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谙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青海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干发布《青海省居隹建筑节能设计标准-7锅节能

(试行冷等两项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通知

西宁市海东市城乡规hil和 建设局,各 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有

大单位 |

由△+海省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 《育海省居住

建筑节能设汗标准一乃%节能〈试行 )》

")B63`r16262o!助

和青海

东亚t程建设管理脊询有限公司主编的 《青海省公共建筑 节能设

计标准》(DB63厅1627-20⒙ )△ 程矬设地方标准 .经专家审查通过 ,

现批la拨 布 ,自 ⒛18勹:3月 :臼 起止式实施.本标准由青海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归
"管

理 ,授权标准七编单位负责解释 .

西宁市 海东市、桶尔木市于 20!8年 3爿 1口 率先执彳i《青海

省居住硅筑节能设计标准-75%节 能〈试行 )》(DB63r「 1626~⒛ !8).

其他地κ卩r参照执行 ;令贫各地于 20!B乍 3月 !日 仝面执行《青

海省公共建筑节能没计标准》(0B61rr!62,_⒛ ⒙).

音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肯海省质彗技术监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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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国家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战路,依据《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CB50⒙9,针对青海省的气候特点和具体情况 ,认真总
结实践经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绵制了本标准。

本标淮的主要内容包括:l总则

`术
语;3建筑与建筑热△;4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阝绐水排水‘电气;7可再生能源应用泅公
共建筑能耗监诏与计量和相关附录。

其中.第 321、 326、 33!、 332、 337、 4!!、422、 423、 425、
42B42!0、 4214、42r、 4219、 B22、 894、 826条与阃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CB5o!⒆ -⒛⒗第 321、 32,、 33!、
j32 339、 41 !、422、423、 425、42B、4210、42】 4、4217、4219、
452、 454、466条相同,均应按强制性条文对待,必须严格执行 .

本标淮由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青海东亚工
程建设管理咨询有眼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
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反馈至青海东亚

=程
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地址 :西 宁市黄河路⒛号 .邮 政编码 :8】 lul1,电 话 :

o9,!-6】 31‘42〉 .

本 规 程 主 编 单 位:青海东亚△程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 ol

本 规 程 参 编 单 位:青海省气象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王亚峰 丁小玲 惠 波 △玉章

段发贵 张学仁 乇雪堆 李明智
吴 瑞 马秀英 常 潇 李积琴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刘月莉 周增峰 李 忠 柳 松

庾汊成 徐 琳 张倔琪 苘永强

胨玉萍 马传杰 于国强 吴跷梅

谢卫东 刘连新 马国峰 潘洪涛

艹刚



l

2

3

目 次

总则                         !
术语 ⋯⋯⋯ ⋯⋯⋯ ∵⋯ˉ ⋯⋯⋯¨⋯⋯⋯⋯⋯⋯⋯ˉ 2

建筑与建筑热工 ⋯⋯⋯⋯⋯⋯¨⋯⋯⋯⋯⋯⋯⋯⋯¨  4
3! 一般规定 ⋯⋯⋯⋯⋯⋯⋯⋯⋯⋯⋯⋯⋯⋯⋯ ⋯̈ 4

32 建筑设计 ⋯⋯⋯ ⋯⋯ ⋯⋯ ¨ ⋯ ⋯⋯ ⋯⋯ 5

33 围护结构热丁设计 ⋯⋯⋯ ⋯⋯⋯⋯¨⋯⋯⋯¨¨’

34 闱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 ⋯⋯⋯¨⋯⋯⋯  】2

供媛通风与空气调节 ⋯⋯⋯⋯⋯-⋯⋯⋯⋯⋯⋯⋯⋯ !4

4! —般规定 ⋯⋯⋯⋯⋯⋯¨⋯⋯⋯⋯--⋯⋯⋯⋯ 14

42 冷源与热源 ⋯⋯⋯⋯⋯⋯⋯⋯⋯⋯¨¨⋯⋯⋯⋯ 灬

43 输配系统 ⋯¨⋯¨⋯⋯⋯ ⋯⋯⋯⋯⋯⋯⋯⋯¨ 2;

44 末端系统 ⋯⋯⋯⋯⋯⋯⋯⋯⋯⋯⋯¨⋯ ¨⋯  3◆

给水排水 ⋯⋯⋯⋯⋯⋯⋯⋯ ⋯⋯¨⋯ ⋯⋯⋯⋯¨ 3!

5! 一殷规定 ⋯⋯⋯⋯⋯⋯¨⋯⋯⋯¨⋯⋯¨⋯⋯⋯ 3!

52 给水与排水系统设计 ⋯⋯-⋯⋯⋯⋯⋯⋯ˉ⋯  ̈3!

53 生活热水 ¨⋯⋯⋯⋯⋯⋯¨⋯⋯⋯⋯ ¨⋯⋯⋯ m
电气 ⋯⋯⋯⋯⋯¨¨⋯¨⋯⋯¨¨¨⋯⋯⋯⋯¨ ⋯ 35

6! —般规定 ¨¨¨⋯⋯⋯⋯⋯⋯⋯⋯⋯⋯⋯⋯⋯¨ 灬

62 供配电系统 ⋯⋯⋯⋯⋯¨⋯⋯¨⋯⋯⋯⋯¨¨⋯ 峁

63 照明 ⋯⋯⋯¨⋯⋯⋯⋯⋯⋯⋯⋯⋯⋯⋯⋯⋯⋯  36
可再生能源应用 ⋯⋯⋯⋯⋯⋯⋯⋯⋯⋯⋯⋯⋯⋯⋯⋯ 38

,! —般规定 ¨⋯⋯⋯ ⋯̈⋯⋯⋯⋯⋯¨⋯⋯⋯⋯⋯⋯ 38

72 太阳能利用 ⋯ ⋯⋯¨⋯¨⋯¨⋯⋯⋯⋯⋯   m
73 地源热泵及其它热泵系统 ⋯⋯⋯⋯-⋯ ⋯ ⋯⋯ 39

公共建筑能耗监浏肓计贵 ⋯⋯⋯¨⋯⋯⋯⋯⋯⋯⋯⋯ 4!



8】 —般规定 ⋯⋯⋯⋯ ⋯⋯⋯⋯⋯⋯⋯⋯⋯⋯¨⋯⋯

82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监测、控制与计量 ⋯⋯¨ ⋯

B3 电能监测与计量 ⋯ ⋯⋯ ⋯⋯ ⋯̈⋯⋯⋯⋯ ⋯̈⋯

附录A 夕卜墙平均传热系数的计算 ⋯⋯⋯⋯⋯⋯⋯⋯⋯

附录B 围护结杓热△性能的权衡计算 ⋯⋯⋯⋯¨⋯⋯⋯

跗录C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判定表及权衡判断审核表

跗隶D 圉护结构的构造及其建筑热工特性指标示例 ¨⋯

41

42

仰

45

仍

53

68

附隶E 常用建筑材料的热△计箅参数 ⋯⋯⋯⋯⋯⋯¨⋯ 81
跗录F 管道与设备保温及倮冷厚度 ⋯⋯ ⋯⋯⋯⋯⋯⋯ 82
附录C 月睽明节能设计判定表 ⋯⋯⋯⋯⋯⋯¨⋯⋯⋯⋯⋯ ⒙7
引用标准名录 ¨⋯⋯⋯⋯⋯⋯⋯⋯⋯ ⋯¨¨⋯⋯⋯⋯⋯ 88

本标准用词说明  ⋯¨ ⋯⋯⋯⋯⋯⋯⋯⋯⋯⋯¨ ⋯⋯ ∞
跗 :条文说明 ⋯⋯⋯⋯⋯⋯⋯⋯⋯⋯⋯⋯ ⋯¨-¨⋯⋯⋯ 9!



1 '总 贝刂

1α1 为贯彻国家和青海省有关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

和政策以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Cj50⒙9,根据青海省的气

候特点和具体倩况 ,制定本标淮.

10⒓ 本标准适用干青海省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公共建筑节能设

计。

工程建设、施工、监理、验收也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

10j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应根据当地的气侯条件,在倮证室内环

境参数条件下,改善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 ,提高建筑设备及系统

的能源利用效率 ,利用可再生能源 ,降低建筑暖通空调、给水排水

及电气系统的能耗。

Lo茁 当建筑高度超过⒗llm或 单栋建筑地上建筑面积大于

⒛lllmllm埘 ,除应符合本标准的各项规定外 ,还应由相关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其节能设计进行专项论证。

i,05 施△图设计文件中应说明该工程项目采取的节能措施 ,并

宜说明其使用要求 .

im‘ 按本标准进行的建筑节能设计 在倮证相同的室内环境参

数条件下,与未采取节能措施前相比,全年采暖、通风、空气调节和

照明的总能耗应减少ω%.

1Φ

`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除应符含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术 语

2Φ 1 透光幕墙 ilaIlspaIen!c帧缸n wⅢ l

可见光可直接透射人窒内0j幕墙。
⒉02 建筑体形系数 shape far!or

建筑物肓室外空气直接接触的外表面积肓其所包围的体枳的
比值 ,夕卜表面积不包括地面和不供暖楼梯河内墙的面积.

⒛ 3 单—立面窗墙面积比 苗ngle facadc wIildo"tO w缸 l raijo

建筑某—个立面的窗户洞口面积与该立面的总面积之比,简

称窗墙面积比。

"M 
太阳得热系数(sHCC)锎a.h贺t胂in coemcient

通过透光围护结构(}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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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辐射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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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窒内的得热量两部分.

加 ‘ 可见光透射比 讧“b【e mang1nitlall∝

透过透光材料的可见光光通童与投射在其表面上的可见光光
通量之比.

⒛ ‘ 围护结构热⊥性能权衡判断 h刂】dlng cn肥!b"!hcmd pe卜
fomamce":扯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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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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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是否符合节能设计要求的方法 ,简

称权衡判断。

20, 参照建筑 讪etnm bu"diΠ g

进行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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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8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t台 gra m pa"j。 ad耐m
基于机纽部分负荷时的性能系数值.按机组在各种负荷条件

下的累积负荷百分比进行加权计箅获得的表示空气调节用冷水机

组部分负荷效率的单一数值 .

⒛ 0 集中供暖系统耗电檎热比(EⅡ R-h)

clectlici0◆ on:uml● |ion lo廿an击ΠOd hca|屮 an!ity fatio

设计工况下 ,集 中供暖系统循环水泵总功耗(kⅢ )与设计热负

荷(kW)的 比值。

⒉01Φ 空调冷(热 〉水系统耗电输冷(热 〉比阝C(H)Rm〕

dcc仂Hoi"consump!ioiI h lIans佰 Πc"cooling(hca!)quan丨 ity m丨 i。

设计工况下,空调冷(热 )水系统循环水泵总功耗(kW)与设计

冷(热 )负荷(kW)的 比值 .

⒉0" 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 (sCOP)氵y曲mc∝Flo岔m of

lcf△l扩Iathn pcrfk●mancn

设计工况下,电驱动的制冷系统的制冷量与制冷机、冷却水泵

及冷却塔净输人能童之比.

2m,12 风道系统单位风量扦功率 (Ws)enc屮γc0小 umn"on pCr

uni!alr vo1ume of ai【 duct盯 s【ein

设计】况下,空调、通风的风道系统输送单位风量(m%〉所消

耗的电功率(W).



3 建筑与建筑热工

31 -投 规定

;11 公共建筑分类应符含下列规定 :

1 单拣建筑面积大于3∞Ⅲ】的建筑氵或单栋建筑面积小于或

等于3∞m仑但总建筑面积大于1lXn″的建筑群,应为甲类公共建

筑 ;

2 单栋建筑面积小于或等于3mj12的建筑 应为乙类公共建

筑.

312 青海省代表地区的建筑热工设计分区应按表3】 2确定 .

表012 代琅坡奴凄莰拂工设i+分 区

地 区 气候分∝ 代 表 城 埭

西 宁 严案 c区 西宁 湟中 潜派 大通

淹东

严寨 B区 化隆

严蒸c区 平安 r=助 乐都 民和 循化

海南

严来 B∝ 兴海 赍南 ol铬

严来 C区 共和 贵德

海 西

严案 Λ区 天悛 沱沱河 五遒梁

严宋 B区

严案 C区 格尔木 锵令崎 诺木洪

冫磅北

严寒 A区 闸淋 海晏、刚察 托勒

严寒 B区 祁连



地 ∝ 气候分区 代 表 城 镇

黄南

严察 A区 洚库 河搦

严寨C区 向仁、尖扌1

果潞

严寒 A区 玛 lt甘馏 达口 玛多

严桨 B区 久冶 班玛

玉树

严蓉 A区 眙多 曲麻莱 称多 蒲水1。I

严寒 B区 ⊥树市、杂多

严寒 C区 攵谦

313 建筑群的总体规划应考虑减轻热岛效应。建筑的总体规划

和总平面设计应有利于自然通风和冬季日照.建筑的主朝向宜选

择本地区最佳朝向或适宜朝向,且宜避开冬季主导风向。

31H 建筑设计应遵循被动节能措施优先的原则,充分利用天然

采光、自然通风 ,结舍围护结构保温隔热和遮阳措施 ,降低建筑的

用能需求。

J15 建筑体形宜规整紧凑 ,避免过多的凹凸变化。

316 建筑总平面设计及平面布置应合理确定能源设备机房的位

置,缩短能源供应籀送距离。同一公共建筑的冷热源机房宜位于或

靠近冷热负荷中心位置集中设置.

a2 建筑设计

321 严寨地区公共建筑体形系数应符含表321的规定.

