD3≥20%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相关计算

分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相关计算分析报告，并现

场核实。 

4.2.3 合理采用自然通风、遮阳等被动调节措施改善室内热湿环

境，在自由运行状态下室内热湿环境符合人体适应性热舒适的要

求，非人工环境冷热源热湿环境评价等级满足Ⅱ级及以上的要求。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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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被动式调节措施强调利用自然条件、气候资源等实现建筑在

非机械、不耗能或少耗能的运行方式下，全部或部分时间满足建

筑对于室内热舒适性的要求，达到降低建筑使用能耗，提高室内

环境性能的目的，实现在保障室内热环境舒适健康的前提下降低

供暖空调能耗。 

作为自然界中的组成部分，人类系统与自然环境不断进行物

质、能量的交换。适应性模型认为人在室内热环境中具有自我调

节能力，例如，在室外气候条件适宜的情况下，相比于稳态气流，

自然风对于人体具有更好的接受度，使用者在自由运行状态的建

筑中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同时，合理的自然通风调节措施，也有

助于建筑节能。因此，无论从人体适应性热舒适的角度，还是从

建筑节能减排的角度，都鼓励尽量采用自然通风等被动调节措施

来营造舒适热环境。 

此条要求在建筑自由运行状态下进行评价，参照现行国家标

准《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评价标准》GB/T 50785 的非人工冷热

源热湿环境评价，以预计适应性平均热感觉指标（APMV）作为

评价依据。预计适应性平均热感觉指标（APMV）应按下式计算： 

APMV＝PMV/（1＋λ·PMV）   （1） 

式中：APMV——预计适应性平均热感觉指标； 

λ——自适应系数，按条文说明中表 4.2.3-1 取值； 

PMV——预计平均热感觉指标，按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室

内热湿环境评价标准》GB/T 50785-2012 中附录 E 计算。 

表 4.2.3-1 自适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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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气候区 

居住建筑、商店建筑、旅馆建筑及办

公室 

教育建筑 

严寒、寒冷地区 

PMV≥0 0.24 0.21 

PMV＜0 －0.50 －0.29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相关计算

分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相关计算分析报告，并现

场核实。 

4.2.4 控制 PM2.5 年均浓度不高于 15 μg/m3，PM10 年均浓度不

高于 30 μg/m3；允许全年不保证 5d 条件下，PM2.5 日平均浓度

不高于 37.5 μg/m3，PM10 日平均浓度不高于 75 μg/m3。 

【条文说明】 

4.2.4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本条为 4.1.4 基础上的提升。同时，本条对室内颗粒物日均浓

度进行了要求。对于室外空气质量较好的地区，在空气净化装置

方面增加较少投入即可达到本条要求；对于室外空气质量较差的

地区，需要对室内颗粒物污染控制进行专项设计，即根据室内颗

粒物的浓度要求进行空气处理设备过滤效率的计算和合理选型。 

建筑室内颗粒物日均值计算中，监测读数的时间间隔不应超

过 10 min，每层同类型房间至少选取一间进行监测。考虑到建筑

节能，具有明确时间作息规律的建筑，可在确保建筑内无人的时

段（如夜晚）不对室内颗粒物浓度进行要求。在评价时出具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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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以除该时段外的建筑颗粒物平均浓度作为日均浓度，允许

全年不保证天数 5d。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产品性能检

测报告、监测数据与计算文件，并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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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1  控制项 

Ⅰ  建 筑 能 耗 

5.1.1 超低能耗建筑的冷热需求、能耗指标应满足《被动式超低

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被动式超低能耗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中的相关要求。 

1  居住建筑能耗指标满足表 5.1.1-1 的规定： 

表 5.1.1-1 居住建筑能耗指标 

 严寒 (C) 寒冷 (A) 寒冷（B） 

供暖年耗热量（kWh/ (m
2
·a) 

 

≤23 ≤19 ≤13 

≤5 
供冷年耗冷量（kWh/ (m

2
·a)） 

 

≤12 ≤16 ≤22 

年供暖、供冷和照明一次能源消耗量（kWh/ (m
2
·a)） 60 

建筑气密性 

（换气次数 N50） 
≤0.6 

注：①表中 m2为套内使用面积，能耗指标计算方法依据河北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附录 A； 

②建筑本体性能指标中的照明、生活热水、电梯系统能耗通过建筑能耗综合值进行约

束，不作分项限值要求； 

2  公共建筑能耗应满足表 5.1.1-2 要求： 

表 5.1.1-2  公共建筑能耗指标 

建筑综合节能率（%） ≥50% 

建筑气密性 

（换气次数 N50）h-1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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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5.1.1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其中设计

