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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发展理念以绿色发展理念，，促绿色建筑发展促绿色建筑发展

今年6月1日至30日为全市节能宣传月，6月19日为

全国低碳日。

我市节能宣传月活动的主题是“绿色发展 节能先

行”；全国低碳日活动主题是“低碳行动，保卫蓝天”。

为向市民推广普及绿色建筑理念、增强建筑节能意识，

本报联合市住建局推出绿色建筑知识问答，以飨读者。

绿色建筑指的是对自然环境无
害，能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各种可
再生资源，并且在不破坏其基本的
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建造的一种建
筑，又称可持续发展建筑、回归大
自然建筑等。

绿色建筑是指在全寿命期内，
最大限度节约资源 （节能、节地、
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减少污
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
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
筑。

什么是绿色建筑？

我国是人口多、资源贫乏的国
家，建筑能耗 （包括：建材生产、
建筑施工和建筑使用能耗） 是建
筑、制造、交通三大能耗之首，约
占全社会总能耗的 1/3。实行绿色
建筑、降低建筑能耗、减少环境污

染已刻不容缓，开展绿色建筑是国
家实施节能战略的重要方面。必须
在民用建筑的设计、施工和运行方
面下大功夫，满足绿色建筑的评价
标准，使民用建筑达到相应的绿色
建筑等级的要求。

为什么国家高度重视绿色建筑？

绿色建筑的“绿色”，通过健康
舒适的室内环境和自然和谐的室外
环境来体现。舒适的室内环境包括
适宜的温度、自然的光照以及良好
的空气质量等。在对室内温度的控
制上，绿色建筑区别于传统空调系
统，把对自然能源的应用发挥到极
致。在绿色建筑的设计中，建筑师
们要系统分析当地气候及建筑内部
负荷变化对室内环境舒适性的影
响，从而设计出既环保又舒适的温
度调节系统。在对光照的调节上，
绿色建筑中引进无污染、光色好的
日光作为光源，根据不同的时间、

地点调节强光从而使人感到舒适。
在对空气质量的控制中，绿色建筑
根据不同的环境调节风量，控制空
气的洁净度、流速使得空气质量达
到较优状态，并有效控制室内污染
物，最大程度优化室内空气品质。

绿色建筑重视和周围环境的融
合。绿色建筑的设计，首先考虑如
何与所在地的气候特征、经济条
件、文化传统观念互相配合，从而
成为周围社区不可分离的整体部
分。此外，有屋顶花园的建筑不一
定是绿色建筑，屋顶花园却是绿色
建筑的要素之一。

绿色建筑绿色在哪里？

节水。绿色建筑以雨水和河水作
为补给水，结合生态净化系统、气浮
工艺、人工湿地、膜过滤和炭吸附结
合技术，处理源头水质，达到生活杂
用水标准，处理后水用于冲厕、绿化
灌溉和景观补水。结合景观设置具有
净水效果的景观型人工湿地，处理生
活污水。

节材。建筑材料就地取材，至少
20%（按价值计）的建筑材料产于距
施工现场 500公里范围内；使用耐久
性好的建筑材料，如高强度钢、高性
能混凝土、高性能混凝土外加剂等；
建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再利用，可再循
环材料（按重量计）占所用总建筑材
料的 10％；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优
先使用利用工业或生活废弃物生产

的建筑材料；使用可改善室内空气质
量的功能性装饰装修材料；结构施工
与装修工程一次施工到位，避免重复
装修与材料浪费。

节地。建筑场地选址无洪灾、泥
石流及含氡土壤的威胁，建筑场地
安全范围内无电磁辐射危害和火、
爆、有毒物质等危险源；住区建筑
布局保证室内外的日照环境、采光
和通风的要求，满足 《城市居住区
规划设计规范》 中有关住宅建筑日
照标准的要求；绿化种植适应当地
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乡土植物，选用
少维护、耐候性强、病虫害少，对
人体无害的植物；住区的绿地率不
低于 30%，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1至 2
平方米/人。

