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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陈政高，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建筑节能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是国家节约能源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国际上建筑节能技术进步很快，正在从低能耗建筑向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零

能耗建筑和产能建筑发展。

    为了学习和积极引进发达国家建筑节能的先进理念、技术和经验，住房城乡建设部

科技与产业化促进中心与德国能源署从2009年开始在中国合作指导建设“被动式超低能

耗建筑”示范项目。2011年6月，在中德两国政府的见证下，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

德国交通、建设和城市发展部签署了《关于建筑节能与低碳生态城市建设技术合作谅解

备忘录》，进一步明确了开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合作。秦皇岛“在水一方”住宅项目

作为首批中德合作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示范项目，经中德双方技术人员紧密合作，从人

员培训、方案设计、材料产品选择、施工工法、检测到验收，全方位地探索适应中国当

地条件下的建造被动式房屋的解决方案，最终达到了“被动式超低能耗房屋”的各项设

计指标。中德合作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的建成是中德两国在建筑节能领域合作

取得的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中国建筑节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工程实践证明，在中国现有条件下推广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通过适宜的建筑节能

技术手段实现建筑能耗大幅度降低，使建筑采暖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同时又明

显提高和改善室内居住环境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并且工程造价增加不多，经济上是可承

受的。

    发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具有十分显著的多方面重要意义，可以大幅度降低建筑能

耗，显著提高和改善居住环境与舒适性，缓解北方大气污染状况，有利于节能减排战略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有利于能源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带动建筑产业升级和

转型，提高工程质量。

    为了宣传和推广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的技术与经验，中德双方共同编制了《中

德合作高能效建筑实施手册》，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设计理念和

关键技术，总结和展示中德合作被动式超低能耗住宅项目的成功经验，展示高能效建筑

的未来发展方向。该手册图文并茂，希望对建筑设计师、工程师、开发商和投资者，以

及有意了解和参与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建设的各界人士提供参考。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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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泰因迈尔， 

联邦德国外交部部长

    德中两国关系涵盖广泛的、多元化的合作议题，并不断发展深化。自2011年以

来，两国定期举行政府首脑会晤和磋商。能源、环境、气候保护等领域更是两国合

作的重中之重。中德两国均为能源进口国，在社会各领域高效、经济、环境友好地

利用能源已成为两国的共识。两国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深化合作的空间和前景非

常广阔。

    高能效建筑领域的中德合作是两国合作的成功范例之一。中国的建筑能耗约占

社会总能耗的三分之一，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用户对建筑室内舒适度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因此，与德国类似，建筑领域对中国提升整个社会能效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德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国际上领先的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能效标

准。德国企业研发了先进的能效技术和产品--高效暖通设备、围护结构保温隔热系

统、可再生能源利用等。德国的建筑师、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也已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能够将先进的能效技术高质量地应用于建筑的设计、施工与节能改造。

    2008年两国联合成立了“德中促进中国建筑节能工作小组”，并开始在中国共

同实施被动式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其合作内容涵盖设计培训、施工培训、施工现

场质量监控、测试验收、经验总结等。双方共同为河北省编制了适用于中国寒冷气

候区的《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讨论稿》。建筑的供暖和制冷能耗越

低，排放到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就越少。因此，该标准的颁布和实施有利于改善中国

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省严重的空气污染情况。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首个中德合作

被动式低能耗住宅项目已于2013年10月竣工，并顺利通过能效指标验收。

    2014年4月我有幸实地参观了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示范项目，并亲自见证了拓展

中德合作的必要性。这本《中德合作高能效建筑实施手册》也是中德合作的重要成

果之一。本手册介绍了高能效建筑的实施细则，总结了首个中德合作被动式低能耗

住宅项目的成功经验，并展示了高能效建筑的未来发展方向。本手册将推动中德共

同开发的高能效建筑技术标准在中国的实施和推广。我希望与更多的读者分享本手

册。

联邦德国外交部部长

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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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Zhenggao Chen,  
Minister,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MoHURD)

Energieeffizientes Bauen ist für die Energieeinsparung und somit für eine nachhaltige Ent-
wicklung Chinas von großer Bedeutung. Energieeffiziente Technologien im Gebäudesektor 
haben sich rasant entwickelt, vom Niedrigenergiehaus bis zum Passivhaus, vom Nullenergie-
haus  bis zum Plus-Energiehaus.        

Seit 2009 arbeiten das CSTC und die dena zusammen an Kooperationsprojekten für energie-
effizientes Bauen in China, um Konzepte, Techniken und Wissen nach China zu vermitteln. Im 
Juni 2011 haben das MoHURD und das damalige BMVBS ein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m Bereich energieeffiziente Gebäude und Eco-Cities abgeschlossen, wodurch die Entwick-
lung des Niedrigenergiehauses mit Passivhaus-Technologien (Effizienzhaus) weiter vorange-
trieben werden konnte. Im Rahmen des ersten von deutschen und chinesischen Fachleuten 
gemeinsam erarbeiteten Pilotprojekts in Qinhuangdao wurden Lösungen für den chinesi-
schen Markt erfolgreich erprobt. Mit Schulungen, sorgfältiger Begleitung bei der Entwicklung 
des Projekts und der Auswahl der Materialien sowie mit fortlaufender Kontrolle der Durchfüh-
rung bis zur Endabnahme wurden die vorgegebenen Effizienzziele erreicht. Die Fertigstellung 
des Pilotprojekts ist nicht nur ein bemerkenswerter Erfolg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Koopera-
tion, sondern auch ein Meilenstein für energieeffizientes Bauen in China.

Die Praxis hat bewiesen, dass durch energieeffizientes Bauen in China eine deutliche Senkung 
des Energieverbrauchs von Gebäuden erreicht werden kann – und das zu tragbaren Kosten. 

Die Entwicklung des energieeffizienten Bauens hat in China eine sehr wichtige und vielfältige 
Bedeutung. Durch energieeffizientes Bauen lässt sich der Energieverbrauch von Gebäuden 
stark reduzieren. Dadurch wird die Luftverschmutzung in Nordchina verringert. Darüber hin-
aus kann energieeffizientes Bauen dazu beitragen, die Ziele zur Energieeinsparung und CO2-
Emissionsminderung zu erreichen, die Energie-und Wirtschaftsstruktur umzustrukturieren,  
die Bauqualität zu verbessern und den Wohnkomfort zu erhöhen. 

Die dena und das CSTC haben gemeinsam diese Broschüre entwickelt, damit die Techniken 
und die Erfahrungen in Bezug auf das Niedrigenergiehaus mit Passivhaus-Technologien (Effi-
zienzhaus) weiter verbreitet werden können. Die Broschüre umfasst Konzepte und Schlüssel-
techniken von energieeffizienten Gebäuden sowie Erfahrungen aus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Kooperation. Wir hoffen, dass diese Broschüre für Architekten, Ingenieure, Bauherren, Investo-
ren und alle, die Interesse am energieeffizienten Bauen haben, hilfreich sein wird.      

Zhenggao Chen
Minister,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MoHU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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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Bundesminister des Auswärtigen

Die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umfassen eine große Bandbreite an Themen und 
gemeinsamen Projekten und entwickeln sich stetig weiter. Seit 2011 treffen sich die Regie-
rungen beider Länder zu regelmäßigen Regierungskonsultationen. Die Themen Energie, 
Umwelt und Klima haben dabei von Anfang an eine wichtige Rolle gespielt. China und 
Deutschland sind auf Rohstoffimporte angewiesen und haben das Ziel, Energie in allen Be-
reichen so effizient, wirtschaftlich und umweltfreundlich wie möglich zu nutzen. Beide Län-
der können dabei viel voneinander lernen.

Ein gutes Beispiel ist energieeffizientes Bauen: In China entfällt rund ein Drittel des Energie-
bedarfs auf den Bausektor. Komfortabler Wohnraum ist sehr gefragt. Das rasche Wachstum 
der Städte wird auch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anhalten. Der Weg zu mehr Energieeffizienz 
wird also – ähnlich wie in Deutschland – maßgeblich über den Bausektor führen.

Nicht zuletzt deshalb liegt eine Kooperation mit Deutschland im Baubereich nahe. Die Effizi-
enzanforderungen für Neubauten und Sanierungen in Deutschland gehören zu den höch-
sten weltweit. Deutsche Unternehmen haben fortschrittliche Technologien für Gebäude 
entwickelt – von Heizungs- und Lüftungsanlagen über Fenster und Fassadendämmungen 
bis hin zur Integration erneuerbarer Energien. Deutsche Architekten, Planer und Handwer-
ker haben langjährige Erfahrungen, diese Technologien qualitativ hochwertig zu verarbei-
ten.

In einer gemeinsamen Arbeitsgruppe entwickeln Deutschland und China seit einigen Jahren 
Kooperationsprojekte für energieeffizientes Bauen in China – von Studien über Schulungen 
und Veranstaltungen bis zu Mustergebäuden. In der Provinz Hebei wurde ein anspruchs-
voller Standard für energieeffiziente Neubauten in Chinas gemäßigt kalter Klimazone entwi-
ckelt. Das ist ein vielversprechender Ansatz im Kampf gegen die Luftverschmutzung, von 
der gerade die Provinz Hebei stark betroffen ist. Denn je weniger Energie für Heizung oder 
Kühlung benötigt wird, desto weniger wird die Luft mit Schadstoffen belastet. Mittlerweile 
gibt es erste erfolgreiche Praxisbeispiele für Deutsch-Chinesische Effizienzhäuser.

Im April 2014 habe ich persönlich eines dieser von der Deutschen Energie-Agentur (dena) 
begleiteten Pilotprojekte besichtigt und mich vor Ort für den Ausbau der Kooperation aus-
gesprochen. Diese Broschüre ist ein wichtiger Beitrag dazu. Sie sammelt die Erfahrungen aus 
dem Bau des ersten Deutsch-Chinesischen Effizienzhauses, stellt die wesentlichen Erfolgskri-
terien vor und zeigt, was in Zukunft möglich ist. Sie ist gewissermaßen eine Einladung, den 
gemeinsam entwickelten Ansatz zum energieeffizienten Bauen in China aufzugreifen und 
weiterzutragen. Ich hoffe, dass möglichst viele Leserinnen und Leser dieser Einladung folgen 
werden.

D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Bundesminister des Auswärtigen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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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手册共分为5章。第1章介绍了中德两国在

高能效建筑领域的合作背景和现状。第2章梳理

了德国建筑能效的发展概况，特别对德国近几十

年提高建筑能效的主要措施和手段进行了归纳总

结。第3章介绍了德国当前推行的高能效建筑的基

本原理，简要列举了不同的高能效建筑标准，重

点分析了“被动房”的概念。第4章结合首个中德

合作示范项目--河北秦皇岛“在水一方”项目，

展示了如何在中国建造实施高能效建筑(被动式低

能耗建筑)。本章以理论结合实践的方式，详细阐

释了高能效建筑的设计施工原理、实施细则和暖

通设备工程技术方案。此外，还介绍了秦皇岛示

范项目实际运营能耗数据，和贯穿中德合作示范

项目全过程的质量保证体系。第5章介绍了四个

运用不同技术解决方案的高能效建筑示范项目案

例，旨在向读者展示，秦皇岛项目的实施方案只

是达到高能效建筑指标的多种技术方案之一，成

功的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地选择最佳方案。

    本手册运用了大量的概念解析和信息框，便

于读者深化对相关主题的理解。

5

 概念解析：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系统在建筑领域的综合利用  ........................................................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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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两国在建筑节能领域的合作背景.

    无论是中国还是德国，建筑用能都占社会终

端能耗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因此，大幅降低建

筑能耗是有效节约能源、减少二氧化碳及其他有

害气体排放、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举措之一。

德国.

    德国建筑领域的节能措施始于20世纪70年代

的石油危机时期。1977年出台的第一部《保温条

例》(WSchV77)首次对供暖用能做出了限定，即房

屋单位面积的年供暖需求不超过220kWh/m²a。之

后每隔7-10年，建筑节能法规持续对新建建筑供

暖用能最高限额指标做出下调。能源进口依赖性

和能源成本上涨等能源安全方面的压力被转化为

节约能源、提高能效的动力。

《保温条例》1977:  220 kWh/m²a 

《保温条例》1984:  190 kWh/m²a 

《保温条例》1995:  140 kWh/m²a 

《节能条例》2002:  70 kWh/m²a 

《节能条例》2009:  50 kWh/m²a 

《节能条例》2013:  30 kWh/m²a 

    2012年日本福岛发生核泄漏事故之后，德国

宣布将彻底告别核能，成为首个放弃核能的主要

工业大国。面临能源转型的新挑战，降低建筑能

耗的重要性在德国就显得更加突出。

    通过近40年的努力，德国已建立了较为完备

的建筑节能政策法规、技术标准、评估体系和经

济激励体系，开发出了多种国际领先的建筑节能

技术方案。与此同时，高品质的建筑节能材料、

产品和设备得以不断地研发和改进，形成了成熟

的产业化生产规模，并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市场认

可。

1

1.1 建筑能耗占德国能耗总量的40%左右。工业节能、交通节能和

建筑节能共同构成德国的三大节能重点。

1.2 德国政府的“能源方案”：在过去的20年里，通过采取一系列

措施，德国新建建筑每平方米居住面积的采暖能耗降低了40%左

右。在此基础上，到2020年和2050年，采暖能耗应分别再次降低

20%和80%。是否能够实现如此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不仅取决于新

建建筑的能效水平，更依赖于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力度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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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中国的建筑节能事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

代。1986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城镇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之后陆续出台、更新了针对不同气候区

和建筑类型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其体系已较

完备。与德国不同，中国的建筑节能标准以节能

百分比作为目标，如“50%标准”,“60%标准”

，“75%标准”等，未对能耗指标作出更为清晰的

具体量化。此外，由于节能百分比目标通常基于

某种特定的使用条件，实际节能效果往往与百分

比目标并不完全相符。(引自《中国建筑节能年度

发展研究报告2012》，23页)

    “十一五”以来，中国政府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决策已越来越深入地

贯彻到社会和经济发展之中。中国正处于城镇化

快速发展阶段，每年城镇新建建筑面积10-15亿平

方米。有效降低建筑用能，特别是大幅提升新建

建筑能效，越来越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引进

国外建筑节能先进技术和经验的需求不断增长。

    2006年，由两国政府共同参与，德国能源署

和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具体执行的“德中促进中国建筑节能工作小组”

成立。双方随之正式开始了在新建建筑节能领

域的合作。经过前期的铺垫和准备工作，双方

于2010年共同选择并启动了第一个中德合作被动

式低能耗住宅建筑(高能效建筑)示范项目--秦皇

岛“在水一方”项目。2011年6月，两国建设部又

签署了《关于建筑节能与低碳生态城市建设技术

合作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明确了在中国发展高

能效建筑，以最大程度降低新建建筑用能需求的

合作重点。

1

1.3 中国城镇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不同类型及出台时间.

年份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气候区 建筑类型 节能目标

1986 JGJ 26-1986 民用建筑节能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已废
止，由JGJ26-2010替代）

严寒

寒冷
住宅 30 %

1993 GB 50189-93 旅游旅馆建筑热工与空气调节节能设计标准（已
废止，由GB50189-2005替代）

全部 公共建筑 无

1995 JGJ 26-1995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

（已废止，由JGJ26-2010替代）

严寒

寒冷
住宅 50 %

2001 JGJ 134-2001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已废止，
由JGJ134-2010替代）

夏热冬冷 住宅 50 %

2003 JGJ 75-2003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夏热冬暖 住宅 50 %

2005 GB 50189-2005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全部 公共建筑 50 %

2010 JGJ 26-2010 严寒、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严寒

寒冷
住宅 65 %

2010 JGJ 134-2010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夏热冬冷 住宅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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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合作示范项目.