哀02i 严艹地区公共奄茁体肜系玫

薛掾建班面积 A(m” 建筑体型采奴

珈 (A≤ 8∞ ≤O so

Λ>B0o ≤Om



0” 严寒地区甲类公共建筑各单—△面窗墙面积比 〈包括透光
幕墙 )均不宜大于0ω .

;23 革一立面窗墙面积比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i 凸凹立面朝向应按其所在寸面的朝向计算 ;

2 楼梯间和电梯间的外墒和外窗均应参与计箅 ;

J 夕卜凸窗的顶部 `底部和侧墙的面积不应计人外墙面积 }

4 当外墙上的外窗、顶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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枳计箅 .

⒊2" 甲类公共建筑单一立面窗踽面积比小于0佃时.透光材料

的。T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060;甲类公共建筑单一立面窗墙面积

比大于等于040时 ,透光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0ω .

J⒓ 5 建筑立面朝向的划分应符台下列规定 :

】 北向应为北佣西ωφ至北佣东⑾φ
;

2 南向应为南偏西30· 至南偏东3护 ;

3 西向应为西偏北3护 至西偏南60° (包括西偏北3σ 和酉

偏南ωφ
);

4 东向应为东偏北⒛φ至东偏南∞φ(包括东偏北ω°和东

偏南ωφ
).

02⒗ 甲类公共建筑的屋顶透光部分面积不应大于屋顶总面积的
⒛%,肖不能满足本条的规定时,必须按本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

权衡判断.

3.27 单一立面夕卜窗(包括透光幕墙 )的有效通风换气面积应符合

下列规定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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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面积的!0%;肖透光幕墙

受条件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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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g 外窗(包括透光幕墒 )的有效通风换气面积应为开启扇面积

6



和窗开启后的空气流通界面面积的较小值。

J.29 严寒地区建筑的外门应设置门斗.

32.1Φ 建筑中庭夏季应充分利用自然通风降温 ,并可设置机械排

风装王加强自然补风。

a2.ii 建筑设计应充分利用天然采光.天然采光不能满足照明要

求的场所 ,宜采用导光、反光等装置将自然光弓人窒内。

J2.12 人员长期停留房间的内表面可见光反射比宜符含表32⒓

的规定。

表⒍2i2 大员长期估日房 。n的 内表面可见光反射比

⒊213 电梯应具备节能运行功能。两台及以上电梯集中排列时 ,

应设且群控措施《电梯应具备无外郜召唤且轿厢内一段时间无预

置指令肘 ,自 动转为节能运行模武的功能.

;2.14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步道应具备空载时暂停或低速运转的

功能.

aa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a;1 根据建筑热丁设计的气候分区.甲类公共建筑的围护结构

热工性能应分别符含表33!l~表 33】 2的规定。当不能满足本条

的规定时,必须按本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权衡判断.

房闽内表面位置 Π见光反射比

顶棚 0,~09

墙 面 o5~08

地 面 03ˉ 0‘



表03ii 严亵A、 B地区甲类公共0睨堆护转构热△性旎眼值

阄铲绐拘邯位

传热系效K[Ⅲ
`(m∶

Κ〉j

o3(体型系数
≤05

外墙(包括非透光常皤 )

底Ⅱ帷 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搂板

非采睽地下亳与地

"采
暖房间之间楼板

地 L非采暖房间与采暧房间的隔聩

单一寸

面外窗

(包 拆透

光菇埯 )

窗转雨积比≤o2

02(蹰瑞面积比≤0a

0a(篱琦面秋比≤o4

o4<窗璃面积比≤05

os(窗墒面积比≤o6

06<馐墙面积比≤o7

o7<窗骑面积比≤OB

窗塘面积lt>08

崖顶透光郜分
(痊顶透光郜分面积≤⒛耽)

围护绐恂郜位 保温0zi料 层热阻 H
“m∴ Κ)`耵 l

周边地面

供暧地 厂窜与士壤按触no外瑙

蛮形缝晒 侧蝎内倮湓时 )



莰ooi艹 严守0地区甲类公共建竹锥护络杓硌工挂臼田讧

圃护绌拘邯位

传热累数 Κ 【W`〈 m∶ κ)l

休型系效

≤0a
oa(体 剧系敕

≤05

崖 面
(oa5 ≤028

外坩(包括非透光菔蜘 ≤043 ≤03B

底面挟触饣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扫‘楼板 ≤o"; ≤oa8

{睬暖地下宦 0地 L采暧房间之问楼板 (o70 ≤0?0

采暖房间jj非采暖房闸的隔媲 ≤ !; ≤ !5

单一立

面夕卜窗

(包括透

光硌蹯 )

饼靖面积比≤α2 ≤20 ≤2?

02(侮嫡面积比≤0a ≤26 ≤24

o3<窗璃面积比(04 (2a ≤2】

04(饼岫面积比≤05 ≤20 ≤ !7

05<窗珊面秋比≤0‘ ≤ !7 ≤ i5

o6(窗璐面积比≤◆7 ≤ l , ≤ !5

◆7<窗牡面积比≤08 ≤ ∶阝 ≤ !4

窗埒面积比)08 ≤⒈4 ≤ 13

屋1J0透光邯分

〈属顶透光郜分面积≤2哌 )

≤23

同j● 结恂邯位
保湿材料层热阻 R

l〈
m=κ )′η

月边地而 ≥ !】

供暖地下宦与 L埭接触的外燎 ≥ !!

焚形缝〈两饲墙内倮湫时 ) ≥ !2



圉护绐拇郜位
传热系致 Κ !ˇ

`(m:Κ
〉j

严寨 A⒔ 区

外瑙(包括00透光菇琦 )

底面铵触常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非采暖地下室与地上采暖房阃乏涧楼板

采暖房问、非采啜房lal的隔垮

单一讧面外窗(包括透光幕瑙〉

屋顶透光郛分(煊顶透光郜分面狄≤⒛%)

罔护纬杓郎位
保湿材斜层热阻 R

“″ κ)`η

供暖地下皂与⊥坎接烛的外璃

ηv 乙类公共建筑的缔护结构热工性能应符含表珀2的规定。

表00⒓  z桊公共建姘筚护姑构热ェ性能限茁

33j 建筑围护结构热△性能参数计箅应符舍下列规定 :

Ⅱ 外墙的传热系数应为包括结构牲热桥在内的平均传热系
数,平均传热系数应按本标淮跗录A的规定进行计箅 ;

2 外窗(包括透光幕墙 )的传热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淮《民用
建筑热t设计规范》CB№1,6的有关规定l+q;

3 当设置外遮阳构件时,外窗(包括透光幕墙 )的太阳得热系
数应为外窗(包括透光幕墙 )本身的太阳得热系数与外遮阳构件的
遮阳系数的乘积.外窗(包括透光箨埚 )本身的太阳得热系数和外
遮阳构件的遮阳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丁没计规范》
◆B60176的有关规定计箅 .

!o



⒌a` 屋面 外墙和地下窀的热桥部位的内表面温度不应低于室

内空气露点温度.

3j5 建筑外门、外窗的气密性分级应符合国家标淮《建筑外门窗

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捡捌方法》CB″ 71∝→∞8中第

4!2条的规定,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10层及以上建筑外窗的气密性不应低于7级 ;

2 IO层以下建筑外窗的气密性不应低于6级 :

3 严寒地区外门的气密性不应低于4级 .

3J‘ 建筑幕墙的气密性应符合国家标准 《建筑幕墙》〈lB″

2!0瞄-2∞9中第613条的规定臣不应低于3级 .

;;i 当公共建筑人口大堂采用全玻幕墙时,全玻幕墒中非中空

玻璃的雨积不应超过同—立面透光面积 (丨 j窗和玻璃幕墙 )的

15%在吭描侗△t而囱鲰 勐 沈曲引辉呷琪供棘冻数 .

;jB 外璃应优先选用外保温体系,并应连续。

3j.9 外墙采用外保温时,应对下列部位进行详细构造设计 :

1 外墙出挑构件及附墙部件 ,如阳仵、雨篷 、靠外墙阳台栏

板、帘调室外机隔板、附壁柱、凸窗、装饰线、女儿璃等均应采取隔

断热桥和保温措施 ;

2 窗口外侧四周瑞面,应进行保温处理 ;

3 变形缝处屋面、外墙的缝隙,应用高效保温材料封闭.

4 外墙外倮温系统 ,在建筑有地下室时 ,倮温层应与地下室

外堵外倮温材料相连续 ;无地下室时,外墙倮温系统应延伸至室内

地坪以下 ,室外地坪以 L.

3j10 建筑首层外墙倮温倮护层ri采取加强猎施.

Jj i【  外丨l和外窗的细部设计 ,应符合以下规定 :

l 门窗框与堵体之间的缝隙,应采用高效倮温材料填堵 ,不

得用水泥砂浆补缝 ;

2 门窗框四周与抹灰层之间的绝隙.应采用嵌缝密封苻密

封 ,避免不lol材料界面开裂 ,影响丨!窗的热△性能 ;

3 采用全玻璃幕埚时,隔墙、楼板或梁与幕墙之间的缝隙 ,应

lI



填充不燃的高效倮温材料。

a4 围护结构热
=桂

能的权衡判浙

341 进行围护结构热△枇能权衡判断前,应对设计建筑l0热△

性能进行核蚕;当满足下列基本要求时,方 。△进行权衡判断 :

1 屋面的传热系数基本要求应符合表34!!的规定。

表⒍411 屋面的传热臻政缶礻丢球

传热系数 κ  唧 矿 κ”
严寒 AB区 严寒 C区

≤o aj ≤045

2 外墙 (包括非透光幕端 )的传热系数基本要求应符舍表
3412的规定 .

荥04i-2 外艹 (包 捐非逯斑艹珀 )的传热系效苦本丢求

传热系效Κ 【W仙∷倒

严案 An区 丿旺寒 C区

≤o"5 ≤050

0 当单一 亡而的窗墙面枳比大于或等于040时 ,外 窗(包括

透光幕墙 )的传热系数和综合太阳得热系数基本要求应符合表
34】 3的规定 .

表34i〓a 外臼【包括屉光扌坩 )的 传热系放基礻熏埭

气候分区 饼腰而积比 传热系数 Κ 胛 Ⅱ∷Kll

严寒 AB区
o4<跻墉面积比(o‘ ≤26

斫墙面积比>o6 ≤92

严冬 C区
o4<掰墒面积比≤06 ≤26

窗墙雨积比>06 ≤2n

!2



a42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应首先计箅参照建筑

在规定条件下的全年供暖和穸气调节能耗,然后计算设计建筑在

相同条件下的全年供暖和空气调节能耗,当设计建筑的供暖和空

气调节能耗小于或等干参照建筑的供暖和空气调节能耗时,`讧判

定闱护结构的总体热工性能符合节能要求.当设计建筑的供暖和

空气调节能耗大于参照建筑的供暖和空气调节能耗时,应调整设

计参数重新计箅,直至设计建筑的供暧和空气调节能耗不大于参

照建筑的供暖和空气调节能耗.

34; 参照建筑00形状、大小、朝向、窗墙面积比、内部的空同划分

和使用功能应与设计建筑完全一致。当设计建筑的屋顶透光部分

的面积大于本标准第326条的规定时,参照建筑的屋顶透光邯分

的面积应按比例缩小,使参照建筑的屋顸透光部分的面积符含本

标准第326条的规定 .

“ 4 参照建筑围护结构的热△性能参数取值应按本标准第33!

条的规定取值.参照建筑的外蠛和屋面的构造应与设计建筑-致。

当本标淮第331条对外窗(包括透光幕墙 )太阳得热系数未作规定

时,参照建筑外窗(包括透光幕墙 )的太阳得热系数应△设计建筑

—致。

a45 建筑围护结构热t仕能的权衡计箅应符合本标准附录B的

规定 .并应按本标准附录C提供相应的原始信息和计算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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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41 -投 规定

41.刂  甲类公共建筑的施△图设计阶段 ,必须进行热负荷计算和

逐项逐时的冷负荷计箅 .

41⒓ 严寒Λ区和严寒B区的公共建筑宜设热水集中供踱系统 ,对

于设置空气调节系统的建筑,不宜采用热风耒端作为唯一的供暖

方式 ;对于严寒C区的公共建筑 ,供暖方武应根据建筑等级、供暖期

天数、能源消耗量和运行费用等因紊氵经技术经济综含分析比较后

确定 .

‘1j 系统冷热媒温度的选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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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5"饷的有关规定.在经济技术舍

理肘 .冷媒温度宜高于常用设计温度 ,热媒温度宜低于常用设计温

度 .

0.【 4 当利用通风可以排除室内的佘热、余湿或其他污染物时,宜

采用自然通风、机披通风或复合通风的通风方式 .

415 符合下列倩况之一时,宜采用分散没置的空调装置或系统 :

1 全午所需供冷、供暖时间短或采用集中供冷 供暖系统不

需设空气调节的房间布置分散 ;

设有集中供冷、供暖系统的建筑中,使用时间和要求不同

儒增设空调系统 ,而难以设置机房和管道的既有公共建

筑 .

⒋1.‘ 采用温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统肘 ,应符舍下列要求 :

】 应根据气候特点 ,经技术经济分析论证 ,确定高温冷源的

制备方式和新风除湿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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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宦考虑全午对天然冷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措施 :

3 不宜采用再热空气处理方式.

41` 使用时间不同的空气询节区不应划分在同一个定风量全空

气风系统中。温度、湿度等要求不Fol的空气调节区不宜划分在同一

个空气调节风系统中.

