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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云南省２０１９年工程
建设地方标准编制计划 （第一批）的通知，主编单位云南省设计

院集团有限公司，会同省内外相关单位组成编制组，在认真调查

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充分参考相关标准，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修订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1.总则；2.术语；3.建筑热工设计

分区；4.建筑与建筑热工；5.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6.建筑给

排水；7.建筑电气；8.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应用。

2依据云南省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 （３０年）气象数据，修订完
善供暖、通风和空调设计的室外气象参数；

3合理制定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和外窗气密性要求等热
工参数；

4强化建筑自然通风和遮阳；
5补充完善附录；
6对原标准的相关数据和不适用的条文，删减或修改，并进

一步细化；

7强化建筑节能运维管理，可再生能源运用合理化等。

本标准由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云南省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

建议，请寄送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拥金路

１号，邮政编码 ６５０２８５，电话 ０８７１－６４１４６５１７），以便修编时
参考。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１依据云南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 （１０年）气象数据，研究分
析云南省建筑气候分区特征，将云南省建筑气候区划中温和Ａ区
细化为温和 Ａ１区和温和 Ａ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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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结合人民日益
增长的建筑人居环境品质要求，优化提升民用建筑室内热环境质

量和建筑设备能源利用效率，促进可再生能源利用，降低建筑能

耗，根据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云南省温和地区新建、扩建和改建民用建
筑节能设计。严寒地区、寒冷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夏热冬暖地

区民用建筑节能设计，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执行。

１０３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应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合理规划布局，
优先考虑自然资源综合利用，提高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及建筑

设备系统能效，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保证室内环境质量，实现

建筑节能环保、绿色低碳目标。

１０４　当公共建筑高度超过１５０ｍ或者单栋建筑地上建筑面积大
于２０００００ｍ２时，除应符合本标准各项规定外，还应组织专家对
其节能设计进行专项论证。

１０５　云南省民用建筑节能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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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透光幕墙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ｃｕｒｔａｉｎｗａｌｌ
可见光可直接透射入室内的幕墙。

２０２　窗墙面积比ｗｉｎｄｏｗｔｏｗａｌｌｒａｔｉｏ
窗户 （含阳台门透光部分）洞口面积与房间立面单元面积

（即房间层高与开间定位线围成的面积）的比值。

２０３　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ａｄｅｗｉｎｄｏｗｔｏｗａｌｌｒａｔｉｏ
建筑某一个立面的窗户洞口面积与该立面的总面积之比。

２０４　窗地面积比ｗｉｎｄｏｗｔｏｆｌｏｏｒｒａｔｉｏ
房间外墙面上的门窗洞口的总面积与房间地面枳之比。

２０５　太阳得热系数 （ＳＨＧＣ）ｓｏｌａｒｈｅａｔｇａｉ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通过透光围护结构 （门窗或透光幕墙）的太阳辐射室内得热

量与投射到透光围护结构 （门窗或透光幕墙）外表面上的太阳辐

射量的比值。太阳辐射室内得热量包括太阳辐射通过辐射透射的

得热量和太阳辐射被构件吸收再传入室内的得热量两部分。

２０６　建筑遮阳系数ｏｕｔｓｉｄｅｓｈａｄ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ｗｉｎｄｏｗ
在照射时间内，同一窗口 （或透光围护结构部件外表面）在

有建筑遮阳和没有建筑遮阳的两种情况下，接收到两个不同太阳

辐射量的比值，也称为外遮阳系数。

２０７　透光围护结构遮阳系数ｓｈａｄ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ｅｎ
ｖｅｌｏｐｅ

在照射时间内，透过透光围护结构部件 （如：窗户）直接进

入室内的太阳辐射量与透光围护结构外表面 （如：窗户）接收到

的太阳辐射量的比值。

２０８　综合遮阳系数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ｈａｄ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建筑遮阳系数和透光围护结构遮阳系数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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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９　可见光透射比ｖｉｓｉｂｌ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
透过透光材料的可见光光通量与投射在其表面上的可见光光

通量之比。

２０１０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当建筑设计不能完全满足围护结构热工设计规定指标要求

时，计算并比较参照建筑和设计建筑的全年供暖和空气调节能

耗，判定围护结构的总体热工性能是否符合节能设计要求的方

法，简称权衡判断。

２０１１　参照建筑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时，作为计算满足标准要求

的全年供暖和空气调节能耗用的基准建筑。

２０１２　被动式技术ｐａｓｓ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以非机电设备干预手段实现建筑能耗降低的节能技术，具体

指在建筑规划设计中通过对建筑朝向的合理布置、遮阳的设置、

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技术、有利于自然通风的建筑开口设计

等，实现建筑需要的供暖、空调、通风等能耗的降低。

２０１３　全年供暖、空调年耗电量 ａｎｎｕａｌｈｅａｔｉｎｇ（ｃｏｏｌｉｎｇ）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ｉｔ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按照设定的计算条件，计算出的单位建筑面积供暖和空调设

备全年所要消耗的电能。

２０１４　被动式太阳房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ｏｌａｒｈｏｕｓｅｓ
通过建筑朝向和周围环境的合理布置、内部空间和外部形体

的处理以及建筑材料和结构的匹配选择，使其能集取、蓄存和分

配太阳热能的一种建筑物。

２０１５　采暖度日数ｈｅａｔ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ｄａｙ
从需要采暖的强度和需要采暖的天数两个方面反映一地气候

冷暖程度的指标。一年中，当室外日平均温度低于冬季采暖室内

计算温度时，将日平均温度与冬季采暖室内计算温度差的绝对值

累加，得到一年的采暖度日数，冬季采暖室内计算温度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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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以ＨＤＤ１８表示。
２０１６　空调度日数ｃｏｏｌ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ｄａｙ

从需要空调降温的强度和需要空调降温的天数两个方面反映

一地气候炎热程度的指标。一年中，当室外日平均温度高于夏季

空调室内计算温度时，将日平均温度与夏季空调室内计算温度的

绝对值累加，得到一年的空调度日数。夏季空调室内计算温度采

用２６℃，以ＣＤＤ２６表示。

４



３　建筑热工设计分区

３１　一般规定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６、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及 《温和地区居住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ＪＧＪ４７５的有关规定，并依据我省室外气象参数，确
定云南省建筑热工设计分区。各区区划指标应符合表３２１、表
３２２、表３２３的规定。

云南省民用建筑热工设计分区划分为一级区五个：温和地

区、夏热冬暖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寒冷地区和严寒地区；二级

区八个区：温和 Ａ区、温和 Ｂ区、夏热冬暖 Ａ区、夏热冬暖 Ｂ
区、夏热冬冷Ａ区、夏热冬冷Ｂ区、寒冷Ａ区、严寒Ｃ区；温和
Ａ区分为：温和Ａ１、Ａ２两个区。各市 （县）、区建筑热工设计分