1

    中德合作推广高能效新建建筑示范项目，对

于进一步完善能效技术的市场条件，补充国内欠

缺的专业技术知识，有效提高设计、施工水平，

量化建筑能效标准，树立建筑节能市场化运作理

念，促进节能技术产品的产业化发展具有深刻的

示范和指导意义。

    示范项目由中国建设单位负责实施，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和德国能源署

给予技术支持。为明确量化和有效控制示范项目

的核心能效指标，中德双方共同选择德国“被动

房”理念和相关指标作为实施高能效建筑的基本

技术依据。示范项目实施全程同步质量保证措

施，顺利通过测试验收后，可获得“中德被动式

低能耗建筑质量标识”的认证。

    示范项目的推进过程中，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负责联合相关科研单位研

发和完善适用于中国的被动式低能耗建筑技术；

组织、协调、跟进示范项目实施进程，将示范范

围落实推广到不同气候区；争取地方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对示范项目在组织和管理方面的支持；组

织中方技术人员出国技术考察和交流；组织技术

论证，对关键技术应用进行研究；组织编写适用

于不同气候区的被动式低能耗建筑标准和技术导

则；组织示范项目的培训和推广研讨会。

    德国能源署负责组织德国专家向中国引进并

传播高能效建筑设计理念、工程经验及评估方

法；与中方专家共同研究、探讨适应中国不同气

候区的节能技术解决方案；论证相关能效技术指

标及其技术可行性；为示范项目的规划、设计、

施工、验收、检测和认证提供咨询服务和培训；

组织德国技术供应商参与示范项目的实施，转移

先进技术、开发新产品、传授施工方法；帮助中

方技术研发单位改进和提高水平；为中方提供德

国关键技术的清单。

    中德双方合作致力于推动适应中国气候条件

及市场化运作条件的高能效建筑。双方共同组织

示范项目的质量控制、验收、经验总结、技术推

广以及相关标准编制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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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7年，德国能源署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

发展中心合作编写《中国建筑节能手册》，并由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2009年，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的指导

下，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和德国能源署共同启动

了“中德合作被动式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的工作。

  2010年5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承

担了联合国UNDP“中国终端能效项目”被动式房屋的可

行性研究，同年完成了《中国被动式低能耗建筑示范可

行性研究报告》。

  2010年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和

德国能源署每年选择六个城市，进行“提升中国建筑能

效--中德合作被动式低能耗建筑技术”路演宣传推广活

动。至今共在25个城市进行了路演：

   2010年：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唐山、秦皇

岛、盘锦;

   2012年：乌鲁木齐、常州、杭州、赤峰、包头、北戴

河新区;

   2013年：长春、青岛、郑州、太原、武汉、合肥;

   2014年：北京、吉林、西安、烟台、徐州、洛阳。

  2010年10月18日-21日，德国能源署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共同举办“未

来城市的能源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论坛。

  2010年起，德国能源署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

化发展中心每年在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

术与产品博览会期间举办“德国日•德国能效品质--被动

式低能耗建筑技术及解决方案”技术论坛。

  2010年5月，秦皇岛“在水一方”1栋18层住宅和哈尔

滨“辰能•溪树庭院”1栋11层住宅列入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科学计划，成为“中德被动式低能耗示范”第一批合

作项目，并正式启动。

   2011年6月，首届中德政府磋商会议期间，在中德双方总

理温家宝和默克尔的见证下，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姜

伟新部长与德国联邦交通、建设和城市发展部彼特•拉姆

绍尔部长在柏林签署了《关于建筑节能与低碳生态城市

建设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明确将被动式低能

耗建筑作为重要合作内容予以深化推进。

  2011年8月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就扎实推

进被动式低能耗建筑建设在秦皇岛进行调研，并就如何

做好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建设试点等工作进行座谈。河

北省、秦皇岛市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司主管领导参

加了调研。

  2012年5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和河北五兴房地产有限公司启动

《河北省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讨论稿》

的编写工作。2013年5月27日德国能源署完成对标准初稿

的修改和补充意见。2014年5月17日该标准通过了河北省

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办公室组织的标准审查会的验收。

  2012年10月2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姜伟新部长、河北省

主管领导再次到秦皇岛视察“在水一方”的现场施工情

况。在视察后举行的座谈会中姜部长指出：对“在水一

方”C区和北戴河新区这两个建筑节能示范点，一定要高

标准、严要求，从实施、验收、总结、宣传几方面要给

予高度重视。

  2013年1月，“在水一方”C15#楼通过了气密性和室内环

境测试。2013年10月，该项目通过德国能源署和部科技

与产业化发展中心的质量验收，成为中国首例成功实施

的被动式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

  2013年10月23日，德国能源署和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

心正式授与“在水一方”C15#楼“中德合作高能效建

筑--被动式低能耗建筑质量标识”。

  2013年10月2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

中心与德国能源署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首届中德合作

被动式低能耗房屋技术交流研讨会”。

  2013年10月，德国能源署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

业化发展中心编制完成《被动式低能耗建筑（中德合

作）示范项目手册》。

  2013年12月和2014年和9月，哈尔滨“辰能•溪树庭

院”B4#楼顺利通过两次气密性测试，并于2014年9月正

式通过质量验收。

  2014年9月18日，德国能源署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

产业化发展中心正式授与哈尔滨“辰能•溪树庭院”B4#

楼“中德合作高能效建筑--被动式低能耗建筑质量标

识”。

  2014年，德国能源署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

发展中心合作共同支持山东省11个被动式低能耗建筑项

目的建设。9月18日签署合作协议。

  2014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与德

国能源署向青海省第一个被动式低能耗建筑提供技术支

持。

  2014年9月1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

心与德国能源署在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第二届中德合作

被动式低能耗房屋技术交流研讨会”。

  2014年11月，德国能源署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

业化发展中心编制完成《中德合作高能效建筑实施手

册--被动式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经验解析》。

中德合作高能效建筑 —— 被动式低能耗建筑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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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2010年启动首个示范项目至今，项目的推

广已扩展到9个省份、共计24个（包括2014年新启

动的山东省9个）项目。其中秦皇岛“在水一方”

项目和哈尔滨“溪树庭院”项目已分别于2013年

10月和2014年9月竣工，并顺利通过能效指标验

收。

    目前，示范项目主要分布在寒冷和严寒气候

区，并已逐步扩展到夏热冬冷和夏热冬暖气候

区。以示范项目为平台，各参与方共同探索如何

将德国的建筑节能技术与中国当地气候条件及可

利用资源相结合，寻求最佳能效解决方案，为制

定该地区的高能效建筑设计施工标准积累实践经

验、收集第一手数据。

    成功的示范项目可以发挥“灯塔”效应，吸

引更多的建设方及专业人士学习先进的建筑节能

设计、施工、管理技术，促进高能效建筑的市场

化推广，推动高品质建筑节能产品和设备的产业

化发展，加快实现国家的建筑节能减排目标。

示范项目的推广现状.

1.4 中德合作高能效建筑示范项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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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2 3

5

7

8 9

10 12

绵阳（四川省）

学校建筑

秦皇岛（河北省）

住宅建筑

石家庄（河北省）

公共建筑

哈尔滨（黑龙江省）

住宅建筑

营口（辽宁省）

住宅建筑

日照（山东省）

住宅建筑

海门（江苏省）

住宅建筑

南安（福建省）

住宅建筑

株洲（湖南省）

住宅建筑

青岛（山东省）

办公建筑

1.5 部分示范项目的实景照片及效果图

高碑店（河北省）

博物馆建筑

24



中德合作高能效建筑实施手册18



19能效决定一切 .

德国提高建筑能效的主要措施和手段 .................................................... 20

德国建筑能效标准的发展 ............................................................ 22

概念解析：一次能源需求和终端能源需求 ................................................ 24

2
德国建筑能效的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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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提高建筑能效的主要措施和手段.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原油价格猛然

上涨，从原来每桶不到3美元上涨到超过13美元。

感受到能源危机帶來的切肤之痛，德国开始制定

明确的建筑节能目标，并通过立法进行实施。40

年来，建筑节能政策法规不断发展完善，建筑能

效指标不断提升。节能工作涉及单/多户住宅、工

业建筑以及公共建筑等各种建筑类型。无论是私

人投资者还是政府部门，都必须同样遵守有关的

建筑节能条例标准。而政府部门往往充当了先行

者的角色，其主要目的为，通过成功地实施示范

项目，向公众展示节能潜力，激励私人业主效仿

执行建筑节能措施。

德国推动建筑节能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法律法规

  财政激励

  市场工具

法律法规.

立法和国家监控：

通过立法来提高能效标准，以不断发展进步的技

术水平和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不同要求为依据，完

善法律法规，提高节能标准。在全德国范围内加

强政府机构及检验、检测、鉴定专业人员对在建

及已建成建筑的监控，保证现行的法律规定和节

能标准得以落实。

财政激励.

全国性和地区性资助计划：

除了多个以提高建筑能效为目的的全国性资助计

划，各联邦州银行还实施各种地区性的资助计

划。全国性的资助计划主要由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集团（KfW）提供资金，目的在于为住宅建筑节能

及CO2减排投资项目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该计划

最高可以资助全部节能措施投资金额，并包括各

种附加费用。它可提供十年以上的固定利率长期

低息贷款，并且在最初数年中可以免偿本金。个

人、房地产开发商、住宅建筑合作社、乡镇、区

县、乡镇联合体以及其他国家机构都可以提出申

请。资助范围包括既有建筑保温工程、供暖系统

2

2.1 提高建筑能效的主要手段



21能效决定一切 .

的更新，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以及符合复兴信贷银

行“高能效房”节能标准的新建建筑。

市场工具.

宣传提高建筑能效所带来的经济性及市场机遇：

向业主、投资者、银行和房屋使用者宣传说明建

筑节能措施所产生的中期经济效益和为房地产营

销带来的促进作用。只有认识到这些，人们对节

能建筑的需求才会日益增加。

培养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和工程师：

提升高校所开设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建筑工

程等专业的教学水平，培养学生跨学科设计的能

力，做到综合考虑和正确处理设计与施工之间的

复杂关系。

保证建筑设计和施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在德国，一般由一位总建筑师全面负责整个项目

的规划、设计和施工全过程，以确保其一致性和

连贯性。从方案设计，施工图到暖通空调技术设

备方案，包括具体的施工过程都作统盘考虑，从

而实现设计施工的一致性。把握好项目的全过

程，才能保证建筑质量，切实达到设计标准。

对建筑工人，特别是专业工种的业务培训：

为了提高建筑施工水平，正确使用新型建筑材料

和构件，有针对性地对专业工人进行培训，以确

保施工质量。施工质量不理想，往往是由于建筑

工人缺乏相关专业知识，造成其实际操作能力无

法达到质量要求。

为对比、评估建筑能耗提供方法和依据：

为了便于比较和评估不同的能耗标准，必须采用

统一的计算依据和测算方法（例如德国“能源证

书”的计算方法）。只有通过客观评估能耗和节

能措施的效果（所节约的千瓦时，或每平米居住/

使用面积所节约的能源费用），才能使有关信息

透明化，以便充分展示节能措施增量成本所带来

的积极成果。

推动实施示范项目：

通过成功的示范项目来展示新建节能建筑和既有

建筑节能改造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这些成果可以

极大地促进建筑能效标准的提升和公众认知度的

提高。

1

2.2 德国政府节能减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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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建筑能效标准的发展.

2

德国新建建筑法定最低能效标准.

（参照建筑)

  与室外空气接触的外墙传热系数：U=0.28 W/m2K

  与土壤接触的外墙传热系数：U=0.35 W/m2K

  屋面传热系数：U=0.20 W/m2K

  外窗传热系数：Uw=1.3 W/m2K; g=0.6

  外门传热系数：U=1.8 W/m2K

  不采暖房间地板和地下室顶板传热系数：U=0.35 W/m2K

  围护结构的气密性

  采暖设备：通过冷凝式锅炉供热，回收排烟废热，将

末端排烟温度控制在55/45℃，采用集中式系统，所有

管道均做保温隔热处理

  生活热水：集中式热水供应系统，输配管路全部设置

在建筑的供暖区域内

  制冷：无制冷需求

  通风：集中式排风系统，根据需要加设可控排风扇

    1976年颁布的《节能法》中，明确规定了新

建建筑必须采取“保温措施”，并对“暖通设

备”和“生活用水制备”及其运行提出了要求。

在这部《节能法》的基础上，第一部《保温条

例》和第一部《采暖设备条例》分别于1977年和

1978年颁布实施。其中1977年版的《保温条例》

仅规定了建筑围护结构的导热系数不得超出法定

最低值。1984年，政府颁布了《保温条例》的修

订版，保留了前一版的评估方法，但能效指标设

定得更为严格。相比之下，1995年生效的《保温

条例》修订版则有重大修改。该法规开始使用年

采暖能耗作为考核参数值。此外，在考量单体建

筑物能耗损失时，除了传输热损失外，还增加了

通风热损失。而且，在进行建筑物热平衡计算

时，加入考虑建筑的太阳辐射得热量和室内得热

量。随着2002年开始实行《节能条例》（EnEV）

，《保温条例》同《采暖设备条例》被合二为

一。新法规中规定要统一考量建筑物采暖及热水

制备的能源需求。此外，还在能源生产环节中第

一次将一次能源列为考评因素。

    为保证结构和内容的脉络清晰，便于贯彻实

施，《节能条例》未重复罗列既有工业标准的技

术细节，而是有针对性地列出了核心指标、计算

方法及出处。本手册的信息框2.3对其中一些最重

要的相关工业标准进行了总结。

    迄今为止，EnEV共经历了四次修订（分别于

2004、2007、2009和2014年），其颁布和实施促使

德国的建筑能效逐步提升。2007年版的EnEV依据

欧盟的相关法规，首次规定了德国所有公共建筑

均必须出具能源证书。

    如同一张体检证书，能源证书标明一座建筑

物的能效水平。对建筑的围护结构（保温、门

窗、气密性等）和采暖系统进行能效评估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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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3 作为《节能条例》中技术依据的相关工业标准.

工业标准编号 工业标准名称
引用在《节能条例》

中的主要用途

DIN EN 832

居住建筑的热性
能，供热用能需
求量的计算

确定计算方法

DIN V 4108-6

建筑的保温隔热
和节能，第6部
分：年供热和年
采暖需求计算

确定计算方法

DIN V 4701-10

供热、通风设备
能耗评估，第10
部分：采暖、生
活热水和通风

确定计算方法和暖通
空调设备技术方面的
基本条件

DIN 4108 Beiblatt 2
建筑的保温隔热
和节能：热桥，
设计和施工案例

确定热桥最小化的
方法

DIN 4108-2

建筑的保温隔热
和节能，第2部
分：保温隔热的
最低要求

确定保温隔热性能最
低指标，夏季遮阳

DIN V 18599 建筑能耗限值
确定计算方法和暖通
空调设备技术方面的
基本条件

2.4 德国能效标准的发展进程

评估结果在一个表明建筑用能的彩色标栏中被清

晰明了地标注出来。能源证书还对如何通过节能

改造措施来提升建筑能效提出建议。

    现行《节能条例》（2014版）所规定的“低

能耗建筑标准”是完全可以通过德国现有设计施

工水平达到的，并且可以保证经济可行性。该标

准的保温要求体现的是目前的平均水平，建筑年

采暖能耗不得大于30-60kWh/m2a。实现该目标的主

要措施是：外墙、屋顶和地面区域全方位保温，

避免热桥，提高气密性，并采用带热回收功能的

可控通风设备。

    用于实现更高能效目标的各种新型技术解决

方案目前正通过一些试点、示范项目进行探讨和

改进。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新的能效标准概

念--“高能效建筑标准”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和讨论。本手册第3章将详细介绍高能效建筑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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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能源需求和终端能源需求.