42 冷源与热源

‘21 供暖空调冷源、热源应根据建筑规摸、使用特征、建设地点

的能源结构、价格政策 ,环保规定等按下列论证确定 :

1 有可供利用的废热或△业余热的区域氵热源宜采用废热或

工业余热。当废热或工业余热的温度较高、经技术经济论证含珥

时 ,冷源宜采用吸收式冷水机组 .

2 在技术经济合理的倩况下,冷 、热源宜利用浅层地能、太阳

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当采用可再钅能源受到气候等原因的眼制

无法倮证时,应设王辅助冷、热源.

o 不具备本条第 !、 2款的条件 ,但有城镇或区域热网的地区 .

集中式空调系统的供热热源宜优先采用城市或区域热网.

4 不具备本条第 !、 2款的条件,但城镇电网夏季供电充足的

地区,空调系统的冷源宜采用电动压缩式机组。

5 不具备本条第!款 ~第4款的条件 ,但城镇燃气供应充足的

地区.宜采用燃气锅炉、燃气热水机供热或燃气吸收式冷(温 )水机

组供冷、供热。

‘ 不具备本条第!款 ~5款条件的地区,可采用燃煤锅妒 燃

油锅炉供热 ,蒸汽吸收式冷水机组或燃lm吸收式冷(温 )水机组供

冷、供热.

, 天然气供应充足的地区,当 建筑的电力负荷、热负荷和冷

负荷能较好匹配 能充分发挥冷、热、电联产系统的能源综含利用

效率且经济技术比较合理时,宜采用分布式燃气冷热电∴联供系

统 .

】5



B 在执行分时电价、峰谷电价差较大的地区,经技术经济比

较 采用低谷电能够明显起到对电网
“
削峰填谷

Ⅱ
和节省运行费用

时,宜采用苷能系统供冷、供热。

9 有天然地表水等资源可供利用 .或者有可利用的浅层地下

水且能倮证 !∞ %回灌时,可采用地表水或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供

冷、供热 .

10 具有多种能源的地区,可采用复合武能源供冷 供热.

422 除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外.不得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供

暧热源 :

1 电力供应充足,且电力需求佃管理鼓励用电时 ;

2 无城镆或区域集中供热 ,采用燃气、煤、油等燃料受到环倮

或消防眼制,臣无法利用热泵提供供暧热源的建筑 ;

3 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且其发电量能满足自身电加热用电

量儒求的建筑。

“
" 

除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外,不得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空

气加湿热源 :

1 电力供应充足,且电力需求佃I眢理鼓励用电时 ;

2 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且其发电量能满足自身加湿用电量

需求的建筑 ;

a 冬季无加湿用蒸汽源,且冬季室内相对湿度控制精度要求

高的建筑.                            i
024 锅妒供暧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i

1 单仵锅妒的设计容量应以倮证其其有长时问较茼运行效

率的原则确定,实际运行负荷率不宜低于50%;
2 在保证锅炉真有长时 nl较高运行效率的前提下 ,各台锅炉

的容量宜相等 ;

; 当供媛系统的设计回水温度小于或等于50℃ 时,宜采用冷

凝式锅炉 ,

⒋25 名义⊥况和规定条件下.锅炉的热效率不应低于表426的

数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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莰426 名义工况和规定铵仵下锅炉的热效率 (%)

铞妒綮型

及燃斜种葵

埚妒名义柒炭工 0|uh)`

名义热功率 0(mW)

D(i`
0<07

i≤ El≤ ⒉

07≤0≤△4
2<1l《V

i⒋0<42

启状燃烧锅妒
类

煤

Ⅲ

烟

95 ,8 80

抛媒枧链紊妒拂锅妒

流化昧燃烧锅妒

燃抽燃气锅妒

盾汕 86

轾 油 ∞

燃 气 咖

锅妒类型

及熵斜种类

锅妒名义桊发△ D{llh)`

名义热功率 0(mW)

0<0≤铋

42≤ 0≤60
歇 0≤ 20l

56(0≤ i4

0△2α

0、14

层状燃烧锅妒

类

煤

皿

烟

80 8! 82

抛媒机铬朵妒排锅妒 Ba

流化床燃饶锅妒 B4

燃汕燃气锅妒

膏抽 88

轻 油 90

燃 气 ∞

42‘ 除下列倩况外 ,不应采用蒸汽锅炉作为热源 :

1 厨房、洗衣、高温消莓以及 L艺性湿度控制等必须采用蒸

汽的热负荷 ;

2 蒸汽热负荷在总热负荷中的比例大于m%ft总热负荷不

大于!4MⅢ .

4,2.7 集中空调系统的冷水(热泵 )机组台数及单机制冷量(制热

量 )选择 ,应能适应负荷令午变化规律 ,满足季节及部分负荷要求 ,

!7



机组不宜少于两台,亘同类型机纽不宜超过4台 ;肖 小型工程仅设
一仵时,应选凋节性能优良的机型,并能满足建筑最低负荷的要求 ,

4m 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的总装机容量,应按本标准第4】 !条

的规定计算的空凋冷负荷值直接选定、不得另作附加令在设计条件

下,当机组的规格不符含计箅冷负荷的要求时,所选择矶组的总装

机容量与计箅冷负荷的比值不得大于1!.

42.9 采用分布式能源站作为冷热源肘 ,宜采用由自身发电驱动、
以热电联产产生的废热为低位热源的热泵系统 .

4210 采用电机驱动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纽时,其在名

义制冷jr况和规定条件下的性能系数(c0p)应 符含 F列规定 :

1 水冷定频机纽及风冷或蒸发冷却机组的性能系数(coP)

不rI低于表42!0的数值 ;

2 水冷变频离心武机组的性能系数(C0p)不应低于表4210
中数值的093倍 ;

3 水冷变频螺杆式机组的性能系数(c0P)不应低于表42!0
中数值的0卟倍。

装42i0 名义臼冷工况in埂定案件下冷冰【锫泵)机组00轫 冷隹北系虫κ”p丨

类  型
名义制冷量 CC

(l耵〉

性能系数 C0p〈ΠVΠ )

严寒 Λ B区 严来 C∝

水

 
 
 

冷

括煞式
`涡

旋式 CC≤ 528 4!0 4!0

嫘杆式

CC≤ 528 ●60 470

528<CC≤ l:‘a 5m jω

CC>!】 6n ●⒛ j30

离心式

CC≤
"‘

; 5ω 5∞

!】 ‘a(cc≤ 2!!o 500 5m

CC)2!】0 570 570

聃
蠊
龄
却

活箨式
`涡

旋式
CC≤ 50 2ω 260

CC>so 280 2踟

嫘杆式
GC≤ 50 270 2m

CC>50 2m 2叻

】8



⒋211 电机驱动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 )机组的综合部分负

荷性能系数(1P△V)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PW)计箅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42!3条的规定 ;

2 水冷定频机组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目1V)不应低于

表42l1的数值 ;

a 水冷变频离'j式冷水机组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⒈

P】 V)不应低于表42"中水冷离心式冷水机组限值的!∞僻 :

4 水冷变频嫘杆武冷水机组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

PLV)不应低于扣 2"中水冷嫘杆武冷水机组眼值的l15倍 .

衰
"2ii 

冷冰 【硌泵 )机组绾合郜分负荷推能系救

"P1ˇ

丨

ψ i2 空调系统的电冷源综含制冷性能系数(scoP〉不应低于表

42!2的数值。对多台冷水机组、冷却水泵和冷却塔组成的冷水系

统,应将实际参讠运行的所有设备的名义制冷遗和耗电功率综合

统计计算 ,肖矶组类型不同肘 ,其限值应按冷量加权的方武确定。

】~)

类  型
名 义韧冷量 CC

(kW)

综合郜分负荷性能系数】P△V

严疼 AB区 严案 C区

水
 
 
 

冷

括塞式
`涡

旋式 CC≤ 528 49 49

蜾杆式

CC≤ j28 536 5灬

阝m<cc≤ 1!63 57j 5,5

CC)!】 63 5Bj 596

离心式

CC<!】 63 5!⒖ .;!·

】】“ <CC≤ 2!!o 540 5;0

CC>2110 595 ·95

贻
蝾
蚺
如

活錾式
`涡

旋式
CC≤ m 280 9⒑

CC)m 270 2,o

埭杆式
CC≤ sll 2叻 2叻

〈】C)m a lo 3!o



农42i2 至

"系
统的电冷皿绮合俐冷桂能添敛 (s0oρ

)

类  型
名义制冷母 CC

(火W)

缘合描冷挂铊系致 sCoP
〈′】

`'′

丹′〉

严亵 AB区 严寒 C区

水
 
 
 

冷

插鏖式
`涡

旋式 CC≤ 528 330 3acl

婊扦术

CC≤ 52n 3ω 3m

阝28((∶C≤ !!‘; 4ω 4ω

◆C≥ l16a 40o 410

离心式

妹杆式

CC<!!‘ a 400 400

[l“ <CC≤ 2】 !o 4!0 420

￠C≥2"o
";0

45ll

佗
" 

电机驱动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 )机组的综合部分负

荷性能系数(】PLV)应按下式计箅 :

IPLl j2%xⅢ +a9ε饧x口扫⒐7饧 xC+2饣 J%x Il  (42!3)

式中:A— l∞%负荷时的性能系数 (W胛 ),冷却水进水温度
30℃

`冷
凝器进气干球温度灬℃ ;

B——邗%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胛 ),冷却水进水温度 2‘℃

`冷
凝器进气干球温度 316℃ |

C— m%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胛 ),冷却水进水温度2a℃
`冷凝器进气干球温度2B℃ ;

D——邪%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舸 ),冷却水进水温度19℃

`冷
凝器进气干球温度勿 6℃ 。

42,14 采用名义制冷量大干,lkW、 电机驱动的单元式空气调节

机、风管送风式和屋顶武空气调节机组时 ,其在名义制冷△况和规

定条件下的能效比(EER)不应低于翱 2!4的数值 .



桊  型
名义 ll冷 量 CC

(k`芮′〉

簏效比 HER
〈△∧V)

严宋 ABN 严笨 C区

风
冷
式

^簇
风管

7!(CC≤ {4 2?o 270

CC≥ :4 265 2‘‘

按风管
?!<CC≤ !4 9;0 2jo

CC冫 14 含4夺 2邛

水

冷

式

不援风管
7!<C(∶ ≤“ a狮 a4j

CC≥ !4 325 3ao

接风管
7!<CC≤ !4 a】 o ;l0

CC≥ 14 a oo a(Ⅺ

表42i4 名义钾冷工况和粳定蔹件下单元式重“旧节枧、

风膂达风式和屋质式虫气旧节机组能效比 (叵【m

4,2⒖ 空气源热泵机组的没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具有先进可靠的融擂控制 ,融霜时间总和不应超过运行周

期时问的⒛%;

2 冬季设计ii况下 ,冷热风机组性能系数(c0P〉 不应小干

!8冷热水机组性能系数(C0P)不

`垃

小于20↓

a 冬季寒泠、潮湿的地区,当室外设计温度低于肖地平衡点

溢度时 或肖室内温度稳定性有较高要求时,应设置辅助热源 |

4 对于同时供冷、供暖的建筑 ,宜选用热回收式热泵矶纽 ,

42“ 空气拣 风冷、蒸发冷却武冷水(热泵 )式机组室外机的设

晋,应符合下列规定 :

刂 应确倮进风勹排风通畅,在排出帘气与吸人空气之间不发

生明显的气流短路 ;

2 应避免污浊气流的影响 ;

3 1袅芦和排热应符合周围环境要求 ;

4 应便于对室外机的换热器进行清扫.

≡
z



42.i, 采用多联式窀调(热泵 )机组时 ,其在名义制冷工况和规定
条件下的制冷综合性能系数】pw(c)不应低于表4217的数值 .

表4p】
` 

萏义匍泠I况 和睨定蔹件下多叹式宜忉睬 汞 )枧蜇
饲冷幻合挂姥系钕!ρLV￠ )

铊 ig 除具有热回llk功能型或低温热泵型多联+Il系 统外,多联机
帘调系统的制冷剂连接管等效长度应满足对应制冷t况下满负荷
时的能效比(EEΠ )不低于2B的要求.

⒋219 采用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温 )水机组肘 ,其在名义△况
和规定条件下的性能参数应符合表4219的规定。

荥42i0 名义工况和敖定采件下亘姑型浪饣锂叹收式H菹 ,

冰枧姐的隹隹0效

4”0 采用表汽为热源 ,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 ,应 回收用汽设

备产生的凝结水,凝结水回收系统应采用闭武系统 .

4⒉21 对常年存在生活热水需求的建筑 ,当采用电动蒸汽庄缩循

环冷水机组时,宜采用具有冷凝热回收功能的冷水机组。

22

名义郴冷蔓 CC

〈kW)

锕玲综个竹能系数[PLll〈 C)

严寨 A⒔ 区 严蒸 C区

CC≤ 2B ;80 385

28<CC≤ 84 a75 am

￠C>84 3甾 370

名 义 】 况 竹 能 奎 擞

冷κ菹 )水

进
`"口

漪度〈盯 )

冷却水

进
`出

r丨 温腐〈℃)

挂能系效(聊△)

锕 冷 饮 热

】勿 (供劫 aα3o ≥ ! ⒛

冖 60l供热 ) ≥0m



4θ 输配系统

03,i 集中供暖系统应采用热水作为热媒 .

4∴2 集中供暖系统形式在能倮证分室(区 )进行室温调节装置 ,

并应充分考虑系统的划分和布置应能分区供热计量 .

'     ⒋3⒔ 公共建筑内的高大空间 ,如大堂、候车〈机〉厅 展厅等宜采

用辐射供暖方式 ,或采用辐射供暖作为补充.