“绿色”是如何实现的？

太阳能供热（水）系统的经济效
益非常显著。把太阳能供热（水）系
统产生的热能换算成燃气能，然后
同燃气锅炉比较就可得出太阳能供
热（水）系统的回收期。按别墅型太
阳能供热水系统（6m2集热器）造价
12000 元 ，抵 消 燃 气 锅 炉 的 投 资
2000 元/台，实际多投资 10000 元，

每 年 收 集 太 阳 能 16200MJ（效 率
50%），换算成城市天然气（能量值
MJ/m3，燃气锅炉燃烧效率 80%，综
合能量使用效率80%）为1592m3，城
市 天 然 气 单 价 1.2 元/m3，价 值 约
1910 元/年，因此 5 年～6 年即可回
收投资。如果是集中供热系统，回收
期还要缩短，只需3年～4年。

使用太阳能供热（水）能省钱吗？

空调器的耗电在家庭电费支出
中，占较大的比例。除了要选择能效
高，耗能小的空调器外，还要在安装
时进行合理布置，才能起到更好的
节能效果。

分体式空调室内机的布置：
1，室内机不应安装过低。如果

安装过低会使冷风直吹到体或送到
地面上，造成室内温度均匀性极差，
使人感到不舒服。

2，若房间狭长，必须把室内机
安装在房间内较窄的墙上，并且保
证室内机送风口不受阻挡。

3，室内机应安装在避免阳光直
射的地方，安装在容易排水，容易进
行室内外连接的地方，而且室内、室

外机连接管必须向室外有一定的倾
斜度，以利于排除冷凝水。

分体式或户式中央空调室外机
的布置：

1，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其前后应无阻挡，有利于风机工作
时抽风，增加换热效果。为防止日晒
雨淋应设置遮篷。

2，不应安装在有油污、污浊气
体排出的地方，否则会造成空调机
污染，降低传热效果，并破坏电器部
件性能。

3，室外机四周应留有足够的空
间；其左端、后端、上端空间应大于
10 厘米，右端空间应大于 25 厘米，
前端空间应大于40厘米。

空调器如何布置才能更节能？

外保温和内保温是建筑节能技
术中为提高外墙保温隔热性能被采
用最多的两种方法。前者把保温系
统固定在外墙的外表面，后者施工
在内表面。相对于外保温，内保温
施工较方便，造价也便宜，但业内
人士绝大多数还是认为外保温优于
内保温，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
于：外保温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外
墙的热桥，而内保温无法办到。所
以外保温的保温、隔热效果好。此

外，外保温能保护主体结构，使外
墙结构层处于相对稳定的常温状
态，避免了结构层的冷热变化，可
很大程度上消除温差裂缝，延长其
使用寿命。外保温还能减少外墙内
表面温度变化，进而提高室内的热
稳定性；内保温容易产生墙体内部
冷凝，使墙体内部湿度增大，降低
原有的保温性能。对用户影响最大
的是，内保温会减少建筑室内使用
面积，而外保温不会。

为什么外墙外保温优于外墙内保温？

（1） 环境绿化，以减弱室外热
作用对建筑物的影响；

（2） 围护结构隔热，特别是屋
顶和西向外墙隔热；

（3） 房间自然通风，以排除室
内热量和改善人体舒适度；

（4） 窗户遮阳，以遮挡直射阳
光进入室内，改善室内热环境。

如何避免夏季室内过热？

与不节能的传统建筑相比，节
能建筑由于采取了多项节能措施，
一般说来，是要增加投资的，根据
所采用的节能技术不同，所增加的
费用和所取得的收益也不一样。根
据一些试点资料分析，以建筑节能
投资增加额与住宅建筑本身的造价
相比，节能 50%时占 7%～10%。如
果与住宅开发建设费用相比，则所
占的比例还要小得多。与此同时，
从规划设计的角度分析，可以节约
采暖制冷系统建设的投资，在建成
使用后可以节约能源支出，还可以
节约运行管理费用。也就是说，节