评价可在施工图完成以后进行。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纸、

能耗模拟报告、专项技术方案；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能耗模拟

报告、专项技术方案、运行数据。其中居住建筑中冷热需求应查

阅施工图纸、能耗模拟报告、专项技术方案，一次能源消耗设计

评价查阅施工图、能耗模拟报告、专项技术方案，评价应查阅运

行数据；公共建筑的相对节能率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能耗模拟

报告、专项技术方案，评价应查阅运行数据，且运行数据与能耗

模拟数据偏差不大于10%。 

II  围 护 结 构 

5.1.2 建筑非透明外围护结构平均传热系统应满足表 5.1.2 要求： 

表 5.1.2-1  居住建筑非透明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W/(m2·K) 外墙 屋⾯ 地⾯ 非供暖地下室顶板 

严寒地区 ≤0.15 ≤0.15 ≤0.20 

 

≤0.25 

 
寒冷 A 地区 ≤0.15 ≤0.15 ≤0.20 

 

≤0.25 

 
寒冷 B 地区 ≤0.15 ≤0.15 ≤0.25 

 

≤0.30 

 

表 5.1.2-2  公共建筑非透明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部位 

外墙 架空/外挑楼板 屋面 地面 

严寒 

C 区 

寒冷 

地区 

严寒 

C 区 

寒冷 

地区 

严寒 

C 区 

寒冷

地区 

严寒 

C 区 

寒冷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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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 

W/(m2·K) 

0.10 

～ 

0.20 

0.10 

～ 

0.25 

0.10 

～ 

0.20 

0.10 

～ 

0.25 

0.10 

～ 

0.20 

0.10 

～ 

0.25 

0.15 

～ 

0.25 

0.15

～
0.35 

【条文说明】 

5.1.2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其中设计

评价可在施工图完成以后进行。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中限定了各部位围护结构热工性能限值，

同时超低能耗建筑应采用以能耗为目标、性能化为导向的设计方

法，除满足基本要求外，应对各项节能技术进行性能化设计。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纸；

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纸、施工过程资料、验收资料、验收报告。 

5.1.3 建筑透明外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应满足表 5.1.3 的要求。 

表 5.1.3-1 居住建筑透明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玻璃传热

系数 

W/(m2·K) 

型材传热

系数 

W/(m2·K) 

整体传热

系数 

W/(m2·K) 

玻璃间隔条

∑(d×λ) 

W/K 

SHGC 

寒冷地区 
0.8 1.3 1.0 ≤0.007 

≥0.30 

严寒 C 区 ≥0.45 

表 5.1.3-2 公共建筑透明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玻璃传热

系数 

W/(m2·K) 

型材传热

系数 

W/(m2·K) 

整体传热

系数 

W/(m2·K) 

玻璃间隔条 

∑(d×λ) 

W/K 

寒冷地区 0.8 1.3 1.0 
≤0.007 

严寒 C 区 0.6 1.0 0.8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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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其中设计

评价可在施工图完成以后进行。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纸；

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纸、材料部品检测报告，现场核实。 

5.1.4 外门窗气密性能、水密性能、抗风压性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外门窗气密性能不应低于 8 级，水密性不应低于 4 级，

抗风压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的相关规定； 

2  居住建筑分隔供暖空间与非供暖空间的户门、公共建筑

分隔被动区与非被动区的被动门，气密性能不应低于 8 级，传热

系数不高于 1.3 W / (m² · K)； 

【条文说明】 

5.1.4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其中设计

评价可在施工图完成以后进行。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纸；

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施工过程资料、验收资料、验收报告。 

 

5.1.5 建筑内部非透光围护结构平均传热系统应满足表 5.1.5 要

求。 

表 5.1.5-1  居住建筑隔墙、分户墙、楼板、户门的传热系数 

部位 传热系数，W / (m² · K) 

分隔供暖与非供暖空间的隔墙 ≤1.00 

分隔供暖与非供暖空间的楼板 ≤0.30 

分户墙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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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户楼板 ≤0.80 

户门 ≤1.3 

表 5.1.5-2  公共建筑分隔被动区与非被动区的隔墙、楼板传热系数 

部位 传热系数，W / (m² · K) 