4a4 集中供暖系统的热力人口处及供水或回水管的分支管路

L,应根据水力平衡要求设王水力平衡装置。

集中供暖水系统应按照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

规范》CB60936的规定 ,严格进行水力平衡计算 ,且应通过各种措

施使各并联环路扫司(不包括妇帛段)的励 损矢相对差额不大于15%.

43‘ 在选配集中供暖系统的循环水泵时,应计算集中供暖系统

耗电输热比(HER乩 ),并应标注在施工图的设计说明中。集中供暧

系统耗电筘热比应按下武计算 :

ⅡEΠ jlˉ σ∞;溺Σ(CxH'η |l/Q≤ H(B+α Σ【’/jr  (435)

武中:ⅢΠ艹——集中供暖系统耗电椅热比 ;

0——每台运行水泵的设计流童(Ⅲl/ll);

艹——每台运行水泵对应的设计扬程(mH.o、

m厂一每台运行水泵对应的设计工作点效率 :

卜 设计热负荷(kⅢ );

厶巾 计供回水温差(℃ );

冖 与水泵流量有关的计算系数,按本标准表砾 ll⒓选取 ;

冖 与机房及用户的水阻力有关的计算系数 ,一级泵系统

时B取 17,二级泵系统时B取21;

ΣL——热力站至供暖未端 (散热器或辐射供暖分集水器 )

供回水管道的总长度(m);

α——与∑△有关的计算系数 ;



肖∑L≤ 4∞m时 ,α ÷0O1⒗
:

当4∞m(∑ 1.<1lmjn时 ,α =0lXl3尔33+3∝ 7`∑ L;

肖∑L≥ ]α岫m时 ,α ō∞ω .

4a‘ 集中供暖系统采用变流墁水系统时,循环水泵宜采用变速
调节控制.

佃 7 集中空调冷、热水系统的设计应符含下列规定
1 当建筑所有区域只要求按季节同时进行供冷和供热转换     、

时 ,应采用两筒制空惆水系统 ;当建筑内一些区域的帘调系统需全
年供冷、其他区域仅要求按季节进行供冷和供热转换时,豇采用分
区两管

.ml空
调水系统;肖空调水系统的供冷和供热△况转换频綮

或需同时使用肘,宜采用四管制空调水系统
=

2 冷水水温和供回水温差要求一致臣各 tx∶ 域管路压力损矢
相差不大的中小型

=程
,宜采席变流童一级泵系统;单台水泵功率

较大时,经技术经济比较 ,在确倮设备的适应性、控制方案和运行
管理可靠的前提下,空调冷水可采用冷水机纽和负荷侧均变流量
的一级泵系统 凡一级泵应采用调速泵.

; 系统作用半径较大、设计水流阻 ,j较高的大型:!∶ 程 ,空 调

冷水宜采用变流量工级泵系统∷〉当各环路的设计水温一致H设计
水流阻力接近时,二级泵宜集中设置;肖各环路的设计水流阻力相
差较大或各系统水温或温差要求不同时,宜按区域或系统分别设

置二级泵,且二级泵应采用调速泵令

4 提供冷源设备集中亘用户分散的Ex∶ 域供冷的大规模空调

冷水系统 ,肖 二级泵的输送距离较远且各用户管路阻力相差较大 ,

或者水温(温差 )要球不同时,可采用多级泵系统 ,且
=级泵等负荷

侧各级泵应采用调速泵。

4J.8 空调水系统布置和管径的选择.应减少并联环路之问乐力

损失的相对差额.肖设计工况下并联环路之 nl压力掼失的相对差

额超过16%时
`应采取水力平衡措施.

439 采用换热器加热或冷却的二次帘调水系统的循环水泵宜采

用变速调节 .

24



4j.iO 除空调冷水系统和空调热水系统的设计流量、管网阻力特

性及水泵丁作特性相近的情况外,两筲制空调水系统应分别设置

冷水和热水循环泵。

43】 i 在选配帘调冷(热 )水 系统的循环水泵时 ,应计箅空调冷

(热 )水 系统耗电输冷(热 )比 [EC(H)n~α 1,并应标注在施工图的

设计说明中.空调冷(热 〉水系统耗电输冷(热 )比计算应符含下列

规定 :

1 空调冷〈热〉水系统耗电输冷(热 )比应按下式计算 :

EC(〃 〉Π-α =ll∞Jn9‘Σ‘CxH/η |冫 o≤ H‘B+α ΣL冫厶T

〈4311)

武中:Eα曲 一α——空凋冷(热 )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热证匕

C——每台运行水泵的设计流量(m叽 );

-每 台运行水泵对应的设计扬程(mH⒑ );

m——每台运行水泵对应的设计工作点效率 ;

叶 设汁冷(热 )负荷〈kW、

厶

一

规定的计算供回水温差(℃ ),按扫 3"!选取 ;

五——与水泵流童有关的计箅系数,按表43ll2选取 ;

冖 与机房及用户的水阻力有关的计算系数 ,按 表

43"3选取 ;

α——与∑L有关的计算系数,按丧钼
"丬

或表伍
"-5选

取.

ΣL——从冷热机房出口至该系统最远用户供回水管道的总

输送长度(Ⅲ ).   
玟4a1i-1 ΔT0【△)

冷水系统
热水系统

严 寒

5 !j

":!、

对全气源热策 溴化铒杌细 水源热泵等组的热水供 l。 水洫差拨机纽

实际参数确定 :

2 对茛接捉供商温冷水的机组 冷水供回水温差孜钒组实际渗数确定 ,

‘
●

≡
z



泉40ii-2 ^值

设计水泵流氨 ◆ C≤鲕 ulin孙 <◆≤zrXlm玩 G)200mV△

A值 000422j o ooa858 o003749

注:多台水柬并联运行时 流量按较大流蚩逛取 .

表401{ a 日值

注:】 、两管制冷水管道的B值应按四筲制单冷管道的B值选取 ;

2、 多级泵冷水系统 每蹭加一级泵 B值可增llo轧

3、 多级泵热水系统 每坩ijo一级泵 n值。I增加4.

琅40ll△  四苷臼冷、硌冰管亡案鲚的砸

采鲂组咸 四宙饲0冷 、革热仔亡 口伍 两0臼热冰苷廿 B值

一级茉
冷水系统

热水系统 22 2!

二级泵
冷水系统 3a

热水系统 26

系统
膂道长度∑1范围〈m)

ΣL≤ 400m 00lm<Σ L<!α⒛m Σ[≥ lm llm

冷水 α ˉ0o2 α·00!6+!α∑L α÷0()!a+4“ Σ[

热水 α ·ll()14 α÷00】 25+0〃ΣL α·0009+41`∑ △

表4a ii-6 丙管倒冷、热冰管订系统的α值

系统
管道长度∑L范阍(m)

ΣL≤臼⒛m 400m(Σ L(!lulm Σ】≥“讪0m

冷水 α ·002 α 0̄Ol‘ +!⒍ΣL α·o0ln+4〃ΣL

热水 α ·0009 α ÷00072+o72`Σ L α÷0α、9+⒉ 0⒉∑】

注 !!两管匍冷水系统α计箅式 1表43"一驷 锊制冷水采统i0同 .

2蕞
鬟疆晷隹奁设蛩瑟蒉社磁智尸

拔机房助口至最远端风机盘筲的供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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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 ” 肖通风系统使用时闽较长臣运行工况(风量 风压 )有较大

变化时,通风机宜采用双速或变速风机‘

43i; 没计定风量仝空气空气调节系统时 ,宜采取实现仑新风运

行或可调新风比的措施 ,并宜设计相应的爿乍风系统 .

4∴Ⅱ 当—个空气调节风系统负扭多个使用穸问时,系统的斯风

量应按下列公式讨算 :

y=讠Ψ亻j+X-z)          (43!4-l)

yˉ l1′≮                     (43!4-2)

X=VⅡ /l1                 〈4314-3〉

z V1/VⅡ                     〈43!4-4)

式中:y——修正后的系统斯风量在送风量中的比例 ;

⒘,—
—修正后的总斯风量(Ⅲi/l)|

h——总送风遗,即 系统中所有房间送风屋之和(in叽 );

X——未修正的系统新风量在送风量中的比例 ;

吒——系统中所有房间的新风量之和(m%):

z——新风比需求最大的房河的斯风比 ;

咋——新风比需求最大的房同的新风量(mjrh);

∴——新风比斋求最大的房间的送风量〈mVh).

43i5 在人员密废相对较大且变化较大的房间.宜根据室内C02

浓度裣测值进行新风需求控制,排风量也宜适应新风量的变化以

倮持房间的正斥.

“ 16 当采用人△冷、热源对空气调节系统进行预热或预冷运行

时 ,新风系统应能关闭;当室外空气温度较低时 ,应尽量利用新风

系统进行预冷。

⒋臼i, 空气调节内、夕卜区应根据室内进深、分隔、朝向、楼层以及

围护结构特点等因素划分。内、外区宜分别设置穸气调节系统亻

“ 18 风机盘管加新风空凋系统的新风宜直接送人各空气调节

区,不宜经过风机盘管机组后再送出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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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 空气过滤器的设计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空气过滤器的性能参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空气过滤
器》cBrr14⒛5的有关规定 ;

2 宜设置过滤器阻力监罚、报蒈装置 ,并应具备更换条件 ;

3 全空气空气调节系统的过滤器应能满足全新风运行的需
吾雾 ,

佃 ,20 空气lhl节风系统不应利用土建风道作为送风道和箝送冷
热处埤后的新风风道。当受条件眼制利用土建风道时,应采取可靠
的防漏风和绝热措施.

佃 ,纽 空气调节冷却水系统设计应符含下列规定 :

1 应其有过滤 缀蚀、阻垢 杀菌、灭藻等水处卿功能 ;

2 冷却塔应设置在穸气流通条件好的场所 :

0 冷却塔补水总管上应设置水流璧计量装置 ;

4 当在窒内设置冷却水集水箱时 ,冷却塔布水器与集水箱设
计水位之闽的商差不应超过8m。

佃 22 穸气调节系统送风温差应根据焓湿图表示的空气处理过
程计算确定.空气调节系统采用上送风气流组织形式时,宜加大夏
季设计送风温差 ,并应符含下列规定÷

1 送风高度小干或等干5Ⅲ时 ,送风温差不官小于5℃ ;

2 送风高度大于5m肘 ,送风温差不宜小于lO℃ .

口J⒛ 在同一个空气处理系统中,不宜同肘有加热和冷却过程。
0j勿 空调风系统和通风系统的风量大于】∞∞m%肘 ,风道系
统单位风蚩耗功率(W0不宜大于表43'的数值。风道系统单位
风量耗功率(W台 )应按下武计算 :

Π‘̄ P/rJ臼90xη 。x。 r)         (4324)

式中{W-风 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Ⅲ7(mn/ll)〕 ;

P——帘调机纽的余压或通风系统风机的风压(Pa、

ηa——电机及传动效率(饧 ),η胡蜘 的乱

η、——风机效率(%),按设计图中标注的效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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莰4024 风亡系妨单伍风i牦功卑Wgmr(m咖
"

系 统 形 式 耵号眼值

机械通风系统 027

空凋新风系统 o24

办公建筑定风量空调系统 027

办公建筑变风量帘调系统 o29

商业 酒玷建筑仓穸气空调系统 o ao

4a小  当转送冷媒温度低于其管道外环境温度且不允许冷媒温

度有升高,或肖辅送热媒温度高于其管道外环境温度且不允许热

煤温度有降低时,管道与设备应采取倮温倮冷措施。绝热层的设置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倮温层厚度应按现行因家标准 《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

贝刂》◆Brr81邗中经济厚度计算方法计算 ;

2 供冷或冷热共用时 ,倮冷层厚度应桉现行国家标准《设备

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CB″ 8】邗中经济厚度和防止表面结露的保

冷层厚度方法计算 ,并取大值 ;

J 管道与设备绝热层厚度及风管绝热层最小热阻可按本标

准附录F的规定选用 ;

4 筲道和支架之间 ,管道穿墙 穿楼板处应采取防止
“
热桥

”

或
“
冷桥

”
的措施 ;

5 采用非闭孔材料倮温时 ,外表面应设倮护层 ;采用非闭孔

材料倮冷时 ,外表面应设隔汽层和保护层令

佃 2‘ 严寒地区通风或空蹰系统与室外相连接的风管和设施上

应设置可自动连锁关闭嘧 闭性能好的电动风阀,并采取密封措施 .

4Jj, 设有集中书仁风的空调系统经技术经济比较舍理时 宜设置

空气一空气能量回收装置.严寒地区采用时 ,应对能量回收装置的



排风侧是否出现结霜或结露现象进行核算。当出现结霜或结露时 ,

应采取预热等倮温防冻措施 .

伍 ⒛ 有人员长期停留且不设置集中新风、排风系统的空气调节
区 (房诃 ),宜在各空气调节区(房闽 )分别安装带热回收功能的双
向换气装晋.

44 未端系统

4‘i 帘调和供暖系统未端装置的规格,应根据房闸冷热负荷计
算结果确定.

佃 2 散热器宜明装 ;地面辐射供暖面层材料的热阻不宜大手
00● lIll∷ KyW]。

44j 设计选用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备时,应优先选择长期运
行∫况下效率高的产品.

“
` 

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湿球温度低 温度臼较差大的地区 ,

宜优先采用直接蒸发冷却、间接蒸发冷却或直接蒸发冷却与间接
蒸发冷却相结合的=级或二级蒸发冷却的空气处理方武。
~咕 设计变风童全空气空气调节系统时,应采用变频自动调节
风机转速的方式,并应在设计文件中标明每个变风量末端装置的
最小送风蚩。

佃 ‘ 建筑空间高度大于等于10m且体积大于1mXXlmn时 ,宜采用
辐射供暖供冷或分层空气调节系统。

449 机电设备用房、厨房热加工间等发热盘较大的房间的通风
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在倮证设备正常工作前提下,宜采用通风消除室内佘热 .