区应按表３３１采用。

３２　云南省建筑热工设计区划

表３２１　云南省建筑热工设计一级区划指标

一级区划名称
区划指标

主要指标 辅助指标

严寒地区（１） ｔｍｉｎ·ｍ≤－１０℃ １４５≤ｄ≤５

寒冷地区（２） －１０℃＜ｔｍｉｎ·ｍ≤０℃ ９０≤ｄ≤５＜１４５

夏热冬冷地区（３）
０℃＜ｔｍｉｎ·ｍ≤１０℃ ０≤ｄ≤５＜９０

２５℃＜ｔｍａｘ·ｍ≤３０℃ ４０≤ｄ≥２５＜１１０

夏热冬暖地区（４）
１０℃＜ｔｍｉｎ·ｍ

２５℃＜ｔｍａｘ·ｍ≤２９℃
１００≤ｄ≥２５＜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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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２１

一级区划名称
区划指标

主要指标 辅助指标

温和地区（５）
０℃＜ｔｍｉｎ·ｍ≤１３℃

１８℃＜ｔｍａｘ·ｍ≤２５℃
０≤ｄ≤５＜９０

注：１）ｔｍｉｎ·ｍ：最冷月平均气温，为累年 （通常为１０年或以上）一月平均温度的平

均值。

２）ｔｍａｘ·ｍ：最热月平均气温，为累年 （通常为１０年或以上）七月平均温度的平

均值。

３）ｄ≤５：为累年日平均气温≤５℃的天数的平均值。

４）ｄ≥２５：为累年日平均气温≥２５℃的天数的平均值。

表３２２　云南省建筑热工设计二级区划指标

二级区划名称 区划指标

严寒Ａ区（１Ａ） ６０００≤ＨＤＤ１８

严寒Ｂ区（１Ｂ） ５０００≤ＨＤＤ１８＜６０００

严寒Ｃ区（１Ｃ） ３８００≤ＨＤＤ１８＜５０００

寒冷Ａ区（２Ａ）

寒冷Ｂ区（２Ｂ）
２０００≤ＨＤＤ１８＜３８００

ＣＤＤ２６≤９０

ＣＤＤ２６＞９０

夏热冬冷Ａ区（３Ａ） １２００≤ＨＤＤ１８＜２０００

夏热冬冷Ｂ区（３Ｂ） ７００≤ＨＤＤ１８＜１２００

夏热冬暖Ａ区（４Ａ） ５００≤ＨＤＤ１８＜７００

夏热冬暖Ｂ区（４Ｂ） ＨＤＤ１８＜５００

温和Ａ区（５Ａ）

温和Ｂ区（５Ｂ）
ＣＤＤ２６＜１０

７００≤ＨＤＤ１８＜２０００

ＨＤＤ１８＜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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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２３　温和Ａ１、Ａ２区划控制指标

温和Ａ１区（５Ａ１）

温和Ａ２区（５Ａ２）
ＣＤＤ２６＜１０

１２００≤ＨＤＤ１８＜２０００

７００≤ＨＤＤ１８＜１２００

３３　云南省市、县建筑热工设计分区

表３３１　云南省市、县建筑热工设计分区表

气候

分区

地名

温和地区５ 夏热冬暖地区４ 夏热冬冷地区３ 寒冷

地区２
严寒

地区１

５Ａ区
（ＣＤＤ２６＜１０、７００
≤ＨＤＤ１８＜２０００）

５Ａ１区
（１２００≤
ＨＤＤ１８
＜２０００）

５Ａ２区
（７００≤
ＨＤＤ１８
＜１２００）

５Ｂ区
（ＨＤＤ１８
＜７００）

Ａ区
（４Ａ）

Ｂ区
（４Ｂ）

Ａ区
（３Ａ）

Ｂ区
（３Ｂ）

Ａ区
（２Ａ）

Ｃ区
（１Ｃ）

昆明市 寻甸、嵩明

昆明 （五

华、盘龙、

官 渡、西

山、呈贡、

晋宁）、安

宁、宜良、

富 民、禄

劝、石林

东川

曲靖市

会 泽、沾

益、陆良、

罗 平、师

宗、马龙、

富源、宣威

曲靖

大理州
洱 源、鹤

庆、剑川

大 理、祥

云、弥渡、

巍 山、漾

濞、永平、

云龙

南涧、宾川

楚雄州 武定、南华

楚 雄、禄

丰、牟定、

姚 安、大

姚、双柏、

永仁

元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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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３
气候

分区

地名

温和地区５ 夏热冬暖地区４ 夏热冬冷地区３ 寒冷

地区２
严寒

地区１

５Ａ区
（ＣＤＤ２６＜１０、７００
≤ＨＤＤ１８＜２０００）

５Ａ１区
（１２００≤
ＨＤＤ１８
＜２０００）

５Ａ２区
（７００≤
ＨＤＤ１８
＜１２００）

５Ｂ区
（ＨＤＤ１８
＜７００）

Ａ区
（４Ａ）

Ｂ区
（４Ｂ）

Ａ区
（３Ａ）

Ｂ区
（３Ｂ）

Ａ区
（２Ａ）

Ｃ区
（１Ｃ）

玉溪市

玉 溪、峨

山、通海、

华 宁、江

川、新平、

澄江、易门

元江

红河州

弥 勒、个

旧、屏边、

泸西

蒙 自、开

远、建水、

金 平、石

屏、绿春

红河、

元阳、

河口

保山市 龙陵
保 山、腾

冲、昌宁
施甸

普洱市

西 盟、镇

沅、思茅、

江 城、孟

连、澜沧、

景 谷、宁

洱、景东、

墨江

文山州

西筹、麻栗

坡、马关、

丘 北、广

南、砚山

文山 富宁

临沧市 凤庆

临 沧、云

县、镇康、

双 江、耿

马、永德、

沧源

丽江市

丽 江、玉

龙、永胜、

宁蒗

华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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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３
气候

分区

地名

温和地区５ 夏热冬暖地区４ 夏热冬冷地区３ 寒冷

地区２
严寒

地区１

５Ａ区
（ＣＤＤ２６＜１０、７００
≤ＨＤＤ１８＜２０００）

５Ａ１区
（１２００≤
ＨＤＤ１８
＜２０００）

５Ａ２区
（７００≤
ＨＤＤ１８
＜１２００）

５Ｂ区
（ＨＤＤ１８
＜７００）

Ａ区
（４Ａ）

Ｂ区
（４Ｂ）

Ａ区
（３Ａ）

Ｂ区
（３Ｂ）

Ａ区
（２Ａ）

Ｃ区
（１Ｃ）

昭通市 威信、大关 巧家

盐津、

绥江、

彝良

永善、

水富

昭通、

鲁甸、

镇雄

怒江州 贡山 福贡 泸水 兰坪

迪庆州 维西

香格

里拉、

德钦

德宏州

芒 市、瑞

丽、盈江、

陇川、梁河

西双版

纳州
勐海

景洪、

勐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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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建筑与建筑热工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公共建筑应按表４１１进行分类：
表 ４１１　公共建筑分类表