能投资可以回收，并在住宅寿命期
间受益。而且节能建筑冬暖夏凉，
居住舒适，有利于增进健康，提高
工作效率，又由于少用能源，燃烧
煤炭和石油类燃烧减少，可以减轻
由此产生的大气污染和温室效应，
造福人类，造福子孙。可见，只要
算大账，算总账，搞建筑节能不仅
是合算的，而且是高效益的，荫及
子孙后代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各
发达国家都十分热衷于搞建筑节
能，因为本国的经济专家十分精明
地把账全面算清楚了，搞建筑节能
合算省钱。

为什么搞建筑节能既节能又省钱？

在节能建筑中，为了节约采暖
和空调能耗，除了一般采用高效节
能、便于调控和计量的采暖和空调
设备之外，还加强了围护结构的保
温和隔热保温的作用。根据国家规
范的规定，符合节能要求的采暖居
住建筑，其屋顶的保温能力约为一
般非节能建筑的1.5倍～2.6倍，外
墙的保温能力约为一般非节能建筑
的2.0倍～3.0倍，窗户的保温能力

约为一般非节能建筑的 1.3倍～1.6
倍。节能建筑一般都要求采用带密
闭条的双层或三层中空玻璃窗户，
这种窗户的保温性能和气密性要比
一般窗户好得多。由于节能建筑的
围护结构的保温性能较好，门窗的
气密性较高，因此，在冬季可以防
止室内热量的散失；在夏季，可以
起到隔热的作用。从而保证室内冬
暖夏凉，明显改善室内热环境。

为什么节能建筑能改善室内热环境
做到冬暖夏凉？

根据我国建筑节能发展规划，
从 1986 年起逐步实施节能 30%、
50%和 65%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所谓 30%、50%和 65%分以下三种
情况：在严寒和寒冷地区，是指新
建住宅建筑在 1980-1981年住宅通
用设计 （代表性住宅建筑） 采暖能
耗[折算成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每年
用于采暖消耗的标准煤数量，Kg
标准煤/（m2·年） ]的基础上分别
节 能 30% 、 50% 和 65% 。 具 体 来

讲，是要节约相对数量的采暖用
煤 。 在 夏 热 冬 冷 地 区 ， 是 指 在
1980-1981年当地代表性住宅建筑
夏季空调加上冬季采暖能耗[折算
成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每年用于夏季
空调和冬季采暖消耗的电能KW·
h/（m2·年） ]的基础上分别节约
30%、50%和 65%。在夏热冬暖地
区，是指在 1980-1981年当地代表
性住宅建筑夏季空调加上能耗的基
础上分别节约30%、50%和65%。

建筑节能30%、50%和65%
是怎么来的？

窗户使用能反射太阳热量的玻
璃或者装有外遮阳设施，可以使住
宅的隔热性能大大提高，夏季需要
空调降温的天数相应减少。比如
说，在夏天可能有的房子需要开
12 小 时 的 空 调 保 持 室 内 舒 适 温
度，如果房间的窗户遮阳做得好，
并且房屋采用了很好的隔热材料，
那么空调只需开 8小时就够了，这
样能够节约电费。

根据遮阳设施与窗户的相对位
置，遮阳可分为内遮阳和外遮阳两
大类。一般来说，外遮阳的效果要
比内遮阳好得多。因为内遮阳是将
已经透过玻璃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
再反射出去一部分，而外遮阳则是

将绝大部分太阳辐射挡在窗外。虽
然外遮阳的效果要比内遮阳好得
多，但在实际建筑中，内遮阳远比
外遮阳用得普遍。这是因为内遮阳
要比外遮阳简单得多。例如任何一
种窗帘都是一种内遮阳设施，而外
遮阳设施则需要特意设置。选择使
用内遮阳还是外遮阳应根据具体情
况和条件而定。例如在北方地区，
由于夏季比较短，遮阳的需求不是
很大，一般使用窗帘、百叶卷帘等
安装和使用都比较简单的内遮阳就
可以了。而在南方地区，由于夏季
很长，太阳辐射又非常强烈，多付
出一些代价，安装和使用外遮阳是
值得的。

为什么遮阳能起到节能作用？

宁波市城市展览馆二星级绿色建筑

马园路停车场二星级绿色建筑

杭州湾新区医院二星级绿色建筑

宁波市委党校二星级绿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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