机电设备用房夏季室内计算温度取值不宜低于夏季通风窒外计箅
温度 .

2 厨房热加工间宜采用补风式油烟有仁气罩.采用直流式空调

送风的区域,夏季窒内计箅温度取值不宜低于夏季通风室外爿算

温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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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给水排水

51 -敖 规定

5L1 给水排水系统的节水节能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给水排水设计规范》◆B5∞ !5、 《公共建筑节能标准》CB501B9和 《民

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CB505邱有关规定。

5.12 计量水表应根据建筑类型、用水部门和管理要求等因素进

行设置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CB5∞⒖、《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CB5灬邱的有关规定 .

51j 根据建筑物类别,对建筑物内有计蚩要求的水加热、换热站

室 ,Fl安装热水表 热量表、蒸汽流岢计或能源计蟹表.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 ,应设置热水 热璧计量装置 ,宜具备远传

功能.

6刂 4 给水泵应根据给水管网水力计箅结果精确选租,采用恒压

变量控狲水泵,并提高工频水泵占比率.并应保证设计 L况下水泵

效率处在高效区.给水泵的效率不宜低于现行闽家标准《清水离心

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ⅪB!9%2规定的泵节能评价值.【作

水泵应选用两台或两台以∴合理的不同级配.水泵流量宜以二分

之—的流量阶梯级搭配的形式 ,并设置气爪罐 ,用来实现小流量给

水。

515 卫生间的卫生器具和配件应采用低阻力、低水耗产品,并应

符舍现行行业标准《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rr!“的有关规定。

52 给水与排水系统设计

621 给水系统应充分利用城镶给水管网或小区给水管Ful的水爪

直接供水。舍理利用市政管阿余压直接供水.。1采用叠压供水系

3!



统.=次供水采用分区供水方式 ,并采用斯型供水设施 ,在建筑生

活给水系统中进行竖向划分区域 ,使各用水点水压柿等均衡.

522 =次加压泵房的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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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分布、使用标准、安含供

水和降低能耗等因萦含理确定 .

;2J 给水系统及竖向分区应根据建筑用途、层数、使用要求、使
用时段 材料设备性能、维护管理和能耗等因索综合确定.高层建

筑生活给水系统应竖向分区.竖向分区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充分利用市政供水压力。

2 各分区最低卫生器具配水点处的静水压力不宜大于
040Mh,特殊慵况下不宜大于050Mh.低 中高区宜采用变频设备

分别供水.

a 配水横支管宜设减压设施 ,倮证各用水点处供水斥力不大

号:020MPa.

524 生活给水系统加压水泵应考虑用水量、用水均匀性等因絮 ,

根据管网水力计算结果含理选择水泵及调节设施,水泵li工作在

高效区.

“滔 绿化灌溉宜采用微喷灌、微锥、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 .

52⒗ 地面以上的生活污、废水排水应采用重力流系统直接排至

室外管网.

53 生活热水

5j.1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宜优先利用
=业

佘热、废热或太阳能等

可再生能源作为热水供应热源。且应采用太阳能供水为主,余热、

废热为辅 ,同时宜考虑备用热源。肖最高日生活热水量大于5mη寸,

除电力需求侧管理鼓励用电.且利用谷电加热的惰况外,不应采用

直接电加热热源作为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主要热源.

5.J2 局部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在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宜优先

采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热水系统《斯建建筑热水系统应采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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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热水系统 ,几设计、安装应符含国家有关标准

并应与建筑设计统-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匚。

6a3 热水供应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

】 储水温度应控制在m℃与5℃ .

, 公共建筑采用循环热水供应系统时 ,在非热水供应的时间

能自动关闭循环泵.

; 辅助加热时采用燃油、燃气的热水锅妒或热水器 ,其效率

均应大于ω%。

4 在采用集中供热水的系统时 ,对-些远距离的小供热点宜

采用局部加热装置 .

6 热水供应系统的设备和管道均应做保温.保温厚度详见附

录F.

6 热水系统应采用同程式系统,当采用同程式有囚难时 ,应

采取有效的水力平衡措施 .

5j4 以燃气或燃油作为热源时,宜采用燃气或燃油机组直接制

备热水.当采用锅炉制备生活热水或开水时,锅炉额定工况下热效

率不应低于本标准表425中的眼定值。

豇咕 当采用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制备生活热水时,制热量大于

】0KW的热泵热水机在名义制热工况和规定条件下 .性能系统

(CoP)不宜低干表535的规定 ,并应有倮证水质的有效牿施 .

玟5缶6 热泵热水枧挂臼礻致 (00ρ )|水憾 )

H贳刂热 i暑:H(Κ】Π
`)

热水矽1肜 式 普齑型 低沮型

H≥ !o

一次lll热式 40o a7o

俑环珈热

不键供水泵 440 37ll

捉供水泵 4ao aω

s3‘ 犭
`L×
∶内设有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水循环管网服务半径不

帘大于3lXlill且不应大于5uln1.水加热 热交换站室宜设置在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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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位置。

5J冫 仅设有洗手盆的建筑不宜设计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设
有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建筑中.日 热水用水蚩设计值大于等于5mj

或定时供应热水的用户宜设置单独的热水循环系统。
豇”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供水分区宜与用水点处的冷水分区同

区,并应采取保证用水点处冷 热水供水压力平衡和稳定性的措

施 ,并倮证循环管网有效循环的措施。

5j9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管网及设备应采取倮温措施,倮温层

厚度应按现行闼家《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CB″81邗 中经济厚

度计算方法确定氵也可按本标准附录F的规定选用。

5j.iΦ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监浏和控制宜符合下列规定 :

1 对系统热水耗量和系统总供热盘宜进行监测 ;

2 对设备运行状态宜进行检搦及故障报酱 ;

0 对每臼用水是、供水水箱温度、供水管网最不利点处温度

及用水点处供水温度宜进行监l9l;

4 装机数量大于等于3台的△程 .宜采用机组群控方式 ;

5 热水系统宜设置水温自动控制装置 .

6ji1 游泳池的加热 ,应设置自动凋节加热功率的装置,使加热

器出水口水温控制在”-30℃ (按功能确定 ).加热器和循环泵应能

智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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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电 气

61 -投 规定

⒍11 电气系统的设计应经济合理、高效节能.

‘1, 电气系统宜选用技术先进、成熟、可靠 ,损耗低、谐波发射最

少、能效高、经济合理的节能产品.

‘1j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设置应符含现行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

设计标准》◆Bm3!4的有关规定.

62 供配电系统

m! 电气系统的设计应根据当地供电条件,含理确定供电电压

等级.

‘2⒓ 配变电所应靠近负荷中心、大功率用电设备.

62a 变压器应选用低损耗型,且能效值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二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cB灿”中能效标准的

节能评价值.

‘24 变压器的设计宜保证其运行在经济运行参数范围内.

‘⒓5 配电系统
=相

负荷的不平衡度不宜大于i5%.单相负荷较

多的供电系统 ,宜采用部分分相无功自动补偿装置.

‘2‘ 容量较大的用电设备,当功率因数较低且离祝变电所较远

n寸 ,宜采用无功功率就地补偿方式.

‘27 大型用电设备、大型可控硅调光设备、电动机变频调速控制

装置等谐波源较大设备 ,宙就地设置讠皆波抑制装置。当建筑中非线

性用电设备较多时,官预留滤波装置的安装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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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照朋

饣31 窒内照明功率密度〈LP0)值应符含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
明设计标准》CB5∞“的有关规定.电气设计应填写和提交照明节
能判定表,详见附录◆.

6a2 设计选用的光源、镇流器的能效不宜低于相应能效标准的
节能评价值。直管刑荧光灯应采用节能型镇流器,肖使用电感式镔
流器时,其能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管型荧光灯镇流器能效限定

值和 }能评价值》CBI7⒆ 6的规定.

⒍Jj 建筑夜蚩照明的照明功率密度(LPD)眼值r,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XC.j″ ⒗3的有关规定 .

‘34 光源的选择应符舍下列规定:                  ˇ

1 一般照0,i在 满足照度均匀度条件下,宜选择单灯功率较
大、光效较高的光源 ,不宜选用荧光高压汞灯 .不应选用自镆流荧
光高压汞灯 ;

2 气体放电灯用镇流器应选用谐波含量低的产品 ;

; 高大帘问及窜外作业场所宜选用全属卤化物灯、高压钠
灯 ;

4 除需满足特殊工艺要求的场所外,不丿|讧选用白炽灯亏
s 走道、楼梯间、卫生间 车库等无人长期逗留的场所 ,宜选

用发光二极管(】E¤ )灯 ;

‘ 疏散指示灯、出口标志灯、室内指向性装饰照明等宜选用
发光

=极管(刂0)灯 ;

7 室外崇观、逋路照明lv选择安全、高效、寿命长、稳定的光

源,避免光污染。

‘06 灯具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佼用电感镇流器的气体放电灯应采用单灯补偿方武 ,其照

明配电系统功率囚数不应低于0⒐

2 在满足眩光限制和配光要求条件下 .应选用效率高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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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CB5∞34的有关

规定 :

J 灯具自带的单灯控制装置宜预留与照明控
.Fl系

统的接口.

6j‘ 一般照明无法满足作业面照度要求的场所,官采用混含照

明.

‘3, 照明设计不宜采用漫射发光顶棚令

‘3g 照明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照明控轲应结含建筑便用情况及天然采光状况 ,进行分

区、分组控制 :

2 除冰箱和电脑专用插座外 .旅锦客房应设置节电控制型总

开关 ;

'       j 
除单一灯具的房间,每个房间的灯其控制开关不宜少于2

个,日 每个开关所控的光源数不宜多于6盏 ;

4 走廊、楼梯问、门厅、电梯厅、卫生间、停车库等公共场所的

照明,宜采用集中开关控制或就地感应控制 ;

5 大空间、多功能、多场岽场所的照明,宜采用智能照明控制

系统亏

‘ 建筑崇观照明应设置平时、一般节臼、重大节日等多种摸

式自动控制装置 ;

'       7 采用导光、反光装置利用自然光照明的场所 ,宜对人 工照

明进行自动控制,有条件可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对人t照明进

行调光控制 .

ε 当设置电动遮阳装置时 ,照度控制宜与其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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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再生能源应用

71 -妞 规定

,11 公共建筑的用能应通过对肖地环境资源条件和技术经济的

分析 ,结合同家相关政策 ,因地制宜优先推广地热能、空气热能、太

阳能 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分布武、多能互补应用的新型供热模

式。

△刂2 公共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设施应与主体△程同步设计.

71j 当环境条件允许且经济技术合理时 ,宙采用太阳能、风能等     、

可再生能源直接并网供电。

914 当公共电网无法提供照明电源时,应采用太阳能、风能等发

电并配置蓄电池的方武作为照明电源。

7△5 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宜设置监测系统节能效益的计量装
置 .

72 太朋能利用

72.1 太阳能利用应遭循被动优先的原则。公共建筑设计宜充分

利用太阳能.

,22 太阳能光热、太阳能主
`被

动式供热采暖系统、太阳能光伏

利用方案应在建筑规划设计阶段结合建筑布局、立面要求、周罔环

境、使用功能和设备安装条件等因紊进行一体化设计 `并应满足国

家和青海省现行标准、规范的相关规定.

,2J 公共建筑利用太阳能同时供热供电时 ,宜采用太阳能光伏

光热-体化系统.

,2` 公共建筑设置太阳能热利用系统时 ,太阳能倮证率应符合

表,24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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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724 太臼能保证卑

`(%)
太囤铭资源区划 太m能热水系统 太阳能供暧系统 太囤铭空气调节系统

】资涿丰皙区 ≥ m ≥50 ≥4s

Ⅱ睽涑按商区 ≥50 ≥ 36 ≥ao

,25 太阳能热水供应系统应设辅助热源,宜优先选择废热、余热

等低品位能源 ,并应符合现行同家标淮《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B50015的 规定,

9.2‘ 太阳能热水系统宜分别设置贮热水箱和供热水箱。水箱应

采取保温拮施.满足
"h内

的热损矢不超过系统蓄热量的5%的要

求.

72`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设置向动控制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应倮

证最大限度的利用太阳能∷、

72⒙ 太阳能集热器和光伏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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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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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 光伏系统和并网接口设备的防雷和接地措施,应符合闲家

现行标准《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Cn5o34;和 《建筑

物防雷设计规范》cB5∞
"的

相关规定.

,210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应设置发电蚩电能计萤装置.

⒎2i【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宜设置可进行实时和累计发电量等

数据采集和远程传输的控制系统。

△2” 光伏自用发电系统的电压宜采用mOV,并应采用动力肓

照明网络共用的中性的直接接地,J武 ,

72iJ 光伏组件不丿讧胯越建筑变形缝设置.

73 地源热泵及其它热泵系统

,3~1 公共建筑地源热泵系统设计时,应进行仑年动态负荷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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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取热量、释热蚩计箅分析 ,确定地热能交换系统 ,并宜采用复舍
热交换系统 .

,j⒓ 地源热泵系统设计应选用高能效水源热泵机组,并宜采取
降低循环水泵输送能耗等节能措施 ,提高地源热泵系统的能效.

7;3 水源热泵机组性能应满足地热能交换系统运行参数的要
求 ,未端供暖供冷设备选择应与水源热泵机纽运行参数相阢配.