同为供暖空间的隔墙 ≤0.8 

同为供暖空间的楼板 ≤0.5 

被动区与非供暖空间的隔墙 ≤0.3 

被动区与非供暖空间的隔墙 ≤0.5 

【条文说明】 

5.1.5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其中设计

评价可在施工图完成以后进行。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纸；

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施工过程资料、验收资料、验收报告。 

5.1.6 沿变形缝应采取保温措施，并应符合以下规定之⼀： 

1 满填保温材料，且整体传热系数不不应大于  0.6 

W/(m2 · K)； 

2 变形缝周边用保温材料封闭，且整体传热系数不不应大于

1.0 W/(m2·K)。 

【条文说明】 

5.1.6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其中设计

评价可在施工图完成以后进行。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纸；

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施工过程资料、验收资料、验收报告。 

5.1.7 建筑围护结构设计时，应进行消除或削弱热桥的专项设计，



27 

围护结构保温应连续。 

【条文说明】 

5.1.7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其中设计

评价可在施工图完成以后进行。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纸、

专项设计材料；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纸、专项设计材料。 

5.1.8 外墙无热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突出外墙的空调板、墙肢等构件和突出屋面的女儿墙、柱、

构架等构件, 应采用保温材料将外凸构件全包覆。  

2  悬挑的开敞阳台、雨蓬等挑板部位宜采取挑梁断板的形式

进行断热桥处理，降低与主体的接触面积，且冬季挑梁部位外墙

内表面无结露。 

3  穿过外墙的管道与预留洞（套管）间应预留保温空间。 

4  固定保温层的锚栓应采用断热桥锚栓。 

5  外墙上不宜固定导轨、龙骨、支架等可能导致热桥的构件；

必须固定时，应采取有效隔断热桥措施；构件穿透保温层时，保

温层与构件之间必须进行密封处理。 

6  外墙外保温系统中的穿透构件与保温层之间的间隙，应采

取有效保温密封措施。 

5.1.9 屋面热桥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屋面保温层应与外墙的保温层连续，不得出现结构性热桥； 

2  对女儿墙等突出屋面的结构体，其保温层应与屋面、墙面

保温层连续； 

3  管道穿屋面部位应采取断热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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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地面、非供暖地下室顶板处的无热桥设计应符合下列要

求： 

1  高于室外地坪 500mm 以下部分的外墙外保温系统，应采

用耐腐蚀、耐冻融性能较好的材料，且应从地上外墙连续粘贴至

地下室外墙，并向下延伸至当地冻土层以下； 

2  不采暖地下室顶板的保温层设置于地下室顶棚或底层楼

面垫层中时，地下室顶棚及外墙、内隔墙均应做保温处理理；保

温处理理应从外墙、内隔墙与顶板交角处向下侧墙体延伸，延伸

长度及保温厚度应由计算确定，且延伸长度不小于 1000mm。 

5.1.11  外门窗宜采用外挂式安装，门窗框与主体结构连接处应采

取断热桥措施； 

5.1.12 室外雨水管的安装应采取下列措施： 

1  雨水口组件与女儿墙或屋面板预留洞之间应设保温隔热

层； 

2  雨水管与墙体之间的固定应采用无热桥链接。 

5.1.13 建筑围护结构的气密层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气密层应连续完整，包饶整个气密区； 

2  由不同材料构成的气密层的连接处，应采取气密搭接等密

封措施； 

5.1.14  外门窗安装时，外门窗与结构墙之间的缝隙应采用耐久性

良好的密封材料密封，室内一侧宜使用防水隔汽膜，室外一侧使

用防水透汽膜，且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防水隔汽膜（透汽膜）与门窗框粘贴宽度不应小于 15mm，

粘贴应紧密，无起鼓漏气现象； 

2  防水隔汽膜（透汽膜）与基层墙体粘贴宽度不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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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m，粘贴密实，无起鼓漏气现象； 

5.1.15 填充墙的抹灰层应连续完整，抹灰层厚度不应小于

15mm，且不同材料链接缝隙及墙体拐角等部位应采取防开裂措

施。 

5.1.16 围护结构洞口、电线盒、管线贯穿处等易发生气密性问题

的部位应进行节点设计并对气密性措施进行详细说明。 

5.1.17 不同围护结构的交界处、以及排风等设备与围护结构交界

处应进行密封节点设计，并应对气密性措施进行详细说明。 

【条文说明】 

5.1.8~5.1.17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其

中设计评价可在施工图完成以后进行。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纸、

专项技术方案；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纸、专项技术方案、施工过

程资料，现场核实。 

III  建筑设备 

5.1.18 合理采用高效新风热回收系统，新风热回收系统设计应考

虑全年运行的合理性及可靠性，并应结合其节能效果和经济性综

合考虑确定。 

【条文说明】 

5.1.18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其中设

计评价可在施工图完成以后进行。 

新风热回收系统应充分考虑冬季防冻、结霜风险，同时应优

化气流组织，避免冬季冷风直吹人员驻留区域。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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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纸，现场核实。 

