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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评价标准» 的通知

京建发 〔２０１５〕１８７号

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委,各集团、总公司,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０７年北京市地方

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京质监标发 〔２００７〕９２号)和北

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百项节能标准建设实施方案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 (京
发改 〔２０１２〕３７号)的要求,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北京节能环保中心等单位主编的

«公共建筑节能评价标准»已经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北

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共同发布,
编号为DB１１/T１１９８Ｇ２０１５,代替DBJ/T０１Ｇ１００Ｇ２００５ «公共建筑

节能评估标准»,自２０１５年８月１日起实施.
该规程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共同负责管理,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责解释工作.
特此通知.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５日

３



关于同意北京市 «公共建筑节能评价标准» 等
三项地方标准备案的函

建标标备 〔２０１５〕１２９号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你委 «关于三项北京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评

价标准＞、＜农村既有单层住宅建筑综合改造技术规程＞、＜超

长大体积混凝土结构跳仓法技术规程＞申请备案的函» (京建科

标备便 〔２０１５〕０３号)收悉.经研究,同意该三项标准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备案,其备案号为:
«公共建筑节能评价标准» J１３１０６－２０１５
«农村既有单层住宅建筑综合改造技术规程» J１３１０７－２０１５
«超长大体积混凝土结构跳仓法技术规程» J１３１０８－２０１５
该三项标准的备案号,将刊登在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

和近期出版的 «工程建设标准化»刊物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０日

４



前　言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修订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提出,根据北京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０７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

计划的通知»(京质监标发 〔２００７〕９２号)和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百项节能

标准建设实施方案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京发改 〔２０１２〕３７号)
要求,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

中心、北京节能环保中心组织有关单位对原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
共建筑节能评估标准»(DBJ/T０１－１００－２００５)进行修订.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１总则、２术语、３基本规定、４
规划与建筑、５暖通空调、６给水排水、７电气、８运营管理、９
提高与创新.

在修订过程中,编制组经历了调查、研究、论证、编制等过

程,对原技术内容进行了全面修订,最终审查定稿.修订的主要

技术内容为:设置了公共建筑节能评价的一级指标;强化了对规

划与建筑、暖通空调、给水排水、电气、运营管理等５方面技术

内容的要求;划分了公共建筑的节能等级;考虑了公共建筑的设

计和运行两个阶段的节能评价.
本标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共同管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归口并

负责组织实施,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

释.请各单位在执行本标准的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随时

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至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 标 准 规 范 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３０号;邮编:１０００１３;电

话:０１０－６４５１７４６５;E－mail:bzzqyj＠１６３com).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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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

北京节能环保中心

本标准参编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王清勤　赵丰东　杨　霞　乔　渊　
佟立志　刘　京　万水娥　赵建平　
李建琳　孟　冲　吴晓海　夏祖宏　
李国柱　周　辉　薛　峰　燕　达　
李　舟　贺克瑾　徐春方　赵　力　
刘　烨　刘　亮　张　君　徐　晖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吴德绳　郎四维　鹿　勤　戴德慈　
林波荣　李俊奇　王占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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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贯彻落实节约能源资源的基本国策,引导采用先进适

用的建筑节能技术,推进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规范公共建筑节

能评价,根据北京市的现实条件,制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的公共建筑节能评价.

１０３　公共建筑节能评价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建筑的

功能和使用要求,对建筑全寿命期内的节能性能进行综合评价.

１０４　编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专篇 (节能评估文件)及项

目节能评审时,可参考本标准对公共建筑进行节能评价.

１０５　公共建筑节能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

合现行国家、行业及北京市有关标准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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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公共建筑节能评价energyefficiencyassessmentofpublic
buildings

按照公共建筑采用的节能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应用定量和

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公共建筑的节能性能进行分析判断并确定

其节能等级.

２０２　冷源系统综合性能系数 (SCOP)coefficientofperformＧ
anceforcooling

冷却塔散热的水冷式制冷系统,在制冷机名义工况、冷却水

泵和冷却塔设计工况下,制冷量与制冷机、冷却水泵和冷却塔的

输入能量之比.

２０３　节能专项优化设计和分析specialoptimizationdesignand
analysisofenergyefficiency

以控制建筑整体能耗为目的,根据气候条件和建筑的功能及

使用特点,利用科学的计算方法,对建筑节能设计过程中的一项

或多项技术措施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和优化,达到预期节能效果的

性能化设计方法和过程.

２０４　电能利用效率 (PUE)powerusageeffectiveness
电能利用效率 (PUE)是衡量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能效的综

合指标,定义为数据中心总能耗与IT设备耗能的比值.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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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１　一般规定

３１１　公共建筑节能评价应以单栋建筑或建筑群为评价对象.
评价单栋建筑时,凡涉及系统性、整体性的指标,应基于该栋建

筑所属工程项目的总体进行评价;评价建筑群时,应在单栋建筑

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建筑群的节能等级应根据建筑群中全部单栋

建筑均达到的节能等级来确定.

３１２　公共建筑节能评价分为设计节能评价和运行节能评价.
设计节能评价应在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通过后进行;运

行节能评价应在建筑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一年后进行.

３１３　申请评价方应对建筑进行节能分析,选用适当的节能技

术和设备,对规划、设计及运行阶段进行全过程控制,并提交相

应的分析、测试报告和相关文件.

３１４　评价机构应按本标准的有关要求,对申请评价方提交的

报告、文件进行审查,出具评价报告,确定等级.对申请运行节

能评价的建筑,尚应进行现场核查.

３２　评价与等级划分

３２１　公共建筑的设计节能评价指标体系应由规划与建筑、暖

通空调、给水排水、电气４类指标组成;运行节能评价指标体系

应由规划与建筑、暖通空调、给水排水、电气、运营管理５类指

标组成.每类指标均包括控制项和评分项.为鼓励建筑节能技术

的提升和创新、建造更低能耗的公共建筑,评价指标体系还统一

设置加分项.

３２２　控制项的评定结果应为满足或不满足;评分项和加分项

的评定结果应为分值.

３２３　公共建筑节能评价应按总得分确定等级.总得分为各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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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得分经加权计算后与加分项的附加得分之和.

３２４　评价指标体系５类指标的总分均为１００分.５类指标各

自的评分项得分Q１、Q２、Q３、Q４、Q５ 应按参评建筑该类指标

的评分项实际得分值除以适用于该建筑的评分项总分值再乘以

１００分计算.

３２５　加分项的附加得分Q６ 应按本标准第９章的有关规定确定.

３２６　公共建筑节能评价的总得分应按下式进行计算,其中评

价指标体系５类指标评分项的权重w１~w５ 按表３２６取值,总

得分应按四舍五入取整数分值.

　　　ΣQ＝w１Q１＋w２Q２＋w３Q３＋w４Q４＋w５Q５＋Q６ (３２６)
表３２６　公共建筑节能评价各类评价指标的权重

规划与建筑

w１

暖通空调

w２

给水排水

w３

电气

w４

运营管理

w５

设计

节能

评价

甲类 ０２５ ０３６ ０１２ ０２７ ———

乙类 ０２８ ０３３ ０１２ ０２７ ———

丙类 ０３２ ０３０ ０１１ ０２７ ———

运行

节能

评价

甲类 ０２２ ０３０ ０１０ ０２３ ０１５

乙类 ０２４ ０２８ ０１０ ０２３ ０１５

丙类 ０２８ ０２５ ００９ ０２３ ０１５

　　注:１　甲类、乙类、丙类的公共建筑分类划分应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
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规定.

２　表中 “———”表示运营管理指标不参与设计节能评价.

３２７　公共建筑的节能等级分为 A、AA、AAA 三个等级.三

个节能等级的公共建筑均应满足本标准所有控制项的要求,且每

类指标的评分项得分不得小于４０分.当总得分分别达到５０分、

６０分、８０分时,公共建筑设计节能或公共建筑运行节能的等级

分别为 A、AA、AAA.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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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规划与建筑

４１　控制项

４１１　场地规划应符合北京市城市控制性规划的相关规定.

４１２　建筑不应降低其周边有日照要求建筑物或场地的日照标

准.

４１３　建筑设计与围护结构的热工设计应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

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强制性条文的规

定.

４２　评分项

Ⅰ场地与建筑设计

４２１　采用场地遮荫、浅色饰面与屋顶绿化等节能措施,评价

总分值为１２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场地中不少于５０％的硬质地面有遮荫或铺设太阳辐射反

射系数为０４~０６的浅色材料,得３分;

２　不少于７５％的非绿化屋面为浅色饰面,坡屋顶太阳辐射

反射系数不小于０３,平屋顶太阳辐射反射系数不小于０５,得

３分;

３　建筑外墙浅色饰面,墙体太阳辐射反射系数不小于０４,
得３分;

４　屋顶绿化面积占屋顶可绿化面积的比例不小于３０％,得

３分.

４２２　采取减少冬季冷风进入和防止烟囱效应的措施,评价总

分值为６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北、东、西朝向人员出入频繁的外门设置门斗、双层门

或旋转门等减少冷风渗透的措施,得３分;

２　高层建筑的外门空间与楼、电梯间的平面布置不直接连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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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得３分.

４２３　建筑采用自然通风,评价总分值为１０分,并按下列规则

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建筑物每个单一立面透光部分的可开启窗扇面积大于现

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低限要

求,得５分;

２　有采光顶的建筑中庭及人员密集的高大空间设置可调节

的自然通风装置,得５分.

４２４　优先利用天然采光,评价总分值为１０分,并按下列规则

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除有特殊功能需求的建筑外,建筑地上主要功能空间有

天然采光,并满足现行国家和北京市相关标准中关于天然采光的

开窗要求,得５分;

２　有地下空间的建筑,地下一层天然采光面积大于本层建

筑面积的５％,或地下二层天然采光面积大于本层建筑面积的

２％,得５分.

４２５　选用的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步道具备节能运行功

能,评价总分值为６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电梯具备自动转为节能运行方式的功能,当两台及以上

电梯集中排列时,设置群控功能,得３分;

２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步道,具备待机运行功能,得３分.

Ⅱ围护结构热工指标

４２６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优于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规定,评价总分值为２０分,
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１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比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规定的限值提高幅度达到５％,得１０
分;再每提高１％加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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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由建筑围护结构形成的供暖空调全年计算负荷的降低幅

度达到５％,得１０分;再每降低１％加２分.

４２７　控制窗墙面积比、屋顶透光部分面积比,评价总分值为

９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甲类建筑单一立面的窗墙面积比均不超过６０％,得３
分;不超过５０％,得６分;

２　乙类、丙类建筑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均不超过５０％,得

３分,不超过４０％,得６分;

３　屋顶透光部分与屋顶总面积比不超过１０％,得３分.

４２８　控制建筑入口大堂等高大空间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评价总分值为６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１　当透光玻璃幕墙采用非中空玻璃,其面积不超过同立面

透光围护结构面积的１０％,且按面积加权平均的传热系数达到

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规

定,得３分.

２　当建筑入口大堂等高大空间采用玻璃幕墙时,幕墙热工

性能达到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

６８７的规定性指标要求,得６分.

４２９　采取措施减小建筑热桥部位的附加热损失,评价总分值

为６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对外窗 (门)洞口室外部分的侧墙面进行保温处理,保

证热桥部位的内表面温度不低于设计状态下的室内空气露点温

度,得２分;

２　对外墙与屋面热桥部位以及外墙出挑构件的热阻与外墙

主断面热阻的比值不小于０６０,得２分;

３　采用玻璃幕墙时的隔墙、楼板或梁等非透光部位的传热

系数、非供暖空间和供暖空间之间的隔墙、供暖层下和地下室非

供暖空间的顶板及变形缝的传热系数,优于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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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中规定的限值,得２分.

４２１０　建筑透光围护结构具有良好的气密性,评价总分值为６
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５０m 及以下的建筑的外窗气密性能达到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７１０６规定的６级、５０m 以上达到７级,得３分;

２　透光玻璃幕墙的气密性能达到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幕墙»

GB/T２１０８６规定的３级,得３分.

４２１１　根据场地条件设置外遮阳措施,评价总分值为９分,并

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建筑外遮阳与建筑立面、门窗洞口构造一体化设计,得

４分;

２　南向、西向、东向的透光围护结构设置活动式外遮阳的

面积达到总透光面积的２５％,得３分;达到总透光面积的５０％,
得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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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暖通空调

５１　控制项

５１１　暖通空调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强制性条文的规定.

５１２　除下列情况外,不应采用蒸汽锅炉作为热源:

１　厨房、洗衣、高温消毒以及冬季空调加湿等必须采用蒸

汽的热负荷;

２　当蒸汽热负荷在总热负荷中的比例大于７０％,且总热负

荷≤１４MW.

５１３　采用冷却塔释热的水冷式制冷系统,冷源系统综合性能

系数 (SCOP)应满足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规定.