建筑类别 建筑物类型

甲类
单栋建筑面积大于３００ｍ２的建筑；单栋建筑面积小于或等于

３００ｍ２，总建筑面积大于１０００ｍ２的建筑群

乙类 单栋建筑面积小于或等于３００ｍ２的建筑

注：单栋建筑面积大于２００００ｍ２的公共建筑为大型公共建筑。

４１２　建筑规划及建筑单体设计应有利于组织自然通风和冬季
日照，宜采取综合措施降低场地热岛强度，并满足以下规定：

１　公共建筑总平面布置及功能平面设计应合理确定能源设
备机房位置，缩短能源供应输送距离。同一公共建筑冷热源机房

宜位于或靠近冷热负荷中心位置集中设置；

２　空调室外机位等外部设施应与建筑主体统一设计、施工，

０１

２　居住建筑朝向宜为南北向或接近南北向；
３　山地建筑选址宜避开背阴的北坡地段。

４１３　建筑设计应遵循被动节能措施优先原则，充分利用自然
采光、自然通风，结合围护结构保温隔热和遮阳措施，降低建筑

用能需求，提高室内环境舒适度。

４１４　建筑体型宜规整紧凑，避免过多凹凸变化。
４１５　当建筑设置或预留空调供暖等设备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公共建筑主要朝向宜选本地区最佳朝向或适宜朝向，且
宜避开冬季主导风向；



应具备安装、检修与维护的条件。

４１６　建筑热工设计应考虑冬季保温和夏季防热的要求。
４１７　拟在屋顶放置太阳能光热、光伏设备、设施的建筑，
屋顶设计应有利于太阳能资源充分利用，避免对太阳辐射严

重遮挡。

４２　建筑设计

４２１　建筑立面朝向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北向应为北偏西６０°至北偏东６０°；
２　南向应为南偏西３０°至南偏东３０°；
３　西向应为西偏北３０°至西偏南６０°（包括西偏北３０°和西

偏南６０°）；
４　东向应为东偏北３０°至东偏南６０°（包括东偏北３０°和东

偏南６０°）。
４２２　公共建筑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表４２３　民用建筑透光部分 （或天窗）占屋顶总面积百分比限值

建筑类型 面积比

公共建筑 ２０％

居住建筑 １０％

注：温和Ｂ区居住建筑屋顶透光部分 （或天窗）不按本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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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凹凸立面朝向应按其所在立面朝向计算；
２　楼梯间和电梯间外墙和外窗均应参与计算；
３　外凸窗顶部、底部和侧墙的面积不应计入外墙面积；
４　当外墙上外窗顶部和侧面为不透光构造的凸窗时，窗面

积应按窗洞口面积计算；当凸窗顶部和侧面透光时，外凸窗面积

应按透光部分实际面积计算。

４２３　屋顶透光部分 （或天窗）面积与屋顶总面积的百分比应

符合表４２３的规定，当不符合本规定时候，必须按本标准４６
节的规定进行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



４２４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计算：
１　建筑围护结构平均传热系数、平均热惰性指标计算应满

足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６相关规定和要求；
２　外墙平均传热系数应按本标准附录Ｂ的规定进行计算；
３　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传热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民

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６的有关规定计算。
４２５　建筑屋顶和外墙可采取下列隔热措施：

１　反射隔热外饰面；
２　屋面遮阳、有架空构造层的通风屋顶；
３　屋顶有土或无土种植屋面、蓄水屋面；
４　东西外墙采用垂直绿化、花隔构件或植物等遮阳措施。

４２６　建筑设计宜充分利用自然采光，自然采光不能满足照明
要求的场所，可采用导光、反光等装置将自然光引入室内。

４２７　人员长期停留房间的内表面可见光反射比宜符合表４２７
的规定。

表４２７　房间内表面可见光反射比

房间内表面位置 可见光反射比

顶棚 ０７～０９

墙面 ０５～０８

地面 ０３～０５

４２８　甲类公共建筑单一立面透光材料可见光透射比应满足以
下要求：

１　窗墙面积比小于０４０时，不应小于０６０；
２　窗墙面积比大于或等于０４０时，不应小于０４０。

４３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４３１　公共建筑热工设计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４３１１　温和地区甲类公共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符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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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的规定。当不能满足本条规定时，必须按本标准第４６１
的规定进行权衡判断。

表４３１　温和地区甲类公共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Ｋ［Ｗ／（ｍ２·Ｋ）］

太阳得热系数ＳＨＧＣ

（东、南、西向／北向）

屋面
围护结构热惰性指标Ｄ≤２５ ≤０５０

围护结构热惰性指标Ｄ＞２５ ≤０８０

外墙（包括

非透光幕墙）

围护结构热惰性指标Ｄ≤２５ ≤０８０

围护结构热惰性指标Ｄ＞２５ ≤１５

单一立

面外窗

（包括透

光幕墙）

窗墙面积比≤０２０ ≤５２ －

０２０＜窗墙面积比≤０３０ ≤４０ ≤０４４／０４８

０３０＜窗墙面积比≤０４０ ≤３０ ≤０４０／０４４

０４０＜窗墙面积比≤０５０ ≤２７ ≤０３５／０４０

０５０＜窗墙面积比≤０６０ ≤２５ ≤０３５／０４０

０６０＜窗墙面积比≤０７０ ≤２５ ≤０３０／０３５

０７０＜窗墙面积比≤０８０ ≤２５ ≤０２６／０３５

窗墙面积比＞０８０ ≤２０ ≤０２４／０３０

屋顶透光部分（屋顶透光部分面积≤２０％） ≤３０ ≤０３０

注：１　温和地区公共建筑屋面传热系数应满足本表要求；

２　温和Ｂ区甲类公共建筑外墙、外窗、天窗传热系数 Ｋ不作要求，但应进行

计算；

３　当温和地区甲类公共建筑屋面和外墙热惰性指标Ｄ≤２０时，应按照 《民用建

筑热工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６验算屋顶和东、西向外墙的隔热性能；

４　温和地区乙类公共建筑外墙、外窗及天窗热工性能不作要求，但人员经常活

动的乙类建筑围护结构应考虑保温及隔热要求。

４３１２　公共建筑外窗气密性分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Ｔ３１４３３规定，并应满足下列
要求：

１　１０层及以上建筑外窗气密性不应低于７级；
２　１０层以下建筑外窗气密性不应低于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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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３　建筑幕墙气密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幕墙、门