概念解析+

    一次能源（英文Primary energy）是指自然

界中以原有形式存在的、未经加工转换的能源。

在欧盟和德国一般习惯将不同形式的能源单位统

一转换为kWh千瓦时单位来进行统一衡量。比如，

电力的一次能源系数是2.6，将电力折算成一次能

源时需要乘以2.6的换算系数。这就意味着，当建

筑消耗1个单位的电能时，相当于消耗了自然界中

2.6个单位的一次能源。这是因为电能是高品位高

纯度的能源，在发电过程中（如火电厂）由于能

源转换规律的限制，低品位的能源（如煤炭）不

能完全转换为电能，有很大一部分能源已经在“

提纯”和输送的过程中损失掉了。

    通过这种折算方法，可以更为溯本追源地真

实评估建筑对环境的影响（如便于研究建筑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

    在中国，目前并没有对“一次能源系数”指

标进行统一规定。目前常规采用的折算方法是折

合标准煤系数法。即将不同形式的能源单位统一

转换为“吨标准煤”单位来进行统一衡量。与欧

盟折算方法不同，中国折标系数法的思路是：“

某种能源完全转换为（能源品位最低的）热能的

能力”。比如，电力的折标系数为4.0400,就意味

着，4.04吨标准煤完全转换为热能与1万千瓦时电

力完全转换为热能的能力相当。

    相比两种折算方法，欧盟采取的一次能源系

数法关注的是能源转换过程，即在研究终端能耗

数据时，往回追溯能源从自然界开采、转换、输

送和使用的整个过程。而中国采取的折合标准煤

系数法更加关注结果，即不研究能源的使用方

式，也不研究转换效率，而是假设能源以理论上

最有利的转换方式和最高的效率，转换成能源品

位最低的热值时，可以产生多少焦耳的热能。再

将这些数据和标准煤进行折算，从而统计整个社

会的能源消耗情况。当然，利用这个数据也可以

从侧面研究能源消耗对环境的影响。

    在建筑热平衡计算中，通常是沿能源使用的

方向进行逆向推算。虽然实际工程计算更为复

杂，但计算原理上一般都先根据围护结构性能和

新风需求量，结合室外空气温度等外部条件，计

算出冷/热损失，之后再根据太阳辐射得热、人体

散热量等相关参数，计算出建筑达到热平衡状态

所需设备提供的能源量。这部分能源就称为有用

能源。有用能源并不等同于终端能源，更不能直

接通过这一数据评估建筑的碳排放等涉及环境影

响的性能。无论是有用能源还是终端能源都由一

次能源经过多次的形式转换得到。以煤炭-热泵供

暖为例，当一次能源以原煤的形式被开采出来之

后，需要经过炼焦、运输等过程进入火电厂，燃

烧后发电，再经过电网传输到热泵（产能系统）

内。至此，定义为终端能源，即建筑物作为终端

用能设备，从设备入口得到的能源。之后，热泵

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推动压缩机压缩工作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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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一次能源系数（根据德国《节能条例》）.

能源形式 一次能源系数

燃料油 1.1

天然气 1.1

原煤 1.1

褐煤 1.2

木材 0.2

热电联产供暖 0.19

电力 2.6

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 0.0

2.5 折合标准煤系数（GB 2589-90-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能源形式 折标系数 单位

原煤 0.7143 Ton ->Ton

焦炭 0.9714 Ton ->Ton

原油 1.4286 Ton ->Ton

汽油 1.4714 Ton ->Ton

煤油 1.4714 Ton ->Ton

柴油 1.4571 Ton ->Ton

燃料油 1.4286 Mio. kJ ->Ton

液化石油气 1.7143 10T. kWh ->Ton

质，变成热能传输到热水中，热水再通过储存、

分配、散热系统传递到室内，称为有用能源。

在以上描述的的每一个环节中，都伴随着能量损

耗。必须将不同概念区分开，并通过热平衡计算

和相关的计算软件逆向推算，从而相对精准地分

析建筑在每一个环节的需热量，并为完善设计提

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与国外统计方式不同，

中国所定义的终端能源只扣除选煤、炼焦、油

田、炼油、输配电部分产生的损失，而不扣除发

电损失和能源工业所用能源。

    这个数据也可以从侧面研究能源消耗对环境

的影响。

有用能源、终端能源、

一次能源概念说明.

有用能源

用户实际使用的能源（用于

调控室温或生活热水制备）

终端能源

用户末端用能（如成品燃

油、电网电能、管网燃气、

集中供暖等）

一次能源

设备能源损失

能源生产、输送、转换产生的损失 

2.7 有用能源、终端能源、一次能源概念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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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效建筑的设计和施工原则 ......................................................... 28

高能效建筑的典范——被动房 ......................................................... 30

3
高能效建筑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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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师、工程师，特别是作为决策者的投资

者和业主通常面临多种不同的高能效建筑方案的

选择。应根据建筑所处气候区、地理位置以及施

工条件等具体情况，选择最佳的能效方案。

    建筑的能效性能标准越高，单个构件性能对

建筑整体能效的影响就越大。因此必须把建筑作

为整体对待，对所有建筑部件进行整合优化。影

响建筑能效的主要因素有：

围护结构：

  保温隔热性能良好、无热桥的围护结构

  在设计和施工中均严格保证气密层的连续性

  冬季工况充分利用太阳辐射得热

  夏季工况充分考虑遮阳隔热，降低建筑制冷负

荷

暖通空调、设备工程技术：

  高效的采暖与制冷

  制定合理的通风方案，采用带热回收的新风系

统

  尽可能利用可再生能源

    以上设计原则中，最关键的核心内容在于两

点，即：避免热桥和保证气密性。如果不能确保

这两个核心，而只是一味提高保温层厚度或是其

他特定技术指标，是无法达到最佳效果的。设计

和施工中对热桥和气密层控制失误，不仅会造成

无谓的能源浪费，还可能导致建筑物的损坏（结

露、发霉、腐蚀）。

高能效建筑的各种标准和方案.

    建筑一体化设计原则体现在不同类型的成功

设计方案中。得益于广泛的研发和实践，高能效

建筑在德国的市场份额不断提高，随之涌现出了

多种多样的成熟解决方案。（见信息框:德国建筑

能效标准和方案一览）。制定建筑能效标准和方

案时必须充分考虑当地气候条件。信息框中列出

的能效指标和能效建筑方案主要适用于中欧地区

的气候条件，即采暖需求较高而制冷需求几乎为

零。根据建筑所在气候区的不同，能效标准也应

有所不同。

    中国华北地区的气候条件与中欧的气候极为

类似，因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中欧地区的建

筑能效标准。河北秦皇岛的被动式低能耗建筑示

范项目就是借鉴了在德国已相当成熟的被动房标

准。

3

高能效建筑的设计和施工原则.

3.1 高能效建筑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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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2 信息框：德国建筑能效标准和方案一览.

名称 特征

KfW能效建筑

(由dena制定)

能效指标优于德国法定的最低标准。能效指标的参数值依据《德国节能条例》（EnEV)规定的最低标准的一次能源需求Qp和
传输热损失H'T而定。

3升房 单位面积年采暖需求≤35kWh/m2a，即相当于3升燃料油量。

被动房 单位面积年采暖需求≤15kWh/m2a，单位面积采暖热负荷≤10W/m2，单位面积一次能源年总需求≤120kWh/m2。

太阳能房
主要能源为太阳能，太阳能辐射得热的利用须满足采暖需求的50%以上。单位面积年采暖需求<15kWh/m2a，利用其他可再生
能源辅助采暖。

零能耗建筑 年供暖、热水制备能源需求以及辅助电力需求基本由建筑内部得热和可再生能源供应。

正能效建筑 年能源产出高于能源消耗。多余的电力输给公共电网或用于电动汽车充电。

主动房
“主动房“不仅关注建筑的能耗，还关注其使用者的其他需求。该方案建议采用非集中式系统为建筑和城区供应能源，并
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产生“正”能源（风能和太阳能）；此外，注重各系统的协同效应，如鼓励使用电动交通工具等。

气密性.

    气密性是决定建筑能效的核心要

素之一。所谓保证建筑的气密性，

并不是要限制住户主动开窗透气的意

愿，而是在需要供暖和制冷的时期（

也就是说在用户主观上没有自然通风

的意愿时），避免室外空气通过缝隙

和漏点“无控”地渗入室内。

    气密层设计施工的质量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建筑的整体能效性能。如

果气密性不良的漏点数量达到一定程

度，整个建筑的保温隔热效果就会成

比例地下降。现场施工工人的技术水

平及施工细致程度与保证气密性紧密

相关，尤其需要注意。

热桥.

    热桥是指围护结构中传热能力比较强，热流比较密集，

能量损失明显高于附近区域的部位。热桥效应通常是由于建

筑材料的交界或搭接（如外墙钢筋混凝土结构与加气混凝土

砌块交界处）、建筑构件几何结构（如墙角处）、管道贯穿

保温层，或建筑构件保温层厚度不一致（如底层楼板保温层

厚度小于外墙保温层）以及悬挑阳台等原因所导致。热桥是

建筑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的薄弱点，供暖和制冷期内热/

冷损失最为突出的部位。相对于无热桥的部位，热桥不仅造

成明显的传输热损失，而且长期以往还可能使建筑物结构受

损。当温度较高的室内空气接触到墙体、窗户或屋面中温度

较低的热桥部位后，湿空气在这些部位产生结露，日积月累

导致霉菌滋生、涂层剥落、木结构和钢材腐蚀以及保温材料

性能下降等后果。识别并避免热桥的出现需要专业知识和丰

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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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动房”一词由德文PASSIVHAUS翻译而来。

其建筑方案是由德国和瑞典的两位建筑物理学

家于20世纪80年代研发出来的。自1991年在德国

Darmstadt市建成第一栋被动房至今，20多年的实

践经验已充分验证了其高舒适性和超低能耗的特

点。

    被动房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的供热/制冷系

统。建筑基本的热/冷需求由新风系统提供，可

以满足室内环境舒适度的要求。绝对意义上的被

动房只有在建筑的采暖/制冷需求及负荷极低时才

能实现。因此,德国被动房研究所（由被动房方案

的创始人之一、德国建筑物理学家Feist教授所创

办）对被动房的能源需求参数值做了限定，见图

表3.3。

    被动房的热平衡计算依据德国被动房研究所

的计算软件（PHPP）进行。计算方法参照欧标

EN13779的规定，由被动房研究所于1998年首次公

布。PHPP软件基于Excel平台开发，用于为采暖热

需求极低的高能效建筑做热平衡计算。

    被动房的设计、施工标准均远高于普通建筑

标准。项目开发、建设的整个过程都需要经验丰

富且富有创新精神的专业设计、施工人员。被动

房的每个关键施工节点都需要进行现场质量检

查，施工阶段的局部气密性测试和验收时的整体

气密性测试（鼓风门测试）都必不可少。

3

3.3 被动房规定的能效参数值.

名称 能效参数值 特征

采暖热需求 qH ≤ 15 kWh/m2a 除太阳辐射得热及建筑内部得热外，单位面积年采暖热需求应≤15kWh。

采暖热负荷 pH ≤ 10 W/m2 当通过进风供热时，单位面积采暖热负荷应≤10W。此处不包括用于生活热水制
备的热负荷。

非透明围护结构(外墙)的传热系数 U ≤ 0.15 W/m2K 外墙的传热系数应≤0.15W/m2K。

外窗的传热系数 整窗 UW ≤ 0.85 W/m2K
外窗必需具有优异的保温隔热性能。一方面减少窗户表面的热传输损失，另一
方面保证良好的热舒适度（与窗户内表面温度有关）。整窗的传热系数Uw由玻
璃传热系数Ug和窗框传热系数Uf构成，且应≤0.85W/m2K。

无热桥 Ψ < 0.01 W/mK 建筑构件连接处应尽量避免热桥，允许的误差范围在0.01W/mK以内。

气密性 n50 < 0.6 h-1 无控通风和漏点会造成大量热损失，应严格控制气密性，在室内外压差为+/-
50Pa的条件下，每小时的换气次数n50应小于0.6。

热回收效率 η’ WRG > 75% 新风设备的热回收效率必须大于75%，驱动电需求不得高于0.45Wh/m3。新风送风
口温度不得低于17°C。

高能效建筑的典范——被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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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 传热系数单位 W/m²K

 RT 热阻 m²K/W

 Rse 围护结构外表面换热阻 m²K/W

 di 各层材料厚度 m

 λi 各层材料导热系数 W/mK

 Rsi 围护结构内表面换热系数 m²K/W

 K 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 W/m²K

 αn 围护结构内表面换热系数 W/m²K

 αw 围护结构外表面换热系数 W/m²K

 δ 围护结构各层材料厚度 m

 λ 围护结构各层材料导热系数 W/mK

 αλ 材料导热系数修正系数

 Rk 封闭空气间层的热阻 m²K/W

注意：U值和K值的区别

1. 就定义而言，两者的物理意义完全一样，即“
在稳态条件下，围护结构两侧空气温度差为
1°C，1小时内通过1m2表面积传递的热量”。

2. 就计算公式而言，中国K值计算公式中多
了“材料导热系数修正系数”和“封闭空气间
层的热阻”两系数，但两个公式的计算结果几
乎一致。

3. 就围护结构产品热工性能检测标准而言，
中国与欧洲的检测方法基本一致，但在工况
设定上有所区别，即基于不同的气候特点，
对室外风速、温度设定不同，从而导致室外
侧对流换热热阻有所差别，但该差别对整体
传热系数影响很小。

4. U值和K值的差别在墙体上可忽略不计，而
在外窗上差别要大一些，具体信息如下:

测试条件

执行标准 室外温度°C 室内温度°C 室外气流 m/s 室内气流 m/s 阳光强度 W/m2

K China中国GB1029 -20.3 17.1 3.0 自然对流 0

U Euro欧洲BSEN673 -10 15 自然对流 自然对流 0

U冬天 USA美国ASHRAE -17.8 21.1 6.7 自然对流 0

U夏天 USA美国ASHRAE 31.7 23.9 3.4 自然对流 783

W/m2K 参考标准 窗型 边界条件

中国标准
KW

GB/T 8484-2008

冷箱：-19～21°C

热箱： 19～21°C

测定值

德国标准
UW

DIN EN 10077
 -5～15°C

多为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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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节将从建筑围护结构和暖通空调设备工

程两大方面，结合首个竣工的中德合作示范项目

秦皇岛“在水一方”的实施经验，详细介绍高能

效建筑的设计施工原理和细节。

秦皇岛“在水一方”项目简介.

    秦皇岛“在水一方”被动式低能耗住宅示范

项目是参照德国被动房标准，由河北秦皇岛五兴

房地产公司开发和实施的。该项目被列入中德被

动式低能耗建筑示范第一批项目，已于2013年10

月竣工，成功通过相关测试，并获得质量标准认

证。德国能源署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

化发展中心给予项目全程的技术支持和质量控

制，并进行了设计、施工和运营方面的培训和技

术咨询。

    “在水一方”居住区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大

汤河畔，规划占地840亩，建筑面积150万平方

米。中德被动式低能耗建筑示范工程项目为C15#

楼。18层住宅楼(地上18层，地下1层)，6718平方

米，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体形系数0.31，采

取的主要节能技术和措施见37页《中德被动式低

能耗建筑质量标识》2。示范项目的节能增量成本

约为每平方米670元，主要集中在保温系统、外

窗、气密性措施和新风设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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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围护结构.

    根据第三章中所述高能效建筑的设计和施工

原则，建筑围护结构应符合所在地气候条件，保

温隔热层连续完整，避免热桥，且具备良好的

气密性。应确保所有构件特别是构件连接处的设

计和施工质量。后面的篇幅将详细分析右侧图中

的各个对建筑能效有直接影响的围护结构重要节

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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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的建筑形体/合理的方位和朝向.

屋面和女儿墙.

外墙.

隔墙和楼梯间.

门窗.

阳台及其他悬挑构件.

贯穿部位.

不采暖地下室的顶板/地下室外墙.

I

IV

II

VI

VII

III

VIII

V

4.1 围护结构中重要节点示意图（以下各章节中将逐一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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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凑的建筑形体/合理的方位和朝向.