５１４　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房间内的温湿度、最小

新风量设计参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

调节设计规范»GB５０７３６的规定.

５１５　舒适性空气调节系统中,不应采用对空气进行冷却处理

后使用其他外部能源再热的处理方式.

５２　评分项

Ⅰ设备与系统

５２１　供暖空调系统的冷、热源设备能效均优于现行北京市地

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规定值以及现行

有关国家标准能效限定值的要求,各类型设备的能效指标满足表

５２１的要求,评价分值为１０分.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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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２１　冷、热源机组设备能效指标要求

设备类型 能效指标 要求 参照标准

电机

驱动

的蒸

气压

缩循

环冷

水 (热
泵)机

组

类型
名义制冷量

(kW)

水

冷

涡旋式

螺杆式

离心式

＜５２８

＜５２８

５２８~１１６３

＞１１６３

＜１１６３

１１６３~２１１０

＞２１１０

风冷或蒸发冷却

直燃型溴化锂吸

收式冷水机组

制冷

供热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风管送

风式和屋顶式空调机组

多联式

空调
(热泵)
机组

锅炉

名义制冷量

CC (kW)

CC≤２８

２８＜CC≤８４

CC＞８４

燃煤

燃油燃气

制冷性能

系数 (COP)

制冷、供热

性能系数
(COP)

能效比
(EER)

制冷综合

性能系数
(IPLV (C))

热效率

热效率

———

提高６％

提高３％

提高３％

提高５％

提高３％

提高３％

提高５％

提高６％

提高４％

提高６％

提高６％

———

提高６％

提高６％

提高７％

提高３个百分点

提高２个百分点

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
DB１１/６８７

房间空调器 能效等级
达到节能

评价值

现行国家 标 准 «房 间 空

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GB１２０２１３、
«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

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

等级»GB２１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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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　集中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水泵的耗电输热比、空调冷热水

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 (热)比均比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
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中的规定值低５％,且水泵满

足现行国家标准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１９７６２的节能评价值要求,评价分值为８分.

５２３　对集中供暖空调的水系统采取水力平衡措施,评价分值

为６分.

５２４　通风空调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小于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规定的限值,且风机满足

现行国家标准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１９７６１的节

能评价值要求,评价分值为６分.

５２５　水系统、风系统合理采用变流量控制技术,并符合现行

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规定,
评价分值为６分.

５２６　合理采用降低建筑中高大空间供暖空调能耗的方式,评

价分值为６分.

５２７　采取措施降低部分负荷、部分空间使用下的供暖、通风

与空调系统能耗,评价总分值为８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

累计:

１　区分房间的朝向,细分供暖、空调区域,对系统进行分

区控制,得４分;

２　合理选配空调冷、热源机组台数与容量,制定实施根据

负荷变化调节制冷 (热)量的控制策略,且空调冷源的部分负荷

性能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

６８７的规定,得４分.

５２８　对进行过冷、热处理的空调系统送风采取严格防止漏风

和绝热的措施,评价分值为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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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监控和计量

５２９　合理采用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对暖通空调系统进行监测和

控制,评价总分值为１２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对主要设备进行监测、报警、记录,得４分.

２　对主要设备进行远程控制启停,得４分.

３　自动控制主要设备的启停、频率及风阀、水阀的开度,
得４分.

５２１０　采用时间程序、房间温度或有害气体浓度控制的通风系

统所服务的建筑面积达到所有需通风建筑面积的５０％,评价分

值为６分.

５２１１　建筑按照付费单元或管理单元设置冷量和热量计量装

置,评价分值为６分.

Ⅲ能源利用

５２１２　结合自然资源条件及技术经济分析,利用可再生能源提

供空调用冷量和热量,评价总分值为６分,按表５２１２的规则

评分.
表５２１２　可再生能源提供空调用冷量和热量比例评分规则

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空调用冷量和热量比例 得分

太阳能提供的空调用冷量和热量比

例Rsch

１０％≤Rsch＜１５％ ３

１５％≤Rsch＜２０％ ４

２０％≤Rsch＜２５％ ５

Rsch≥２５％ ６

地源热泵提供的空调用冷量和热量

比例Rgch

５０％≤Rgch＜６０％ ３

６０％≤Rgch＜７０％ ４

７０％≤Rgch＜８０％ ５

Rgch≥８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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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３　合理设置余热回收装置或系统,评价总分值为８分.满

足下列任一款,得４分;满足两款及以上,得８分.

１　不少于４０％的新风利用排风进行预热 (或预冷)处理.

２　采用热回收型冷水机组.

３　供热锅炉房设置烟气余热回收装置.

５２１４　合理设计舒适性全空气空调系统可调新风比,评价总分

值为８分,按表５２１４的规则评分.
表５２１４　舒适性全空气空调系统可调新风比评分规则

舒适性全空气空调系统可调新风比Rfa 得分

７０％≤Rfa＜８０％ ４

８０％≤Rfa＜９０％ ６

Rfa≥９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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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给水排水

６１　控制项

６１１　设有市政或小区给水、中水供水管网的建筑,生活供水

系统应充分利用城镇给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

６１２　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应设置机械循环的热水回水管

道,保证干管和立管中的热水循环;卫生器具出口水温有严格要

求时,应采取保证支管热水温度的措施.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管

道及设备均应采取有效的保温措施.

６１３　采用高效节水型用水设备及器具.

６１４　雨水控制与利用系统应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雨水

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１１/６８５的规定.

６２　评分项

Ⅰ给水排水系统

６２１　在供水安全、节能、节水的同时,结合场地市政条件、
建筑用水特点等因素,综合考虑选用合理的供水分区与加压供水

方式,评价分值为１０分.

６２２　供水加压泵选型满足节能要求,评价总分值为１５分,并

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根据管网水力计算,选择和配置供水泵,水泵应在高效

区运行,得５分;

２　水泵在设计工况时的效率大于现行国家标准 «清水离心

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１９７６２规定的节能评价值,得

１０分.

６２３　给水系统采取避免超压出流的措施,用水点处的供水压

力不大于０２０MPa,且满足用水器具要求的最低工作压力,评

价分值为１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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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４　优先利用余热作为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或补充热源,
评价分值为５分.

６２５　通过技术经济分析,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提供生活热水,
评价总分值为１０分,按表６２５的规则评分.

表６２５　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生活用热水量比例评分规则

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生活用热水量比例Rhw 得分

４０％≤Rhw＜６０％ ４

６０％≤Rhw＜８０％ ６

８０％≤Rhw＜１００％ ８

Rhw＝１００％ １０

６２６　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采用支管循环方式,或配水点出

水温度不低于４５℃的时间不大于１０s,评价分值为１０分.

６２７　采用重力流系统将地面以上的污废水直接排入室外管网,
评价分值为５分.

II用水设备、器具与计量

６２８　公用浴室采取节能和节水措施,评价总分值为１０分,并

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冷热水混合淋浴器全部具备恒温控制和温度显示功能,
得３分;

２　采用计流量的刷卡用水管理措施等用者付费的措施,得

７分.

６２９　空调设备或系统采用节能、节水冷却技术,评价总分值

为１０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１　满足下列要求中１项,得５分;满足２项,得１０分:

１)冷却塔采用变频风机;

２)对冷却塔的出水温度进行检测与调节.

２　采用无蒸发耗水量的冷却技术,得１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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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０　按用途合理设置水表,且满足计费和管理的需求,评价

总分值为１５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按使用用途,对厨房、卫生间、绿化、空调系统、游泳

池、景观等用水分别设置用水计量装置统计用水量,得６分;

２　按付费或管理单元,分别设置用水计量装置统计用水量,
得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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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电气

７１　控制项

７１１　主要功能房间或场所的照度、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
眩光等光环境指标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５００３４的有关要求.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值 (LPD)
不应大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５００３４规定的

现行值.

７１２　选用的变压器、电动机、交流接触器、照明光源、镇流

器、外部电源等电气设备的能效水平不应低于相关能效标准节能

评价值或２级的要求.

７１３　除对电磁干扰有严格要求,且其它光源无法满足的特殊

场所外,室内外照明不应使用荧光高压汞灯和普通照明白炽灯等

低效光源.

７１４　使用电感镇流器的气体放电灯应在灯具内设置电容补偿,
荧光灯功率因数不应低于０９;高强气体放电灯功率因数不应低

于０８５;发光二极管 (LED)灯功率不大于５W 时,其功率因

数不应低于０７,功率大于５W 时,其功率因数不应低于０９.

７１５　选用灯具的效率或效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

明设计标准»GB５００３４有关要求的规定.

７１６　使用场所应按租户或单位设置电能表并独立计量.

７１７　夜景照明应采用平时、一般节日、重大节日三级照明控

制模式.

７２　评分项

Ⅰ配电系统

７２１　变配电所靠近负荷中心或大功率用电设备,评价分值为

１０分.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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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２　变压器工作在经济运行区,评价分值为１０分.

７２３　选用的变压器、电动机和交流接触器的能效水平不低于

相关能效标准１级的要求,评价分值为５分.

７２４　建筑供电系统按现行国家标准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

波»GB/T１４５４９要求合理设置谐波抑制装置,并满足标准要

求,评价分值为５分.

７２５　电开水器等电热设备,根据项目特点设置控制系统或装

置,评价分值为５分.

Ⅱ照明系统

７２６　选用的照明光源、镇流器和外部电源等电气设备的能效

水平不低于相关能效标准１级的要求,评价分值为５分.

７２７　在照明质量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５００３４的 前 提 下,主 要 功 能 房 间 或 场 所 的 照 明 功 率 密 度 值

(LPD)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５００３４规定

的目标值,评价总分值为１５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１　照明功率密度值低于标准规定的目标值,得５分;

２　照明功率密度值与目标值比较,降低的比例高于５％,
得９分;

３　照明功率密度值与目标值比较,降低的比例高于１０％,
得１５分.

７２８　公共区域采用照明节能措施,评价总分值为１０分.走

廊、楼梯间、卫生间、车库等公共区域采用半导体照明,得５
分;同时配备自动降低照度的措施,得１０分.

７２９　根据使用条件和天然采光状况采取分区、分组控制措施,
并按需要采取降低照度的自动控制措施,评价分值为５分.

７２１０　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作为照明系统或照明装置的电源,
评价分值为５分,按表７２１０的规则评分.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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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２１０　可再生能源提供照明容量评分规则

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容量比例Re 得分

２０％≤Re＜２５％ １

２５％≤Re＜３０％ ２

３０％≤Re＜３５％ ３

３５％≤Re＜４０％ ４

Re≥４０％ ５

　　注:Re 为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与照明设备安装容量之比.

Ⅲ智能化系统

７２１１　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并按建筑功能分区域、分项进

行电能监测,评价分值为１０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得５分;

２　按建筑功能分区域、分项进行电能监测,得５分.

７２１２　智能化系统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T５０３１４的配置要求,评价总分值为１５分,并按下列规则

评分:

１　满足需配置项目要求,得１０分.

２　满足全部配置项目要求,得１５分.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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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运营管理

８１　控制项

８１１　物业管理单位或业主应根据建筑的特点制定建筑供暖、
空调、通风、照明、生活热水及电梯等重点用能设备的节能运行

管理制度.

８１２　物业管理人员应通过建筑节能管理岗位的上岗培训和继

续教育.

８１３　供暖、空调、通风、照明等设备的自动监控系统应工作

正常,且运行记录完整.

８２　评分项

Ⅰ管理制度

８２１　实施建筑能耗限额管理,定期进行公共建筑基础信息的

采集填报,电耗限额的确认、落实和公示,评价总分值为２０分,
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进行建筑和电耗信息申报,对电耗限额指标进行确认,
得５分;

２　被确定为低电耗建筑,得７分;

３　实施能源审计并依据能源审计结果加强节能管理,得５
分;

４　对能耗信息进行公示,得３分.

８２２　物业管理单位获得有关管理体系认证,评价总分值为９
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具有ISO１４００１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得３分;

２　具有ISO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得３分;

３　具有现行国家标准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GB/T２３３３１
规定的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得３分.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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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３　实施能源管理激励机制,管理业绩与节约能源、提高经

济效益挂钩,评价总分值为１５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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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４分;

２　与租用者的合同中包含节能要求,得４分;

３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或其它创新的能源管理模式或商

业模式,得７分.

８２４　建立节能宣传机制,形成良好的节能氛围,评价总分值

为８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针对建筑物内人员,制定持续的建筑节能知识科普宣传

的计划,且每年定期发放节能设施使用手册、张贴宣传材料,得

４分;

２　节能宣传工作记录完整,得４分.

Ⅱ技术管理

８２５　对不同功能、不同使用单位的建筑或建筑区域用能、用

水进行计量收费,评价总分值为８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

累计:

１　分项计量数据记录完整,得４分;

２　对不同使用单位的用能、用水进行计量收费,得４分.