窗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Ｔ３１４３３的规定且不应低于３级。
４３２　居住建筑热工设计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４３２１　非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温和Ａ区居住建筑非透光围护结构各部位平均传热系数
（Ｋｍ）、热惰性指标 （Ｄ）应符合表４３２１－１的规定；当指标
不符合规定限值时，必须按本标准４６２的规定进行建筑围护结
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

温和Ｂ区居住建筑非透光围护结构各部位平均传热系数
（Ｋｍ）必须符合表４３２１－２的规定。

表４３２１－１　温和Ａ区居住建筑围护结构各部位
平均传热系数 （Ｋｍ）和热惰性指标 （Ｄ）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平均传热系数Ｋｍ［Ｗ／（ｍ２·Ｋ）］

热惰性指标Ｄ≤２５ 热惰性指标Ｄ＞２５

体形系数≤０４５
屋面 ０８ １０

外墙 １０ １５

体形系数＞０４５
屋面 ０５ ０６

外墙 ０８ １０

表４３２１－２　温和Ｂ区居住建筑围护结构各部位平均传热系数 （Ｋｍ）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平均传热系数Ｋｍ［Ｗ／（ｍ２·Ｋ）］

屋面 １０

外墙 ２０

４３２２　外窗热工性能
１　温和Ａ区不同朝向外窗 （包括阳台门的透明部分）窗墙

面积比不应大于表４３２２－１规定的限值。不同朝向、不同窗墙
面积比的外窗传热系数不应大于表４３２２－２规定的限值。当外
窗为凸窗时，凸窗传热系数限值应比表４３２２－２规定提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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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计算窗墙面积比时，凸窗面积应按洞口面积计算。当设计建

筑窗墙面积比或传热系数不符合表４３２２－１和表４３２２－２
的规定时，应按本标准第４６２的规定进行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
能权衡判断。

２　温和Ｂ区居住建筑外窗传热系数应小于４０Ｗ／（ｍ２·Ｋ）。
３　温和地区外窗综合遮阳系数必须符合本标准４５７条规定。
表４３２２－１　温和Ａ区不同朝向外窗的窗墙面积比限值

朝向 窗墙面积比

北 ０４０

东、西 ０３５

南 ０５０

水平（天窗） ０１０

每套允许一个房间（非水平向） ０６０

表４３２２－２　温和Ａ区不同窗墙面积比的外窗传热系数限值

建筑 窗墙面积比 传热系数Ｋ［Ｗ／（ｍ２·Ｋ）］

体形系数

≤０４５

窗墙面积比≤０３０ ３８

０３０＜窗墙面积比≤０４０ ３２

０４０＜窗墙面积比≤０４５ ２８

０４５＜窗墙面积比≤０６０ ２５

体形系数

＞０４５

窗墙面积比≤０２０ ３８

０２０＜窗墙面积比≤０３０ ３２

０３０＜窗墙面积比≤０４０ ２８

０４０＜窗墙面积比≤０４５ ２５

０４５＜窗墙面积比≤０６０ ２３

水平向（天窗） ３５

注：１　外窗包含玻璃幕墙、阳台门透明部分；
２　楼梯间、电梯间、封闭外走廊的外窗可不按本表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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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３　温和Ａ区居住建筑１～９层的外窗及敞开式阳台门的气
密性等级不应低于４级；１０层及以上的外窗及敞开式阳台门的气
密性等级不应低于６级。温和Ｂ区居住建筑的外窗及敞开式阳台
门的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４级。外窗气密性分级，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Ｔ３１４３３的规定。

４４　自然通风设计

４４１　应认真分析用地及周边的现状条件，根据地形地势、主
导风向及其它外部条件，合理有效地组织自然通风；建筑布局和

建筑朝向应有利于建筑间和建筑内部的自然通风，主要功能房间

宜布置在上风向。

４４２　公共建筑自然通风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　建筑单体应结合使用功能，充分利用门窗和幕墙可开启

部位作为自然通风气流通道，并优化室内气流组织、提高自然通

风效率；

２　中庭应优先利用自然通风，或设置机械通风装置。自然
通风进出风口面积应经过计算确定，且进风口面积不应小于排风

口面积；

３　地下室宜设置通风采光洞口或竖井；半地下室应设采光
通风高窗。

４４３　公共建筑单一立面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有效通风换气

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甲类公共建筑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应设可开启窗扇，

其有效通风换气面积不宜小于所在房间外墙面积的１０％；当透光
幕墙受条件限制无法设置可开启窗扇时，应设置通风换气装置；

２　乙类公共建筑外窗有效通风换气面积不宜小于窗面积
的３０％；
３　外窗有效通风换气面积的计算应按附录Ｊ的规定进行。

４４４　居住建筑自然通风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　主要房间宜布置于夏季迎风面，辅助用房宜布置于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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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面；

２　宜利用穿堂风，避免单侧通风，采用单侧通风时，应采
取增强自然通风效果的措施；

１　温和 Ｂ区居住建筑的卧室、起居室 （厅）应设置外窗，

窗地面积比不应小于１／７，其外窗有效通风面积不应小于外窗所
在房间地面面积的１０％；
２　温和 Ａ区居住建筑卧室、起居室 （厅）的外窗有效通

风面积不应小于外窗所在房间地面面积的５％；
３　浴室、卫生间无直接自然通风时，应设置机械通风换气

设施。无外窗时，应设置机械通风换气设施，并设通风道；

４　厨房通风开口有效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面积的１／１０，
并不得小于０６ｍ２；

６　外窗有效通风换气面积计算应按附录Ｊ的规定进行。
４４６　温和 Ｂ区宜利用自然通风降低热负荷。温和 Ｂ区居住建
筑宜利用阳台、外廊、天井等增加通风面积，增强室内通风

效果。

４４７　温和Ｂ区非住宅类居住建筑宜采用外廊。
４４８　可采用数值模拟技术定量分析与优化建筑自然通风设计
方案，并满足 《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ＪＧＪ／Ｔ４４９的相关
规定。

４５　遮阳设计

４５１　建筑东、南、西向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宜设置外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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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夏季通风路径设计，每套住宅至少应有一个居室通风开
口和通风路径的设计满足自然通风要求。室内通风路径设计应布

置均匀、阻力小，不应出现通风死角、通风短路。

４４５　居住建筑采用直接自然通风的房间，通风开口有效面积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５　进出风开口位置应避免设在通风不良区域，且应避免进
出风开口气流短路；



遮阳措施应满足下列规定：

１　当遮阳措施采用活动式外遮阳时，应满足安全、美观、
耐火和便于操作维护等要求；

２　建筑外遮阳装置应兼顾通风及冬季日照；
３　南向宜设置水平外遮阳。

４５２　内遮阳仅作为遮阳措施，改善室内阳光直射和眩光，节
能计算时不计入外窗综合遮阳系数计算。

４５３　太阳得热系数 （ＳＨＧＣ）与遮阳系数 （ＳＣ）可按ＳＨＧＣ等
于ＳＣ乘以０８７进行换算。太阳得热系数和遮阳系数的计算应符
合下列规定：

１　公共建筑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自身太阳得热系数和

外遮阳构件遮阳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

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６的有关规定计算。当设置外遮阳构件时，外
窗 （包括透光幕墙）综合太阳得热系数应为外窗 （包括透光