5.1.19 新风热回收系统应设置低阻高效空气净化装置，且具有提

示更换的功能。 

【条文说明】 

5.1.19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其中设

计评价可在施工图完成以后进行。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纸；

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纸、产品参数表，现场核实。 

5.1.20 新风热回收装置换热性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显热回收装置的显热交换效率不应低于 75%； 

2  全热热回收装置的全热交换效率不应低于 70%。 

注：显热交换效率和全热交换效率均指制热工况。 

【条文说明】 

5.1.20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其中设

计评价可在施工图完成以后进行。 

居住建筑新风量较小，均应满足本条要求；对于公共建筑中

新风量大于 1500m3/h 的新风系统，可根据项目条件适当参照执

行，但现热回收效率不应低于 65%，全热回收效率不应低于 60%。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纸；

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纸、产品合格证、产品参数表，现场核实。 

5.1.21 居住建筑新风单位风量耗功率不应大于 0.45 W/(m3/h)，

公共建筑单位风量耗功率应满足现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相关

要求。 

5.1.22 新风热回收系统空气净化装置对大于等于 0.5μm 细颗

粒物的一次通过计数效率应高于 80%，且不应低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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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供暖、空调系统与项目所在地域特点相适应，且设计合理。 

【条文说明】 

5.1.21~5.1.23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其中设计评价可在施工图完成以后进行。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纸；

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纸，现场核实。 

5.1.24 供暖空调系统能效不低于国家能效标准规定的二级要求。 

【条文说明】 

5.1.24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其中设

计评价可在施工图完成以后进行。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纸；

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纸、产品合格证、产品参数表，现场核实。 

5.1.25 主要功能房间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 规定的目标值。 

5.1.26  循环水泵、通风机等用能设备应采用变频调速技术。 

5.1.27 电梯系统应采用节能的控制及拖动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当设有两台及以上电梯集中排列时，应具备群控功能； 

2  电梯无外部召唤，且电梯轿厢内一段时间无预设指令时，

应自动关闭轿厢 照明及风扇。 

【条文说明】 

5.1.25~5.1.27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其中设计评价可在施工图完成以后进行。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纸；

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纸、产品合格证、产品参数表，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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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提高项 

Ⅰ  建 筑 能 耗 

5.2.1 超低能耗建筑能效指标应满足如下要求： 

1  居住建筑能效指标满足表 5.2.1-1 的规定： 

表 5.2.1-1 居住建筑能效指标 

 严寒 (C) 寒冷 (A) 寒冷（B） 

年供暖需求（kWh/ (m
2
·a)） ≤18 ≤15 ≤8 

年供冷需求（kWh/ (m
2
·a)） ≤12 ≤16 ≤22 

建筑气密性（换气次数 N50） ≤0.6 

注：①表中 m2为套内使用面积，能耗指标计算方法依据河北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附录 A； 

②建筑本体性能指标中的照明、生活热水、电梯系统能耗通过建筑能耗综合值进行约

束，不作分项限值要求； 

2  公共建筑能耗应满足表 5.2.1-2 要求： 

表 5.2.1-2  公共建筑能耗指标 

建筑综合节能率（%） ≥60% 

建筑气密性 

（换气次数 N50） 

≤0.6 

【条文说明】 

5.2.1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其中设计

评价可在施工图完成以后进行。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纸、

能耗模拟报告、专项技术方案；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纸、能耗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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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报告、专项技术方案、气密性检测报告。 

5.2.2 供暖空调系统能效不低于国家能效标准规定的一级要求。 

【条文说明】 

5.2.2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其中设计

评价可在施工图完成以后进行。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纸；

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纸、产品合格证、产品参数表，现场核实。 

Ⅱ 技术措施 

5.2.3 采用设置活动可调外遮阳技术有效降低夏季制冷需求，且

不增加（或极少增加）照明能耗项目。 

【条文说明】 

5.2.3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其中设计

评价可在施工图完成以后进行。 

活动可调外遮阳在降低夏季太阳得热的同时，通过调节百叶

角度可实现自然采光、避免眩光；设计过程中可将外窗的 SHGC

尽量放大，增加冬季的太阳得热，降低冬季供暖需求。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纸、

能耗模拟报告、专项技术方案；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纸、能耗模

拟报告、专项技术方案，现场核实。 

5.2.4 围护结构整体气密性检测值优于设计值 30%以上。 

【条文说明】 

5.2.4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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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严寒、寒冷地区，气密性对冬季供暖能耗影响大，优化