８２６　选择合理的空调、供暖运行参数,且空调、供暖系统运

行参数进行了现场监测并作记录,评价分值为５分.

８２７　对供暖通风和空调设备、管道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并有

相应记录,评价总分值为１５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１　分季节使用空调、供暖水泵,每个使用季前后各进行一

次清洗保养,得３分;

２　冷却水系统每个使用季前后各进行一次清洗保养,得３
分;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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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空调室外机和室内机每年进行一次清洗保养,得３分;

４　空调过滤网、过滤器、冷凝水盘等每半年清洗保养一次,
得３分;

５　供暖和空调系统的换热设备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维修和保

养,得３分.

８２８　根据环境污染特征,建立检查并清洁光源和灯具的制度,
根据规定的次数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并有相应的记录,评价分值

为５分.

８２９　定期对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步道进行检查和维修,
并有相应的记录,评价分值为５分.

８２１０　制定建筑用能系统和设备的检查和调试计划并按期执

行,且根据运行检测数据进行运行优化,评价分值为５分.

８２１１　垂直电梯轿厢内部装饰材料重量不大于电梯载重量的

１０％,评价分值为５分.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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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提高与创新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公共建筑节能评价时,应按本章规定对加分项进行评价.
加分项包括性能提高和创新两部分.

９１２　加分项的附加得分为各加分项得分之和.当附加得分大

于１０分时,应取为１０分.

９２　加分项

Ⅰ性能提高

９２１　建筑规划或建筑单体设计时,进行节能专项优化设计和

分析并按设计内容实施,评价总分值为２分.满足下列要求中的

３项,得１分;满足４项及以上,得２分.

１　进行自然通风专项优化设计和分析;

２　进行天然采光专项优化设计和分析;

３　进行能源利用的专项优化设计和分析;

４　进行可再生能源利用的专项优化设计和分析;

５　进行主要用能设备和系统的专项优化设计和分析.

９２２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优于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规定,评价总分值为２分,并

按下列规则评分:

１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比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规定的限值提高幅度达到１５％,得１
分;达到２０％,得２分.

２　由建筑围护结构形成的供暖空调全年计算负荷的降低幅

度达到１５％,得１分;达到２０％,得２分.

９２３　供暖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效均优于现行北京市地

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规定以及现行有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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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家标准能效节能评价值的要求,各类型设备的能效指标满足

表９２３的要求,评价分值为２分.
表９２３　冷、热源机组设备能效指标要求

设备类型 能效指标 要求 参照标准

电机

驱动

的蒸

气压

缩循

环冷

水 (热
泵)机

组

类型
名义制冷量

(kW)

水

冷

涡旋式

螺杆式

离心式

＜５２８

＜５２８

５２８~１１６３

＞１１６３

＜１１６３

１１６３~２１１０

＞２１１０

风冷或蒸发冷却

直燃型溴化锂吸

收式冷水机组

制冷

供热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风管送

风式和屋顶式空调机组

多联式

空调
(热泵)
机组

锅炉

名义制冷量

CC (kW)

CC≤２８

２８＜CC≤８４

CC＞８４

燃煤

燃油燃气

制冷性能

系数 (COP)

制冷、供热

性能系数
(COP)
能效比
(EER)

制冷综合

性能系数
(IPLV (C))

热效率

热效率

———

提高１２％

提高９％

提高９％

提高１１％

提高９％

提高９％

提高１１％

提高１２％

提高８％

提高１２％

提高１２％

———

提高１４％

提高１４％

提高１５％

提高６个百分点

提高４个百分点

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
DB１１/６８７

房间空调器 能效等级 达到１级

现行国家 标 准 «房 间 空

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GB１２０２１３、
«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

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

等级»GB２１４５５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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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４　合理采用蓄冷系统,并满足下列任一款的要求,评价分

值为１分.

１　蓄冷装置提供的设计日冷量达到３０％.

２　谷电时段,蓄冷制冷设备全负荷运行所提供的冷量达到

８０％,且能被全部蓄存并充分利用.

９２５　对数据信息机房的用能系统采取节能的系统设计和运行

管理,使其全年运行的数据中心电能利用效率PUE不超过１４,
评价分值为１分.

Ⅱ创新

９２６　合理采用低温送风空调系统,系统服务的空调面积达到

所有全空气空调系统服务空调面积的３０％,评价分值为１分.

９２７　合理加大空调系统供回水温差,评价分值为１分.

９２８　温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统服务的空调面积达到建筑全部

空调面积的３０％,评价分值为１分.

９２９　进行建筑二氧化碳排放计算分析,采取措施降低单位建

筑面积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达到相应建筑类型的碳排放先进值,评

价分值为１分.

９２１０　对整栋建筑的用能设备进行能耗分项跟踪监测,评价分

值为１分.

９２１１　在具备合理的技术、经济条件时,有效利用特殊建筑或

建筑中特殊区域的发热量,评价分值为１分.

９２１２　采取节约能源、保障安全健康的其他创新,且有明显效

益,评价分值为２分.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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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

的规定 (或要求)”或 “应按执行”.

６２

DB１１/T１１９８Ｇ２０１５



引用标准名录

１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１９７６１
２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１９７６２
３ «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２１４５５
４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５００３４
５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５０７３６
６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１２０２１３
７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７１０６
８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T１４５４９
９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１８８８３
１０ «建筑幕墙» GB/T２１０８６
１１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GB/T２３３３１
１２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T５０３１４
１３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DB１１/６８５
１４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１１/６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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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适应建筑节能的需求,北京市颁布实施了公共建筑的

节能设计、节能施工质量验收等标准和规程,并根据 «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民用建筑节能规划»的要求,启动了节能目标更

高的北京市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修订工作.这些标准规

定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和建设的最低要求.
现行国家标准 «节能建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６６８的发布与

实施规范了我国节能建筑的评价,同时,现行国家标准 «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３７８的修订、现行国家标准 «绿色商店建

筑评价标准»GB/T５１１００和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等

多部国家评价类标准的制定,形成了我国评价类标准更为科学且

广泛应用的 “评价模式”.因此,随着北京市建筑节能工作的向

前推进,为引导采用先进适用的建筑节能技术建造更低能耗的公

共建筑、对公共建筑的节能性进行综合评价,推动更低能耗公共

建筑的科学发展,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科技促进中心、北京节能环保中心会同有关单位,建立涵盖公共

建筑设计和运行两个阶段的节能评价指标体系,制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条规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公共建筑的范围非常广泛,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Ｇ２０１５根据使用功能、规模及能耗特

征,将公共建筑分为甲、乙、丙三类,见表１.本标准适用于表

１中列出的新建、改建、扩建及改造的公共建筑节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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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公共建筑分类

建筑类别 建筑物类型

甲类

　１　单栋建筑的地上部分面积 A≥１００００m２,且全面设置空气调节设

施的下列类型建筑

　１)商场建筑 (包括百货商场、综合商厦、购物中心、超市、家居卖

场、专卖店等)
　２)博览建筑 (包括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纪念馆、科技馆、会

展中心等)
　３)交通建筑 (包括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站、航空港等)
　４)广播电视建筑

　２　观众座位≥５０００座的体育馆 (包括综合体育馆、游泳馆、跳水馆

和其他专项体育馆)
　３　观众座位≥１２０１座的观演建筑 (包括剧场、音乐厅、电影院、礼

堂等)
　４　单栋建筑的地上部分面积 A≥２０万 m２ 的大型综合体建筑

乙类 　除甲类和丙类建筑之外的所有建筑

丙类
　单栋建筑的地上部分面积 A≤３００m２ 的建筑 (不包括单栋建筑面积

A≤３００m２,总建筑面积超过１０００m２ 的别墅型旅馆等建筑群)

１０３　公共建筑节能评价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即建筑

的设计和建造应综合考量北京市的气候、环境、资源、经济及文

化等条件和特点.同时,根据公共建筑的功能和使用要求,对其

从规划设计、施工、运行使用到最终拆除的全寿命期内的节能性

能进行综合评价,以达到最大限度的节能.

１０４　为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管理,促进科学合理利用

能源,从源头上杜绝能源浪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依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北京市节

能监察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贯彻实施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

革决定的意见»,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北京市规划委、北京市建

委制定了 «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管理办法

(试行)» (京发改 〔２００７〕２８６号),自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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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 (简称 “能评”)是指对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用能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行分析和评估,提出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的对策和措施,为项目决策提

供科学依据.该阶段,公共建筑项目往往还没有具体的建设方

案,在编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专篇 (节能评估文件)及节能

评审时,可结合公共建筑项目的特点、功能等,通过分析提出一

些适合于该项目的节能设计建议或节能措施,并进行节能等级预

评价,即参考本标准的相关内容对公共建筑提出节能等级要求和

后期具体建设要求,以此来督促项目在前期阶段就重视建筑的节

能设计,并引导项目把相关节能措施落实到设计中,可以对 “能
评”工作和公共建筑节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１０５　由于对公共建筑节能的要求涉及多个专业领域和多个阶

段,不同专业领域和不同阶段都制定了相应的节能标准.在对公

共建筑进行节能评价时,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

行国家、行业和北京市的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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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４　数据中心电能利用效率 (PowerUsageEffectiveness,

PUE)是衡量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能效的综合指标.其定义式为

PUE＝Ptotal/PIT,式中:Ptotal为数据中心总耗能,指数据中心在

正常运行情况下IT设备耗能和基础设备耗能 (包括变配电、供

配电系统、UPS系统、空调制冷系统、消防、安防、环境动力

监控、机房照明等)的总和;PIT为IT设备耗能,指数据中心机

房中IT设备在实际运行中的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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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１　一般规定

３１１　本条规定了公共建筑节能评价的对象为单栋建筑或建筑

群.当对某工程项目中的单栋建筑评价时,由于有些评价指标是

针对该工程项目设定 (如场地设计),或该工程项目中其他建筑

也采用了相同的技术方案 (如可再生能源供电),难以仅基于该

单栋建筑进行评价,此时,应以该栋建筑所属工程项目的总体为

基准进行评价.评价建筑群时,应在单栋建筑评价的基础上进

行,建筑群的节能等级应根据建筑群中全部单栋建筑均能达到或

超过的节能等级来确定.
本条评价建筑群时的 “全部单栋建筑”,指的是建筑群中的

甲类、乙类和丙类公共建筑.以下建筑不作为单栋建筑和建筑群

的节能评价对象:使用年限在５年以下的临时建筑、附建在工业

厂房内的办公用房等非工业部分、公共建筑中的居住部分、不设

置供暖空调设施的建筑、独立建造的变 (配)电站、锅炉房、制

冷站、泵站等.

３１２　本条规定了公共建筑节能评价的两个阶段,包括设计节

能评价和运行节能评价.对于设计节能评价,应在建筑工程施工

图设计文件审查通过后进行;对于运行节能评价,应在建筑通过

竣工验收、投入使用至少一年并具有一年完整的实际运行数据后

进行.

３１３　本条对申请评价方的相关工作提出要求.公共建筑节能

既要体现在设计上,也要体现在运行上,申请评价方应对公共建

筑各个阶段进行控制,综合考虑建筑节能技术、节能设备及投资

之间的总体平衡.
按本标准要求提交的相应节能分析、测试报告和相关文件,

应依据有关管理制度文件确定.设计节能评价提供的材料一般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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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建筑节能评价专项报告,包括相关专项节能分析报告和自评

价报告内容;规划与建筑设计文件,包括规划批文、规划设计说

明、建筑设计说明、建筑设计施工图等;与建筑节能有关的建筑

节能设计专篇、设计图纸、节能计算书等;立项节能审查批复意

见、施工图审查等相关建筑节能审查文件.运行节能评价提供的

材料一般包括:设计节能评价阶段的资料;完整的建筑节能工程

竣工验收报告;与建筑节能评价有关的如检测报告、专项分析报

告、实际运行数据、运营管理制度文件、运营维护资料等资料.
对于实际运行数据,以月为一个周期进行统计,提供不少于一年

的实际运行数据;运行数据包括用能分项数据和汇总数据;具有

能源监测平台的公共建筑,需提供能源监测报告数据.

３１４　本条对公共建筑节能评价机构的相关工作提出要求.公

共建筑节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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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依据有关管理制度文件确定),并在评价报

告中确定等级.对申请运行节能评价的建筑,评价机构还应组织

现场核查,进一步审核规划设计要求的落实情况以及建筑的实际

性能和运行效果.

３２　评价与等级划分

３２１　本条规定了公共建筑的设计节能评价和运行节能评价的

指标体系.设置的５类指标,基本覆盖了建筑全寿命期内各环

节.每类指标包括控制项、评分项.为鼓励建筑节能技术的提升

和创新、建造更低能耗的公共建筑,评价指标体系还统一设置加

分项.