    建筑形体应尽量紧凑。体形系数，即建筑体

外表面积A与建筑体积V的比值应尽量小。体形系

数A/V比值影响建筑的采暖及制冷需求。在采用同

等保温措施的前提下，体形系数越小，建筑能耗

越低。

    建筑主体朝向向南是冬季获取阳光辐射得热

的重要方法。相应地，夏季就必须通过遮阳措施

有效降低阳光射入量，防止建筑过热。通过计算

并合理利用冬夏季不同的太阳高度角，夏季利用

宽屋檐及阳台遮阳，而冬季则充分获取太阳辐射

得热。此外还可采用百叶窗或其他移动遮阳设

备，特别是用于减少晨晒和夕晒造成的得热。

    在北半球纬度较高的区域，如中国北方地

区，起居室、儿童房以及用餐区等主要活动区应

朝南向且留大面积外窗。而楼梯间、厨房、洗衣

间以及储物间等可以朝北向。为保证卫生间自然

通风，应避免建筑进深过大。

4

I

4.2 不同建筑类型的形体系数

4.3 相同体积、不同形状的建筑热需求对比

4.4 方位朝向图 

4.5 太阳照射角度对建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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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7 秦皇岛项目户型图

居住空间

公共空间

秦皇岛项目应用

    利用太阳能满足室内冬季得热要求。房屋的

主朝向为南向。河北秦皇岛地区夏季太阳入射角

较高，阳光不易晒入室内，冬季太阳角低，阳光

可以很容易照射进室内，保证太阳辐射得热量。

如户型图所示，三类户型的主要活动区域均在南

侧。

4.6 秦皇岛项目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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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密性.

概念解析+

    在建筑的设计和施工阶段必须特别注意并定

期检查气密性。施工人员必须接受专业培训，所

有参与方都必须在严格保证建筑气密性这一关键

点上达成高度一致。无论是地下室、墙体、屋

面还是外窗，建筑围护结构都应具有良好的气密

性，防止不必要的能量损耗。一般可以选择在建

筑围护结构的内侧沿保温层铺设气密层。对于实

心墙体，室内墙面抹灰即可作为气密层；对于轻

质结构（木构墙体、屋面等）应在内侧安装气密

膜或气密板，以形成气密层。

    良好的气密性能避免因潮气凝结后侵入建筑

构件而造成的损坏。当室内热空气接触到保温

隔热层时，温度下降；温度降至露点以下，空气

中的水蒸气就会转化为水释放出来。建筑构件可

能因受潮而浸蚀，保温材料可能因受潮而结块，

影响保温效果。因此，须在保温层内侧设置无缝

的防水隔汽层（膜或板材均适用），避免潮气渗

透。墙体在设计时须保证墙面有利于潮气向室外

扩散。因此气密膜/气密胶带内层的sd值须远高于

外层的sd值。同时，对保温隔热材料的外层应做

好防风、防雨保护。

4.8 平面图中气密层和保温层的标注 4.9 剖面图中气密层和保温层的标注

气密层

保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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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抹面层（>15mm）、混凝土楼板、（现浇）

混凝土地面、门窗等都可以构成气密层。构件连

接处须采用气密膜密封。在设计制图时，应在所

有平面图、剖面图以及细节图中用连续的红线标

出气密层的位置。

4.10 外墙和外窗连接处的气密性处理（内侧） 4.11 内侧补胶后用水泥砂浆覆盖

抹平

4.13 管道贯穿部位补胶后用水泥砂浆覆盖抹平4.12 管道贯穿部位的气密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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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风门测试.

    鼓风门测试，是检测建筑物气密性的主要手

段。检测气密性的核心参数是每小时换气次数n50

。该参数是指当室内外正负压差为50Pa时，每小

时的空气渗透量占建筑内部总空间的比率。对于

中德合作示范项目气密性的要求，参照了德国被

动房标准，即每小时换气次数n50应小于0.60次/小

时。秦皇岛在水一方C15#楼的测试结果已优于该

要求，达到了0.2-0.4次/小时。

    所有中德合作示范项目都必须通过严格的气

密性检测。在整个施工过程中至少进行两次正式

测试并出具报告。第一次测试在门窗节点施工结

束，内部抹面层以及其他密封措施（如管道贯穿

处密封）完成后进行。测试通过后，方可继续进

行施工。第二次正式气密性测试在项目整体竣工

后进行，是项目能否获得质量标识认证的主要依

据之一。进行两次正式气密性测试之前，建设方

还须自行安排多次小范围气密性测试，以便在施

工过程中及时查找并封堵外墙、外窗、内装修和

设备工程安装时造成的对气密层的破坏。

4.14 秦皇岛项目鼓风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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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秦皇岛项目鼓风门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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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墙.

    高能效建筑的墙体由多层结构组成：承重

墙、内侧气密层以及外侧的保温层。保温层的系

统组合及保温材料的厚度取决于建筑所在地理

位置、当地气候条件以及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λ

值。λ值越小，保温材料保温隔热效果越好（见

信息框4.23）。建筑构件的传热系数由U值表示（

见信息框4.24）。U值越小，保温隔热效果越好。

    外保温系统应采用双层保温板错缝敷设。这

样操作有两点原因：其一，保温材料的厚度通

常不超过20cm，保温要求更高时，单层无法满足

条件；其二，可弥补保温层施工时容易出现的疏

漏，提高保温隔热效果（第二层可将第一层板与

板之间的缝隙覆盖住）。

    保温层施工不当时有可能造成热桥。应注意

在安装前认真磨平、清洁保温材料表面，保证保

温板间的密合。此外还必须考虑材料的匹配性和

耐久性（正确选用粘结砂浆和耐碱网格布，提高

抗裂性能），避免后期损坏。

    共同构成气密层的建筑构件必须在外墙内侧

直接且密封地连接为一体。应特别注意屋面、墙

体、墙面、地板连接处的气密处理，门窗、线路

管道贯穿部位的气密性也应高度重视。

秦皇岛项目应用

外墙保温系统：

外墙采用250mm厚石墨聚苯板，导热系数

λ=0.033W/mK，尺寸为500*600，厚度为

100mm、150mm。双层错缝敷设，配备系统配件，

如窗口连接线条、滴水线条、护角线条、伸缩缝

线条、断热桥锚栓、止水密封带，从而提高了外

保温系统保温、防水和柔性连结的能力，保证耐

久性、安全性和可靠性。建筑每层设置环形岩棉

防火隔离带。

气密层：

墙面、顶棚、地面气密性：采用水泥腻子刮一

遍，封堵缝隙；地面刮水泥浆一遍。钢筋混凝土

墙体中的对穿螺栓孔洞先用发泡剂填充，再用抗

裂砂浆内外封堵。

II

4.17 外墙节点详图

4.16 外墙外保温系统各结构层

外墙:钢筋混凝土或砖砌结构

保温板:两层EPS板

气密层(红线):抹灰厚度>15mm

断热桥锚栓

防水层(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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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隔墙和楼梯间.

    根据各气候带的不同情况，有必要对楼梯间

与住宅/办公区进行区别控温。在这种情况下，应

对建筑内的居住区域与楼梯间之间的墙体加装内

保温，并注意气密性施工。

秦皇岛项目应用

    分户墙两侧各采用30mm厚酚醛板，导热系数

0.018W/mK，分户墙的传热系数为K=0.12W/m2K，室

内与楼梯间墙体内外分别采用90mm厚A级改性酚醛

板，分两层粘贴。其中电梯井道与室内墙体保温

做法为室内墙体粘贴90mm厚改性酚醛板，电梯井

道内粘贴60mm厚岩棉板。

III

4.21 外保温系统中的防火隔离带

4.18 贯穿洞口封堵

4.19 缝隙封堵

4.20 外保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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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保温隔热系统.

概念解析+

    长期实践证明，由保温材料、粘结砂浆和饰

面砂浆等多层材料复合而成的外墙外保温系统

（ETIC）是一种能有效提高外墙保温隔热性能的

系统解决方案。保温材料和配件的粘结、固定以

及外饰涂层等有机地融为一体。每一层材料所起

的作用都不尽相同。施工时，外保温系统安装在

钢筋混凝土墙体上，外层进行抹灰。该系统能够

完全满足各种颜色的立面变化和复杂的墙面结构

要求。

4.22 外墙保温隔热系统构造

      墙体

保温隔热层加固层抹灰 木模板/PV板/金属板 背面通风

支撑

墙体

保温隔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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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面抹灰约3-5mm

胶粘剂和加固砂浆

底层抹灰

加固网

护角线条

双层保温板

膨胀螺栓保温处理

断热桥锚栓

基座抹灰上方用防水保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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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秦皇岛示范项目的外墙外保温系统.

外保温系统 规格
传热系数 

(W/m2k）

外墙
石墨聚苯板，B1级，导热系数 0.033 W/mK，250mm厚；

每层设置环绕型岩棉防火隔离带，密度≥ 100 kg/m3
U=0.13

屋面 石墨聚苯板，导热系数 0.033 W/mK，300mm厚 U=0.12

地下室顶板/
首层地面

石墨聚苯板，导热系数 0.033 W/mK，150mm厚

挤塑聚苯板，导热系数 0.029 W/mK，100mm厚
U=0.12

楼板 挤塑聚苯板，B2级，导热系数 0.029 W/mK，60mm厚 U=0.38

分户墙 两侧各30mm厚酚醛板，导热系数 0.018 W/mK U=0.12

不采暖楼梯间
与室内隔墙

内外分别采用90mm厚A级改性酚醛板，分两层粘贴，室内墙
体粘贴90mm厚改性酚醛板，导热系数 0.018 W/mK

U=0.12

电梯井侧壁 60mm厚岩棉

厨房、卫生间排风道 70mm厚模塑聚苯板

传热系数.

    传热系数是指当围护结构两侧温差为1度时，

每小时通过1平方米的热量。单位为瓦/平方米•度

（W/m²K）。传热系数是一个与面积有关的量纲，

通常用来表征围护结构的整体保温性能。在实际

工程的热平衡计算时，还需要根据情况，计算热

桥系数、窗框线传热系数、窗框节点线传热系数

等附加值。中国常用K值表示传热系数。被动房外

墙、地下室顶板及屋面的K值应≤0.15W/m²K，外

窗整窗传热系数应≤0.85W/m²K。德国常用U值或K

值表示传热系数。

导热系数.

    导热系数表示建筑材料的导热能力，由λ表

示，单位为瓦/米•度（W/mK）。保温材料的λ值

须小于0.07W/mK。

4.23 不同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

保温材料 导热系数 λ W/mK

惰性气体，温度1°-25° 0.024 - 0.026

氩气 0.0179

氪气 0.0095

玻璃泡沫颗粒 0.06 - 0.08

泡沫材质预压带 0.05

泡沫玻璃 0.04 - 0.07

抗压泡沫玻璃 0.05 - 0.058

珍珠岩（火山岩） 0.035 - 0.050

矿棉/岩棉 0.035

软木 0.035 - 0.046

挤塑聚苯乙烯 0.035 - 0.040

发泡聚苯乙烯 0.035 - 0.050

秸秆 0.038 - 0.067

玻璃棉 0.032 - 0.050

PUR聚氨酯 0.021 - 0.035

气凝胶 0.018 - 0.020

VIP真空保温板 0.004 - 0.008

4.25 建筑材料的导热系数.

建筑材料

导热系数

λ

(W/mK)

铜 240 - 380

铝 160 - 236

铁 80.2

X5CrNi18-10高碳钢 15

天然石材：

花岗岩、大理石

2.8

钢筋混凝土 2.1

水泥砂浆 1.4

土 2.0

砖 0.96

水泥抹面层 0.85 - 1.0

普通砖砌墙 0.5 - 1.4

中国加气混凝土 0.15 - 0.18

德国加气混凝土 0.07 - 0.18

木材（软木、硬木） 0.1 - 0.2



51能效决定一切 .

外墙外保温系统配件.

    一般使用外墙外保温系统（ETIC）对混凝土实

墙进行保温。为保证建筑能效，避免建筑构件损

坏，不仅需要较高的施工质量，还要求外墙外保温

系统的各种材料和产品必须相互匹配，并经过相关

检验测试(建议由专用系统供应商配套提供)。各种

配件详见右图。

窗口连接线条

断热桥锚栓

护角条

加固网

4.26 石膏条和护角条组合，上敷防火隔离带

4.28 外墙外保温系统构造

膨胀螺栓保温处理

1. 墙体

2. 胶粘剂和加固砂浆

3. 保温板（尽可能两层）

4. 锚栓

5.胶粘剂和加固砂浆

6. 加固网

7. 胶粘剂和加固砂浆

8. 底层抹灰

9. 饰面抹灰

4.27 外墙外保温系统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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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有效控制火灾事故隐患，外墙外保温系统

应具备较高的防火性能。必须符合当地的防火设

计标准和相关规范，并在设计、施工时遵循以下

原则。

    常规措施适用于外墙外保温材料总厚度不超

过350mm的住宅建筑、学校建筑和办公楼建筑。对

于建筑高度很低的建筑可适当放宽标准，高层建

筑或其他有特殊功能或防火要求的建筑则应另设

更加严格的标准。

    敷设了保温材料的外墙上，应在每层设置宽

度至少为30cm的防火隔离带，环绕建筑一周。个

别情况下（如窗户较少的低层建筑），可以考虑

采用不可燃的保温材料沿门洞/窗洞的上方和两边

敷设，做局部防火隔离带。

    防火隔离带和窗框/门框上沿间距应不大于

500mm。防火隔离带也可以直接（紧贴）设置在窗

口的上方。

    防火隔离带材料必须采用不可燃的保温材

料，如岩棉。其保温性能至少应与周围常规保温

材料的传热性能持平（差别较大时，会形成材料

性热桥），并且应由具有相关资质的生产供应商

提供。外保温系统中非防火隔离带的大部分区域

可采用EPS或PUR等耐火材料。

    多层的保温材料须采用错缝敷设，保证内层

的缝隙不暴露在外。防火隔离带的敷设也应遵循

这一原则。需要错缝敷设时，两层防火隔离带搭

接重叠的宽度应超过30cm。如图所示。

保温隔热系统的防火措施.

概念解析+

钢筋混凝土

保温板

防火隔离带

气密层
(红线）:
抹灰>15mm

15
0m

m
>3

00
m

m
≤5
00

m
m

≥1
5m

m

4.29 防火隔离带节点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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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窗洞上方防火隔离带剖面图

4.33 防火隔离带沿转角敷设

4.30 防火隔离带立面图

4.31 秦皇岛示范项目防火隔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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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屋面和女儿墙.

    一般而言，由于屋面热流失量较大，其保温

层厚度应大于外墙的保温层厚度。

    屋面主要分为平屋面和坡屋面两大类。无论

是平屋面还是坡屋面，设计和施工中均须注意气

密性构造并避免热桥。平屋面主要在女儿墙做金

属压顶和雨水导流构造。管道贯穿楼板处须做防

水隔汽处理，且要求保温气密层包覆整个结构，

不能有缝隙以免造成热桥。（见图4.34）

    坡屋面应注意屋面防水层和檐口挑出部位尽

量减少和避免锚固件造成的热桥。此外，保温层

上方做架空通风将大大提高屋面夏季的隔热性

能。(见图4.35和4.36)。

IV

Dämmung oberste 
Geschossdecke

Dämmung 
Dachschrägen

4.34 女儿墙保温处理

4.35 实心结构通风坡屋面 4.36 木结构通风坡屋面

顶层保温 坡屋面保温

气密层(红线)：
抹灰>15mm

防水层(蓝线)

夏季通风/

遮阳
保温板：两层EPS板

防水层(蓝线)

夏季通风/

遮阳

气密胶带用灰浆
加固网固定

气密层(红线)：
抹灰>15mm

保温板：两层EPS板



55能效决定一切 .