幕墙）本身太阳得热系数与外遮阳构件遮阳系数的乘积；

２　居住建筑外窗综合遮阳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ＳＣＷ＝ＳＣＣ×ＳＤ＝ＳＣＢ×（１－ＦＫ／ＦＣ） ×ＳＤ
式中：ＳＣＷ———窗综合遮阳系数；

ＳＣＣ———窗本身的遮阳系数；
ＳＣＢ———玻璃遮阳系数；
ＦＫ———窗框面积；
ＦＣ———窗面积，ＦＫ／ＦＣ为窗框面积比；
ＳＤ———外遮阳系数；

３　外遮阳系数简化计算应符合本标准附录Ｃ的规定。
４５４　可通过种植落叶乔木、藤蔓植物、布置花格构件等形成
遮阳系统。

４５５　居住建筑天窗应设置活动遮阳，宜设置活动外遮阳。
４５６　窗口上方的出挑阳台、外廊、挑檐、装饰构件等可作为
遮阳计算。

４５７　温和地区居住建筑外窗综合遮阳系数应符合表４５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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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值规定。

表４５７　温和地区外窗综合遮阳系数限值

部位
外窗综合遮阳系数ＳＣＷ

夏季 冬季

外窗
温和Ａ区 — 南向≥０５０

温和Ｂ区 东、西向≤０４０ —

天窗（水平向） ≤０３０ ≥０５０

注：１　温和Ａ区南向封闭阳台内侧外窗遮阳系数不做要求，但封闭阳台透光部分综

合遮阳系数在冬季应大于等于０５０。

２　楼梯、电梯间、封闭外走廊外窗综合遮阳系数不做要求。

４６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

４６１　公共建筑按照现行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
的相关要求进行权衡判断。

表４６１　温和地区甲类公共建筑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基本要求

围护结构部位
平均传热系数Ｋｍ［Ｗ／（ｍ２·Ｋ）］

热惰性指标Ｄ≤２５ 热惰性指标Ｄ＞２５

屋面 ０５０ ０８０

４６２　居住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
４６２１　当温和 Ａ区设计建筑不符合本标准第 ４３２１、
４３２２条规定时，应按本章规定对设计建筑进行围护结构热工
性能权衡判断。进行权衡判断的温和 Ａ区居住建筑，围护结构热
工性能基本要求应符合表４６２１－１及表４６２１－２的规定。

９１

进行权衡判断的温和地区甲类公共建筑，设计建筑围护结构

热工性能应满足表４６１要求，方可进行权衡判断。



表４６２１－１　温和Ａ１区居住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基本要求

围护结构部位
平均传热系数Ｋｍ［Ｗ／（ｍ２·Ｋ）］

热惰性指标Ｄ≤２５ 热惰性指标Ｄ＞２５

屋面 ０８ １０

外墙 １２ １８

外窗
窗墙面积比≤０３ ３８

窗墙面积比＞０３ ３２

天窗 ３５

表４６２１－２　温和Ａ２区居住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基本要求

围护结构部位
平均传热系数Ｋｍ［Ｗ／（ｍ２·Ｋ）］

热惰性指标Ｄ≤２５ 热惰性指标Ｄ＞２５

屋面 ０８ １０

外墙 １２ １８

外窗 ３８

天窗 ３５

４６２２　居住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按照现行 《温和

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ＪＧＪ４７５的相关规定进行。其中参照
建筑的构建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参照建筑的形状、大小、朝向、平面划分以及使用功能
均应与设计建筑完全相同；

２　参照建筑外墙开窗位置 （包括天窗）应与设计建筑相同，

当某个开间的窗面积与该开间的传热面积之比 （包括天窗）大于

本标准表４３２２－１的规定时，应缩小该开间的窗面积，并应使
窗面积与该开间的传热面积之比符合表４３２２－１的规定；当某
个开间的窗面积与该开间的传热面积之比 （包括天窗）不大于本

标准表４３２２－１的规定时，该开间的窗面积不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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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参照建筑屋面、外墙的传热系数应按本标准表４３２１－
１选取，外窗及天窗的传热系数应按本标准表４３２２－２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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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温和地区居住建筑供暖空调节能设计，宜按现行 《温和

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ＪＧＪ４７５执行。
５１２　供暖、通风和空调设计的室外气象参数，宜按本标准附
录Ｌ选取。
５１３　供暖、空调系统施工图设计，应对每一供暖空调房间或
区域进行热负荷和逐项逐时冷负荷计算，并作为选择冷热源设

备、输配设备、空调末端设备、自控和调节阀门等的计算依据。

５１４　公共建筑热负荷计算应扣除房间内部稳定得热量，包括
室内设备散热量、人员密集场所人体散热量等，同时采用新风量

需求控制。

５１５　供暖空调设计应充分利用自然条件，根据当地典型气候
条件，优先进行自然通风设计。遵循被动式技术优先、主动式技

术优化原则，合理确定供暖空调系统形式，最大限度降低系统运

行能耗。

５２　供　暖

５２１　空间高大的公共建筑设置供暖系统时，宜采用辐射供暖
方式，并优先采用低温热水地板辐射供暖。

５２２　学校、医疗机构、办公等建筑设置供暖系统时，宜采用
新风供暖方式。

５３　通　风

５３１　应结合建筑设计，合理利用各种被动式通风技术强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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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通风，并优化室内气流组织，提高通风效率，减少机械通风和

空调设施的设置范围和使用时间。机械通风和空调系统设置不应

使建筑自然通风受到减损。

５３２　通风设计应符合以下节能原则：
１　应优先采用自然通风排除室内的余热和余湿；
２　当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或室外空气污染和噪声污染严

重时，应设置机械通风系统或自然与机械的联合通风系统；

３　建筑物内产生大量热湿以及有害物质的部位，应优先采
用局部排风，必要时辅以全面排风；

４　空调建筑应尽量利用通风消除室内余热余湿，缩短空调
冷源系统使用时间；单层空调建筑或顶层空调房间宜采用通风

吊顶。

５３３　建筑中庭宜采用自然通风，不具备自然通风条件时，应
设置机械排风装置。

５３４　设置机械排风系统的地下车库应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
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

５４　空气调节

５４１　房间面积或空间较大、人员较多，或有必要集中进行温、
湿度控制的空气调节区，其空调风系统宜采用全空气系统。

５４２　全空气空调系统设计，尚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定风量全空气空气调节系统宜采取实现全新风运行或可