３２２　控制项是节能评价的前提条件,全部满足本标准中控制

项要求的建筑,方可具备基本申请资格.根据条文的规定,控制

项的评价,评定结果为满足或不满足;评分项和加分项的评价,
依据评价条文的规定确定得分或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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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依据总得分来确定公共建筑的节能等级.考虑到各类指

标重要性方面的相对差异,计算总得分时引入了权重,各类指标

评分项得分经加权计算后方为该指标的分数.为了鼓励公共建筑

节能建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提升和创新,计算总得分时还计入了

加分项的附加得分.

３２４　对于具体的参评建筑而言,它们在规模、既有资源和条

件等方面存在差异,适用于各栋参评建筑的评分项可能不一样.
不适用的评分项条文可以不参评.这样,各参评建筑理论上可获

得的总分也可能不一样.为克服这种客观存在的情况为公共建筑

节能评价带来困难,计算各类指标评分项得分时,采用了 “折
算”的办法.“折算”的实质就是将参评建筑理论上可获得的总

分值当作１００分.折算后的得分反映了参评建筑实际采用的节能

措施占理论上可以采用的全部节能措施的比例.以计算 “规划与

建筑”的评分项得分 Q１ 为例:该章满分为１００分,若实际得分

为８０分,评分项没有不参评项,则评分项得分 Q１＝８０分;若

实际得分为８０分,且另有１０分的不参评分数,则评分项得分

Q１＝ 〔８０÷ (１００－１０)〕×１００＝８８８９分.

３２６　本条对不同类别公共建筑的各类指标在公共建筑节能评

价中的权重做出规定.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DB１１/６８７Ｇ２０１５根据公共建筑的使用功能、规模及能耗

特征,将公共建筑划分为甲、乙、丙三类,见本标准１０２的条

文说明.表３２６中给出了公共建筑的设计节能评价、运行节能

评价时的分项指标权重.运营管理指标不参与设计节能评价.各

指标权重,经专题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后综合调整确定.

３２７　本条规定了公共建筑节能等级及其对应的分数.进行公

共建筑节能评价时,应首先审查参评建筑是否满足本标准中全部

控制项的要求.规定了每类指标的最低得分要求,避免仅按总得

分确定等级引起参评的公共建筑可能存在某一方面节能性能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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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在满足全部控制项和每类指标最低得分的前提下,公共

建筑按总得分确定节能等级.公共建筑节能等级分为 A、AA、

AAA三个等级,目的是为了引导公共建筑节能性能的发展与提

高,鼓励建造更高节能性能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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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规划与建筑

４１　控制项

４１１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城市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

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作出规划许可”,建设项目应

符合北京市规划管理部门的审批要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政府规划部分批复文件;

运行评价查阅竣工验收单.

４１２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对于新建公共建筑,不应妨碍周边既有建筑或场地继续满足

有关日照标准的要求.
对于改扩建公共建筑分两种情况:周边建筑或场地在建筑改

造前满足日照标准的,应保证其在建筑改造后仍符合相关日照标

准的要求;周边建筑或场地在建筑改造前未满足日照标准的,在

建筑改造后不可再降低其原有的日照水平.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日照模拟

分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日照模拟分析报告,并现

场核实.

４１３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北京市属于寒冷地区,寒冷地区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是影响

公共建筑供暖空调负荷重要的因素之一,必须予以严格控制.而

建筑的体形系数、窗墙面积比、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参数、外窗

的气密性等指标是建筑节能的重要内容,是建筑围护结构节能必

须满足的基本要求,应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强制性条文的规定.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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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评分项

Ⅰ场地与建筑设计

４２１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场地遮荫、浅色饰面与屋顶绿化等措施可有效降低屋面、地

面的表面温度,降低城市热岛强度,降低夏季空调能耗.
硬质地面的遮荫包括乔木、构筑物、建筑阴影区.成年乔木

的遮荫半径可按照４m 计算,棕榈科乔木的遮荫半径可按照２m
计算.花架、遮阳棚等构筑物的遮荫面积按照其正投影面积计

算.建筑阴影区为夏至日８:００~１６:００时段在４h日照等时线

以内的区域.
屋顶可绿化面积是指除去设备、管路、小于３０m２ 的非绿化

楼梯间和设备间屋面以及出屋顶风道等部位之外的屋面面积,也

不包括轻质屋面、大于１５°的坡屋面和顶层房间有特殊防水工艺

要求的屋面面积.
屋顶放置花盆的方式不可视为屋顶绿化,地下车库的覆土上

绿化也不可算作屋顶绿化.与屋顶绿化相结合的步行小径、花

坛、棚架、花墙、水池和亭子等园林设施计入屋顶绿化面积之

内.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４２２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非高层建筑第２款直接得

分.
公共建筑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外门开启频繁.在冬季,外门的

频繁开启造成室外冷空气大量进入室内,导致供暖能耗增加和室

内热环境的恶化.设置门斗、前室或其它减少冷风渗透的措施可

以避免冷风直接进入室内,在节能的同时,提高建筑的热舒适

性.
高层公共建筑的外门空间与楼、电梯间的垂直通道不直接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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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是防止产生烟囱效应的措施.不直接连通一般是指楼、电梯间

在建筑入口的侧面 (９０°角)或与楼、电梯间正面之间有遮挡物.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４２３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展厅、影剧院、音乐厅、
体育馆、藏品库、精密仪器及安全数据机房等特殊功能的房间,
说明不可采用自然通风的原因,本条不参评;超高层建筑达到一

定高度,提供分析报告,说明不可采用自然通风的原因,第１款

不参评;未设采光顶的建筑中庭或人员密集高大空间的建筑第２
款直接得分.

自然通风可以充分利用北京市的气候条件,减少空调制冷能

耗.建筑可通过合理设计朝向,优化形体,增加外窗和透明幕墙

的可开启扇达到自然通风的目的.
对于第１款,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DB１１/６８７对甲、乙、丙三类公共建筑的每个单一立面透光

部位可开启窗扇的有效通风面积分别做了规定.高度在１００m 以

上的建筑,１００m 以上部分外窗开启受限时,１００m 以下部分应

满足本条第１款的规定,１００m 以上部分鼓励采取其他通风换气

措施.当超高层建筑达到一定高度,烟囱效应对建筑室内环境有

较大影响时,应提供分析报告,说明不可采用自然通风的原因,
第１款不参评.

对于第２款,建筑中庭、体育馆比赛大厅等人员密集的高大

空间等,应在高处设置方便开启 (电动)的高窗、可调节的进出

风口等自然通风措施.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４２４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展厅、影剧院、音乐厅、
体育馆、藏品库、精密仪器及安全数据机房等特殊功能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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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不可采用天然采光的原因,第１款不参评;无地下空间第２
款直接得分.

充分利用天然光对人工照明进行补充是有效的节能措施.当

天然采光不能满足照明要求或不可直接利用外窗采光的场所,利

用导光、反光装置等方式将天然光引入室内作为人工照明的补

充,可视为采用了天然采光.
第２款的天然采光面积,按照平均采光系数不低于１％的面

积计算.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４２５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建筑中未设置电梯,第１
款直接得分;未设置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步道,第２款直接得分

此条是对电梯等运行控制的节能要求,建筑应选用具有这些

功能的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步道.其中电梯设置群控功

能,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等候时间,减少电梯运行次数.轿箱内

一段时间无预置指令时,电梯自动转为节能方式主要是关闭部分

轿箱照明.高速电梯可考虑能量再生电梯.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并现场核实.

Ⅱ围护结构热工指标

４２６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指标对建筑冬季供暖和夏季空调的负荷

和能耗有很大的影响,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DB１１/６８７对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提出明确的要求.本条

对优于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

６８７规定的热工性能指标进行评分.
对于第１款,只评价建筑主要外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包括

外墙、外窗 (含透光幕墙)、屋面 (包括透光及非透光)和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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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空气的外挑楼板的平均传热系数和太阳得热系数,要求在现

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基础

上进一步提升.本条要求以围护结构的平均传热系数和透光围护

结构的太阳得热系数同时达到的提高幅度作为得分评判依据,即

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和得热系数同时提高５％方满足本条 “得１０
分”的得分条件,二者同时再每提高１％方满足本条 “再每提高

１％加２分”的得分条件.
本条第２款的判定较为复杂,需要经过模拟计算,即需根据

供暖空调全年计算负荷降低幅度分档评分,其中,参照建筑的设

定应该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１１/６８７的规定.计算仅考虑建筑本身,供暖空调系统类型及

设计运行状态按常规考虑即可.对于空调冷负荷,主要是指围护

结构冷负荷,不包括室内冷负荷、新风冷负荷等;对于空调/供

暖热负荷,主要是指围护结构传热耗热量,但不包括冷风渗透

等.参照建筑取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１１/６８７规定的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参数,设计建筑取实

际设计的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参数,然后比较两者的负荷差

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专项计算

分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专项计算分析报告,并现

场核实.

４２７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一般围护结构的透光部分和外门的保温隔热性能比非透光外

墙差很多,窗墙面积比越大,供暖和空调能耗也越大.因此,从

降低建筑能耗的角度出发,必须限制建筑窗墙面积比值.由于公

共建筑形式的多样化和建筑功能的需要,许多公共建筑设有中

庭,希望在建筑的内区有一个通透明亮、具有良好的微气候及人

工生态环境的公共空间.但从目前已经建成的工程来看,大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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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中庭的热环境不理想且能耗很大,主要原因是中庭透光材料的

热工性能与非透光屋顶相比较差,传热损失和太阳辐射得热过

大.因此对屋顶透光部分的面积予以限制.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４２８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没有入口大堂等高大空间

透光围护结构的建筑,本条直接得分.
当公共建筑的底层入口大堂等高大空间采用玻璃肋式的全玻

璃透光幕墙时,由于该种幕墙形式无法采用中空玻璃,传热系数

达不到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

６８７对围护结构透光部分的限值要求,导致这部分区域的夏季和

冬季室内热环境舒适性较差,且单位面积供暖空调能耗也较大.
为了保证围护结构的整体热工性能,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对全玻璃透光幕墙的面积和热工性能

提出控制要求,本条在节能设计标准要求的基础上,鼓励不采用

玻璃肋式全透光玻璃幕墙或减少其面积.
当建筑入口大堂等高大空间采用玻璃幕墙时,其热工性能

(传热系数和太阳得热系数)达到节能设计标准规定性指标要求

时,本条可得满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４２９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建筑围护结构局部部位 (冷热桥)的冷热损失在建筑围护结

构的冷热负荷构成中占据了很大比例,在进行节能设计时需要重

视局部部位的节能处理.
外围护结构中的热桥部位包括结构框架梁、柱、楼板,填充

墙的构造柱、水平配筋带、门窗过梁等;外保温时外墙的出挑构

件、附墙部件,屋顶突出物、女儿墙等.这些热桥部位应进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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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处理,女儿墙、出挑及突出构件应包覆,为保证保温质量,要

求热桥部位的热阻与主断面热阻的比值不小于０６０;如果采用

外保温或自保温,框架梁柱等热桥部位 (包括保温材料)的热阻

与主断面 (包括填充的墙体材料和保温材料或自保温材料)的热

阻的比值应不小于０６０;出挑构件与主体部分采用同种保温材

料时,保温厚度应不小于主体部分的６０％;考虑到窗口部位不

可能包覆较厚的保温材料,对热阻不做规定,但应做好保温和密

封处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４２１０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没有外窗的建筑第１款直

接得分;没有透光玻璃幕墙的建筑第２款直接得分.
为了使建筑节能水平进一步提高,应对建筑外窗和玻璃幕墙

的气密性能提出严格规定.本条依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门窗

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７１０６和 «建
筑幕墙»GB/T２１０８６.若本标准实施期间,这两项标准被修订

并实施,则按照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１１/６８７ (包括修改单)中外窗和幕墙气密性能的有关规定执

行.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检测报告,并现场核实.