秦皇岛项目应用

    屋面采用300mm厚石墨聚苯板，导热系数为

0.033W/mK，保温层上下各铺设一层防水层，靠近

室内一侧设置的防水隔汽层。屋面与外墙的保温

层连续无间隙。屋面传热系数K=0.10W/m2K。

    屋面女儿墙的上部、内侧全部包裹在防水层

保温层内。女儿墙上部安装2mm厚金属盖板抵御

外力撞击。金属板向内倾斜，两侧向下延伸至少

150mm，并有滴水鹰嘴，从而加强密封，防止雨水

渗入保温层，提高系统的耐候性。

4

4.38 混凝土女儿墙保温层敷设方法

4.39 带女儿墙的实心结构平屋面

4.37 盖板固定夹

注意：热桥！

错误设计：热桥结构

正确设计：无热桥结构

钢筋混凝土

保温板:两层EPS板

周边保温处理

加气混凝土：做热隔断

气密层(红线)：
抹灰>15mm

金属盖板

盖板固定夹

用橡胶垫做热隔断

屋顶露台

保温板:两层XPS板

钢筋混凝土

防水层(蓝线)

顶层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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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采暖地下室的顶板/地下室外墙.

    地下室保温层的安装位置取决于地下室的用

途。对于采暖地下室，必须在地下室外墙和地面

安装保温层。最佳方案是在地下室底层的混凝土

楼板下方安装耐压保温层。若条件不允许，则应

在地下室地面设置内保温，此时应注意图4.40中

所示外墙和内墙保温层交叠。接触土壤的保温层

必须采用耐腐蚀、耐水防潮的特殊保温材料，这

样可以同时保证保温层的防水性能。地下室外墙

与地上外墙连接处的保温层必须保证无缝搭接，

不能产生热桥或渗水。因此，首层外墙的防水层

须做到至少高于地面30cm以上。

    对于非采暖地下室，则必须对地下室顶板做

保温处理。为避免热桥，必须顺着地下室顶板，

沿内墙往下继续贴装保温层，高度应不少于1m，

如图4.41所示。非采暖地下室也有必要使用耐水

防潮保温板，以保护保温层免受土层潮气侵蚀。

V

注意：热桥！

错误设计：热桥结构

正确设计：无热桥结构

4.40 采暖地下室剖面图

4.41 不采暖地下室剖面图

钢筋混凝土

保温板：

两层EPS板

周边保温隔热处理：

XPS防水板

加气混凝土：

做热隔断处理

气密层(红线)：

钢筋混凝土顶板

保温板：

两层EPS板

10
00

 m
m

地下室：保温围护结构外部

气密层(红线)：

抹灰>15mm

一直做到地下室顶板

保温材料交接处

设置金属隔板

地平面 30
0 

m
m

钢筋混凝土

保温板：

两层EPS板

周边保温隔热处理：

XPS防水板

气密层(红线)：

钢筋混凝土顶板

1楼

气密层(红线)：

抹灰厚度>15mm

一直做到地下室顶板

保温材料交接处

设置金属隔板

地平面

保温板：两层EPS板

墙体保温热桥最小

保温地下室

气密层(红线)

保温板：

XPS抗压保温板

1楼

防水层(蓝线)

防水层(蓝线)

10
00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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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项目应用

首层地面：

采用150mm厚挤塑聚苯板，B2级，导热系数为0.029 

W/mK，非采暖地下室顶板采用150mm厚石墨聚苯

板，B1级。一层地面传热系数K=0.12W/m2K。

地下室外墙：

地下500mm至地上300mm处的地下室外墙，采用沥

青涂层或毡板做防水，之后敷设耐水防潮、耐腐

蚀，且具有抗压性的泡沬玻璃保温。墙基处泡沫

玻璃可以抵抗冲击，增强对墙基的保护。地面

300mm以上的外墙敷设B1级的石墨聚苯板。防水保

温材料和普通保温材料的交接处设置金属隔板，

避免雨水侵蚀，并方便维修更换。散水采用鹅卵

石，将雨水直接导入土壤，防止雨水溅洒到外墙

上，同时增强美观性能。

4

4.45 秦皇岛项目地面与地下室连接处外观

地下室底板的保温隔热

4.42 不采暖地下室顶板的保温隔热 4.43  与土壤接触的地下室底板的保温

隔热

4.44 与土壤接触的墙基的保温隔热

地下室顶板保温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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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门窗.

    符合高能效建筑要求的高能效门窗应兼具保

温隔热和得热两种性能。

    窗户的保温性能可以用Uw值表征，与外墙的

传热系数一样，单位为W/m2K。Uw值越小，窗户的

保温隔热性能越好。被动房标准的整窗传热系数

Uw值不应大于0.85W/m2K。整窗的Uw值通过玻璃的

传热系数Ug、窗框的传热系数Uf以及边缘连接部位

（线性）传热系数ψg综合计算得出。窗户的安装

施工方法和水平也同样重要，如果施工质量不够

高，很容易造成额外的热损失。在进行建筑热平

衡计算时，通常把这部分难以量化的热损失按照

经验来估算，并折算到热桥附加值里。（见下面

信息框）

    外窗的太阳能总投射比用g值表示，它表征了

透过玻璃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热量。g值越高，建

筑通过窗户从太阳辐射获得的热量也越高。g值为

0.55表示照射到外窗玻璃的太阳辐射热量中有55%

传输到室内，变成了室内的阳光辐射得热。在设

计时应根据建筑朝向和所在气候区确定建筑外窗

的g值。冬季工况窗户构件的热平衡计算应尽量

为正值，即：朝东、西或南向的外窗的太阳辐射

得热应大于通过外窗向外散失的热量。在中国北

方，南向立面应安装较大面积外窗，而北面则应

安装小型窗户或不装窗户。此外，为了更好的降

低夏季室内冷负荷，还应同步考虑窗户的夏季遮

阳隔热。

VI

  U值.

Uw (w = window) – 整窗传热系数

Ug (g = glazing) – 玻璃传热系数

Uf (f = frame) – 窗框传热系数

ψg (g = glazing) – 玻璃边缘(线性)传热系数

ψf (f=frame) – 窗框边缘(线性)传热系数

整窗的传热系数Uw由玻璃的传热系数Ug和

窗框的传热系数Uf构成。此外，Uw还与玻

璃边缘线传热系数和窗框边缘线传热系数

以及窗户大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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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嵌入保温层三分之一

窗框外部尺寸约等于洞口大小

4.47 外窗节点详图：窗户嵌入保温层和气密层，实现无热桥设计

保温板：两层EPS板

气密层(红线)：
抹灰>15mm

带加固网护角

窗户护角线条

三玻两中空玻璃

Uw<0.8W/m2K

3层密封垫(绿色)

气密性胶带(红线)

两侧和上方用角钢固定

护角

木质角材，不使用金属

角材，避免出现热桥

窗台板

窗户下方排水

防水层(蓝线)

防水胶带(蓝线)

4.46 整窗传热系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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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

    玻璃的传热系数Ug值可以准确表征玻璃的质

量（但并不能表征玻璃边缘区域与窗框连接部位

间隔条的隔热性能）。保温窗一般为双玻中空结

构，但三玻的节能性更好。各层玻璃之间的空间

是密闭的（周边密封）。玻璃层之间常用氩气、

氪气或氙气等惰性气体填充，可最大程度减少玻

璃内层表面向外层玻璃的热传输。此外，双层真

空玻璃可显著提高窗户的保温隔热性能，但真空

玻璃保温效果的稳定和耐久性尚须经过长期的市

场验证。

窗框

    经保温处理的窗框或多腔窗框的能效性能远

高于一般的窗框。相比金属型材，木质或塑料型

材窗框的传输热损失更少。窗框的传热系数通常

大于玻璃的传热系数。因此，建筑立面中应尽量

减小窗框部分比例，并避免采用多分格窗户。小

面积窗户的窗框比例大，大面积窗户的窗框比例

小；在使用同样材料的前提下，大面积窗户的整

窗传热系数比小面积窗户的整窗传热系数小。此

外，在设计、安装时，应尽可能用外墙外保温材

料覆盖窗框，仅保留10-15mm可见宽度。

4.49 秦皇岛项目外窗外挂式安装

4.50 三玻两中空保温隔热木窗

4.48 秦皇岛项目用门（左:气密单元门，右：防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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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三玻保温窗采用铝合金间隔条 4.52 秦皇岛项目窗户外观

4.54 三层密封，保证气密和防水性

边缘密封

    玻璃与窗框连接部分产生的热损失通常高于

玻璃表面的热损失。一般用线性传热系数ψg来表

征由窗框、玻璃和间隔条所组成的边界层所产生

的附加传热量，该数值主要由间隔条材料（通常

由不锈钢或塑料构成）的导热系数决定。

窗户的密封安装.

  窗框和窗扇结合部位共有三层密封垫

  三玻两中空外窗的密封安装

  窗洞密封：窗框内侧贴防水隔汽密封胶带（红色）

，将贴好胶带的窗框小心嵌入窗洞，胶带和洞口粘

贴后用水泥砂浆覆盖抹平；外侧采用防水透气密

封胶带（白色），同样在粘贴后用水泥砂浆覆盖抹

平。窗框固定角钢也需用胶带覆盖。

4.55  外侧用防水透气密封胶带粘

合（白色）

4.53  外侧用防水透气密

封胶带（白色）

   内侧用防水隔汽密

封胶带（红色）

4.56  内侧用防水隔汽密封胶带粘合（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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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安装：

避免窗墙连接处产生热桥，确保窗户嵌入保温

层，窗框大部分用保温材料覆盖，仅保留10-15mm

可见宽度。

气密性安装：

必须保证门窗的气密安装，窗墙连接处须使用气

密胶带进行密封，施工人员须事先接受相关培

训。在施工过程中，应定期安排检测，保证施工

质量。直接接触气密胶带的门窗洞口须平整，凹

凸不平部位应首先使用密质胶、膏体材料填充找

平，剩余缝隙使用预压自膨胀密封带完全填充。

天窗或不采暖屋面区域开窗的气密施工难度更

高，应特别引起重视。（见图4.57至4.61）

4.58 固定角钢处做热隔断4.57 安装前预先贴好内侧密封胶带（红色）

4.59 秦皇岛项目外窗节点详图

注意：热桥！

错误设计：热桥结构

正确设计：无热桥结构

错误设计：热桥结构

正确设计：无热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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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混凝土

防火隔离带

保温板:
两层EPS板

气密层(红线)：
抹灰>15mm防水隔汽密封带 

(蓝线)

防水透气密封带(蓝线)

气密性胶带

3层玻璃保温门
门框被保温层覆盖

气密层(红线)：
钢筋混凝土预制板

防水胶(蓝线)

4

秦皇岛项目应用

外窗能效数据：

外窗玻璃为双Low-E中空充氩气的三层玻璃，传热

系数为0.65-0.88W/m2K；g=0.5；

外窗框采用多腔塑料型材，传热系数1.5W/m2K；

整窗传热系数为K=1.00W/m2K。

安装位置及固定：

外窗安装在主体外墙外侧，用角钢固定（热隔断

处理），窗框宽度的三分之二以上被包覆在保温

层内，避免热桥。

接缝及密封：

窗框与窗洞口之间凹凸不平的缝隙填充了自粘性

预压自膨胀密封带，窗框与外墙连接处采用防水

隔汽膜（室内侧）和防水透气膜（室外侧）组成

的密封系统，强化了窗洞口的气密和防水性能。

窗台板及滴水线：

窗框下部增设金属窗台板，窗台板有滴水线造

型，既能保护保温层不受紫外线直接照射而老

化，又能导流雨水，避免雨水对保温层的侵蚀破

坏。

4.61 窗户嵌入外墙保温隔热系统4.60 外侧补胶后用水泥砂浆覆盖抹平

4.62 外门(向外开启的入户门）节点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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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桥.

概念解析+

    热桥是指建筑围护结构中热传导性能明显区

别于其他热阻较均衡区域的部位。热桥效应通常

是由于以下因素造成：

  建筑材料的变换（如外墙钢筋混凝土结构与加

气混凝土砌块交界处）

  建筑构件几何结构（如墙角）

  贯穿保温层（如悬挑阳台)

  或建筑构件保温层厚度不一致（如底层楼板保

温层厚度小于外墙保温层）

    热桥是建筑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的薄弱

点，是供暖和制冷期热/冷损失最为突出的部位。

相对于无热桥的部位，热桥不仅造成明显的传输

热损失，长此以往还可能使建筑物结构受损。当

温度较高的室内空气接触到墙体、窗户或屋面中

温度较低的热桥部位后，湿空气在这些部位产生

结露，日积月累导致霉菌滋生、涂层剥落、木结

构及钢材腐蚀以及保温材料性能下降等后果。

4.63 围护结构易出现热桥的典型薄弱点

热桥部位：

1.屋面和墙体的连接处

2.窗户

3.阳台

4.地下室顶板

5.门

6.贯穿部位

7.地下室内墙

20°C

15°C

10°C

5°C

0°C

-5°C

热成像图说明：

室内热成像图：蓝色区域表示偏冷部位，该部

位由于温度较低，会导致水蒸气在表面冷凝

结露，从而损坏建筑构件，造成大量热损失。 

外部构件热成像图：白色、黄色和红色部位为

保温薄弱部位，产生明显热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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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g4

4.67  室内局部热成像

图：

墙角三个方向都存

在热桥，表面温度为

12.1°C，是室内温度最

低的位置。

4.69  室外局部热成像

图：

悬挑阳台的阳台板和窗

户部位产生热桥。

4.71  整体建筑热成像

图：

钢筋混凝土屋面边界

处产生热桥，热损失

明显。

4.68  室外局部热成像

图：

外墙钢筋混凝土结构

与加气混凝土砌块交

界处产生热桥。

4.70  室外局部热成像

图：

楼梯部位由于建筑材

料变换产生热桥。

4.72  室内局部热成像

图：

吊顶部位产生点状热

桥。

4.64  三种不同类型热桥的图示，

箭头表示热流。

4.65  未做保温隔热处理外墙的内

表面等温线，三种热桥部位

的内表面温度均低于露点温

度（12.6°C）。

4.66  经过保温隔热处理外墙的内表

面等温线，墙体外部全部用保

温材料包裹，内表面温度较

高，不会形成冷墙，也不会因

表面结露滋生霉菌。

qsi ungestört = 12,1˚C

qsi 1 = 6,8˚C

qsi 3 = 11,2˚C qsi 2 = 8,4˚C

qsi ungestört = 18,7˚C

qsi 1 = 18,2˚C

qsi 3 = 16,1˚C qsi 2 = 16,9˚C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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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台及其他悬挑构件.

    钢筋混凝土悬挑阳台或檐板通常是容易产生

热桥的薄弱部位。鉴于阳台通常造成大量能量损

失，如果可能，应考虑尽量不设阳台。如果阳台

必不可少，应在保证结构承重安全的前提下，尽

可能减少热桥。在德国，做了断热桥处理的承重

预制构件(如Schöck公司的Isokorb产品系列)已得

到非常普遍地应用。此类构件主要通过两侧钢筋

和耐压承重且隔热性能良好的中间部分组成。但

在中国由于标准限制，目前尚无法应用。现阶段

较理想的处理办法是，将整个阳台的承重从主体

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结构与主体横向连

接在一起。但实施时应做承重及防震等级方面的

相关考虑。

    阳台门框部位也应尽量用保温材料进行覆

盖。阳台门应设计为内开，否则将因无法用保温

材料包裹门框而产生热桥。阳台护栏不应安装在

混凝土楼板、柱或女儿墙垂直上方，而应在侧

面，以防止连接部位的防水层受损，进而导致保

温层渗水。（见图4.75）

VII

4.73 悬挑阳台断热桥 4.74 连廊断热桥

4.75 优化建议：将阳台与主体墙结构断开，减少热桥

注意：热桥！

错误设计：热桥结构

正确设计：无热桥结构

阳台板全包围式

保温

阳台门设置

于保温层，

向内开

阳台护栏采用侧面固

定，避免湿气从上部

螺栓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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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korb.