调新风比措施；

２　一般公共建筑，整个建筑所有全空气定风量系统最大总
新风比，不低于５０％；
３　人员密集的大空间内，所有全空气定风量系统最大总新

风比，不低于７０％；
４　排风系统应与新风量变化相适应。

５４３　采用风机盘管加集中新风方式空调系统，宜具备在各季
节采用不同新风量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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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４　空调冷热水系统设计，尚应符合下列节能规定：
１　采用换热器加热空调热水时，空调供水温度宜采用６０～

６５℃，供回水温差不宜小于１０℃，风冷热泵机组冬季供暖供回水
温度可不受此限；

２　除采用模块式等小型机组和采用一次泵变流量系统情况
外，一次泵系统及二次泵系统中的一级泵，应与冷热源机组台数

和流量相对应，并宜采用一对一独立接管连接方式。

５４５　大型公共建筑空调冷水、冷却水系统宜采用小流量大温
差系统。

５４６　分体式空调装置 （含风管机、多联机）用于高层建筑时，

应保证室外机具有良好的散热条件，且宜分楼层就近、错位

布置。

５４７　经常处于部分负荷运行状态的空调、通风系统宜采用变
频调速节能技术：

１　新风机组、通风机宜选用变频调速电机；
２　在经济、安全的条件下，一级泵空调系统采用变流量水

系统时，循环水泵宜采用变频调速控制；

３　空调冷却塔风机宜采用变频调速风机。
５４８　冷却塔选型时宜根据当地室外空气计算参数对冷却塔选
型进行校核修正。

５５　空调与供暖系统的冷热源

５５１　空调和集中供暖系统的冷、热源方式及设备选择，可根
据资源条件、环境保护、能源效率及用户对供暖、空调费用承受

能力等综合因素，经技术经济分析比较确定。有条件时，应优先

利用余热、废热，积极利用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

５５２　空气源热泵冷热水机组选择，应根据气候分区划分和建
筑功能特点，按下列原则确定：

１　商场类人员密集场所宜以热负荷选型，不足冷量可由水
冷式冷水机组提供；

４２



２　当冬季运行冷热风机组性能系数 （ＣＯＰ）低于１８、冷热
水机组性能系数 （ＣＯＰ）低于２０或具有其他热源、气源时不宜
采用。

５５３　对存在一定量卫生热水需求的空调建筑，经技术经济分
析合理时宜采用带冷凝热回收系统的冷水机组或采用热回收式

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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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建筑给排水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给水排水系统节水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

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和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ＧＢ５０５５５的有关规定。
６１２　水量计量应根据使用用途、付费或管理单元，分别设置
用水计量装置，并宜设置用水量远传计量系统，能分类、分级记

录、统计分析各种用水情况，水量计量装置设置应满足 《用水单

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ＧＢ２４７８９的规定和要求。
６１３　有计量要求的水加热间、换热站室，应安装热水表、热
量表或能源计量表。

６１４　给水泵应根据给水管网水力计算结果选型，并应保证设
计工况下水泵效率处在高效区。给水泵效率不宜低于现行国家标

准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ＧＢ１９７６２规定的泵
节能评价值。

６１５　卫生器具和配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节水型生活用水

器具》ＣＪ／Ｔ１６４的有关规定。

６２　给排水系统

６２１　给水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节能原则：
１　应充分利用城镇供水管网水压直接供水；
２　给水系统供水方式及竖向分区应根据建筑用途、层数、

使用要求、材料设备性能、维护管理和能耗等因数综合确定。分

区压力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ＧＢ５００１５和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５５５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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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区域集中布置的供水泵站，宜设在供水范围内居中或靠
近用水大户的位置；

２　在征得当地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及供水部门批准认可时，
宜采用叠压供水系统。

６２３　变频调速泵组应根据用水量和用水均匀性等因数合理选
择搭配水泵及调节设施，宜按供水需求自动控制水泵启动台数，

保证运行泵组在运行工况高效区运行。

１　工作水泵数量应根据系统设计流量和水泵运行工况高效
区段流量的变化曲线经计算确定；

２　变频调速泵在额定转速时的工作点，应位于水泵运行工
况高效区的末端；

６３　生活热水

６３１　热水供应系统热源，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优先利用余
热、废热、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等，并宜按下列顺序选择：

１　采用具有稳定、可靠供应的余热、废热、地热，以地热
为热源时，应按地热水的水温、水质和水压，采取相应技术措施

处理，满足使用要求；

２　日照时数大于１４００ｈ／ａ，且年太阳辐射量大于４２００ＭＪ／ｍ２

７２

３　温和地区、夏热冬暖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可采用空气源
热泵制备生活热水；

６２２　二次加压泵站的数量、规模、位置和泵组供水水压应根
据城镇给水条件、小区规模、建筑高度、建筑分布、使用标准、

安全供水和降低能耗等因数合理确定：

３　变频调速泵组宜配置气压罐。
６２４　地面以上生活污、废水及雨水排水应采用重力流方式
排出。

及年极端最低气温不低于 －４５℃的地区，应优先采用太阳能作
为热源，云南省太阳能资源区划和主要典型城镇的太阳能辐射数

据详见附录Ｍ；



１　热水配水点保证出水温度不低于４５℃的时间，居住建筑
不应大于１５ｓ，公共建筑不应大于１０ｓ；

８２

７　除电力需求侧管理鼓励用电，且利用谷电加热的情况外，
不应采用直接电加热热源作为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

６３２　除厨房、洗衣房、高温消毒以及工艺性湿度控制等必须采

用蒸汽的热负荷外，不应采用燃油或燃气锅炉制备蒸汽再进行热

交换后供应生活热水的供热方式。当以燃油或燃气作为热源时，

宜采用燃油或燃气机组直接制备热水。

６３３　当采用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制备生活热水时，制热量大
于１０ｋＷ的热泵热水机组在名义制热工况和规定条件下，性能系
数 （ＣＯＰ）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ＧＢ５０１８９的规定值，并应有保证水质有效措施。
６３４　６０℃日热水用量设计值小于１ｍ３建筑、无集中淋浴设施
办公楼及用水点分散、局部使用热水的小供热点，宜采用局部加

热装置。

６３５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应设热水循环系统，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６　有充足天然气供应的城市，经当地城市燃气供应部门审
批，可采用燃气热水机组制备热水；

５　在沿江、沿湖，地表水源充足、水文地质条件适宜，以
及有条件利用城市污水、再生水的地区，可采用地表水源热泵

；当采用地下水源和地表水源时，应经当地水务、交通航运等部

门审批，必要时应进行生态环境、水质卫生方面的评估；

４　在地下水源充沛、水文地质条件适宜，并能保证回灌的
地区，可采用地下水源热泵；

２　应合理布置循环管道，减少能耗；
３　日热水用量设计值大于等于５ｍ３的用户，宜设置单独

的热水循环系统。

６３６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供水分区宜与用水点处的冷水分区
一致，并应采取保证用水点处冷、热水供水压力平衡和保证循