４２１１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若利用建筑群体之间的相

互遮挡并经过分析达到建筑遮阳效果,本条可不参评.
一般而言,公共建筑设计立面时,建筑应与外遮阳措施较好

的融合.随着建筑立面通透面积的不断增大,在夏季,太阳辐射

是导致公共建筑室内环境过热和空调能耗的主要原因.甚至在冬

季,个别朝向房间也有可能出现过热现象.因此,加强节能建筑

的遮阳措施,显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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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遮阳与建筑立面、门窗洞口构造一体化设计指结合建筑

外窗和透光幕墙的装饰和构造设计,根据朝向合理设置水平、垂

直、挡板或百叶等遮挡太阳辐射的构件.
活动式外遮阳能够兼顾建筑冬夏两季对阳光的不同需求,展

开或关闭后可以有效地遮挡进入外窗 (透明幕墙)的太阳辐射,
从而降低能耗和提高室内热环境的舒适性.而外遮阳系统的维护

与管理也将影响节能效果,所以还要考虑到建筑遮阳应与建筑立

面、门窗洞口构造的一体化设计,以方便维护与管理.
总透光面积不包括北向透光围护结构的面积.中空外窗和双

层玻璃幕墙中安装的活动百叶可以视为活动外遮阳.
建筑遮阳可通过场地规划、利用建筑群体进行建筑体之间的

相互遮阳,其遮阳效果可通过日照分析进行测算,夏至日８:００
~１６:００时段在４h日照等时线以内的区域可不计入第２款的总

透光面积.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书,并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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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暖通空调

５１　控制项

５１１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

中,暖通空调节能设计涉及不允许直接电供暖、冷热源设备的能

效、全空气系统的变新风比、排风热回收、冬季内区利用自然冷

源供冷、冷热量计量、室温自控和空调系统的权衡判断等方面的

强制性条文内容,对降低暖通空调系统的能耗至关重要.因此,
必须严格执行.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 (含设计说

明、施工图和计算书);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

式检验报告,并现场核实.

５１２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没有此项内容的可视为达

标.
蒸汽能量品位比热水要高得多,采用燃气或燃油锅炉将水由

低温状态加热至蒸汽,再通过热交换转化为生活热水是能量的高

质低用;蒸汽锅炉的排污热损失和散热损失等都高于热水锅炉;
蒸汽凝结水的回收和余热利用系统复杂;所以强调尽量以水为锅

炉的供热介质.
但当蒸汽热负荷比例大,而总热负荷又不很大时,分设蒸汽

供热与热水供热系统,往往系统复杂,投资偏高,锅炉选型困

难,且节能效果有限,所以此时统一供热介质,技术经济上往往

更合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书,并现场核实.

５１３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没有此项内容的可视为达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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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
－２０１５第４２１４条规定,水冷式制冷机组冷源系统综合制冷性

能系数SCOP值不应低于表２规定的限值.
表２　水冷式制冷机组冷源系统综合制冷性能系数限值

类型
名义制冷量

(kW)

冷源系统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

定频单工况机组 变频机组 双工况机组

冷水 (热泵)
机组

涡旋式

螺杆式

离心式

＜５２８ ３５０

＜５２８ ４１０ ３９０

５２８~１１６３ ４４０ ４２０

＞１１６３ ４６０ ４４０

＜１１６３ ４５０ ４２０ ４１０

１１６３~２１１０ ４７０ ４４０ ４３０

＞２１１０ ４８０ ４５０ ４４０

单 元 式、 风 管

送 风 式、 屋 顶

式空调机组

不接风管

接风管

７１~１４ ３００

＞１４ ２９０

７１~１４ ２８０

＞１４ ２７０

直燃机组 ——— １１５

水冷式制冷机组冷源系统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是综合

考虑冷源侧的制冷机组、冷却水泵、冷却塔的电能消耗的性能系

数.制定本条的目的是不仅要选择性能系数高的制冷机组,设计

中还应通过合理确定冷却塔位置和进行冷却水管道设计,以减少

冷却水输送系统和冷却塔的能耗.
水源热泵 (地下水式、地埋管式和地表水式)机组,冷却水

进出口水温均比常规冷却塔系统的名义工况 (冷却水３０/３５℃)
低;冷源侧的水泵用电量还包括从地下或地表取水及回灌等的水

泵电耗,其数值一般比采用冷却塔的系统要高,包含水泵能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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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综合性能系数限值不易确定且与常规系统采用同样的数值也

不合理.因此,对水源热泵机组的SCOP值暂不作规定.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机组第１部

分:工业或 商 业 用 及 类 似 用 途 的 冷 水 (热 泵)机 组»GB/T
１８４３０１－２００７的规定,风冷式机组的 COP计算中消耗的总电

功率,应包括放热侧冷却风机的电功率,因此风冷机组的SCOP
值即为其名义工况下的COP值,不再另作规定.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计算书,并现场核

实.

５１４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５０７３６－２０１２中给出了公共建筑室内的温度、湿度和最小新

风量的设计参数范围,在确保室内舒适环境的前提下,选取合理

设计参数,达到节能的效果.参数选择允许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

行适当调整,若超出标准规定范围,必须在设计计算书中说明正

当理由,不能简单地以甲方要求作为参数调整的理由.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典型房间室内温湿度检测报告、新风机组风量

检测报告,并现场核实.

５１５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对于有工艺要求的空调系

统,利用冷凝热再热和二次回风再热的情况,本条不参评.
对空气进行 “冷却＋再热”的处理方式,必然存在明显的冷

热抵消和能源浪费的情况,在设计中应该予以避免,对于大部分

公共建筑的空调系统均遵循这一原则.但对于有一定工艺要求的

建筑 (例如博物馆的库房等),为了确保空气参数要求而采用对

空气进行冷却制冷后再热的处理方式,所以这类建筑不在本条的

适用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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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并现场核实.

５２　评分项

Ⅰ设备与系统

５２１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对于仅采用市政冷热源的

建筑,本条直接得分;除此之外,建筑中所有冷热源机组能效的

提高或降低幅度,需全部满足本条要求方可得分;无空调的建筑

直接得分.
本条以现行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５０３７８－

２０１４中第５２４条对供暖空调冷热源机组能源效率要求为依据

进行设置,对供暖空调冷热源机组能源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现

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分别对

锅炉额定热效率、电机驱动压缩机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
机组的性能系数 (COP)、名义制冷量大于７１００W、采用电机驱

动压缩机的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气调节机

组的能效比 (EER)、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的制冷综合性能

系数 (IPLV (C))、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的性

能参数、房间空调器的能效等级提出了基本要求,其中对电机驱

动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机组、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

机组、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等的性能系数要求比最新修编的

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５０１８９严格.因此,
为使本条要求与现行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５０３７８保持一致水平,经过折算得到本条文中表５２１的结果.

对于房间空调器,达到现行国家标准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

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１２０２１３、«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

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２１４５５规定的节能评价值.
另外,如果空调系统按照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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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要求进行了权衡判断,采用了提高冷

水机组能效的措施进行补强,则应以补强后提高的冷水机组能效

为基准再提高相应的百分比或百分点.
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

－２０１５中冷、热源机组的能效限值见表３~表６.
表３　锅炉名义工况下热效率的限定值 (％)

锅炉类型

及燃料种类

锅炉名义蒸发量 D (t/h)/名义热功率 Q (MW)

D＜１/
Q＜０７

１≤D≤２/
０７≤Q≤１４

２＜D＜６/
１４＜Q＜４２

６≤D≤８/
４２≤Q≤４６

８＜D≤２０/
５６＜Q≤１４

D＞２０/
Q＞１４

层状燃烧锅炉

抛煤机链条炉

排锅炉

流化床

燃烧锅炉

燃油燃气锅炉

Ⅲ类

烟煤

重油

清油

燃气

７５ ７８ ８０ ８１ ８２

——— ——— ——— ８２ ８３

——— ——— ——— ８４

８６ ８８

８８ ９０

８８ ９０

表４　冷水 (热泵)机组制冷性能系数限值

类型 名义制冷量 (kW) 制冷性能系数COP (W/W)

水冷

涡旋式

螺杆式

离心式

＜５２８ ４１０

＜５２８ ４９０

５２８~１１６３ ５３０

＞１１６３ ５６０

＜１１６３ ５４０

１１６３~２１１０ ５７０

＞２１１０ ５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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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类型 名义制冷量 (kW) 制冷性能系数COP (W/W)

风冷或蒸发冷却

涡旋式

螺杆式

≤５０ ２６０

＞５０ ２８０

≤５０ ２８０

＞５０ ３００

表５　单元式空调机、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调机组制冷能效比限值

类型 名义制冷量 (kW) 制冷能效比EER (W/W)

风冷式

水冷式

不接风管

接风管

不接风管

接风管

７１~１４ ２７５

＞１４ ２７０

７１~１４ ２５５

＞１４ ２５０

７１~１４ ３５０

＞１４ ３３５

７１~１４ ３２０

＞１４ ３１０

表６　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制冷综合性能系数限值

名义制冷量CC (kW) 制冷综合性能系数IPLV (C)(W/W)

CC≤２８ ４００

２８＜ CC≤８４ ３９５

CC＞８４ ３８０

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名义工况下制冷性能

系数不应低于１３０ (W/W),名义工况下供热性能系数不应低

于０９０ (W/W).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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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并现场核实.

５２２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对于冰蓄冷乙二醇工质循

环系统的耗电输冷比,本条不参评.
供暖供热系统热水循环水泵的耗电输热比 EHR－h和空调

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 (热)比EC (H)R－a分别反

应了供暖系统和空调水系统中循环水泵的耗电功率与建筑冷/热

负荷的关系,对此值进行限制是为了保证水泵的选择在合理的范

围,以降低水泵能耗.通过对水系统进行精细设计,不任意增加

水系统的阻力元件,可达到本条的要求.
另外,如果空调系统按照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要求进行了权衡判断,采用了提高循

环水泵耗电输热比的措施进行补强,则应在补强后提高的基准上

再提高相应的百分比.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书;

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计算书,并

现场核实.

５２３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暖通空调系统的水力平衡,是系统正常运行的基本措施和条

件.首先,要求对暖通空调进行水力平衡计算;当设计工况并联

环路之间压力损失的相对差额计算值超过１５％时,还应采取水

力平衡措施.水系统的平衡措施除调整管路布置和管径外,还包

括根据工程标准、系统特性在适当位置正确设置并正确选用可测

量数据的水力平衡阀、自力式压差控制阀、自力式流量控制阀、
具有流量平衡功能的电动阀等装置.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书;
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计算书,并

现场核实.

５２４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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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风系统的单位风量耗功率 Ws的主要目的,是限制系统

设计工况下的阻力以减少风机全压值,另外还鼓励采用效率高的

风机.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

６８７－２０１５规定了计算方法.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书;

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计算书,并

现场核实.

５２５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Ｇ

２０１５对水系统和风系统的变流量进行了规定:

１　集中空调、供暖冷热水系统在下列情况应采用变速运行

的水泵:
(１)冷水机组变流量运行的一级泵系统,其空调冷水循环

泵;
(２)空调冷水二级泵或多级泵系统,其二级泵等负荷侧各级

循环泵;
(３)燃气锅炉直接供热水采用二级泵系统时,输配系统为变

流量运行的二级循环泵;
(４)通过设置换热器间接供冷或供热的空调水系统,二次侧

循环水泵;
(５)通过设置换热器间接供热的供暖系统,输配系统为变流

量运行时的二次侧循环水泵.

２　输配系统为定流量运行的散热器供暖系统,宜能够分阶

段改变系统流量,可采取以下措施:
(１)设置双速或变速泵;
(２)设置两台或多台水泵并联运行.

３　全空气空调系统的风机应按下列规定设置:
(１)变风量空调系统空气处理机组的风机,应采用变速风

６５

DB１１/T１１９８Ｇ２０１５



机;
(２)人员密集场所的定风量系统,单台空气处理机组风量大

于１００００m３/h时,应能改变系统送风量,宜采用双速或变速风

机;
(３)空调系统对应的排风机,应能适用新风量的变化.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并现场核实.

５２６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如果没有高大空间,本条

直接得分.
局部性供暖或空调较全室性供暖或空调有较明显的节能效

果.对于高大空间,当使用要求允许仅在下部区域进行空调时,
可采用分层式送风或下部送风的气流组织方式,以达到节省运行

能耗和减少初投资的目的.对于冬季供暖,则采用辐射供暖方式

更为节能.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并现场核实.

５２７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多数空调系统都是按照最不利情况 (满负荷)进行系统设计

和设备选型的,而建筑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是处于部分负荷状况

的,或者同一时间仅有一部分空间处于使用状态.针对部分负

荷、部分空间使用条件的情况,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以节约能

源,显得至关重要.系统设计中应考虑合理的系统分区、水泵变

频、变风量、变水量等节能措施,保证在建筑物处于部分冷热负

荷时和仅部分建筑使用时,能根据实际需要提供恰当的能源供

给,同时不降低能源转换效率,并能够指导系统在实际运行中实

现节能高效运行.
本条第１款主要针对系统划分及其末端控制,空调方式采用

分体空调以及多联机的,可认定为满足 (但前提是其供暖系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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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本款要求,或没有供暖系统).本条第２款主要针对系统冷

热源,如热源为市政热源可不予考察 (但小区锅炉房等仍应考

察).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运行记录,并现场核实.