    在高能效建筑设计中需要尽可能避免热桥，

而悬挑阳台则是设计工作中的一个难点。一方面

需要保证承重结构，另外一方面又需要尽可能避

免钢筋水泥结构的热桥，其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

盾的问题。在德国，通常采用Isokorb（无热桥

悬挑承重件）来解决这一矛盾。其主要原理是，

采用承重耐压能力很高、且具备一定保温性能的

材料作为中间支撑部分，同时通过合理的力学设

计，采用钢筋结构支撑两侧的楼板和阳台板。通

过这种方式，把整个钢筋混凝土结构传热面缩减

为支撑钢筋的截面，从而减少热桥的影响。目

前，由于这类产品不符合中国的抗震规范要求，

因此未能在中国得以广泛应用。

4

4.77 Isokorb用于阳台板与墙体连接处的断热桥处理

Isokrob 无热桥悬挑承重构件

混凝土阳台板

+混凝土楼板

钢结构阳台板

+混凝土楼板

钢结构阳台板

+钢结构楼板    

4.78 秦皇岛项目阳台平面/剖面图

钢筋混凝土

保温板

4.76  阳台护栏采用侧面

固定

秦皇岛项目应用

    阳台（连廊）与主体墙结构断开，阳台板靠

挑梁支撑，保温材料将挑梁整体包裹，中间断缝

填充相同规格的保温材料。（见图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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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穿部位.

    管道贯穿墙/楼板会破坏保温层和气密层的完

整性和连续性，从而导致产生缝隙和热桥。在设

计初期就应该注意尽可能减少管道贯穿。在必须

要进行贯穿的部位，需格外谨慎地设计，并且严

格保证现场施工的质量。在德国，通常使用气密

套环保证连接节点处的气密性（见69页下）。此

外，还必须对暴露在围护结构最外侧的贯穿部位

（尤其是屋面部位）做防水处理。

4

贯穿洞口.

对于不同类型管道贯穿墙/楼板洞口的处理方法:

  电气管线：在设计初期就应考虑尽量避免和减

少由电气管线安装贯穿洞口对气密层（不仅是

外围护结构的保温层和气密层，还包括采暖

室和非采暖楼梯间的隔墙及内保温）的完整连

续性所造成的破坏。配电箱应尽量设在建筑内

部，如必须设在建筑外部，则尽量减少贯穿洞

口（如采用电线套管），并严格保证贯穿部位

的气密和防水性能。室内电气管线/插座安装

时，如果随意开槽，会破坏气密层。为保证气

密层的连续性，在安装时应先把沟槽用湿砂

浆/石膏填满，然后将线盒/套管整体塞入，外

层再用砂浆/石膏抹平。此外，普通插座的插

孔也是影响整体建筑气密性能的薄弱部位。所

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采用气密插座。

  通风设备：设计时充分考虑将安装通风设备造

成的贯穿部位最小化，施工时保证气密性和防

水性。多户型住宅还须考虑两个居住单元之间

和楼梯间的连接部位。使用机械排风设备（包

括厨房排油烟系统）时，应明确界定室外通风

口。室外进/排风管的保温应连续做到新风机

组处。集中式通风设备的贯穿洞口大大少于分

散式通风设备，应优先考虑。

  卫浴管道：应注意减少细节节点的热桥（如金

属固定件），并保证气密性。此外，围护结构

外侧的给排水管道应用保温材料完全包覆。

VIII

4.81  内通风道保温4.79  外墙内侧管道贯穿处的

气密安装

4.80  外墙外侧管道贯穿处的

气密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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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项目应用

    穿墙管道不直接接触结构墙，外包PVC套管，

套管与墙洞之间填充岩棉或发泡聚氨酯，实现隔

热保温。

    保证穿墙套管与外保温系统接触部位的气密

性。穿墙套管发泡后内外用网格布抗裂砂浆封堵

或者采用专用气密性套管密封抹抗裂砂浆；套管

与外保温系统接口处采用止水密封带和抗裂砂浆

封堵。

    外墙上的各种支架（如空调支架、太阳能热

水器支架和雨落管支架）都是容易产生热桥的部

位，相应作合理的隔热桥处理。金属构件不直接

埋入外墙，在基墙上预留支架的安装位置，金属

支架与墙体之间垫装20mm厚隔热垫层（如硬质塑

料、石膏板），减少金属支架的散热面积。

    严格做好集线盒及电线套管的气密安装。先

用石膏填充预留孔洞，再将集线盒挤压入石膏填

充的孔洞。电线套管穿完电线后采用密封胶封

堵。

4.83  太阳能集热板支架

断热桥固定

4.82  外通风道保温 4.85  电线盒气密性安装

气密套环.

    使用气密套环可保证管道穿墙部位密封处理的耐久性，并简化施

工。气密套环有不同规格，分别适用于不同尺寸的贯穿洞口，如卫浴管

道、电气管线等。

卫浴管道套环 电气管线两孔套 电气管线一孔套 气密套环密封处理

若没有气密套环，也可使用气密

膜、密封胶带和专用粘胶进行封

堵。缺点在于施工量大，在工期压

力下难以保证密封效果的耐久性。

4.84  雨落管支架断热桥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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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音措施.

概念解析+

4.86 管道消音器 4.87 管道消音器的安装位置

    除了保温隔热、防潮和气密性之外，隔音是

高质量建筑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建筑噪音主要有

两种：空气噪音和固体噪音。空气噪音是指噪音

源通过空气传播，从而影响人体的噪音。通过密

封和加设隔墙可以有效地杜绝这种噪音。墙体的

质量与隔音性能紧密相关。一般来说，墙体越

重，隔音性能越好。混凝土楼板和分户墙厚度应

分别达到16cm和20cm。而固体噪音是由噪音源通

过建筑实体结构，以振动的形式传播的噪音。通

常一方面采用分离式构件或弹性连接等技术措施

来削弱其影响，另一方面采用铺设隔音减震聚酯

纤维板或泡沫材料等减少振动噪音。

    设计安装管道时应注意合理设计管径，控制

流速，并做隔音处理（如包覆橡塑保温隔音套）

，防止管道中水流噪音。新风管道应设置管道消

音装置，防止噪音在房间之间传播（如图4.86）

。此外，新风机组本身也应作防噪处理（安装在

居住区内的小型综合机组一般有防噪装置）。电

梯防噪措施也很重要，电梯井应尽可能远离分户

墙，留够空间，最好在二者之间贴一层隔音内保

温板。

排风口

进风口

管道消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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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项目应用

    分户墙铺设隔音板。室内排水管道、主管、

支管均采用内层结构为25mm的波浪式聚乙烯泡绵

进行保温隔音处理。管道固定支架处加装隔音

垫。

4.89 隔音垫

4.88 隔音保温板节点详图

气密层(红线)：抹灰厚度>15mm,
一直做到混凝土楼板

气密层(红线)：
钢筋混凝土楼板

隔音保温板，如20/25厚EPS

10mm厚保温隔音卷材

周边保温隔热处理：
XPS防水板

加气混凝土：
做热隔断处理

保温板：两层EPS板

地下室：保温围护结构
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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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阳措施.

概念解析+

    为防止夏季建筑过热，最大程度减少制冷需

求，必须采取遮阳措施。水平固定外遮阳设施的

遮阳效果最佳。檐篷可起到有效的遮阳作用，其

尺寸和角度应根据当地太阳高度角确定，从而一

方面保证夏季遮阳，另一方面在冬季能尽量获得

太阳辐射得热。

    东、西向和南向的外窗应采取不同的遮阳措

施。中国北方地区夏季南向的太阳高度角通常

较高，阳光从上方以贴近垂直的大角度斜射入室

内，因此只需要较短的遮阳板即可有效地遮阳。

而对于东、西向的外窗而言，晨晒和夕晒的阳光

入射角很低，大部分太阳光斜射进入室内，使室

内升温。因此通常应尽量扩大南向外窗面积，同

时缩小东、西向外窗面积。南向和东、西向外窗

都宜采取外遮阳措施。

4.90 凸阳台遮阳 4.91 钢结构金属檐板或太阳能集热器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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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筑朝向和所在地，可以考虑采取以下不同

的遮阳设施：

  阳台遮阳（凸阳台）

  钢结构檐板遮阳

  利用太阳能集热器或PV板遮阳

  垂直或水平百叶窗

  遮阳篷

  树木或植物（夏季利用树荫，而冬季叶片脱

落，太阳光可以照射进入房间）

    遮阳设施设计、施工时应尽量减少热桥。百

叶窗的安装特别容易产生热桥。因此对不同细部

节点必须谨慎设计、施工。

4.93 钢结构木质檐板 4.94 水平百叶窗4.92 垂直百叶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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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通空调设备工程技术.

    合理的暖通空调、设备技术方案可以显著提

高建筑的能效性能。因此必须结合每个项目的具

体情况制定最佳的解决方案。通过不同技术/设备

的合理搭配，优化建筑能源供应系统，并充分利

用可再生能源和当地特有资源（如沼气、工业废

热等）。

    暖通空调、设备技术的方案选择，应结合地

理环境条件、建筑使用需求以及围护结构的保温

气密性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暖通空调、设备

技术应具有以下主要功能：

  供热（采暖/热水）

  制冷

  通风

  加湿/除湿

  照明

  供电

  给排水

    根据建筑所在地和用户行为习惯的不同，可

搭配使用不同的技术/设备实现上述各项功能。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经常倾向于采用多功能一体

设备（如热泵供暖制冷一体机）。在制定建筑技

术设备方案时应考虑以下方面：

  充分利用当地可再能生能源供暖、制冷、发电

  充分保证保温隔热质量，尽量降低建筑冷、热

负荷

  充分利用自然通风，有效机械通风

  充分利用自然光，优化照明

  使用高能效设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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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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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系统在建筑领域的综合利用.

概念解析+

    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及综合利用节能技术系

统是实现可持续性能源供应的重要要途径，有

利于气候保护、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改善能源供

应、降低能源进口依赖性。根据项目所在地资源

特点和技术水平，可有重点地选择应用以下技

术：

热泵.

    与受季节和天气影响较大的太阳能集热技术

相比，热泵具有稳定性较高的优势。不同于传统

的供热技术，热泵的热源为自然环境中的热能（

土壤、空气和水）或余热。热泵具有可以把热能

从低温"泵"到高温的特性，因此可以有效地利用

分散于四周环境中的低温热能或低温余热，这部

分低品位的能源是其他传统设备无法利用的。

    热泵技术在空调、冰箱中的应用已极为普

遍，广为人知。供暖热泵把水、土壤和空气中的

热量作为热源，可以用1倍电力获取3倍的低温环

境热量，并将其“提纯”，转换为人们需要的热

能。也就是说热泵采暖的效率相当于电采暖的3

倍。热泵最适合和辐射式采暖系统如地板辐射采

暖或墙壁辐射采暖结合使用，其运行成本优势明

显。

太阳能集热系统.

    太阳能集热制备热水是一种最常见的可再生

能源的利用形式。太阳能集热器制备的热水主要

用于生活热水供应，也可在春、秋过渡季节用于

辅助供暖。太阳能集热器同样可以和新风系统或

地板采暖等需要低温热源的装置联动使用，作为

主要或辅助能源。太阳能热水系统主要有集中式

和分户式两种类型。集中式设备可以为整栋建筑

提供热水，分户式则顾名思义，通常仅供应一户

或两户。分户室外挂太阳能集热器还有为其下方

的窗户提供遮阳的功能。

1 2

4

3

1.自然环境中的热能

2.压缩机

3.采暖/热水

4.解压阀

4.95 热泵工作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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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光伏发电.

    光伏发电利用某些半导体材料接受阳光辐射

后产生电位差的特性，将阳光辐射转化为电能。

    直流光伏电经逆变器转化为230伏后，直接输

送至公共电网，称之为光伏并网发电。光伏发电

也可以作为独立系统，为远离电网的建筑或用户

供电。独立系统需要较大容量的充电电池和控制

系统，用于管理光伏发电和用电需求之间的不平

衡。当电网覆盖或输配能力不足时，独立的光伏

发电系统就可以作为经济实惠、环境友好的供电

系统，补充用户的部分电力需求。

混凝土楼板(埋管)制冷.

    利用建筑材料本身的蓄热性能平衡室内的温

度波动。常见的辅助做法是将管路预先埋入混凝

土构件中，通入循环水，强化建材的蓄热性能。

同理，如果冬季将热水输入楼板埋管中，可以进

行辐射供暖。

    混凝土构件白天吸收热量，夜晚温度降低后

再将储蓄的热量释放出来。利用这个性能，可以

对室内温度的波动起到平衡作用。楼板埋管系统

对上、下两个方向的制冷效果都十分明显。楼板

埋管系统由于能够双向制冷，且具有比较恒定的

输出功率和相对较小的温差（即不需要将循环水

降到很低的温度）其综合效率比常规的地板采暖

或顶棚低温辐射制冷略高。

    混凝土楼板(埋管)制冷的优势在于其良好的

储热性能，即使制冷需求再大，建筑构件本身的

升温幅度也不会很高。然而，一旦采取建筑构件

制冷，就无法实现单个房间的温度调节。因此建

筑构件制冷不适用于同时具有不同调温要求的建

筑。

1.排风口

2.制冷/供暖管道

3.进风口

4.气流输送

5.设置在踢脚板处的送风口

4.98 混凝土楼板（埋管）制冷示意图

4.96 太阳能集热板 4.97 太阳能光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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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

    生物质是指来源于动物或植物的生物材料，

如木材、秸秆、粪便或有机垃圾等。能量储存在

生物质中，通过直接燃烧或发酵产生沼气或生物

乙醇，可用于采暖。尤其是木材，燃木取火是人

类所使用的最古老的能源，可常年用于采暖。

    包括木材在内的任何一种生物质都属于"碳平

衡燃料"。燃烧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量等于生物

生长过程中吸收的二氧化碳量。如果让木材在森

林中慢慢腐烂，木材自然分解释放出的二氧化碳

也与直接燃烧相同，所以不会影响碳平衡。由于

生物质燃烧过程不会产生温室效应，利用生物质

采暖对气候保护尤为重要。在德国主要有三种固

体本质燃烧技术：木质颗粒燃烧采暖、木块燃烧

采暖和木屑燃烧采暖。使用木质颗粒的优势在于

燃烧锅炉可自动运行，无需人工投料。

热电联产.

    热电联产是一种利用电站发电余热生产供暖

热水的技术，通常是大型电站搭配城市集中供热

管网使用。独立式热电联产发电机组（BHKW）是

小型化的热电联产技术，该技术已被应用于对建

筑群和住宅小区的供热和供电。其原理与大型热

电联产的工作原理相同，区别只在于规模和功率

较低（15-200kW）。

    独立式热电联产发电机组通过发电产生的余

热供热，避免使用冷却塔。由此可有效利用燃料

中的能量，提高经济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一般情况下，热电联产机组可以利用燃烧热能的

30%-40%来发电，之后再次利用30%左右的中低温

余热生产供热用的热水。在好的项目可以使一次

能源利用率达到70%以上。

热电冷联供.

    空调制冷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分体式空调

机尤其耗电。如果建筑规划合理，就能大幅降低

建筑的实际制冷需求，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可完全

避免主动制冷。不可避免的制冷需求则应尽量通

过可再生能源或节能技术系统的综合利用来解

决。绝大部分建筑在夏季没有供暖负荷，但会出

现冷负荷，并且仍需要电力。这种情况下，可以

考虑热电冷联供系统（KWKK）。热电冷联供系统

是热电联供系统的升级版。首先利用燃烧产生的

高温烟气发电，之后充分利用低温余热，冬季直

接供热，夏季则搭配吸附式或吸收式制冷设备制

冷，从而进一步降低综合运行成本。

太阳能制冷.