围护结构整体气密性可有效减少冬季冷风渗透，降低建筑供暖能

耗。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纸、

能耗模拟报告、专项技术方案，气密性检测报告。 

5.2.5 新风机组的运行控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根据室内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实现相应的设备启停、风机

转速及新风阀开度调节； 

2  设置压差传感器检测过滤器压差变化； 

3  根据最小经济温差（焓差）控制新风热回收装置的旁通阀，

或联动外窗 开启进行自然通风； 

4  宜提供触摸屏、移动端操作软件等便捷的人机界面。 

【条文说明】 

5.2.5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其中设计

评价可在施工图完成以后进行。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中，新风能耗占比 50%以上，因此新风

系统的运行控制对建筑能耗影响巨大，同时新风对室内环境直接

相关，因此对新风系统提出了运行控制及操作简易度进行要求。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纸、

能耗模拟报告、专项技术方案；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纸、能耗模

拟报告、专项技术方案、产品说明书，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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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1  控制项 

6.1.1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使用过程中，应对建筑围护结构保温

系统及气密性保障等关键部位进行维护和检验，并应符合下列要

求： 

1  应避免在外墙或屋面上固定物体，保护保温系统完整性；

如必须固定，则必须采取防止热桥的措施； 

2  应注意外墙内表面的抹灰层、屋面防水隔气层及外窗密封

条是否完好、气密层是否遭到破坏。若发生气密层破坏，应及时

修补或更换密封条； 

3  应定期检查外门窗关闭是否严密，中空玻璃是否漏气，锁

扣等五金部件是否松动及其磨损情况。每年应对门窗活动部件和

易磨损部分进行保养； 

4  当建筑的门窗洞口或其他气密部位进行了改造或施工时，

竣工后应对建筑气密性进行重新测定； 

5  应定期对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进行检验，对于热工性能减退

明显的部位应及时进行整改。 

【条文说明】 

6.1.1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运行评价。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是以高性能围护结构为基础前提，因此，

当建筑围护结构及气密性遭到破坏后要及时修复，并应定期对建

筑热工性能进行检验，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确保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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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能良好。 

本条评价方法为：查阅建筑检查维修记录、气密性测试记录、

围护结构整改记录，并现场核实。 

6.1.2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运行管理单位应制定专项运行管理

方案，在保证设备安全和满足室内环境设计参数的前提下，选择

最利于建筑节能的运行方案，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立足建筑设计，充分利用建筑构件和设备的功能实施控制

调节； 

2  根据室外气象参数和建筑实际使用情况做出动态运行策

略调整； 

3  室内运行设定温度，冬季不得高于设计值 2℃，夏季不得

低于设计值 2℃。 

【条文说明】 

6.1.2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运行评价。 

建筑的运行管理人员或使用者需要明确建筑设计中与节能和

环境相关的各项设计意图，在不同季节、不同气候条件和使用情

况下，制定并实施相应的运行策略，以保证建筑的运行的节能效

果。需要强调的是，设备安全和建筑环境的保证是建筑运行的前

提，建筑的运行管理工作任务是在此前提基础上力求减少能源消

耗。 

本条评价方法为：查阅建筑运行管理方案、集中供暖空调系

统控制手册、运行记录，并现场核实。 

6.1.3  建筑正式投入使用的第一个年度，应进行建筑能源系统调

适，系统调适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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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覆盖主要的季节性工况和部分负荷工况； 

2  应覆盖中控系统及所有联动工作的用能系统和建筑构件； 

3  系统调适应从正式投入使用开始延续至第三个完整年度

结束； 

4  建筑使用过程中，当建筑使用功能发生重大改变，或对用

能系统进行改造后，应在建筑恢复使用的第一个年度重新进行系

统调适。 

【条文说明】 

6.1.3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运行评价。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立足精细化设计，正式投入使用之后，

建筑是否能够按设计意图实现高舒适度低能源消耗，取决于能否

在最初投入使用的几年进行持续的系统调适。 

本条文所指的“调适”包含了建筑竣工验收后的初步“调

试”。“调试”是工程竣工后确认系统各部分联合运转正常的工

作环节，即对各个系统在安装、单机试运转、性能测试、系统联

合试运转的整个过程中，采用规定的方法完成测试、调整和平衡

工作。除此之外，“调适”的重点工作在于建筑正常投入使用后

在各典型季节性工况和部分负荷工况下，通过验证和调整，确保

各用能系统可以按设计实现相应的控制动作，保证建筑正常高效

运转。 

建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更是要求

多系统联动控制，因此，建筑最初投入使用的阶段对系统的持续

调适是保证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如果条件允许，本标准建议调适工作贯穿最初使用的三个完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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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使建筑各系统达到最佳运行效果。 