５２８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不采用土建风道的公共建

筑,本条直接得分.
在一些空调工程中,采用了用砖、混凝土、石膏板等材料构

成土建风道.由于漏风严重和蓄热量大,能量浪费严重、难以进

行系统调试、影响空调效果,因此应该尽可能避免.
但是,当确实受条件限制,例如采用下送风方式时,需要使

用一些局部的土建式封闭空腔作为送风静压箱.对这类土建风道

或送风静压箱提出防止漏风和绝热要求.为防止漏风可采用现浇

混凝土风道,采用砖风道时宜内衬钢板.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Ⅱ监控和计量

５２９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为了节省运行中的能耗,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应配置必要的

监测与控制.本条规定是从最简单的对主要设备 (冷机、水泵、
空调机组、冷却塔等)的监测、报警、记录开始,到可以远程控

制启停到最终可控.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运行记录,并现场核

实.

５２１０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对于以散发热量或有害气体为主的通风房间或区域,以房间

温度或有害气体浓度 (例如二氧化碳)作为控制目标,或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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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时段自动启停通风系统进行通风控制,既保证了房间的卫生

条件,又能够起到很好的节能效果,值得提倡.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书;

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计算书,并

现场核实.

５２１１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量化管理是节约能源的重要手段,可以检验冷热源系统的运

行效率.对建筑内部归属不同使用单位的各部分进行冷量和热量

的分别计量,利于统计能源利用情况,也有助于提高用户的节能

意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计量记录,并现场核实.

Ⅲ能源利用

５２１２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具有 “节能减排”的综合效益.采用可

再生能源的目的是减少常规能源的使用,在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同

时也要消耗常规能源,如果不能减少常规能源的使用就得不偿失

了.采用可再生能源系统应进行全年动态负荷和能耗模拟,分析

其与常规系统相比能耗与技术经济性.
采用这些方式时,需要设置辅助冷源或热源设备,因此提出

了百分比的要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分析

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计算

分析报告、运行记录,并现场核实.

５２１３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本条第１款规定了排风热回收的比例,相比现行北京市地方

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２０１５的要求严格.
第２款,冷水机组的冷凝热可以在有生活热水需求的建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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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或冬季为外区供热,否则要回收冷水机组的冷凝热,势必要

提高冷凝温度,这对冷水机组的能效是不利的.
第３款,供热锅炉采用烟气余热回收装置值得提倡,不仅节

能,且延长锅炉的使用寿命.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运行记录,并现场核

实.

５２１４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有恒温恒湿或洁净要求等

工艺性空调系统不参评.
在过渡季,空调系统采用增大新风比尤其是全新风运行,可

以有效地改善空调区内空气的品质,大量节省冷却空气所消耗的

能量,应该大力推广应用.全空气定风量空调系统具有设备集

中、便于维修和管理等优点,也易于改变新、回风比例,可实现

全新风运行从而获得较大的节能效益.本条针对舒适性全空气空

调系统的节能潜力做出了规定 (不包括有恒温恒湿或洁净要求等

工艺性空调系统),对定风量系统和变风量系统均适用.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运行记录,并现场核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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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给水排水

６１　控制项

６１１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根据城市供水规模不同,一般市政给水管网压力在０２MPa

~０４MPa,仅能满足多层建筑供水.对于高层建筑,城市管网

水压难以完全满足其供水要求.在某些工程设计中,常将管网进

水直接引人储水池中,白白损失掉了可用水头,尤其是当储水池

位于地下层时,反而把市政压力全部转化成 “负压”,造成极大

的能源浪费.特别是高层建筑的低楼层常常是用水量较大的公共

服务或商业设施,如:公共浴室、洗衣房、餐厅等,该部分用水

量占建筑物总用水量相当大的比例.因此,高层建筑应根据项目

所在区域的市政管网供水水压,确定经济可行的给水方案,进行

合理分区供水,一般３层以下楼层由市政管网直接供水,３层及

以上可采用加压供水方式.这样,就充分利用了市政管网的给水

压力,减少用于提升自来水的电能消耗,达到了节能的效果.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６１２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未设置集中热水供应系统

的建筑本条不参评.
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应采用机械循环方式,保证干管和立

管中的热水循环.大多数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存在严重的浪费现

象,主要体现在开启热水装置后,不能及时获得满足使用温度的

热水,而是要放掉部分冷水之后才能正常使用.这部分冷水未产

生应有的使用效益,称之为 “无效用水”,这种水流的浪费现象

是设计、施工、管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因此,对于卫生器具

出口水温有严格要求或需随时取得合适温度的建筑,应采取保证

支管热水温度的措施,减小乃至消除无效用水.现行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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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５０５５５－２０１０第４２４条规定 “全
日集中供应热水的循环系统,应保证配水点出水温度不低于

４５℃的时间,对于住宅不得大于１５s,医院和旅馆等公共建筑不

得大于１０s”.
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应做好保温,以减少管道和设备的热

损失.其热损失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

GB/T４２７２及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GB５０２６４
中有关最大允许热损失量的要求确定,生活热水管的保温设计应

从节能角度出发减少散热损失,并有效防止烫伤.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６１３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本着 “节流为先”的原则,用水器具应选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２００１年第５号公告和２００３年第１２号公告

«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节水设备 (产品)»目录中公布的设备、
器材和器具.根据用水场合的不同,合理选用节水水龙头、节水

便器、节水淋浴装置等.所有用水器具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 «节
水型产品通用技术条件»GB/T１８８７０及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

具»CJ/T１６４的要求.
对土建装修一体化设计的项目,在施工图设计中应对节水器

具的选用做出要求;对非一体化设计的项目,申报方应提供确保

业主采用节水器具的措施、方案或约定.
可选用以下节水器具:

１水嘴:陶瓷片密封水嘴、延时自闭水嘴、非接触式水嘴

等;

２坐便器:压力流防臭、压力流冲击式直排型便器、两挡

节水型虹吸式排水坐便器、感应式节水型坐便器等;

３淋浴器:水温调节器、节水型淋浴喷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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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公共浴室淋浴器采用恒温混合阀、脚踏开关等.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产品说明

书等;运行评价查阅设计说明、相关竣工图、产品说明书或产品

节水性能检测报告等,并现场核实.

６１４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DB１１/６８５－２０１３于２０１４年２月实施,规范中对建设场地雨水

的控制与利用有明确的要求,宜优先采用雨水入渗、滞蓄系统,
具有大型屋面的建筑宜设收集回用系统,回用用途应遵循 “低质

低用、就近回用、处理简单”的原则.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等,并现场核实.

６２　评分项

Ⅰ给水排水系统

６２１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直接利用市政管网压力供

水的项目,本条直接得分.
应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和当地市政部门的规定,采用节能的

加压供水方式,如:管网叠压供水、常速泵组 (管网叠压)＋高

位水箱等.采用直接从城镇给水管网吸水的叠压供水系统时,应

征得当地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及供水部门批准认可.当采用变频调

速泵组时,应根据用水量和用水均匀性等因素合理选择搭配水泵

及调节设施,并按供水需求自动控制水泵启动的台数.变频调速

泵组由２台以上水泵组成比较合理,可以根据建筑用水量和用水

均匀性合理选择大、小泵搭配,泵组宜配置气压罐,供小流量用

水,可以避免水泵频繁启动,以降低能耗.
工程设计中常规二次供水均采用水池、加压泵、高位水箱及

管网方式供水,该供水方式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及浪费能源.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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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亦需要设置调节水池,仍存在二次污染的问题.而在市政供

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即市政供水管网余压可利用,该管网压力

波动不大,建筑物供水允许特殊情况下偶然停水,对周边建筑供

水不影响等条件下,采用环保、卫生、节能型的管网叠压供水设

备是二次供水方式的首选.采用该设备可减少泵站用地,设备带

有稳压平衡及负压抑制装置时,其供水安全性更高,供水设备中

配设性能良好的加压泵,其节电效果很明显.工程设计前,应与

相关部门探讨采用该设备的可行性,征得同意后,在设计时根据

市政供水管网处的具体情况,合理选用叠压供水设备.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并现场核实.

６２２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未采用加压供水设备的建

筑本条不参评.
建筑给排水主要用能设备为水泵,因此,是否合理选择水泵

决定了建筑给排水节能效果的好坏.水泵选择主要有如下几个方

面:

１选用高效率的水泵.目前,水泵品种繁多,其效率有高

有低.一般而言,要尽可能使选用的水泵工况在高效段运行.另

外,大泵的效率通常比小泵的效率要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

尽可能选用大泵.

２注意水泵的大小搭配.因为一般离心泵运行的高效区流

量范围为 (１~０５)Q,而建筑内每日每时用水量是不断变化

的,用水量不均匀.因此,设计时应注意选配几种大、小泵 (一
般不超过３种),以适应用水量的变化.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清水离心

泵能效值计算书;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产品说

明书,并现场核实.

６２３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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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系统的水压,既要满足卫生器具所需要的最低工作压

力,同时还有兼顾系统和给水配件可承受的最大水压和使用时的

节水节能要求.
为避免因水压过高引起的用水浪费,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

水排水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５－２００３ (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３５条规

定 “静水压大于０３５MPa的入户管 (或配水横管),宜设减压或

调压设施”.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５０５５５
－２０１０第４１３条规定 “分区内低层部分应设减压设施保证各

用水点处供水压力不大于０２MPa”.
分区供水时,如果设计分区不合理,各分区中楼层偏低的用

水器具就会承受大于其流出水头的静水压力,导致其出流量大于

用水器具本身的额定流量,即出现 “超压出流”现象, “超压出

流”造成无效出流,也造成了水的浪费.给水系统采取有效的减

压限流措施,能有效控制超压出流造成的浪费.建筑用水点处的

压力宜控制在不超过０２MPa.
目前应用较多的减压装置为减压阀.减压阀同时具备减静压

和减动压的功能,具有较好的减压效果,可使出流量大为降低.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 (含各层用

水点用水压力计算表);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
产品说明书,并现场核实.

６２４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未设置集中生活热水系统

或不具备余热利用条件的项目可不参评.
根据项目的具体条件,优先利用工业余热或空调冷凝热作为

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或补充热源,达到节约能源的目

的.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６２５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未设置集中生活热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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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可不参评.
“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生活用热水”包括由太阳能热水系统、

地源热泵系统 (地源热泵包括土壤源热泵、地下水源热泵、地表

水源热泵、污水源热泵等技术)等提供的生活用热水.
北京市目前的能源结构主要以燃气和电力为主,且电的来源

主要也是火力发电,所以北京市的主要能源结构是化石能源,而

化石能源总有用尽的时候,并且不可再生.太阳能、地热能等是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因此,利用好可再生能源,
对于缓解用能紧张的现状是大有作用的.北京市于２０１２年１月

３０日出台了 «北京市太阳能热水系统城镇建筑应用管理办法»,
要求 “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城镇居住建筑,宾馆、酒店、学校、
医院、浴池、游泳馆等有生活热水需求并满足安装条件的新建城

镇公共建筑,应当配备生活热水系统,并应优先采用工业余热、
废热作为生活热水热源.不具备采用工业余热、废热的,应当安

装太阳能热水系统,并实行与建筑主体同步规划设计、同步施工

安装、同步验收交用”.当太阳能作为生活用热水热源时,优先

使用太阳能,且太阳能保证率不低于５０％.当太阳能系统起预

热水作用时,应以折算出的达到设定温度的热水量作为评价依

据.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分析

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分析报告,并现场核实.

６２６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未设置集中生活热水系统

的建筑可不参评.
大多数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存在 “无效冷水”的浪费现象.理

论上,因支管循环方式不产生无效冷水,所以是最佳的选择,但

在工程设计中要真正实现支管循环,存在计量问题和循环管的连

接问题.医院、旅馆等公共建筑,一般热水立管靠近卫生间或立

管设在卫生间内,配水支管短,因此,允许放冷水时间为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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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s,即配水支管长度７m 左右.因此,为减小乃至消除无效用

水,本条规定了两种技术途径,满足其中之一即可得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６２７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某些工程将一部分地面以上的污废水先排入地下污水泵房,

再用污水提升泵排入室外管网,这种做法既浪费能源又不安全.
本条为避免公共建筑出现上述情况而提出.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II用水设备、器具与计量

６２８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当评价项目范围内无公共

浴室等公共用水场所时,本条不参评.
通过 “用者付费”,鼓励行为节水.本条中 “公用浴室”既

包括学校、医院、体育场馆等建筑设置的公用浴室,也包含办公

楼、旅馆、商场等为物业管理人员、餐饮服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

员设置的公用浴室.各款规定的公用浴室内的用水设备应全部采

用节水措施,方可得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 (含相关节

水产品的设备材料表);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

(含相关节水产品的设备材料表)、产品说明书或产品检测报告,
并现场核实.

６２９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未设置空调设备或系统的

建筑本条不参评.
公共建筑集中空调系统的冷却水补水量占据建筑物用水量的

３０％~５０％,减少冷却水系统不必要的耗水对整个建筑物的节水

意义重大.