    通常，制冷需求最高的时候太阳辐射也最强

烈。因此，太阳能制冷是一种非常合理的制冷方

案，将在未来发挥重要的作用。

    所谓太阳能制冷，是对光辐射热能的间接利

用，需要搭配吸附式和吸收式的制冷装置才能运

行。制冷装置中的吸附剂(如溴化锂)在特定的温

度及压力条件下能够大量的吸附水蒸气（或其他

气体），而在另一种温度及压力条件下又能把它

完全的释放出来。这种吸附与脱附的过程将导致

压力的变化，从而起到了类似于压缩机的作用。

通过利用这个压力的变化，并按照压力的变化开

闭阀门，就可以让工质按照人的意愿在需要制冷

的室内蒸发吸热，之后在室外冷凝放热，从而达

到制冷的目的。

    太阳能吸附式制冷不需要额外的动力，仅靠

阳光辐射提供的中低温热能就可以运行。但是由

于吸附脱附的过程受到阳光辐射强度的影响，而

且明显比机械推动的压缩机慢得多，所以目前

此类机组只能间歇的运行，尚无法提供稳定的冷

量。



79能效决定一切 .



中德合作高能效建筑实施手册80

带热回收功能的新风系统.

概念解析+

    在气密性和保温性能良好的高能效建筑（特

别是被动房）中，必不可少，且具有众多功能。

  新风：保证新鲜空气量，并排出室内（尤其是

厨房和卫生间）的污浊空气。

  节能：避免因开窗造成冬季室内暖空气和夏季

室内冷空气流失，从而降低供暖/制冷能耗。

  供暖/制冷：通过热/冷回收装置和辅助冷热源

对新风进行调温，达到供暖和制冷效果。

  良好的空气质量：新风系统的过滤器可过滤室

外空气，对易过敏人群和空气污染地区尤为重

要。

  最大限度减少建筑损坏：新风系统排除室内湿

空气，防止建筑发霉、受损。

4.100 带热回收功能的进风/排风系统示意图4.99 热回收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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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项目应用

    秦皇岛项目为每户配备了独立控制、带

热回收功能的新风系统。室内机位于厨柜

内，新风（绿色箭头）经过预热和过滤后通

过管道进入起居室和卧室（进风：红色箭

头）。使用过的室内污浊空气被输送到厨房

附近顶部的一个汇流点（排风：黄色箭头）

，经新风系统热交换后排出室外。浴室和卫

生间设置有独立的排风管道。新风口和出风

口（棕色箭头）均位于北立面，且间距至少3

米。

4.101 秦皇岛项目通风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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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项目的暖通空调设备工程方案.

    秦皇岛项目的能源方案充分考虑并适应了当

地的气候条件。秦皇岛属于典型的中国北方气

候，极端天气相对不多。项目的暖通技术为室内

全年四季提供舒适的环境，即冬季和夏季的室内

温度分别设置保持在20°C和26°C。

    为了在设计中尽量精确地的模拟真实的气候

变化，秦皇岛项目采用了BEED计算软件，输入了

来自当地的气象台全年逐时的温度数据。并以此

为依据开展设计，保证了方案的合理性。

    显然，除通风、照明、用电等最基本的需求

外，还必须满足冬季采暖和夏季制冷需求。太阳

能和电能是秦皇岛示范项目的主要能源载体。

多功能新风系统.

    秦皇岛示范项目为每户配备了独立可控的分

户式多功能新风系统。系统由一台“室内主机”

和一台“室外机”组成，具有新风、供暖和制冷

功能。

    空气源热泵和热回收装置是室内主机的核心

设备，室外机则为高效的空气换热器。

    该系统由同方人环提供，全称为被动房住宅

专用空气源热泵热回收节能冷暖空调一体机。机

组在标准冬季工况下，将5°C的室外空气经热回收

系统和热泵加热至20°C，热回收量约为253W，（

低温制热工况：-10°C至20°C，热回收量约600W）

。制冷工况设计室外温度35°C，室内设计温度

27°C，冷回收量约192W。综合热回收率在75%以

上。机组运行原理如图4.105。

    新风设备由位于客厅的温控器进行调控。温

控器可设置的3个等级的空气流量，调节室内的采

暖、制冷和通风。温控器还具有定时功能。

    客厅和主卧各设一组CO2探头。当室内二氧化

碳浓度上升至900ppm（百万分比）时，新风系统

自动启动或自动提高空气流量。这样就保证了为

用户实时、自动提供新鲜空气。

4.102 秦皇岛自然气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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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 秦皇岛项目新风系统室外机4.103 秦皇岛项目新风系统室内机

4.105 多功能新风系统综合机工作原理图

4.106 新风系统自动控制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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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通风.

    中国的家用厨房通常多油烟，不宜经过新风

系统进行排风。因此，秦皇岛示范项目中，每户

厨房都设置了独立的排油烟及补风系统。油烟通

过灶台上方的排油烟机直接排至室外，补风系统

随之开启进风补压。需要指出的是，排油直排系

统不能进行热回收，额外增加了电力消耗，而且

穿墙洞口也增加了破坏气密性和产生热桥的风

险。

生活热水制备.

    秦皇岛示范项目采用了分户式太阳能集热热

水系统，每户都能独立制备热水。真空管集热板

直接安装在阳台护栏上，配备容积为80升的热水

储罐。日照不足的时间段，需要用电对储水罐中

的水进行补充加热。使用该装置，每年可为每户

节电约1100度。

    太阳能集热热水系统利用不同温度下水的比

重不一样，热水上行的原理，集热器集热与水箱

进行自然式热交换，来加热水箱中的水。当水箱

水温达不到设定温度时，辅助能源启动进行辅助

加热；加热到设定温度，辅助能源停止加热。水

箱为双内胆承压式水箱，冷水进热水出的顶水法

供水，保证了冷热水供水水压一致，使用起来方

便舒适。此外，集热器还起到为其下方窗户遮阳

的效果。

4.108 秦皇岛项目：补风系统4.107  秦皇岛项目：排油烟系统（油烟直接排至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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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水存储设备.

    注意区分生活热水储罐和辅助供暖热水储罐的不同。尤其是太阳能热水器，最值得考虑使用分层加热供

热的保温水箱。整个储罐竖直设立，最热的热水由于其比重较小，会集中在最上层。所以相应的出水管也设

置在上方。辅助供暖的热水则通过间壁式换热器流入储罐中部，吸收热量，但不与生活热水混合。此外，必

须严格保证储罐的外保温质量。其容积尺寸则根据住户人数及其平均用水量估算。

4.111 太阳能集热系统原理图

4.109 秦皇岛项目太阳能集热器 4.110 秦皇岛项目太阳能热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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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水和雨水回收系统.

    秦皇岛项目设置中水和雨水回收利用系统，

以节约自来水，保护环境。

中水回收利用系统：

“在水一方”是秦皇岛市首家设有2000m3中水处

理站的社区。该系统水质稳定、水价低、运行稳

定，用于冲厕、消防、洗车等，达到节约用水的

目的。A区(4800户)每年节约自来水约28.8万吨。

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秦皇岛项目采用了500m3的地下雨水收集池，收集

路面、屋顶雨水。经过简易处理后用于景观、绿

化、道路喷洒及湖水补充水源，同时使社区内无

雨水聚积，改善了居住环境。

导光照明和光伏路灯.

    秦皇岛项目采用了地下车库导光照明装置。

室外采用抛物面集光器收集光源，再通过导光设

备引入地下，为地下车库照明。小区的路灯则由

光伏小组件提供电源。

4.112 中水回收利用系统

4.113 导光照明和光伏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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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5 雨水和中水回收利用示意图

4.116 雨水收集系统:渗水植草砖 4.117 雨水收集系统:渗水砖

4.114 雨水收集系统为人工湖补充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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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环境与能耗测试分析.

    2013年1月15-1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

发展促进中心会同秦皇岛五兴房地产有限公司等

有关单位，对被动式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在水

一方”C15#楼的气密性进行了测试；2013年2月17

日至4月5日、2013年7月24日至8月24日、2013年

11月5日至2014年4月5日，以及2014年7月3日至8

月31日，在有人居住的情况下，对该项目在建造

完成后两年内的采暖期和制冷期的能耗情况分别

进行了测试；同时，对该项目在能耗测试期间的

室内环境进行了24小时监测。该被动式低能耗建

筑示范项目的主要技术指标如表4.120所示。

    以二层东室客厅的室内温度测试结果为代

表，对第二个采暖期和第二个制冷期室内、室

外温度的逐时测试结果进行对比。图4.118和图

4.119分别展示了采暖期和制冷期室内外温度的对

比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室外温度急剧波动

的情况下，室内温度曲线保持平稳，维持在设定

温度水平，上下偏差不大，基本不受室外温度变

动的影响。

    根据采暖、制冷期的用电计量数据，可推算

得到“在水一方”C15#楼二层东室和西室的全年

采暖、制冷、通风、照明，以及家电、炊事和生

活热水终端用电量，并按照每度电需要360克标准

煤的标准换算成一次能源消耗，其结果如表4.121

所示。

    东室第一年、第二年的全年采暖、制冷、通

风三项一次能源消耗实测值分别为37.2kWh/m²a和

52.3kWh/m²a；第一年、第二年的全年总一次能源

消耗分别为88.3kWh/m²a和104.8kWh/m²a，均符合

被动房要求。

    西室第一年的全年采暖、制冷、通风一次能

源消耗实测值为51.8kWh/m²a；第一年的全年总一

次能源消耗为103.6kWh/m²a，同样符合被动房要

求。

    “在水一方”C15#楼的测试是在整楼未封闭

且全楼只有两户人家入住的情况下进行的，第二

年的测试也是在相邻住宅未采取采暖措施的情况

下进行的，存在电梯井、管道井、楼梯间和室内

墙体等散热较大的不利因素，给室内环境测试和

能耗测试都会带来不利影响。但即使在这种条件

下，仍能在第二年的室内环境测试中得到较为理

想的测试结果，并且完全满足被动式低能耗建筑

对于能耗的要求。预计该建筑在业主大面积入住

后，室内环境指标和能耗指标会进一步提升。

4

4.118 采暖期室内外温度对比 4.119 制冷期室内外温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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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0 “在水一方”C15#楼主要技术指标.

测试项目 被动房标准 实测结果

测试样本 ------ 二层东室，建筑面积132m2 二层西室，建筑面积134m2

气密性 n50≤0.6 0.34 0.68

室内温度 20-26°C

第一采暖期平均温度：18.9°C
第二采暖期平均温度：19.9°C
第一制冷期平均温度：27.6°C
第二制冷期平均温度：24.8°C

第一采暖期平均温度：20.6°C
第二采暖期平均温度：21.0°C
第一制冷期平均温度：26.3°C
第二制冷期平均温度：——

相对湿度 40-65%

第一采暖期平均湿度：68.4%

第二采暖期平均湿度：57.4%

第一制冷期平均湿度：75.1%

第二制冷期平均湿度：67.0%

第一采暖期平均湿度：58.9%

第二采暖期平均湿度：52.2%

第一制冷期平均湿度：70.9%

第二制冷期平均湿度：——

CO2含量 ≤1000 ppm
198-1032 ppm

≤1000 ppm 比例：99.4%

239-1054 ppm

≤1000 ppm 比例：99.6%

室内噪音 ≤30 dB ≤30 dB ≤30 dB

室内风速 ≤0.3 m/s ≤0.3 m/s ≤0.3 m/s

4.121 “在水一方”C15#楼二层东、西室一次能源消耗分析.

项目

全年终端用电量kWh/a 全年一次能源消耗kWh/m2a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一年 第二年

东室 西室 东室 西室 东室 西室 东室 西室

采暖（含新风） 1480.7 2025.3 1936.0 2179.9 33.7 45.3 44.0 48.8

制冷（含新风） 156.6 287.9 363.0 —— 3.6 6.4 8.3 ——

照明 503.7 202.1 420.4 118.6 11.4 4.5 9.6 2.7

家电、炊事、热水 1743.8 2111.5 1893.0 980.9 39.6 47.3 43.0 22.0

总计 3884.8 4626.8 4612.4 —— 88.3 103.6 104.8 ——

4.122 PM2.5测试结果对比表.

时间 类别 地点 测试数据 备注

1 2013-11-08  08:40:00 普通建筑 售楼处四楼技术部 2200 4人

2 2013-11-08  08:42:00 普通建筑 售楼处四楼总经理办公室 1800 1人

3 2013-11-08  08:45:00 室外 售楼处一楼广场 3500 开放的公共区域

4 2013-11-08  09:00:00 室外 C15#楼东、南、西侧 4200～5500 距离楼15m左右

5 2013-11-08  09:05:00 示范项目室内 C15#楼二楼东室客厅 500～630 门窗密闭

6 2013-11-08  09:06:00 示范项目室内 C15#楼二楼东室厨房 500～540 门窗密闭

7 2013-11-08  09:07:00 示范项目室内 C15#楼二楼东室东南卧房 630 门窗密闭

8 2013-11-08  09:10:00 示范项目室内 C15#楼二楼东室东南卧房 590 门窗密闭

9 2013-11-08  09:30:00 普通建筑 A区21#楼西侧15m 3700～3900 开放的公共区域

10 2013-11-08  09:35:00 普通建筑 A区21#楼5单元902室 1000～1300 门窗密闭

11 2013-11-08  09:40:00 室外 A区21#楼东侧丁字楼口 3250～3600 开放的公共区域

参考数值：空气质量对照表——小颗粒数：>3000=非常差；1050-3000=较差；300-1050=一般；150-300=好；75-150=很好；0-75=非常好

测试仪器：DYLOS DC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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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合作示范项目的质量保证体系.

示范项目参与方.

    示范项目的成功实施需各参与方步调一致，

相互配合，共同努力。质量保证措施的实施是系

统工程，主要涉及以下项目参与方：

  作为中方协调机构、技术支持及咨询建议的中

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作为技术知识支撑者、质量保证措施实施者和

项目管理者的德国能源署（dena)。

  作为项目建设方的开发商及其委托的设计单位(

建筑设计、结构及暖通空调专业、建筑工程公

司、运营和物业管理公司）。

示范项目申报及质量保证流程.

1. 项目建设方向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

业化发展中心递交申报材料，并参加专家评审,

申报材料包括：

  申报表格

  项目的初步设计和节点大样

  项目的采暖能耗与负荷，制冷能耗与负荷以及

总能耗估算

  采暖制冷用能方案

2. 项目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批并列入示范项

目后，开发商与德国能源署开展前期会谈、确

定具体的合同义务并签订合同

3. 基础培训和研讨，以增进双方共识

4. 高能效建筑（以被动房为重点）专题设计培训

和设计指导

5. 审核设计方案、提出修改建议并批准设计

6. 对所选产品是否符合设计指标进行监控

7. 在施工开始前进行施工现场培训(在样板房进

行)

8. 对施工阶段进行重要节点同步监控

9. 进行两次气密性测试(在气密层施工完毕后和整

体完工后)

10. 工程整体验收，将建筑物和技术设备交付使用

者或运营商

11. 为建筑物颁发“被动式低能耗建筑质量标

识”(德国能源署与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

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共同认证)

12. 对交付使用后的第一和第二年内的实际能耗进

行监测和评估，为运营商提供建筑物有效使用

的相关建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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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 质量保证体系参与方概览

4.124 质量保证体系流程



中德合作高能效建筑实施手册92

4

质量保证主要措施.

设计阶段：设计培训及研讨

  在建筑设计开始前进行技术经验传播，确保全

局化设计，可以节省时间和费用。

  在进入细化设计前首先对影响建筑能效水平的

相关决定性元素进行讨论和认识。

  参加人员：由2-3个试范项目的建设单位及其委

托专业设计人员(包括建筑师、工程师)组成。

  主讲人:德国能源署专家及受德国能源署委托的

第三方专家(含中国专家)，包括建筑设计、暖

通空调和设备工程方面的专家。

  时间：3-4天，其中一半时间以建筑设计为主

题,另一半以围护结构及暖通新风技术为主题。

  语言：中文或德文(由熟悉行业术语的专业人员

现场翻译)。

设计阶段：设计指导及图纸审核

  受项目建设方委托的设计单位结合设计研讨会

中所学知识完成初步设计，并将其电邮给德国

能源署。

  德国能源署委派建筑设计、暖通空调及设备工

程方面的德国专家、中方专家对设计方案进行

审核，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设计单位按照德国能源署要求对设计进行完善

和优化。

  设计最终定稿后，德国能源署提交审核报告，

并确认设计方案可行。

  细化设计和施工图的审核采取同样方法。

4.128 气密性测试 4.129 对实际能耗进行监测和分析

4.125 德国专家设计指导 4.127  施工培训中对关键节点

进行分析

4.130 验收合格后颁发质量认证

4.126 设计培训研讨会



93能效决定一切 .