环管网有效循环的措施。



６３７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管网和设备应采取保温措施，保温层
厚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ＧＢ／Ｔ８１７５
中经济厚度计算方法确定，或者按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ＧＢ５０１８９附录Ｄ的规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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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建筑电气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建筑供配电系统设计应简单、经济、合理，优先利用可
再生能源。

７１２　电气系统宜选用技术先进、可靠、损耗低、谐波发射量
少、能效高、经济合理的节能产品。

７１３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满足节能控制及运行管理的需求，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３１４的有关规定。

７２　供配电系统

７２１　由两路高压电源供电的系统，有条件时宜采用两路电源
同时运行的方式。

７２２　变配电所应靠近负荷中心设置，低压供电半径不宜大
于２００ｍ。
７２３　变压器的长期运行负载率不宜大于８０％。季节性负荷变
化较大或集中负荷较大的建筑宜设置二台及以上变压器。

７２４　当采用三相电源供电时，单相负荷应均匀分配在三相上，
负荷电流不平衡度不宜超过±１５％。
７２５　电气竖井及配电间应设在区域负荷中心，并应靠近电源，
分支线路供电半径不宜超过５０ｍ。
７２６　对于容量较大的用电设备，当功率因数较低且离变配电
所较远时，宜采用无功功率就地补偿方式。

７２７　大型可控硅调光设备、电动机变频调速控制装置等谐波
源较大的设备，应就地设置谐波抑制装置。当建筑中非线性用电

设备较多时，应预留滤波装置的安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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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８　新建汽车库、停车场的停车位，充电设施配建比例应符
合国家相关规定，供配电设计应符合充电设施或其安装条件的

要求。

７３　电气照明

７３１　室内照明功率密度 （ＬＰＤ）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照明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３４规定的目标值。
７３２　建筑夜景照明的照明功率密度 （ＬＰＤ）限值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ＪＧＪ／Ｔ１６３的规定值。
７３３　设计选用光源、镇流器的能效不应低于相应能效标准的
节能评价值。

７３４　光源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在满足照度均匀度条件下，应优先选用高光效光源，并

采用合适的照明方式；

２　气体放电灯用镇流器应选用谐波含量低的产品；
３　除需满足特殊工艺要求场所外，不应选用白炽灯；
４　走道、楼梯间、电梯间、卫生间、车库等无人长期逗留

场所，照明灯具宜选用ＬＥＤ光源等节能型光源；
５　疏散指示灯、出口标志灯、室内指向性装饰照明灯 （箱）

等宜优先选用ＬＥＤ光源等节能型光源；
６　夜景、景观、道路、室外作业场地等照明，应选用安全、

高效、寿命长、稳定的光源，宜优先选用 ＬＥＤ光源等节能型
光源。

７３５　灯具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使用电感镇流器的气体放电灯应采用单灯补偿方式，灯

具的功率因数不应低于０９；
２　在满足眩光限制和配光要求条件下，应选用高效率的

灯具；

３　灯具自带的单灯控制装置宜预留与照明控制系统的接口。
７３６　作业面照度要求较高，一般照明无法满足的场所，应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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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混合照明。

７３７　室内照明设计不宜采用反射照明或漫射发光顶棚。
７３８　照明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照明控制应结合建筑使用情况及天然采光状况，进行分
区、分组或调光控制，照明采光区域控制应独立于其他区域的照

明控制；

２　除单一灯具的房间，每个房间的灯具开关不宜少于２个，
且每个开关所控制的光源数不宜多于６盏；
３　大空间、多功能、多场景场所照明，宜采用智能照明控

制系统，大型宴会厅、会议厅、展览厅、报告厅等场所宜采取多

种场景控制方式；

４　旅馆客房应设置节电控制型总开关；
５　室内停车库、开敞式办公室等大空间的一般照明宜采取

集中或分区集中控制，局部照明宜采取分散控制方式；

６　建筑走廊、门厅、电梯厅等公共场所照明，应结合项目
情况，设置人体感应控制、时间控制、智能照明系统控制、ＢＡ
系统控制等节能控制措施，楼梯间应采用自熄开关控制，公共卫

生间宜采取节能控制措施；

７　道路、室外作业场地 （如机场、铁路站场、建筑工地、

室外停车场等）照明，宜采用光控、时控、程控或智能混合控制

等自动控制方式；

８　城市夜景照明应分区或分组集中控制，具备平时、节假
日、重大节日等多种控制模式，同时根据季节变化进行时间和光

电自动控制。

７３９　室内采光应充分利用自然光。可采用主动式或被动式导
光设施，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于有自然光或主动式导光设施的场所，应采用与采光
相关联的照明控制措施；

２　当采用自然光导光装置时，宜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系
统宜具有随室外自然光变化自动控制和调节人工照明照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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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建筑设备

７４１　电梯、自动扶梯及自动人行步道应采用先进节能控制技
术及配备高效电机，且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步道，应采用空载低速运行或无人
自动停运控制方式，并应设置自动控制启停的感应传感器；

２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步道应采用变频感应启动等节能控
制措施；

３　多台垂直电梯应采用群控、变频调速或能量反馈等节能
措施。

７４２　间歇运行的空调、通风设备，宜采用可节能运行的自动
控制方式。

７４３　异步电动机在满足机械负载要求时，可采取调压节电措
施，并使电动机工作在经济运行范围。

７４４　无特殊要求时，负荷波动较大的电动机宜采用变频调速
控制。

７４５　水泵、风机设备应选用高效节能电机。且能效值应满足
现行国家标准 《中小型三项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ＧＢ１８６１３中能效标准的节能评价值要求。
７４６应选用节能型变压器，且能效值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三

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ＧＢ２００５２中能效标准的节
能评价值要求。

７５　电能计量与管理

７５１　电能计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电业收费电能计量装置，应满足电业部门要求；
２　内部节能考核电能计量装置，精度等级不应低于１０级，

且不应与电业收费计量装置串接；

３　除有特别要求外，可只计量有功电能；
４　电能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应满足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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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配备和管理通则》ＧＢ１７１６７及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

配备和管理要求》ＧＢ／Ｔ２９１４９的有关规定。
７５２　应根据建筑使用功能、物业管理、运营管理等情况对建
筑用电能耗进行分项、分区、分户设置独立计量装置，同时可实

现能耗自动监测与计量，进行能耗分析和管理。

７５３　公共建筑应按照明插座、空调、电力、特殊用电分项进
行电能监测及计量。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有条件时，应将照明和插