１风机是冷却塔中的耗能设备,冷却塔采用变频风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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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器根据冷却水出水温度或环境温度监测控制信号的输出,实现

变频器调节频率的变化,控制风机转速,达到运行节能的目的.

２冷却水出水温度是冷却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主要受冷

却水进水温度、室外湿球温度、冷却塔水流量及冷却塔风量的影

响.空调机组的负荷是随时间变化的,同时冷却塔的性能也受外

界空气条件与制冷机组冷却负荷等因素的影响.在运行过程中,
监测与调节冷却塔出水温度,可有效降低制冷机组与冷却塔风机

总耗电量.

３本款所指的 “无蒸发耗水量的冷却技术”包括采用分体

空调、风冷式冷水机组、风冷式多联机、地源热泵等.风冷空调

系统的冷凝排热以显热方式排到大气,并不直接耗费水资源,采

用风冷方式替代水冷方式可以节省水资源消耗.但由于风冷方式

制冷机组的COP通常较水冷方式的制冷机组低,所以需要综合

评价水资源和电力资源情况,有条件时宜优先考虑风冷方式排出

空调冷凝热.建筑舒适性空调应全部采用无蒸发耗水量的冷却技

术,本款方能得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产品说明

书;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产品说明,并现场核

实.

６２１０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按使用用途、付费或管理单元情况,对不同用户的用水分别

设置用水计量装置,统计用水量,并据此施行计量收费,以实现

“用者付费”,达到鼓励行为节水的目的,同时还可统计各种用途

的用水量和分析渗漏水量,达到持续改进的目的.各管理单元通

常是分别付费,或即使是不分别付费,也可以根据用水计量情

况,对不同管理单元进行节水绩效考核,促进行为节水.
生活给水水表包括冷水表、热水表、中水 (再生水)表、直

饮水水表等.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 建 筑 节 水 设 计 标 准»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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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５５５－２０１０中６１９条规定,公共建筑的给水、热水、中水以

及直饮水等给水管道应在下列位置设置水表计量:

１　公共建筑应根据不同使用性质及计费标准分类分别设计

计量水表;

２　单体建筑引入管;

３　加压分区供水的贮水池或水箱前的补水管;

４　采用高位水箱供水系统的水箱出水管上;

５　冷却塔、游泳池、水景、公共建筑中的厨房、洗衣房、
游乐设施、公共浴池、中水补水等的补水管上;

６　机动车清洗用水管上;

７　采用地下水水源热泵为热源时的抽、回灌管道上;

８　满足水量平衡测试及合理用水分析要求的管段.
此外,设计及施工还应满足相关管理部门的规定.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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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电 气

７１　控制项

７１１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５００３４根据视觉需

求等规定了相应场所的照明数量和照明质量的评价指标,在节能

评价时首先应该考核照明数量和照明质量是否满足标准要求.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５００３４中将一般照明的照

明功率密度 (LPD)作为照明节能的评价指标,其现行值指标在

标准中列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评价照明功率密度值

(LPD)时,取各个房间或场所中最不利的进行评价.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书;

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书,并现场核实.

７１２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正式发布的电气产品能效标准已有１２

项,如表７所示.为推进电气节能,设计中应选用符合这些标准

节能评价值或能效等级２级的产品.
表７　我国已制定的电气产品能效标准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１ GB１７８９６ 管形荧光灯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２ GB１９０４３ 普通照明用双端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３ GB１９０４４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４ GB１９４１５ 单端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５ GB１９５７３ 高压钠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６ GB１９５７４ 高压钠灯用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７ GB２００５３ 金属卤化物灯用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８ GB２００５４ 金属卤化物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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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９ GB２００５２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１０ GB２０９４３
单路输出式交流—直流和交流—交流外部电源能效限定值及节

能评价值

１１ GB１８６１３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１２ GB２１５１８ 交流接触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并现场核实.

７１３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荧光高压汞灯和白炽灯光效低,不利于节能,属于需要淘汰

的产品,不应在室内外照明中使用,同时国家出台了淘汰白炽灯

路线图:
第一阶段: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９月３０日为过渡期.
第二阶段: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日起,禁止进口和销售１００瓦及

以上普通照明白炽灯.
第三阶段: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日起,禁止进口和销售６０瓦及

以上普通照明白炽灯.
第四阶段: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９月３０日为中期评

估期,对前期政策进行评估,调整后续政策.
第五阶段: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日起,禁止进口和销售１５瓦及

以上普通照明白炽灯,或视中期评估结果进行调整.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７１４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提高功率因数能够减少无功电流值,从而降低线路损耗.该

条是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５００３４中规定的最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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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对供电系统功率因数有更高要求时,宜在配电系统中设置集

中补偿装置进行补充.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书;

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计算书,并

现场核实.

７１５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５００３４规定了荧光

灯、高强气体放电灯、发光二极管灯具的最低效率或能效以利于

节能.在满足眩光限制和配光要求条件下,应选用效率或效能高

的灯具.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并现场核实.

７１６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按租户或单位设置电能表,有利于节能管理,是节能管理的

最基本要求.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１１/６８７规定,在设计时针对具体项目情况设置适宜的分项计

量系统.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７１７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无夜景照明的建筑本条不

参评.
住建部发布了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十二五”城市绿色

照明规划纲要»等有关城市照明的文件,对夜景照明的规划、设

计、运行和管理提出了严格要求.其中,对夜景照明实行统一管

理,采取照明分级,限制开关灯时间等措施对于节能有着显著的

效果,也符合住建部相关文件和标准规范的要求.北京市地方标

准也明确提出此要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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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７２　评分项

Ⅰ配电系统

７２１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变配电所位于负荷中心,是为了降低线路损耗,从而达到节

能的目的.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１１/６８７中对靠近负荷中心或大功率用电设备的设置方法有详

细解释.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７２２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现行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１６中有相关

规定.现行国家标准 «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GB/T１３４６２中,
关于配电变压器经济运行区有明确计算方法.现行北京市地方标

准 «电力变压器节能监测标准»DB１１/１４０中要求变压器的日均

负载率β≥３０％.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运行记录,并现场核

实.

７２３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正式发布的电气产品能效标准已有４

项,见本标准第７１２条的条文说明.为推进电气节能,设计中

应选用符合这些标准能效等级１级的产品.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并现场核实.

７２４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谐波是电力系统中的一种污染源,会造成一系列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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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严加控制.当建筑 供 电 系 统 已 满 足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GB/T１４５４９标准规定时,直接得

分;当不满足标准要求,但通过增加谐波控制装置并满足标

准要求时,也可得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书;

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书,并现场核实.

７２５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电开水器等电热设备用电量较大,下班时,人员较少,应全

部加装控制系统或装置,避免重复加热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Ⅱ照明系统

７２６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正式发布的照明产品能效标准已有８

项,见本标准第７１２条的条文说明.为推进照明节能,设计中

应选用符合这些标准能效等级１级的产品.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并现场核实.

７２７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５００３４中将一般照

明的照明功率密度 (LPD)作为照明节能的评价指标,其中给出

了目标值.目标值则是预测到几年后随着照明科学技术的进步、
光源灯具等照明产品性能水平的提高,从而照明能耗会有一定程

度的下降而制定的.设计可以通过采用一定措施使得实际的照明

功率密度值低于标准规定的目标值,更加节能.本条评分鼓励照

明节能水平不断提高.评价照明功率密度值 (LPD)时,取主要

功能房间或场所中最不利的进行评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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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书,并现场核实.

７２８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半导体照明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具有启动快、寿命长、节能

等优点.相对于传统照明,其另外一大特点是其易于调节和易于

控制,可进一步提高节能效果,配备自动降低照度的措施更加有

利于节能.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７２９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分区、分组控制可以根据使用需求进行照明控制,达到降低

能耗的目的.天然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合理利用可显

著降低照明能耗.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７２１０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可再生能源是非常清洁的能源,目前,利用可再生能源解决

部分或全部的建筑照明用电在技术经济性上已具备可行性.可再

生能源提供的容量比例Re 为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与照明设备安

装容量之比,按照表７２１０相应的比例得分.计算表７２１０中

的Re 时,照明设备安装容量取参评建筑所有照明设备未计入需

要系数的功率之和,包括正常照明、应急照明、值班照明、警卫

照明、室外照明等,装饰性灯具全功率计入;可再生能源装机容

量取参评建筑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的总发电功率.例如:某个项

目有多栋楼,合计的照明设备安装容量是１２００kW,光伏发电系

统总发电功率是５０kW,Re＝５０/１２００＝００４２,Re≥４０％,本

条评价按照表７２１０可以得５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分析

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分析报告、主要产品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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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报告,并现场核实.

Ⅲ智能化系统

７２１１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建筑设备监控 (BA)系统是建筑设备节能运行的必要条件,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照明、空调、给水等设

备的运行模式,既可保证人员的舒适度又避免浪费.电能监测是

获得运行参数、实施能耗定额控制的必要条件.当公共建筑采用

了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并且同时实现了按建筑功能分区域、分项

进行电能监测,才能有效实施节能运行策略完成节能目标,实现

能耗定额控制.分区域是指公共建筑各使用单位、商店各租户、
酒店各独立核算单位、公共建筑各楼层等.分项是指照明插座、
空调、电力、特殊用电等.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７２１２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通过智能化技术可有效提升建筑综合性能.公共建筑的智能

化系统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５０３１４
的基本配置要求,主要评价内容为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信息通信

系统、建筑设备监控管理系统、安 (消)防监控中心等.现行国

家标准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５０３１４对常用的公共建筑规

定了智能化系统配置要求,同时提出了各类建筑智能化系统需配

置项目和宜配置项目.评价时依据配置项目的情况进行.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运行记录,并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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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运营管理

８１　控制项

８１１　本条适用于运行评价.
大型耗能设备或特种耗能设备,如锅炉、制冷机组、电梯应

该分别制定节能运行管理制度.水泵、风机、照明、空调末端设

备等,应分系统制定节能管理制度.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物业管理单位建筑供暖与空调、通

风、照明、生活热水及电梯等重点用能设备的节能管理制度文

件、日常管理记录,并现场核实.

８１２　本条适用于运行评价.
物业管理人员应持续进行节能知识培训,以提高对用能设备

运行规律的掌握,每年不少于２次内部培训和１次外部培训.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培训记录或上岗证书.

８１３　本条适用于运行评价.
供暖、空调、通风、照明等设备是建筑物的主要用能设备,

本条主要考察其自动控制系统实际工作是否正常,并有完整的监

测数据记录.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设备自动控制系统竣工文件、运行

记录,并现场核实.

８２　评分项

Ⅰ管理制度

８２１　本条适用于运行评价.
为加强公共建筑节能运行管理,确保在保证使用功能和室内

环境质量的前提下,降低公共建筑使用过程中的能耗,促进行为

节能和管理节能,北京市于２０１３年发布了 «北京市公共建筑能

耗限额和级差价格工作方案 (试行)»,２０１４年发布了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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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电耗限额管理暂行办法»,以节能目标考核和价格杠杆

调节为手段,在公共建筑中实行能耗限额和级差价格制度,建立

以信息化平台、节能目标考核、能耗公示和级差价格为支撑的公

共建筑能耗限额管理体系.根据 «北京市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办

法»由政府部门确定重点公共建筑的年度能耗限额,对具有标杆

作用的低能耗公共建筑、超过年度能耗限额的公共建筑和公共建

筑的所有权人、运行管理单位定期向社会公布.对超过年度能耗

限额的重点公共建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要求建筑物所有权

人制定整改方案,并督促其采用节能技术,减少能源消耗.
因此本条结合北京市能耗限额管理工作的有关要求对公共建

筑落实电耗限额管理基础信息的采集与核查、电耗限额指标的确

认与考核进行评价.将建筑能耗信息向建筑使用人员和社会进行

能耗公示,是督促管理节能和行为节能的有效手段.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公共建筑项目电耗限额管理平台填

报记录和历年能耗审计资料,能耗定额指标制定材料,公示资

料.

８２２　本条适用于运行评价.当被评价项目不存在租用者时,
第２款可不参评.

物业管理单位通过ISO１４００１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提高

其环境管理水平,达到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减少环保支出、降

低成本等目的,减少由于污染事故或违反法律、法规所造成的环

境风险.

ISO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可以促进物业管理单位质量管

理体系的改进和完善,提高其管理水平和工作质量.
现行国家标准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GB/T２３３３１是在组织

内建立起完整有效的、形成文件的能源管理体系,注重过程的控

制,优化组织的活动、过程及其要素,通过管理措施,不断提高

能源管理体系持续改进的有效性,实现能源管理方针和预期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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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消耗或使用目标.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相关认证证书和相关工作文件.