当被动式超低能耗的建筑功能发生变化，意味着房间冷热负

荷、使用时间表都发生了改变，此时必须对系统进行重新调适，

如果有必要，还应对系统进行局部功能的增减，否则建筑无法正

常使用。 

本条评价方法为：查阅建筑能源系统调适记录。 

6.1.4  过渡季室外空气温度及空气质量满足要求时宜关闭新风系

统，采用自然通风方式；应制定可行的运行管理计划，新风机组

的运行管理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应根据过滤器两侧压差变化及时清理或更换过滤装置； 

2  应每两年检查一次热回收装置的性能，必要时及时更换，

保证热回收效率； 

3  当供暖、制冷设备开启时，应根据最小经济温差（焓差）

控制新风热回收装置的旁通阀开闭。 

【条文说明】 

6.1.4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运行评价。 

由于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具有气密性较好的围护结构，新风

系统成为机械通风模式下室内外唯一的空气交换通道，新风系统

的正确运行，对维持室内健康舒适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热转轮控制，常规的风机与转轮连锁控制，风机启动时

转轮也启动，由于转轮热回收装置运行时自身需要消耗能量，而

且当室外空气焓值低于室内空气焓值时，室外空气就可用来带走

室内的发热量。因此在过渡季或冬季风机启动时转轮立即启动，

可能都会使新风回收不必要的热量，而这部分热量仍需制冷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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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推荐采用温差或焓值控制。 

夏季工况下，当室外新风的温度(焓值)低于室内设计工况时，

不启动转轮热回收装置，开启旁通阀； 当室外新风的温度(焓值)

高于室内设计工况时，并且当室内外温差（焓差）高于最小经济

温差（焓差）时，启动转轮热回收装置，关闭旁通阀。 

冬季工况下，当室外新风的温度(焓值)高于室内设计工况时，

不启动转轮热回收装置，开启旁通阀； 当室外新风的温度(焓值)

低于室内设计工况时，并且当室内外温差（焓差）低于最小经济

温差（焓差）时，启动转轮热回收装置，关闭旁通阀。 

只有在转轮热回收装置减少的新风能耗，足以抵消转轮本身

运行能耗及送、排风机增加的能耗时，运行转轮热交换装置才是

节能的。 

最小温差焓值的估算： 

 

式中：Qre --新风通过热回收而获得的能量； 

COP --机组供热或制冷系数； 

E --转轮能耗及风机增加能耗； 

ΔTmin--最小经济温差；  

Δ Hmin--最小经济焓差。 

本条评价方法为：查阅新风系统运行管理计划、新风系统检

查记录。 

6.1.5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运行管理需要用户的参与和配合，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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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应编写用户使用手册，内容应涵盖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

特点及用户日常使用中应注意的事项，倡导行为节能的措施，避

免由于用户的不当行为导致建筑性能下降。 

【条文说明】 

6.1.5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运行评价。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在围护结构及建筑用能系统方面做了很

大提升，但是建筑使用者的正确使用也是影响建筑能耗的关键，

因此，建筑管理部门应编写用户使用手册，正确引导建筑使用者

认识到行为节能的重要性及积极作用，避免人为的不必要建筑能

源浪费情况。 

本条评价方法为：查阅用户使用手册。 

6.1.6 应设置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对建筑分类分项能耗进行监测

和记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共建筑应按用能核算单位和用能系统，以及用冷、用热、

用电等不同用能形式，进行分类分项计量；居住建筑应对公共部

分的主要用能系统进行分类分项计量，并应对典型户的供暖供冷、

生活热水、照明及插座的能耗进行分项计量，计量户数不宜少于

同类型总户数的 2%，且不少于 5 户； 

2  当采用可再生能源时，应对其单独进行计量； 

3  应对数据中心、食堂、开水间等特殊用能单位进行独立计

量； 

4  应对冷热源、输配系统、照明系统等关键用能设备或系统

能耗进行重点计量； 

5  应对公共建筑使用人数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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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6.1.6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运行评价。 