734 有稳定热水篇求的公共建筑 ,宜根据负荷特点 ,采用部分或
全部热回收型水源热泵杌组。仑年供热水时,应选用全部热回收型
水源热泵机组或水源热水机组。

935 公共建筑应根据建设地点的气候特征.对空气源热泵应积
极研究开发,条件成热的地区应优先使用《青海省斯能源利用先进
技术与产品目录》中推广的先进技术与产品,空气源热泵矶组的性
能应符含本标淮第4215条、4216条规定.

△a‘ 采用其它形武的热泵系统肘 ,宜推广便用技术先进、经济含
理 安全适用、商效节能的热泵系统 ,热泵系统相关性能应满足国
家和青海省现行标准、规范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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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共建筑能耗监测与计量

g1 -般 规定

B11 青海省新建 扩建和政建的公共建筑应建立能耗监测系统 ,

采集分类 分项能耗数据 ,为控制能耗和优化用能管理捉供可靠数

据和资料.

8L2 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的设汁除满足闽家标准 《公共建筑

能耗远程检浏系统技术规程》句
`”

B5外 ,还应满足《青海省促进

绿色建筑发展办法》及青海省现行标准、规范的相关规定。

ε13 应根据建筑物所捎耗的能源种类,确定分类能耗指标的监

浏项目。

B1" 公共建筑物能耗监测系统的电量分项能耗计量应符含83

节的规定.远传电能表、远传水表、远传供热供冷计最表、远传燃气

表的没置应负符合相关规范的规定。

B.15 公共建筑能耗数据采集系统应包括建筑物各类计量装置

数据采集器 数据传犄通道和数据中心.

g1F, 公共建筑中的电 水、燃气、集中供热(冷 )及 建筑物直接使

用的可再生能源等能耗应采用自动实肘自动计量装置的方式 ;当

无法采用自动方武采集时,可采用人⊥采集的方武 ,

g1` 自动计量装置所采集的能耗数据,应肖通过标准n0逋信接

丨l及通信协议上传至能耗监浏系统。

B1g 斯建、扩建和改建的公共建筑的能耗远裎监洲系统应与用

能系统和配电系统同步设计、同步施△并同步验llk。

εl9 建筑物能耗监溺系统的所采集的分类能耗 分项能耗数掘

应上传至 h级数据叶h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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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监浏、控制与计工

g2,1 集中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 ,应进行监测与控制.建筑面
积大于2lXXXlm玄的公共建筑便用全空气调节系统肘 ,宜采用直接数
字控制系统,系统功能及监洳控制内容应根据建筑功能 相关标
准、系统类型等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g2⒓ 锅炉房、换热机房和制冷机房应进行能壁计量 ,能量计摄应
包括下列内容氵

1 燃料的消耗量 ;

2 制冷机的耗电量亏

3 集中供热系统的供热量 ;

4 补水盘 .

$23 采用tx∶ 域性冷源和热源肘,在每栋公共建筑的冷源和热源
人臼处 ,应设置冷量和热量计量装置.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时 ,

不同使用单位或区域宜分别设置冷量和热量计量装置.

g24 锅炉房和换热机房应设置供热量向动控制装置。
⒏小 锅妒房和换热机房的控制设计应符舍下列规定 :

1 应能进行水泵与阀门等设备连锁控制 ;

2 供水温度应能根据室外温度进行调节 ;

0 供水流量应能根据耒端需求进行调节 ;

4 宜能根据末端斋求进行水泵台数和转速的控制 ;

5 应能根据需求供热量调节锅炉的投运台数和投人燃料量。
“疝 供暖空询系统应设置室温调拄装王;散热器及辐射供暖系
统应安装自动温度控制阀.

⒍27 冷热源机房的控制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l 应能进行冷水(热泵 )机组、水泵、阀门、冷却塔等设备的顺
序启停和连锁控制 ;

2 应能进行冷水机纽的台数拄制,宜采用冷量优化控制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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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应能进行水泵的台数拄轲,宜采用流量优化拄制方武 ;

4 =级泵应能进行白动变速拄制,宜根据倚道压差控制转

速 .艮压差何能优化调节 ;

5 应能进行冷却塔风机的台数控制 ,宜根据窜外气象参数进

行变速拄制 ;

6 应能进彳

`冷

却塔的自动排污控制 ;

, 宜能根据窀外气象参数和末端儒求进行供水温度的优化

调节 ;

臼 甯能按累计运行时诃进行设备的轮换使用 ;

9 冷热源主机设备3台以 L的 ,宜采用矾组群控方武 ;当采用
ˉ     群拄方式时,控制系统应与冷水机组自带控

ull单元建讧通信连接.

82n 个空气帘调系统的控制应符仑下列规定÷

1 应能进行l/l机 、风阀和水阀的启停连锁控制 ;

2 应能按便用时问进行定肘启停控mil,宜对启停时间进行优

化调整 ;

3 采用变风量系统时,风机应采用变速控制方武 }

4 过波季甯采用加大新风比的控制方式 ;

5 竹根据窜外气象参数优化调节室内温度没定ri;

'       ‘ 全新风系统送风末端宜采用没昔人离延时关闭控锕方式 ,

'     829 lXl机
盘管ll采用电劫水阀和lxt速相结合的控制方武 ,宜设

詈常闭甙电动通淅阀‘.公共区域风机盘筲的控制lr符合下列规定 :

! 应能对室内温度设定值范旧进行限制 ;

2 应能按使用时 nl进行定时F.i停控制 宜对启俘肘问进行优

化调整 -

B.210 以排除房间佘热为主的通风系统 ,宜根据房闽温度控制通

风设备运行台数或转速.

⒏2i刂 地下停车库风机宜采用多仵并联方式或设置风机调速装

置,并竹根据使用慵猊对通风机设猥定时启停(台数 )控制或根据

r     车库内ll0一气化碳浓度进行自劫运行控制 ,

∶     B2⒓  间歇运行的空气调节系统 ,仃设佴自动启停控锕装置。控



制装置应具备按预定时间表、服务区域是否有人等摸式拄制设备
启停的功能。

8a 电能监测与计且

⒏31 主要次级用能单位用电量大于等于IOkW或革台用电设备
大干等于1∞kW时 ,应设置电能计蚩装置.公共建筑宜设置用电能
耗监浏与计盘系统 ,并进行能效分析和管理 .

B~n2 公共建筑应按功能区域设置电能监浏与计量系统.

aaa 公共建筑应按照明插座、空询、电力、特殊用电分项进行电
能监罚与计量.办公建筑宜将照明和插痤分顼迸行电能监罚与计     ∴

量。

Bj4 冷热源系统的循环水泵耗电量宜萆独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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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跗录 A:

外皤平均传热系数的计箅

AO】 外璃平均传热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丁设计

规范y,B601,6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箅。

Aα2 对于一般建筑 .外墙平均传热系数也可按下武计箅 :

Κ=φ B0             〈Λ°2〉

武中:Κ ——外璃平均传热系数卩κ护 κ、

火p——外璃芏体部位传热系数Mm含 Κ));

φ
——外瑞主体部位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AO3 外墙七体鄂位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φ可按表A03取值。

农
^00 

钋坫圭体邯伍传铱 采奴的硌正硌玫 φ

'i侯 分 区 外 保 韫

严寒地区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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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录 B:

围护结拘热 △性能的权衡计算

△0: 建筑围护结拘热!L性能权衡判断应采用能自动生成符合
本标准要求的参照建筑计算模型的专用计算软件,软件应具有下
列功能 :

】 伞午B7ωh逐时负荷计算 }

2 分别逐肘设置丁作口和 牡假口室内人贝数壁 照明功

率 设备功率、窒内温度、供暖和空调系统运行时问 ;

0 考虑建筑围护结构的蓄热性能 ;

4 计算10个以上建筑分区 ;

5 直接牡成建筑围护结构热工仳能权衡判断计箅报告.

BO⒓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应以参照建筑与设计建
筑的供媛和空气调节总耗电量作为其能耗判断的侬据.参照建筑
与设计建筑的供暖耗煤壁和耗气量lz折算为耗电遗.

BOa 参照建筑与设计建筑的空气调 仁Vil供暖能耗丿讧采用同一
软件计算 ,气象参数均应采用典型气象年数搦 ,

BO4 计箅设计建筑全午累计耗冷量和累计耗热量时 ,应符合下
列规定 :

l 建筑的形状 大小、朝向、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建

筑构造尺寸 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做法、外窗(包括透光幕墙 )

太阳得热系数、窗墙由i积比`屋面升窗而积应与建筑设计kl+=致 |

, 建筑空气谢节Iil供嫒
`立

按仑年运行的两符制风机盘管系
统设置。建筑功能区除设计文件明确为|0空调区外 均应按设置供
暖和空气调节计算 ;

a 建筑的空气调节和供暖系统运行时问、窒内温度、照明功

率密度值及开关肘问、房间人均占有的使用面积及在窜率、人员新
风蚩及新风矶纽运行时间表 电气设备功率密度及使席率应按表
no4_1~丬吏BO4_lO设岸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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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B041 查气旧节和供啜琢统的 日运行时涧

类 剔 采统I作 Bi阄

办公建筑
「作 凵 ,∶00~!8;00

r假 日

宾碚建筑 仓年 ⒈m~m:oo

商场建筑 全午 8m~2!亻⒑

医+r建筑——

"诊
楼 个年 ⒙÷00~2!∶ oo

学校建筑——教学楼
r作 臼 7∶oo~!8;00

△假日

农B04-2 供啜奋调区茔内诅庋 (△
)

隹筑

类刿

运行

时墩

运彳i
摸式

卜列计箅时刻〈h〉供暖0调 区堂内设定滠度(△ 〉

! 2 3 4 5 6 7 8 9 !0 !! ![∶

办公建筑

敬学楼

△作 日
空 调 37 a7 a7 2‘ 26 26 2‘

供暧 5 5 5 5 ; !2 !〔) 2ll 20 20 20

节假 日
空 调 a, 37 a7 37 a7 37 37 37

供暧 5 5 5 5 ‘ ; 5 5 5 5 6 5

棠慵建筑

住皖部
今 年

空 调 西
^
‘ 2s 犭 25 否 犭 犭

供 暖 ” 22 22 22 22 22 22

商炀建筑

"诊
楼

全年
空 调 37 |7 ;, a, 3? 3, 2B 25 25

供 暧 ‘ ⒖ 5 5 ; 6 !2 !{,| !(;

延筑

类 P,l

运行

时段

运彳i

摸式

下珂计饼时莉(h潞暧0惆 区定内诠旭沮度〈℃〉

!3 !4 !5 !6 17 】8 !9 ⒛ 2! 22 24

荪公建致

敬学矮
i作 |

空 调 加 26 2‘ 2‘ 26 37 )7

供 暧 20 20 20 20 20 20 丨s {2 5 5 5 5

空 调 3, a7 a7 37 a, a,

供 暖 ; 6 5 6 5 5 5 6 5 5 5 5

宾锫建筑

ll院 部
节假 日

空 调 2; 25 25 小 2s 犭
^
‘ 小 2s

供暧 22 22 22 22

商杨建筑

r!诊 it:{|

全车
空 泅 25 25 25

^
匕 巧 a, a,

供 暧 :B !【; lg !8 !8 !8 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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莰B04η m田功衤岔度伫 【热濉 )

建筑类钏 照明ll|率砖度

办公建致 90

棠暗建筑 ,0

商场建筑 !00

区皖建筑—— li诊桉

学桉建筑——教学楼 90

表B04艹 尿叨开关时向(%)

建筑类l.l
运 iT

时段

下列讦箅时刻〈h)照 明开关时询 (%)

l 2 a 4 5 ‘ 7 8 9 10 ll !2

办公菇筑 △作 臼 0 o o 0 o 0 !0 50 h
, 外 g°

熬 宇膝 节假 日 o o o 0 o 0 0 ll o 0 0 0
宾馆跫筑

隹皖都
全午 10 !ll ∶o 10 ]ll !o 30 ao 30 30 ⒛ 30

雨场屉驵
全 年 !o !0 !o !o !0 !o 50 ω m ω ω

建筑类剃
运 iT

时段

下列讦箅0i刻 〈h 照明开关时问 %〉

!3 !4 !‘ |7 !9 ⒛ 22 24

办公建饼
教学楼

i作 日 80 ^
, 外

●
冫 ;0 ao 0 o 0 o o

节假 日 0 0 o o 0 0 0 0 0 o 0 0
宾馆建娩

住皖郜
节假

"
ao 30 50 50 ω ∞ ∞ 呃 90 铷 !o !0

商埸建筑
门诊楼

全年 ω ω ω ω go 叨 1ω !IXl !{∶ |(∶) ]0 10 !o

袤a0←6 不同类型房闽人均 占有的娃茂面积 |m″人 )

建筑类珈 人均宀有的建班面秋

办公建筑 】0

宾箔建筑

商场建筑 8

医院娃筑——闩诊楼 8

学枝巷筑——教学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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扌β0⒋6 房闽人炅逐时在萤率 |%)

建筑类刖
运行

时段

下列寸箅时刻〈h)房 间人贞逐时在室车〈%)

l 2 3 4 5 ‘ , 8 9 !0 !! 12

亦公建筑

教学搂

工作 日 o o 0 0 o o 】0 50 95 ●
冫 ∞ m

节值 冂 o o 0 o o 0 o o 0 0 0 0

宾锦建筑

lj皖 部

仑午 70 70 ?0 m 70 70 70 7ll 50 ;0 ‘0 90

仓午
●
冫

^
冫 95 95 95 9; 95 95 96

商场建筑

冖诊楼

全午 o o 0 0 o 0 o ⒛ ;o m 80 80

全年 o 0 0 o o 0 0 ⒛ 50 外 m 婀

建筑类别
运行

时段

下 刃 计 时 亥I(h)房 司人员逐时在窒率 〈石〉

!a !4 ∶; !‘ !7 18 !9 ⒛
j∶

! 22 23 ⒉

亦公建琰

致学楼

工I0" m 9; 9; 95 30 刍0 ll o o 0 o

节假
"

0 o ll o 0 0 o o 0 o o 0

宸锦建筑、

住皖郜

全 午 m ⒑ ;0 50 ;o m ⒛ 70 ,0 70 70 ,0

全 年 9; 95 95 9‘ 9s 9‘ 95 95 95
h
冫

商场建筑

门诊楼

全午 80 B0 80 go 80 80 80 7ll 50 o 0 0

全年 ⒛ m ω 劬 20 ⒛ o o 0 ll 0 o

琅臼o←7 不阄桊型房 l。n的

^均

折风i"〃Ⅱ 人

"

建筑类钏 新风量

办公建筑 30

宾硌建筑 ⒛

商场建筑 30

医睨建筑—— 丨】诊楼 30

艹按建筑——敖学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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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θ04-o 薪风运行

"况
li裳示薪风开启 ,0泰 示薪风关闭 )

建筑类别
行

投

一踅

时

下列计箅时刻(h)房 闸大矶逐时在饣率 (%)

[ 2 3 4 5 ‘ 7 8 9 】】 !2

办公建筑

礅笮揆

r作 日 0 o ll o o o ! [ ! !
j

l

忙lFA臼 o 0 0 0 0 0 0 0 0 0 0 o

宾悔建筑
FF皖部

仓午 ! ! ! ∶ ! ! ! i l i ! !