座分项进行电能监测及计量。

７５４　居住建筑应按户设置电能计量装置，按公共区域照明、
电梯、水泵、风机、空调等集中提供配套服务设施的电力设备用

电分类设置电能计量装置。

７５５　使用可再生能源系统时，可再生能源应设置独立计量
装置。

７５６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及大型公共建筑应设置能耗监测系统，
中小型公共建筑宜设置能耗监测系统。能耗监测系统应满足 《公

共建筑能耗远程监测系统技术规程》ＪＧＪ／Ｔ２８５的要求，并预留
接入云南省建筑能耗监管平台的接口。

７５７　公共照明采用智能控制系统时，宜设有与建筑设备监控
系统联网的接口。

７５８　公共建筑中设有空调机组、新风机组等集中空调系统时，
宜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管理系统。建筑设备监控管理系统，应具有

对空调设备、电梯、水泵、风机、电气照明和其他用电设备进行

集中管理和运行监控的功能，以实现最优化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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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１　新建、改建和扩建民用建筑用能应通过对当地环境资源
条件和技术经济分析，结合国家、地方相关政策，优先考虑使用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并至少选用一种可再生能源与新

能源应用技术类型。

８１２　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利用设施应与主体工程统一规划、
同步设计、同步施工，与建筑工程同时投入使用。

８１３　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应用系统宜设置监测系统节能效益
的计量装置。

８２　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应用技术类型

８２１　太阳能光热应用
１　太阳能热水系统；
２　太阳能供热、供暖系统；
３　太阳能和浅层地热能联合供热、供暖及制冷系统；
４　被动式太阳房。

８２２　太阳能光伏应用
１　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
２　太阳能和风能互补的电源系统。

８２３　地热能源应用

１　空气源热泵热水供应系统；

５３

８　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应用

１　浅层地热能供热、供暖及制冷系统；
２　地表水源、地下水源及污水源供热、供暖及制冷系统。

８２４　空气能应用



２　空气源热泵供热、供暖系统；
３　空气源热泵与太阳能联合热水供应系统；
４　空气源热泵与太阳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

８２５　其他
１　利用自然光的导光或诱光系统；
２　风能利用；
３　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

８３　太阳能应用

８４　地热能应用

８４１　设置空调或供暖系统的建筑，当有适合水源热泵运行条

６３

８３１　太阳能利用应遵循被动优先原则，建筑设计宜充分利用
太阳能。

８３２　宜采用光热或光伏与建筑一体化系统，光热或光伏与建
筑一体化系统不应影响建筑功能、外观及外围护结构，并应符合

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８３３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辅助热源应根据建筑使用特点、用热
量、能源供应、维护管理及卫生防菌等因素选择，并宜利用废

热、余热等低品位能源和空气热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其他可

再生能源及新能源。

８３４　冬季室外最低温度低于摄氏零度地区，太阳能热水系统、
太阳能供热、供暖系统应采取可靠的防冻措施。

８３５　民用建筑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时，应最大限度满足建筑
物生活热水需求。

８３６　太阳能集热器和光伏组件的设置应避免受自身或建筑本

体的遮挡。在冬至日采光面上的日照时数，太阳能集热器不应少

于４ｈ，光伏组件不宜少于３ｈ。
８３７　建筑物地下室等难以自然采光的场所，宜选用太阳能导
光或诱光系统。



件的水资源且经过技术经济论证合理时，宜采用水源热泵系统。

水源热泵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３　设备选配、管路设计与运行控制模式应能适应水源热泵
机组的转换与空调冷热负荷及生活热水供热负荷的变化；系统宜

采用变流量设计，根据空调负荷的变化动态调节并尽量减少地下

水或地表水的用量；

４　夏季空调设计工况、地表水换热系统设计供回水温差不
应低于 ５℃，地表水换热系统输送能效比 （ＥＲ）应不大
于 ００２４１。
８４２　设置供热系统的建筑，当有合适的浅层地热能资源且经
过技术经济论证合理时，宜优先采用地埋管地热源热泵系统。地

埋管地热源热泵系统节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地埋管换热系统设计应进行全年动态负荷计算，全年制
冷运行与制热运行期间地埋管与土壤的换热量应基本匹配。地埋

管换热量应满足系统最大吸释热量要求；当两者相差较大时，可

通过增加辅助热源或增加冷却塔辅助散热的调峰方式；

２　地埋管换热系统宜采用变流量设计，以充分降低系统运
行能耗；

３　地埋管地热源热泵系统在供冷、供热的同时，宜利用地
源热泵系统的热回收功能提供或预热生活热水，不足部分由其他

方式补充。

８５　空气热能应用

８５１　应根据当地气象参数和实际条件确定空气源热泵系统的
系统组成和运行方式。

８５２　空气源热泵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７３

１　有条件的场合宜优先采用地表水源热泵；
２　建筑同时存在空调冷负荷与空调热负荷或生活热水供热

负荷时，宜选用有热回收功能的水源热泵，并利用其热回收功能

提供或预热生活热水，不足部分由其他方式补充；



１　最冷月平均气温不小于１０℃地区，空气源热泵系统可不
设置辅助热源；

２　最冷月平均气温小于１０℃且不小于０℃地区，空气源热泵
系统宜设置辅助热源，或采取延长空气源热泵工作时间等满足使

用要求的措施；

３　最冷月平均气温小于０℃地区，经技术经济比较后可采取
采暖季节由燃气锅炉等供应热水，其余季节由空气源热泵系统供

应热水的季节运行方式；

４　空气源热泵系统的辅助热源应就地获取，经技术经济比
较，选用投资省、低能耗热源，辅助热源应只在最冷月平均气温

小于１０℃的季节运行；
５　空气源热泵采取直接加热系统时，直接加热系统冷水总

进水硬度 （以碳酸钙计）不应大于１２０ｍｇ／Ｌ。
８５３　空气源热泵机组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无辅助热源系统应根据全年最冷月平均气温和设计小时
供热量选择空气源热泵机组；

２　有辅助热源系统宜按春分、秋分所在月平均气温和相应
设计小时供热量选择空气源热泵机组；

３　在有结霜可能地区应选用带自动除霜装置的空气源热泵
机组，并宜按产品特性曲线和实际工况，适当考虑除霜因素选择

空气源热泵机组名义制热量；

１　机组不得布置在通风条件差、环境噪声控制严及人员密
集场所；

２　机组进风面距遮挡物宜大于 １５ｍ，控制面距墙宜大于
１２ｍ，顶部出风机组，其上部净空宜大于４５ｍ；

３　机组进风面相对布置时，其间距宜大于３０ｍ；
４　机组基础高度应不小于３００ｍｍ，且大于当地积雪厚度。

８３

４　应根据气温和负荷变化确定机组数量，除小型系统可为
一台外，一个系统中机组数量不宜少于两台。

８５４　空气源热泵机组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８５５　空气源热泵系统应根据系统需要和热泵机组构成设计相
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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