建筑能源消耗情况较复杂，当未分项计量时，不利于统计建

筑各类系统设备的能耗分布，难以发现能耗不合理之处。为此，

要求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都能实现独立分项计量。这有助于分析

建筑各项能耗水平和能耗结构是否合理，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措

施，从而有效地实施建筑节能。 

本条评价方法为：查阅相关竣工图、分项计量记录，并现场

核实。 

6.1.7  建筑运行管理单位应对建筑运行参数进行记录和数据分

析，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除满足本标准对各项能耗数据的记录要求外，还应记录建

筑同期的人员使用情况、室外环境参数等信息； 

2  应每年对建筑运行数据进行分析，并与上一年度相应数据

进行纵向比对分析，或与相同气候区、相同功能的被动式超低能

耗建筑运行数据进行横向比对分析； 

3  能耗数据应向社会公布。 

【条文说明】 

6.1.7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运行评价。 

建筑运行数据记录、分析和公示的基本要求： 

1 建筑的节能性能是在其运行阶段体现的。建筑的运行数据

是衡量建筑达到设计能耗水平的依据。运行过程中对建筑物各用

能系统的能耗数据的监测是对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最基本的要

求。此外，建筑的使用情况、人员数量、使用方式与设计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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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实际的气象条件等因素，都影响建筑的实际运行能耗。因此

对上述信息的监测记录是完成建筑能耗分析的基础。 

2 建筑的实际使用情况各异，实际每一年的气象参数与设计

气象参数也存在差距，因此建筑的运行者或使用者需要定期对运

行能耗进行分析以及时发现建筑能耗异常情况或进一步提升系统

节能运行优化的空间。建筑的设计工况和实际使用情况往往存在

较大差距，分析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是否达到其设计能耗水平时，

应根据建筑使用情况、人员数量、使用方式及实际气象参数与设

计工况的各物理量相对照，建立数学模型对建筑能耗实测值进行

标准化修正。 

建筑能耗数据分析一般应区分不同能源种类，按计量的分项

进行对照分析及总量分析，并结合使用情况和天气情况、运行情

况等寻找造成差异的原因。 

3 建筑的年运行数据通过与本建筑历史运行数据的对比或与

本气候区类似建筑的横向对比，都有助于发现建筑运行的问题，

并确定运行改进的方向。 

4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各系统实现理想的节能运行是一个在

调适中不断完善的过程，当系统状况与实际使用需求出现较大偏

差时，应该进行全面的再调适。 

5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在目前阶段代表了我国建筑节能的最

高水平，也是我国建筑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其在全社会的

示范意义和对行业引导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因此，被动式超低

能耗建筑的管理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运行数据向社会的公示。 

本条评价方法为：查阅建筑运行参数记录、查阅建筑能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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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纵向及横向对比分析情况、考察建筑能耗信息公示情况。 

6.1.8  实际能耗评估应以供暖、空调及照明年一次能源消耗量为

评价指标，能耗应满足本标准 5.1.1 条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能耗指标检测应以整栋建筑或典型

户能耗为检测对象，计量时间以一年为一个周期； 

2  公共建筑应直接采用分项计量的能耗数据，并对其计量仪

表进行校核后采用；居住建筑应以栋或典型用户电表、气表等计

量仪表的实测数据为依据，经计算分析后采用。 

【条文说明】 

6.1.8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运行评价。 

对住宅建筑，每户电表难以做到分项计量，可参照以下方式

进行拆分： 

1  当供暖空调系统采用不同能源时，应通过换算将能耗计量

单位进行统一。 

1）集中采暖 

①年供暖耗能耗应以分栋或分户热计量表计量数据为依据，

考虑热源效率及输送效率后折算到一次能耗。 

②年供冷能耗以栋或户用电表数据为依据，可按下式计算： 

etransitionecoolingeAC EEE ,,, −=  

式中： eACE , ----年供冷耗电量； 

     ecoolingE , ----供冷季耗电量； 

     etransitionE , ----过渡季耗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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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供冷耗电量按国家发改委发电煤耗折算到一次能耗即为

年供冷能耗。 

2）独立电（含空气源热泵）供暖空调系统 

①年供暖空调能耗以栋或户用电表数据为依据，可按下式计

算： 

etransitioneheatiingeH EEE ,,, −=
 

式中： eHE , ----年空调耗电量； 

     eheatiingE , ----供暖季耗电量； 

     etransitionE , ----过渡季耗电量。 

②年供冷空调能耗以栋或户用电表数据为依据，计算公式同

公式 1。年供暖/供冷耗电量按国家发改委发电煤耗折算到一次能

耗即为年供暖/供冷能耗。 

3）燃气供暖 

①年供暖耗能耗以栋或户用燃气表计量数据为依据，可按下

式计算： 

gtransitiongheatiinggH EEE ,,, −=  

式中： gHE , ----年供暖燃气耗气量； 

     gheatiingE , ----供暖季耗气量； 

     gtransitionE , ----过渡季耗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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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燃气折算到一次能耗，即为年供暖能耗； 