８２３　本条适用于运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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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使用性能的前提下,实现其经济效益与建筑耗能直接挂钩.采

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及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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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２４　本条适用于运行评价.
在建筑物长期的运行过程中,用户和物业管理人员的意识与

行为,对建筑能耗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需要物业管理单位每年

都为建筑内人员进行节能知识宣传,增加人员节能知识,强化节

能意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节能宣传的工作记录与报道记录,

节能设施使用手册,节能宣传材料及工作记录,并向建筑使用者

核实.

Ⅱ技术管理

８２５　本条适用于运行评价.
对公共建筑不同功能、不同使用单位分别设置用能和用水计

量装置,实现用能和用水分项计量,分项计量数据记录完整.
按照付费或管理单元情况对不同用户的用能和用水分别设置

计量装置,统计用能量和用水量,并据此收费,实现 “用者付

费”,以此鼓励行为节能和节水,同时还可统计各种不同用途的

用能和用水量,辅以量化分析,达到持续改进的目的.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分项计量数据记录文件,分项计量

收费材料.

８２６　本条适用于运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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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评项目空调系统运行时的室内环境主要控制参数须满足现

行国家标准 «空气调节系统经济运行»GB/T１７９８１的规定.表

８为现行国家标准 «空气调节系统经济运行»GB/T１７９８１－
２００７中的规定.

表８　空调系统运行时的室内环境控制参数值

房间类型

夏季 冬季

温度
(℃)

相对湿度
(％)

温度
(℃)

相对湿度
(％)

新风量

〔m３/ (hp)〕

特定房间 ≥２４ ４０~６５ ≤２１ ３０~６０ ≤５０

一般房间 ≥２６ ４０~６５ ≤２０ ３０~６０ １０~３０

大堂、过厅 ２６~２８ — １８ — ≤１０

　　注:１　特定房间通常为对外经营性且标准要求较高的个别房间,以及其他有特

殊需求的房间.对于冬季室内有大量内热源的房间,室内温度可高于以

上给定值.
２　表中的新风量指夏季室外温度或湿度高于室温或冬季室外温度低于室温

时的新风量,当利用室外新风对室内进行降温或排湿时,不受此表参数

限制.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暖通空调设计图纸和监测记录.

８２７　本条适用于运行评价.
为了有效降低供暖、空调和通风系统的能耗,同时保证室内

空气品质,空调过滤网、过滤器等每六个月清洗或更换一次,空

气处理机组、表冷器、加湿器、加热器、冷凝水盘等每年清洗一

次.清洗保养能够增强制冷和供暖效果、保证使用功能、延长系

统使用寿命、降低电耗、减少运行费用等.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维修保养记录资料和照片.

８２８　本条适用于运行评价.
公共场所的光源和灯具使用时间长、能耗大,易受到环境污

染的影响,导致照明效果不佳,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定期进行

维护保养,不但可以提高光源和灯具的能效,而且可以延长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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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寿命.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维修保养制度,修保养记录资料和

照片.

８２９　本条适用于运行评价.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步道等机电设备系统的调试不仅

限于新建建筑的试运行和竣工验收,而应是一项持续性、长期性

的工作.因此,物业管理单位有责任对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

行步道进行检查和维修,并有相应记录.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维修保养记录资料和照片.

８２１０　本条适用于运行评价.
设备系统的调试不仅限于建筑的竣工验收阶段,而是一项持

续性、长期性的工作.随着技术的发展,现代建筑的用能系统越

来越复杂.因此,物业管理单位有责任建立周期性的调试计划,
调试计划应明确不同系统和设备的调试项目内容和预处理措施,
在保证各类检测仪器的准确度的前提下,按照计划对暖通空调、
电气、给水排水等系统和设备进行检查和调试.本条强调根据运

行数据或第三方检测数据,不断提升、优化设备系统的性能,提

高建筑的能效管理水平.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相关系统和设备的调试计划、调试

记录、运行记录,以及运行优化方案.

８２１１　本条适用于运行评价.
电梯内部地面宜采用PVC等轻质装修材料,不宜使用大理

石、地砖等自重很大的材料装修,可以增加有效载客数,减少电

梯能耗.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电梯验收报告和电梯装饰现场照

片,并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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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提高与创新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公共建筑全寿命期内各环节和阶段,都有可能在节能技

术、产品和管理方式上进行性能提高和创新.为鼓励性能提高和

创新,在各环节和阶段采用先进、适用、经济的技术、产品和管

理方式,本标准增设了相应的评价项目.比照 “控制项”和 “评
分项”,本标准中将此类评价项目称为 “加分项”.

本标准中的加分项内容,有的在属性分类上属于性能提高,
如进行节能专项优化设计和分析、提高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等;有

的在属性分类上属于创新,如计算碳排放量并达到北京市的先进

值、采用智能监控系统对整栋建筑用能设备进行能耗分项跟踪监

测等.

９１２　加分项的评定结果为某得分值或不得分.考虑到与总得

分要求的平衡,以及加分项对建筑节能的贡献,本标准对加分项

附加得分作了不大于１０分的限制.附加得分与加权得分相加后

得到总得分,作为确定公共建筑节能等级的最终依据.
某些加分项是对前面章节中评分项的提高,符合条件时,加

分项和相应评分项可都得分.

９２　加分项

Ⅰ性能提高

９２１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公共建筑种类繁多,节能专项优化设计和分析 (不包括权衡

判断)是一种以控制建筑整体能耗为目标的性能化设计方法和过

程,是今后建筑节能设计的发展方向.
针对建筑节能设计过程中一项或几项内容,在满足节能设计

标准要求的基础上,根据北京的气候条件和建筑的功能及使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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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利用科学的计算方法,进行技术经济的优化和分析或方案对

比,达到比节能设计标准规定性要求和简化计算更有针对性的效

果.
鼓励建设单位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对公共建筑尤其

是大型公共建筑的节能技术进行专项设计和技术经济分析并实

施,使其可以充分发挥和提高节能技术的作用和效益.

１自然通风和天然采光的专项优化设计和分析是充分利用

自然条件的被动式设计方法,应优先采用;

２公共建筑尤其是大型公共建筑,根据项目所在地的能源

条件和项目的使用功能,对能源利用的情况进行专项设计和分析

并进行方案对比 (包括能源品种的选择),是对项目能源有效、
合理利用的关键,特别是在项目的立项阶段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３根据项目所在地的地质、环境条件和使用功能,对太阳

能光伏、光热及地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替代常规能源进行专项优

化设计和分析并合理应用是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

４根据项目的使用功能对供暖、供冷、通风、生活热水及

照明等主要用能设备和系统进行专项优化设计和分析并制定调控

和运行方案是设计和运行阶段的重要节能措施;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专项优化

设计和分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专项优化设计和分

析报告,并现场核实.

９２２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本条是第４２６条的更高层次要求,并提供了规定性指标和

性能化计算两种可供选择的达标方法.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专项计算

分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专项计算分析报告,并现

场核实.

９２３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对于采用城市市政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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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冷热源的建筑,也要求以其源侧机组参评.
本条是在满足规定性指标的前提下,对本标准第５２１条的

更高层次要求,除指标数值以外的其他说明内容与本标准第

５２１条相同.对于公共建筑中采用的分体空调器,以现行国家

标准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１２０２１３、
«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２１４５５
中的能效等级１级作为判定本条是否达标的依据.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并现场核实.

９２４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采用蓄冷系统,对电力系统具有 “削峰填谷”的作用,可以

降低全社会的能源消耗和能源建设的投资,满足能源结构调整和

环境保护的要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鼓励采用.
不同的公共建筑类型以及不同的蓄冷系统和方式,蓄冷装置

提供的蓄冷总量占到典型设计日总冷量的百分比,通常会有一定

差异.对于以办公、商业等业态为主要功能且基载冷负荷较小的

建筑,达到３０％的指标并不难实现.
即使某些原因不能满足第一款,设计通过科学的计算分析、

合理的设备选型以及完善自动控制策略,不少实际的蓄冷工程项

目都可以满足 “谷电时段蓄冷制冷设备全负荷运行所提供的冷量

达到８０％,且能全部蓄存并被充分利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

谷电.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分析

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分析报告、运行记录,并

现场核实.

９２５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数据中心电能利用效率 PUE是数据中心总设备能耗与IT

设备能耗的比值,具体检测方法参考现行通信行业标准 «电信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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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数据中心 (IDC)的能耗测评方法»YD/T２５４３相关要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分析

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分析报告、运行记录,并

现场核实.

Ⅱ创新

９２６　本条适用设计、运行评价.
低温送风空调系统可以加大送风温差,大幅度减少输送风

量,能明显降低空调设备与风道的投资,而且对于减少输送能耗

具有良好的作用.但低温空调系统的送风低温冷源,也应立足在

合理利用现有能源的条件下获得的冷源,例如利用低谷电蓄冷的

低温冷源,或者是利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获得的低温冷源.
低温送风系统要求空调冷水系统的冷水温度通常不高于

４℃,其服务的空调区域相对湿度较低 (一般为４０％左右),且

一次送风量较小,因此要求室内相对湿度较高及较高换气次数的

空调区不宜采用.
在非低谷用电时段采用制冷机生产低温冷水直接供低温送风

空调系统的做法,较大程度地降低了冷水机组的蒸发温度,对于

系统的安全、总体的运行能耗及运行费用而言,并不合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书;

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书,并现场核实.

９２７　本条适用设计、运行评价.
在技术可靠、经济合理的前提下宜尽量加大空调水系统供、

回水温差.采用大温差技术后,冷冻水温差一般可达到８℃~
１０℃ (结合冰蓄冷技术则可更高),冷却水温差一般可达８℃.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并现场核实.

９２８　本条适用设计、运行评价.
合理的采用温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统可以有效提高制冷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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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在达到室内设计环境要求的条件下达到节约运行能耗的

目的.鼓励结合项目实际,合理地设计选用温湿度独立控制的空

调系统.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并现场核实.

９２９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依据 «关于进一步简化规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

查工作的通知»(京发改规 〔２０１３ 〔９号),自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
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文件已要求增加二氧化碳排放

评价相关内容 (二氧化碳排放情况、控制措施等),包括项目单

位边界内固定设施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固定设施电力和热力

(蒸汽、热水)消耗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设计评价时的碳排放

计算分析报告主要分析建筑的固定设施碳排放量,运行评价主要

分析在标准运行工况下固定设施的碳排放量,具体要求和计算方

法可参考 «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 (京发改规

〔２０１３〕５号)、 «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工作

指南»及 «北京市企业 (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
等文件.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定期发布行业碳排放强度先进

值的通知,本条要求建筑碳排放强度达到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要求的先进值.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设计阶段的碳排放计算分

析报告,以及相应措施;运行评价查阅设计、运行阶段的碳排放

计算分析报告,以及相应措施的运行情况.

９２１０　本条适用设计、运行评价.
本条提高了智能化水平的要求,增强了对能耗数据的分析、

应用、公示,通过跟踪监测建筑整体和用能系统的能耗情况,能

够更好的提升公共建筑能源管理水平、降低建筑和系统的用能

量.因此,鼓励公共建筑,特别是大型公共建筑采用智能监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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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对整栋建筑的用能设备进行能耗分项跟踪监测.
智能监控系统的监测范围应能覆盖整栋建筑的能源使用,对

于具有外租空间的公共建筑,应提供并安装足够的监测装置,以

完整记录外租空间的能耗情况.智能监控系统应能对用能设备或

系统进行分项跟踪监测.
智能监控系统具有以下特点或功能:测试装置或设备应为永

久性安装,且至少以１h为间隔进行记录,并能将数据传输到远

端的智能监控系统的主机;数据收集系统应使用局域网、建筑自

动化系统、无线网络或类似的通信设施;智能监控系统应能够将

全部监测数据存储至少３年;数据能够远程访问;智能监控系统

应能报告每小时、每天、每月、每年的建筑能耗情况.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评价

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并现场核实.

９２１１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当某些特殊建筑或建筑中的特殊区域,如电信建筑、信息数

据中心、数据计算机房等有稳定的内部发热量,在技术、经济合

理的条件下可以作为建筑其他部位的供热量,并有效利用.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分析

报告、经济分析报告等;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分析报

告、经济分析报告等,并现场核实.

９２１２　本条适用于设计、运行评价.
本条主要是对前面未提及的其它技术和管理创新予以鼓励.

通过对不在以上公共建筑节能评价体系范畴内,但在公共建筑节

能水平提升、保障安全健康等方面实现杰出性能的项目进行引

导,鼓励对创新项的追求以提高公共建筑节能技术和管理水平.
当某项目采用创新性强且实用效果突出的新技术、新材料、

新产品、新工艺,并提供了足够证据表明该技术措施可有效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或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时,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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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评审.项目的创新点应较大地超过相应指标的要求,或达到合

理指标但具备显著降低成本或提高工效等优点.本条未列出所有

的创新项内容,只要申请方能够提供足够相关证明,并通过专家

组的评审即可认为满足要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分析论证

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分析论证报告

及相关证明材料,并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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