4

4.133 施工现场监控4.132 外保温防火隔离带的施工

施工阶段：样板房及施工培训
  样板房：由建设单位按照德国能源署要求修建

一座样板房，以便对建筑施工专业人员在现场

进行实际操作培训。

  施工培训研讨会：4天，由德国专家、中方专

家对项目管理、设计、施工单位派遣的专业人

员和工长进行培训；培训主题为建筑设计和围

护结构施工；可能出现的施工难点将得以指出

和说明，正确的施工操作方法将在建筑实体或

样板房上得以演示。

施工阶段：施工监理及质检报告

  施工监理：针对各个重要的节点(外保温的施

工、门窗的安装、气密层的连接等)，由具有

施工管理经验的德国专家进行现场监理。

  质检报告：受委托德国专家将作详细的监理工

作记录，并将其按施工阶段汇总成报告发给德

国能源署；德国能源署对质检报告进行分析

后，将分析意见连同原始资料一并发送给项目

建设单位。

运营阶段：能耗监控及优化运营

  实际能耗监控：安装和使用必要的监测设备以

便记录、收集和分析实际能耗数据。

  优化运营：调节技术设备参数设置，纠正用户

不当使用行为。

4.131 施工培训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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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筑实例 ...................................................................... 96

公共建筑实例 ...................................................................... 98

5
其它运用不同技术解决方案的示范项目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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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筑实例.

5

IBA 智能绿色建筑(位于德国汉堡).

    汉堡智能绿色建筑“Smart ist Grün”是一栋
五层楼的住宅建筑(共计1582m2)，集成多种高能效
技术。该建筑是德国能源署“迈向正能效建筑”
计划中的示范项目之一。其能效性能已经超过被
动房的标准，一次能源总量基本达到“零能耗”的
标准。

设备工程

  带热回收装置的新风系统
  中央相变热存储设备，工质为盐水化合 物(容

积约5m3)
  房顶设有光伏发电系统(功率约15kWp)
  安装在屋顶及外墙的太阳能集热器总面积达

147m2

  连接区域供热管网

参建单位与专家组

  开发单位：Behrendt Wohnungsbau KG 
(GmbH&Co)

  建筑设计：Zillerplus
  工程技术：Wetzel & von Seht

围护结构 传热系数

楼板 0.10 W/m²K

外墙 0.12 W/m²K

屋顶 0.10 W/m²K

窗户 0.80 W/m²K

能效指标

供暖需求 10.5 kWh/m²a 

终端能耗 34.2 kWh/m²a 

一次能源总需求 8.4 kWh/m²a 

气密性 0.73 h-1

数据来源 Wetzel & von Se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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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辰能溪树庭院二期B4号楼.

    哈尔滨“溪树庭院”住宅建筑项目是位于中

国严寒地区的首个中德合作示范项目。该建筑属

于高层住宅建筑，地上11层，居住面积7800m²。

设备工程

  能源供应：地热能，电能，木屑颗粒（当地工

业废料）。

  新风系统：设置于地下室，三台集中式设备，

每台供应一个单元22套房，配备热回收装置，

综合热回收率为75%。

  新风预热及生活热水设备：木屑颗粒燃烧炉。

  辅助供暖及制冷：冬季辅助供暖采用地源热泵

搭配地埋管换热器，为大型地下车库供暖。夏

季制冷采用空调制冷新风，并搭配混凝土楼板

埋管辐射制冷。

  散热系统：采用热交换系统加热新风，同时搭

配混凝土楼板埋管辐射供暖。

参建单位与专家组

  开发单位：黑龙江辰能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设计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施工单位：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围护结构 传热系数 实际做法

地下室 0.1 W/m²K
地下室顶板采用300mmEPS保温板满
贴，并沿地下室内墙往下贴至1m
处，导热系数λ=0.030W/mK

外墙 0.1 W/m²K

外墙保温系统由内到外分别是
10-15mm内抹面层，200mm钢筋混凝
土实墙或加气混凝土砌块，300mm 
EPS保温板，系统整体导热系数
λ=0.030W/mK

屋顶 0.1 W/m²K

屋顶采用120mm钢筋混凝土屋面，满
贴300mmEPS保温板，系统整体导热
系数λ=0.030W/mK，外层加抹50-
60mm水泥砂浆防水层

窗户 0.8 W/m²K
窗户采用三玻两中空玻璃（圣戈
班），规格5+18Ar+5L+18AR+5L，阳
光辐射透过率g=0.50，d=51mm

围护结构

供暖需求 17 kWh/m²a 

终端能耗 71 kWh/m²a 

一次能源总需求 113 kWh/m²a 

气密性 0.16-0.59 h-1

数据来源 BEED, CSTC



中德合作高能效建筑实施手册98

公共建筑实例.

位于Niederheide市的正能效学校.

    该项目达到了可持续性建筑最高标准的要求

（建设过程可持续性+建筑运行可持续性）。建筑

的一次能源产出大于消耗，达到了零碳排放的标

准。项目的设计目标是，在保证室内空气质量良

好、照明充足、温度适宜的前提下，降低能源消

耗和能源支出。

设备工程

  构件储热调温：充分利用了建筑本身的蓄热性

能，用质量大密度高的建筑构件吸收并调控夏

季白天高温，并利用夜晚低温进行自然冷却。

  照明：合理的自然光照明系统，充分利用自然

采光，降低照明电耗。

  通风：自然通风搭配机械辅助通风的综合方

案，即平时尽量利用自然通风，仅当天气条件

需要时才采用机械通风。

  能源供应：采用可再生能源设备，生物质燃料

（木屑颗粒燃烧炉和木屑颗粒小型热电联产设

  备）以及太阳能光伏设备，以此控制建筑的碳

  排放，并达到正能效建筑的标准。

参建单位与专家组

  开发单位：Hohen Neuendorf 市

  建筑设计：IBUS Architekten und Ingenieure

  工程技术：BLS Energieplan GmbH, Berlin

5

围护结构. 传热系数

楼板 0.1 W/m²K

外墙 0.14 W/m²K

屋顶 0.11 W/m²K

窗户 0.8 W/m²K

能效指标

供暖需求 15 kWh/m²a 

终端能耗 35.7 kWh/m²a 

一次能源总需求 23.6 kWh/m²a 

气密性 0.54 1/h-1

数据来源 I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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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建筑节能研究中心.

    河北省建筑科技研发中心是首个中德被动式

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中的公共建筑。工程总建筑

面积14527.17m2，占地面积2100.55m2，地上面积

12362.3m2，地下建筑面积2164.87m2。地下一层，

地上6层，建筑高度23.55m。

设备工程

  光热转换：太阳能热水系统，光热光电一体

化，太阳能热交换器置于屋顶，集热面积305m2

，水箱容积18m³；

  新风预冷（热）：新风系统采用地埋管预热预

冷，夏天可使空气温度从35℃降至26℃，冬天

能从-5℃升至5℃；

  新风系统高效热回收：热回收效率在75%以上；

  空调变频：空调冷冻水系统，末端变流量智能

控制技术，有效节约运行电能；

  新风系统末端控制：变风量，分层分区控制，

节约运行电能；

  地热利用：地源热泵系统，极端天气情况下，

采用土壤源热泵技术补充制冷制热，降低一次

能源需求量；

  导光照明：白天利用自然光提供地下车库照

明；

  太阳能光伏发电：光伏总装机容量20kW。屋顶

放置太阳能光伏板。层间窗饰玻璃，贴光伏发

电膜，安装容量0.8kW。

参建单位与专家组

  开发单位：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设计单位：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施工单位：河北省建工集团

1

能效指标

供暖需求 4 kWh/m²a 

终端能耗 54 kWh/m²a 

一次能源总需求 140 kWh/m²a 

数据来源 PHPP, EDS 2012 

围护结构 传热系数 实际做法

地下室 0.14 W/m²K
地下室顶板采用220mm岩棉保温板
满贴，并沿地下室内墙往下贴至
1.5m处

外墙 0.14 W/m²K
外墙采用220㎜厚B1级石墨聚苯板加
防火隔离带

屋顶 0.14 W/m²K 屋面采用220㎜厚挤塑聚苯板

窗户 0.8 W/m²K
外窗采用Low-E玻璃，三玻两中空
填充惰性气体，窗框为德国铝木复
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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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成功因素.

    回顾2006年以来中德双方在建筑节能领域的

合作，总结秦皇岛项目三年多的实施经验，今天

所取得的成果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政府、政策层面的支持

    两国建设部、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各级主管

领导对示范项目高度重视，调动了各方面资源予

以支持。协调补充项目组科研经费，简化和加快

项目的审批过程，亲临现场视察指导，组织技术

经验交流学习等等都为项目的成功实施铺平了道

路。

 中德双方的团队合作

    德国能源署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

进中心几年来的合作由浅到深，已经磨合形成了

默契的团队。双方共同探索总结出了示范项目在

设计、选材、施工、验收、运营全过程的质量保

证管理体系，并在执行过程中分工协作，环环相

扣，相互补充，相互支持。

  建设方的执行力

    秦皇岛“在水一方”项目的建设方五兴房地

产公司有勇气和魄力率先学习实践国际先进的建

筑能效技术。凭着多年积累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总经理王臻先生领导设计、施工和项目管理团队

认真学习新技术，严格执行质量控制要求，并积

极摸索技术可行性。

推广高能效建筑的积极意义.

    大力发展高能效建筑具有从宏观到微观，多

层面、多领域的积极意义。

 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安全性

    中国的建筑保有量庞大，城市化发展迅速，

每年新增建筑面积接近全球年建筑总量的一半。

如果能够保证高能效建筑在新建和既有建筑改造

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并全面提升各类建筑的平均

能效指标，就可以有效控制建筑能耗的攀升，并

在未来的20-30年内大幅度降低供暖、制冷能耗。

    高能效建筑能源需求较低，适合利用可再生

能源进行辅助供能，从而大大降低对煤、石油等

化石能源的依赖性。建筑领域节约下来的宝贵能

源，可以用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其他领域中，创造

更多新价值，并同时降低能源进口需求量和依赖

度。

 改善环境，缓解大气污染问题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

一。高能效建筑自身的能源需求很低，结合利用

可再生能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接近达到“碳中

和”，有助于保护环境。

    中国北方冬季燃煤供暖是引起大气污染，造

成雾霾的主要原因之一。发展高能效建筑可以大

幅度降低燃煤供暖需求，减少燃煤锅炉污染排放

造成的空气污染。此外，高能效建筑中采用的辅

以过滤、CO2含量检测功能的热回收新风系统可以

进一步提高室内的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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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动建筑节能市场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和转型

    高能效建筑离不开高品质产品。在德国已得

到非常广泛应用的高性能保温隔热系统及节点配

件、保温门窗(整窗传热系数K<1W/m²K)及安装配

件、带热回收的新风系统(热回收率>80-90%)、无

热桥悬挑承重构件、气密防水材料等产品在中国

尚无规模生产和应用，或是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随着高能效建筑的推广，对于相关高品质产品的

需求会从无到有，逐步形成市场化和产业化的

规模。在提升建筑能效的同时，技术含量低、耗

能高、质量差、使用寿命短的产品会渐渐失去市

场，相关产业会随之自愿选择产品升级和转型的

道路。

 提高建筑品质，延长使用寿命

    通过合理的设计、严谨的施工、高性能的产

品，可以在确保实现能效指标的同时，全面提升

建筑的品质。特别是通过对热桥和气密性的严格

控制，避免建筑结露、发霉、建筑构件受损等问

题，大大提高建筑的使用寿命。

 提高居住、使用舒适度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居住、工

作环境舒适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由于高能效建

筑保温、隔热、气密性能良好，供暖及制冷期内

室内温度稳定、分布均衡，辅以新风系统进一步

改善空气质量，其舒适度明显优于常规建筑。

    对于传统上属于非供暖区的夏热冬冷地区，

通过高能效建筑提高舒适度的意义更是重大。该

区域居民已不再愿意忍受长达3-4个月低于10-15

度的室内温度，要求配备集中供暖的呼声渐高。

无论是新增集中供暖或是使用空调供暖都无疑会

对现有的能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造成更沉重的

压力。推广高能效建筑是解决舒适度和能源及环

境重负两者之间矛盾的有效措施。

进一步推广应用高能效建筑的措施.

    中德双方目前在推广高能效建筑方面取得的

成绩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未来的工作

应主要围绕以下各方面展开：

 扩大示范规模

    成功的实践案例是最具有影响力、说服力、

带动力的。在广度上，选取不同气候区有代表性

的住宅、公共建筑、商用建筑等不同类型的项目

开展示范；在深度上，选取积极性高、敢于率先

实践的省市，由单体建筑示范扩展为规模化区域

性的示范。同时，及时总结和交流示范经验，优

化管理和实施流程。

  制定和完善高能效建筑的技术标准体系和监督

评估方法

    随着示范项目在不同气候区的实施，依据竣

工项目中获得的第一手实践经验和数据，及时整

理编写该气候区的高能效建筑设计标准、标准

图、施工工法等资料，为规模化推广奠定基础。

标准应清晰地量化能效指标，但对实现指标的技

术手段给以一定的自由度，鼓励创新。

    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统一的监督和评估，确保

竣工项目切实达到标准要求。使用统一的能效评

估方法，并出具证书（以示范项目质量标识为

例，类似德国的“能源证书”），提高市场透明

度，加强公众对能效措施实施效果的信任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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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和强化建筑能效技术培训体系

    中国的高能效建筑事业刚刚起步，需要大量

的专业人才。应结合示范项目实施的经验，编写

系统性教材，并在进度快、能力强的省份率先建

立系统化培训体系。培训体系可以搭建在以地方

建筑研究科学院为代表的重要研发、培训机构的

现有平台上，增设高能效建筑专题的系统课程。

培训应涵盖设计、施工、监理、检测、管理各个

环节，理论结合实践，突出一体化、连续性的

理念。同时，应定期举办专题研讨、技术经验巡

讲等活动，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地方政府、开发企

业、设计及施工单位、科研院所的宣传力度，促

进中德技术专家之间、成功项目和新启动项目之

间的技术和信息交流。

 加强核心技术及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发展

    借鉴引进德国的现有成熟技术，针对中国不

同地区的气候特点和建筑使用需求，研发适用

于中国市场化推广的技术方案和产品设备。高性

能、稳定耐久的保温材料及系统，断热(冷)桥的

悬挑承重及固定连接构件，高效热(冷)/湿回收的

新风系统，高性能保温门窗及其安装配件，高耐

久耐候性的气密、防水材料等急待开发和形成规

模生产，其市场前景广阔。新产品、新材料在中

国形成产业化的过程中，中德企业可以突出各自

优势，取长补短，共赢合作。

 研究出台针对高能效建筑的财政激励政策

    通过激励政策，加快形成对高能效建筑的市

场化需求。与财政主管部门协调，借鉴国际上节

能环保方面已成熟的激励政策(如德国KfW银行对

高能效建筑的低息贷款及部分节能措施投资本金

返还等政策)，研究并出台贷款、税收、用地、规

划等方面针对高能效建筑项目的激励政策。在先

进的示范省份率先试点出台激励政策，总结经验

并进一步完善后推广到其他省份，逐步形成全国

范围内有效的财政激励体系。

  加强对不动产投资建设方、产权持有者、使用

者的建筑能效主题宣传

    只有投资者和使用者对高能效建筑的高品

质、高舒适性、高性价比具有一定的认知度和认

可度，才能产生规模化的市场需求。应通过各种

渠道进行宣传，使公众认识到提高建筑能效不仅

是国家战略，同时也和企业、个人的切身利益息

息相关。舒适、节能、保值的高能效建筑应取代

华而不实的高能耗建筑，成为人们新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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