②年供冷空调能耗以栋或户用电表数据为依据，计算公式同

公式 1。年供暖/供冷耗电量按国家发改委发电煤耗折算到一次能

耗即为年供暖/供冷能耗。 

2  年照明能耗应按每栋或户灯具功率和使用时间进行计算。 

3  单位面积年能耗应按下式计算： 

A

E
E i

=0  

式中：E0----单位面积年能耗； 

Ei-----各系统一年的采暖、供冷和照明能耗； 

A----套内面积。 

本条评价方法为：查阅建筑运行能耗记录、现场核实能耗计

量情况。 

6.1.9  设置室内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并应具备监测 PM2.5 及 CO2

浓度功能，且具有存储至少一年的监测数据和实时显示等功能。

室内年均 PM2.5 不高于 35µg/m3，CO2浓度不高于 1000ppm。 

【条文说明】 

6.1.9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运行评价。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对室内颗粒物浓度有相关要求，为考察

室内年平均 PM2.5 浓度是否满足要求，运行阶段评价时，需在建

筑内加装颗粒物浓度监测传感设备，至少每小时对建筑内颗粒物

浓度进行一次读取储存，连续监测一年后取算术平均值，并出具

报告。建筑中每种类型的房间至少取一间进行颗粒物浓度的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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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室内 C02 浓度常用来表征室内新鲜空气多少或通风程度强

弱，室内 C02 浓度过高会引起头昏、憋闷或精神不佳等情况，对

生活和工作效率具有不利影响。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室内 PM2.5 及 C02 浓度监

测记录、现场核实空气质量监测设备。 

6.1.10  设置室内声环境质量监测系统，且具有存储至少一年的监

测数据和实时显示等功能。不同类型建筑室内噪声级应满足《民

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 中高标准要求。 

【条文说明】 

6.1.10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运行评价。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对室内声环境质量有相关要求，为考察

室内声环境是否满足要求，运行阶段评价时，需在建筑内加装室

内噪声监测设备，对室内噪声进行实时监测并记录，记录周期不

少于一年。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室内噪声监测记录、现场

核实噪声监测设备。 

6.1.11 设置室内热湿环境质量监测系统，且具有存储至少一年的

监测数据和实时显示等功能，不同类型建筑室内热湿环境应满足

设计要求。 

【条文说明】 

6.1.11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运行评价。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对室内热湿环境环境质量有相关要求，

为考察室内热湿环境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运行阶段评价时，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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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室内温湿度监测设备，对室内温湿度进行实时监测并记录，记

录周期不少于一年。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查阅室内温湿度监测记录，查

阅设计图纸、现场核实温湿度监测设备。 

6.2  提高项 

6.2.1  实施能源资源管理激励机制，管理业绩与节约能源资源、

提高经济效益挂钩。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物业管理机构的工作考核体系中包含能源管理激励机制； 

2  与租用者的合同中包含节能条款； 

3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条文说明】 

6.2.2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运行评价。当被

评价项目不存在租用者时，第 2 款可不参评。 

管理是运行节约能源、资源的重要手段，必须在管理业绩上

与节能、节约资源情况挂钩。因此要求物业管理单位在保证建筑

的使用性能要求、投诉率低于规定值的前提下，实现其经济效益

与建筑用能系统的耗能状况、水资源和各类耗材等的使用情况直

接挂钩。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更是节能的有效方式。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物业管理机构的工作考核体系文件、

业主和租用者以及管理企业之间的合同。 

6.2.2  应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物业管理，能耗档案记录齐全，并符

合下列规定： 

1  设置物业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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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业管理信息系统功能完备； 

3  记录数据完整。 

【条文说明】 

6.2.2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运行评价。 

信息化管理是实现建筑物业管理定量化、精细化的重要手段，

对保障建筑的安全、舒适、高效及节能环保的运行效果，提高物

业管理水平和效率，具有重要作用。采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完善的

建筑工程及设备、能耗监管、配件档案及维修记录是极为重要的。

本条第 3 款要求相关的运行记录数据均为智能化系统输出的电子

文档。应提供至少 1 年的用水量、用电量、用气量、用冷热量的

数据，作为评价的依据。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针对建筑物及设备的配件档案和维

修的信息记录，能耗分项计量和监管的数据，并现场核查物业管

理信息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