全午 [ ! 】 ! !
j

! l
j 】 l !

商场建篾

门诊楼

叵

ο
ο
一ハ

μ
叵

叵

ο

叵
匝

F
匝

建筑类钏
运行

时段

下列计箅时刻(h)房 闸人贞逐时在“宰〈%〉

!3 14 !‘ !, !B !9 ⒛ 2】 22 24

,l公 建筑

教学楼

|L推 日 ! ∶ ! ∶ l [ ! ll 0 ll 0 0

节椒 臼 ll o 0 o o 0 ll o o 0 0 【)

萤侪建筑

隹防郜

全年 】 ! ! ! l ! ! ! ! 】 ! 】

全 艹 ! ! : l ! ! ! ! ! ! l !

蔺场建筑

门诊楼

仓饣 】 l ! ∶ l l 】 l l () o o

全 乍 ! ! 】 1 ∶ ! o o 0 o o 0

表B0艹→ 不同綮型房闽自饣硬缶功瘁密度‘W/ma)

矬筑类别 电气设备功将

,j公建筑 15

灾馆建筑 】5

商场娉筑 !∶;

医皖建筑—— 忄j诊楼 ⒛

孛校建筑——敬学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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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0艹 10 电

`设
缶拯时妲用率 (%)

建筑类 l.l

运行

时段

F列
"箅

时刻〈h)房 问人贞逐时在宦率〈%)

】 2 a 4 ; 6 7 8 9 !0 !! !2

办公旌筑

教学楼

∷作 冂 o 0 0 0 ll o !o 50 9s 95 呖 50

0假 臼 0 o ll 0 o o o o 0 0 o 0

宾馆建筑

住皖邯

今 午 0 0 () 0 0 o o 0 0 o 0 ll

全年 9s 95 95 必
●
冫 95 95 95 95 95 95 95

商场琏筑

闸诊搂

全饣 0 0 0 o 〈) ll 0 30 80 80 ⒛

奄牢 0 o 0 0 0 ll 0 ⒛ ;0 96 80 m

建纨类圳
运行

时段

下歹I计箅时刻(h)房向人员遂时在礻率(%)

!3 !4 !(; !6 !8 19 20 2! 2⒓ 2a ⒉

,j公 建饮

教学楼

0作
"

50 呖 9; 呖 呖 30 ;o o 0 o o o

竹假口 o 0 ll o o o o o o 0 0 0

宸悔建筑

隹皖潞

个午 ll 0 0 o 0 s0 so 80 洳 80 o o

全年 95 95 呖
h
冫 95 95 呖 9; 筠

^
氵 9;

商场建筑

门珍镫

含午 80 B0 m 80 80 80 80 ?0 50 0 o o

全年 ⒛ 50 ‘o 6ll ⒛ 20 o 0 0 o o 0

B,0‘ 计算参照建筑全年累计耗冷壁和累计耗热量时 ,应符合下

列规定 :

'       1 建筑的形状、大小、朝向、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建

筑构造尺寸应肓设计建筑一致 ;

1 建筑围护结构儆法应与建筑设计文件一致 ,围护结构热工

`     性能参数取值应符含本标准第;3节的规定 :

3 建筑空气调节和供暧系统的运行时间 `室 内温度、照明功

'     率密度及开关时。l、房间人均占有的使用面积及在室率、人员新凤

5!



逯及新风机组运行时间表 电气设备功率密度及使用率丿讧与设计
建筑一致 j

4 建筑空气调节和供暖应采用全年运行的两管制风机盘管
系统。供暖和空气调节区的设置应与设计建筑一致 ,

BO‘ 计箅设计建筑和参照建筑全年供暧和令调总耗电量时,空

气调节系统冷源应采用电驱动冷水机组 |严寒地区供暖系统热源
应采用燃煤锅炉,并应符舍下列规定 :

】 仝午供暖和空调总耗电量应按下式计箅 :

E=口″+Ι艹                 (Bo6~】 )

武中:E——全年供暖和空调总耗电量(kWh/m仑 );

9——全年空调耗电量〈kⅢ△/n冖 ;

蹁——全年供暧耗电量(kwh`″ ).

2 全年空调耗电量应按下式计算 :

马F0〈

`〔

H x sCOPl9        (B06-2)

式中:Q「一诠 年累计耗冷量 (通 过动态模拟软件计箅得到 )

(kΠ△);

⒒——总建筑面积(m⒓
)亏

s灬、——供冷系统综合性能系数 取2;0.

0 严寒地区全年供暖耗电量应按下式计算 :

EH=0″ /(火 η jq|ψ 丿        (BO6~3)

式中:⒐ -年 累计耗热逯 (通 过动态模拟软件计箅得到 )

(kW△ );

η厂一热源为燃媒锅妒的供暖系统综含效率,取0∞ :

qj——标准煤热值 ,取8!4kW眠 gce;

q2——发电煤耗(k留舐 Wh)取03ωk扩c/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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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录 0: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判定表及权衡判断审核丧

表01 甲类公共唐轩囤护皓构诳工硅磁到定表

硕 日名林

∶翟地址

议计单lˉ

气候区城 建筑芏体搠向

建筑层数 建筑面积(m→

建筑外表面积(m” 建筑体积(m→

建筑体四系数

屋顶透光郡分
jj庄

顶总面秋之比 M M的眼值

外窗〈包括
透明箝勒

朗向 南 向 0匕向  | 东向 雨 向

窗墉面积比

同护结构部rl

设 ir建筑传

热系数 Km
】丬|`(m∶ κ〉

。
标准

Ⅱ
规定的传热系数限值

体型系数≤03
oa<体型系

敖≤05

屋 |丨 i∶ i

外嫱(包括非透光硌墉 )

底面接触饣外空气

的架空或外挑搂板

非采暧地下扌 △

地上采暖房闸之

"搂
板

|r采 暧房间 j

采暇房问的隔嫡

礻顶透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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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护结构邯位
设汁建筑传
热系数 【m
】l``〈 m∶ Κ)

。
+/r准

°
规廿lj传热系数眼值

体型系数≤o3 03(体型系数
≤05

外窗

〈包括

透光

菔聩 )

窗聩比≤o2

o2(窗嫱比≤0;

0a(窗墙比≤04

0‘ (简皤比≤05

06<窗墙比≤06

o6<锐塘比≤07

o7<窗蜻比≤0B

墙比>0s

同l·结构郜位
次计倮温材++宏

热阻n〈 m=水 )卿

倮温材料层
热阻眼值 n(m=κ ”Ψ

周边地湎

吁
=攘

犊触的
地下宦外墙

奕形缒
(两侧琦内保溢时)

结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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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2 z类公共球竹臼护皓拘铱工仕漉饲定装

项目名称

t翟地址

浜计革位

气候区域 建筑主体韧向

建筑层数 建纨面积〈m含 )

建筑外表面积(m含 ) 建筑体积(m→

建筑体即系数

崖顶透光部分 0屋顶总面积之比 m 面积比限值
"

旧护绐杓都位
没计建筑传热系数

Km 】丹
``(Ⅲ

∶Κ)

“
杯准现 定的

传热系数眼值

痊 而

外燎〈包括↓透光萆螃 )

底而接触窒外空气

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非采暖地下室0
地上采暧房间之问楼板

非采暖房问与

采暧房问的隔瑙

蒂一立面外裔
〈包括透光蕞坩〉

饲护结构部位
设计倮温材料珐热阻 R

(m=Κ VW
倮温材村层热阻眼值 R

(m=κ ”Ⅲ

局边地面

伙暖地下室与
⊥块铵触的外墙

庵顶透光部分 面积比眼值 m 20仫 实际面积比

结论÷

一
b

<
●



农0-0 甲类公共0筑 口护绮拘热
=娃

簏权臼判哳申核莰

项

"名
称

工稆地址

设计单位

气侯区域 肆筑主体朝向

建筑层数 建筑面积〈m→

建筑外表面积(m→ 建筑体积(m→

建筑体型系数

采用软件 软件版本

廑顶透光郡分与屋顶营面积之比 " M的限值

外窗(包括
透明蕞助

朝向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 向

窗垮面积比

围护结构部位

谈计凄筑 参照建筑

是否符合标
准鸫定眼值传热系数 Κ

Π】
``〈

m含 Κ)

传热系欺 X
助Km:κ )

屋面

外璐〈包括非透光蕞珞 )

底面按钮室外帘气
0,架空或外挑搂板

非采暧地下室与
地 Ⅲ采睚房问乏间搂板

非采暖房iun与

采暖房问的隔籀

尾顶透光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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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护绐构邯位

倮温材料层

热阻 R
(m∷ KVⅢ

倮温材料层

热皿 R

〈m∶ Κ)`′阝
`

是否符合标
淮规定眼佰

弭一朝向外窗
(包括旌光蕞墒 )

南 向

北 向

东向

西向

周边地面

lJ⊥坡按祛的地下室外蹈

变形缒(两钿垮内保温ni)

权衡荆断基

本要求刿定

罔护结构传热系数嚣本要求 Κ

`】``〈

萜 Κ)

设计建筑是否

满足基本手求

屋雨

外璐(包括|0逄光幕墒〉

外跻(包括透光幕聩 )

圃护绡拘是吞满足裳本唼求 〈是
`否

〉

权衡计箅结檗 次廿建筑(、耵hlm” 渗照建筑蛔 h朊→

全年佚暧和
空询总耗电量

权衡判断结果 玫计娃筑的热 0性能(合棉
`不

合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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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垠 El:

围护结构的枸造及其建筑热 t恃性拇 际示例

刂 围护结构的构造及其热:∶热性指标示例中,所示构造做法为示
意图,仅供热:r计箅用 ,详细的构造做法应以单体建筑设计为准.

2 外墙平均传热系数的修jl系数按本标准跗录AO3取值,外墙
平均传热系数仅为参考数据,工程设计中应按单体建筑的构造做
法圾现行旧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没计规范》CB5o1,钿勺有关规定
进行计箅 .

3 旧护结构的构造及其热 r热性指标示例中,考虑到锕筋混凝土
墙的热析牡本以钢筋混凝土为主,故平均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按
!0取值.其它类型外墙平均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按】3取值 .

4 示例中材料的导热系数根据民用建筑热工没计规范0Bmn6
取值,若 !∶程中采用的材料的导热系数与本表不一致时,`t按实际
采用的材料的导热系数取值。
5 在示例中未列的新型倮温材料 ,在计算传热系数时应按材料的
实际导热系数及现行旧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0H5o!飞
的有关规定迸彳i计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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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i1 石i丨扌扳外i0保Ⅱ竹珐示臼

傲法 1— !0∞ 厍现浇钢笳混凝⊥坩 石躲 苯板倮沮 )

平面 剖面

杓造做法

厚度 λ n κ

φ

κm

mm
】Π
``(mK)

(廿 K)
~

】孑
``(″ κ)

`】``〈m氵 【)

!室内抹混合砂浆 ⒛ 087 l ll o023

2现浇钢筋混凝⊥ 2lX !74 l⒑ 0"5

a水泥砂浆我平 20 090 】⒑ oo22

‘石蜇聚苯板倮温层
jo o oa6 !2 !!j7 0鸫 !⒑ 068

∞ o oa‘ !⒓ !389 0;9 !⒑ 050

,o 003‘ !⒓ !‘20 052 !o 052

80 o036 !∶∶ !852 046 !0 046

m 0036 ⒈2 208a 042 !⒑ 042

!∞ 0036 ⒈2 2a4‘ oa8 1l, 0;B

l!o 0o36 12 254‘ o35 】0 oa6

;附力1热阻值
Ri o!l

n←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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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i2 石0聚苄扳外Ⅲ保!钕法示仞

做法 !— !a"讪 厚晓浇钢筋混凝土踣,石垂聚苯板倮温 )

o

平面 剖面

构迨做法

庳度 人

α

n Κ

φ

κm

Π7

(mK〉
(Ⅲ∶K)

`π

】Π
``(m=κ

)

ΠV

〈m· 【)

⒈室内抹混合砂浆 20 o87 !⒑ o023

9现浇钢筋混凝△ a∞ 174 l0 0!72

3水泥砂浆我平 ⒛ 09a l0 0022

47i熬聚苯板倮溢层
50 o03‘ !2 】 !∶;, 0雨 !0 o“

ω o Oa6 】2 !389 ll j7 !n o5?

⒛ o03‘ !⒓ !‘∶犭o 050 !0 o jo

B0 o03F, ! 85∶犭 045 io 045

90 αoa6 2083 041 !⒑ o4【

!ω o Oa6 】⒓ 之a[5 0a冫 !ll 037

!!0 om‘ !⒓ 2546 o ao !o 0H

胎 枷 抽 m`占
nj 0!!

Ho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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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O 石遇谛扌板外妤保温傲法示例

做法 :-2臼⒑厚加氕混滠 t砌块瑙 ,石爝聚苯板保温 )

拘造做法

厚玟 入 R κ

φ

κm

mm
】】丨

`(mK)
(m’ Κ)

丿π

】丹丨
`(}!I含 Κ) `Π

``(m会 Κ〉

l宦内抹混合砂浆 20 0B氵 !![〉 0o23

2加气混凝土砌块 ⒛ 022 1 25 072,

a水泥砂浆找平 ⒛ 093 !!【) o022

↓石璧檗苯扳倮淋层 50 o03‘ t⒓ ! lj7 00⒙ !j o‘;

ω 003‘ ⒈2 lj89 o43 !: o56

70 o03‘ 12 !620 039 !a o阝 l

80 0036 !2 !t;j子⒓ ll36 ia o47

∞ 000‘ !2 2083 oa3 !3 04a

loo 0036 !2 23!5 o∶;】 0m

!!0 o oa6 ⒈2 2546 o29 !3 ◆a7

]⒛ o oa6 !2 2778 o27 o35

5跗 ljo热阻值
Hi 0"

φ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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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i4 石Ⅱ扌苯板外坫裸沮银法示例

做法 !-2“ a∞ 厚lj汽混凝士砌块琦 石墼祭苯板倮溢)

剖面

梅适做法

厚庋 λ R κ

φ

κm

mm
Ψ

`(mκ
)

(m含 κ〉

丿Ⅲ

m`
(m∶

l〈 )

】Π
``

(m∶ κ)

i饣内抹混合砂浆 ,0 o87 !o 0023

2珈气混凝⊥砌块 jm α22 ] 00】

3水泥砂浆找平 ⒛ 09a !⒑ 0022

4有墨聚苯扳保温层 50 o Oa6 !!57 o4! o5a

ω 0006 】2 】an9 oa7 !a o49

m o oa‘ !2 l‘20 0|4 !3 o45

80 o Oa⒗ !2 !【:.;[⒉ oa2 !a o4!

90 o006 j2 2083 o ao !3 oa9

!oo α0)6 ⒈2 ∶⒉;!∶ 9 028 !3 o;6

!l0 o Oa‘ l0 254‘ o2‘ !a oa4

5跗加热阻值 "i
{∶)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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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i6 石ⅡΠ苄技外Ⅲ保i竹法示仞

做法 !-30婀厚煤蹈 多孔砖坫 碑 苯板倮温 )

剖面

构遣做法

厚庹 λ R κ

φ

κm

mm

Ⅲ
`

〈mK)
〈m∶ κ)

`Ⅲ

ψ丿

〈m冫 Κ)

】】
``

(m∶ κ)

!室内抹混含砂浆 20 o8氵 !ll α023

2现浇钢筋混凝⊥ z4◆ 】74 !ll o4∞

3水泥砂浆找平 2φ o9a !ll o(⒓ ∶∶

4石搔聚苯板倮温层
70 ll oa‘ 】2 !6⒛ o45 ⒈a o59

m αoj‘ 【⒓ !852 o4】 ⒈a 0;a

叻 o036 12 20g3 o3? !∶ ; ll49

!∞ o Oa6 !⒓ 2a15 o34 !a ll45

l|0 o03‘ !∶[犭 254‘ oa2 !3 04!

!⒛ o Oa6 !⒓ 2,78 000 !a oa9

!ntl o Oa6 !⒓ a⑿ 028 03‘

!40 o oa‘ 】⒓ 3241 026 !a o34

5跗加热阻值
Ri 0"

R台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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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石蚕丧苄蔹外妊倮诅儆沽示倒

儆法 !—a扭 (a·o厚煤矸石多孔砖琦 ,石蛏聚苯扳倮温 )

平面 剖面

杓造儆法

厚度 λ

α

n κ

φ

灿

】】
``

〈mκ )

(!!亠’κ)

`】

】}

W`
(m’ Κ)

Ⅲ
`

〈m含 Κ)

!室内抹混合砂浆 20 087 lo 00⒓a

2现浇钢筋睨凝⊥ 3,0 oω ∶n 0‘ !,

3水泥砂浆找平 ⒛ o9a !o 0022

4石垠柒苯扳倮温层
70 o oa‘ ⒈2 】‘20 04! !3 053

80 o Oa‘ !2 lε阝2 o38 !3 049

90 0⒑0‘ 】2 ⒓0H) oa5 !3 o灬

】【ll o oa‘ ⒈2 【)(;!5 032 !j o矽

!10 o0|6 !j∶ 2j46 030 】3 039

!20 o os6 !2 2778 028 】3 o3‘

!ao ll0;6 ⒈2 30ll9 026 !3 o34

5附 j0热阻仳
Ri o!!

"o
ojy

“



Elp i 口s放挂肪火保吕枉钋0仅E钕崧示忉

做法⒉ l0∞ 厚现浇钢筋混凝土埚,Bs政+晰火倮温板倮温 )

⊙ ⊙

平面 剖面

构适做法

胚度 人 R Κ

φ

κm

mm `芮``(mK)

(m:Κ
)

柙

Ⅲ
`

〈m∶ κ)

】Π
``

〈m仑 Κ)

l室内抹混合砂浆 ⒛ o田 !0 o02a

2现浇钢筋混凝土 2∞ !" !0 0i!阝

|水泥砂浆我半 20 o93 !n 0022

4Bs政性防火倮温

板倮温层

70 o啷 !∵∶∶ 126g o6) 】⒑ 0ω

80 004‘ l妇9 oj7 !0 o57

∞ α№ !6ao o52 l0 o52

!∞ o怖 !2 !B!∶ ! o47 】o o47

"o
oα⒗ !⒓ l ”; o4a !ll 043

]⒛ oα临 !∶[∶ 2∶ 氵4 o婀 !ll 00o

lao 0046 ⒈2 2a5; oa8 !|【) ◆a8

!婀 o蜘 [2 2钅3‘ oa5 !|【) o35

5跗加热阻值
Ri 0"

Ro 0【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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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⒉2 βs放 惟防火保沮板外圩保泣做凑示仞

做法 2-】 a(aω 呼块浇钢筋溉
=垮

ns改性防火倮温板倮溢 )

平面 剖面

构造做法

厚度 人

α

R Κ

φ

Km

Ψ

`(mK)
〈m含 κ)

`Ⅲ

Π冫

(m哲 Κ)

V`

〈m含 κ)

⒈室内抹混合砂浆 20 o87 】⒑ omj

2现浇钢筋混凝
=

3lXl !74 !o 0】 72

3水泥砂浆找平 ⒛ 09a !o 0022

4Bs改性防火倮温

板倮温层

70 ◆“ 6 !2 !2‘8 o6: !⒑ 0‘ !

80 0α|‘ !2 !449 ll55 !n o;5

卿 oα⒗ l⒓ !‘⒛ o50 !o 050

!00 o0“ ![∶ !812 o的 !o 04‘

!!o α岫 !2 ! 吵 j o42 !⒑ o"2

!20 0046 ∶2 2174 o39 !0 oa9

j30 0α丨‘ !2 23j5 o37 !o on7

!婀 oα⒗ 2536 034 !n 0;4

5跗加热阻值
丨:i| o!!

R" α m

“



0p0 日s放推防火保珏板外珀倮江儆法示例

做法 2-2(2∞ 艹加气混凝土砌块垮 0s政性防烛 温板倮温 )

构造做法

厚度 λ

α

R Κ

φ

κm

珥″

(mK〉

(m玄 κ)

`Ψ

】】
``

〈m’ Κ)

Ⅲ7

〈m冫 κ〉

!宦内抹混合砂浆 ⒛ α87 !o o021

2珈气混凝土砌块 ⒛ 0 022 ! 2‘ o727

3水泥砂浆找平 ⒛ o93 !n 0022

4Bs政挂防火保温

板倮温层

孙 o帕 !⒓ 1妁8 04‘ 059

go o岫 !∶[∶ l臼9 0矽 】3 055

咖 o啪 !⒓ !‘30 oa9 !a 0;】

!∞ om‘ l⒓ ls!2 o37 !∶ l o⒕ B

!10 α№ !∶⒉ l妙 a o义 o灬

】⒛ omr, ⒈2 2!74 oa2 ⒈a o42

!ao o郦 12 23;⒖ o3】 !3 040

l婀 0怖 】2 2536 o29 ⒈3 oa8

j附珈热阻值
Ri ll"

nn oα

69



004 卟 煎佳肪火保E收钋 j÷保!竹法示臼

做法⒉→“3ω 脬加气混凝
=砌

块皤,ns改性防火倮温板倮温 )

平面

构造做法

厚度 λ

α

R κ

φ

κm

mm
】】|`

(mK〉

〈m=Κ )

`Ⅲ

】Π
``

(m氵 Κ)

】l``

(∶氵|含 Κ)

】“内抹混合砂浆 20 o8, !⒑ 002亠

2加气混凝土砌块 aOo 022 ! ⒓; !09!

s水泥砂浆找平 20 093 l0 o022

4ns改性防火倮温

板保涮昙

70 o046 】2 I2‘8 039 13 05!

m l,帏 !∶∶∶ !砷9 o3? 0珀

90 o“‘ 12 ∶‘30 0j4 !3 045

!∞ 0岫 ⒈2 ⒈8】 2 o32 o42

!!0 0"6 【● !993 o30 om

!20 oα临 !2 2!74 029 !3 ◆a8

lao o()!40f, 12 235; 02, ⒈3 oa‘

!妁 0006 25j‘ 02‘ 】3 oa4

6附加热阻值
Ri o!】

n。 αⅡ

6g



1l⒉6 0s改拄肪火保吕垠外Ⅲ保吕竹法示仞

做法 2_a(2m厚煤矸石多扌啸 璃 ,虾 政性F,j火倮温板倮倮温 )

平面 剖面

构菇做妆

峥度 λ

"
κ

φ

Km

mm
i|l

(mκ 〉

〈m∶ κ)

丿Ⅲ

】】
``

〈m∶ κ)

】Π

``
〈m:Κ )

⒈室内抹混合砂浆 20 08, 1ll 0023

2现浇钢筋混凝⊥ 240 oω 】⒑ 04◆

3水泥砂浆找平 ⒛ o9a l0 o022

4Bs政挂防火倮温

板倮温层

η 0邯 !⒓ !狗 o54 13 070

80 004‘ ⒈2 !449 049 !3 0“

m o帕 ⒈2 】6ao 045 [a o58

!∞ o怖 !2 !a!j⒉ o42 ⒈3 054

l lo oα⒗ !∶∶∶ 1993 oa9 !3 0‘0

!i氵 }【∶) o帕 !∶∶∶ 21氵 4 0j‘ o47

!:;o 0仰‘ 12 2a55 ◆34 !3 044

!0o 0怖 12 2;a6 oa2 !3 o42

阝附加热阻值
Ri o!!

⒒ 004

69



Dpo ns改 挂防火傈汛技讣垮保江竹法示仞

做法 2-△0·0炻媒矸石多亻1砖瑙 ns改性防火倮温板倮倮洫〉

⊙ 魃 雍 ⊙ C)

④

平面 剖面

构造做法

厚度 λ

α

R Κ

φ

κm

iIlm
Ψ

`(mK)
〈m=Κ 〉

`Ⅲ

】丹
``

(血:Κ
)

ΠV

〈m’ K)

1室内抹混合砂桨 20 o8氵 !n 0023

2现浇钢筋混凝± a7o o bll lo o617

a水泥砂浆我平 ⒛ o9a l ll oσ⒓

4Bs政性防火倮溢

板倮温层

70 oα的 】⒓ !z“ 048 !a 062

铷 0α丨‘ !2 】砷 9 o“ !a o57

叨 0邮 !∶⒉ !‘j0 04】 !a o5|

!∞ 0046 ⒈2 18!2 038 !a o50

l】 o 0α|‘ l⒓ !”3 o3‘ !a ll炳

120 o岫 12 9174 033 !3 o砷

∶jo 0怖 2355 oa2 |a o"!

∶m oα随 !2 25j‘ o30 !3 0j9

5跗加热阻值
ni o!1

Ro α m

⒛



001 0竹 用i丝奄亵强外廿傈江做法示忉

做法 3-l(2lX厚现浇钢筋混凝
=璐

,建筑用真空绝热板倮温 )

平面 剖面

构造儆怯

厚旗 λ

α

lt κ

φ

灿

W爪 m

Κ)

〈矿 κ〉

`V

W“ m∷

κ〉

助κ扌

Κ)

!宦内抹混合砂浆 20 087 !⒑ α023

2现浇钢筋混凝△ 2ω !74 !ll 0l!5

j水怩砂浆我平 20 09a !n 0022

⒋建筑用真空绝热
!0 o0o8 !2 !(Ⅵ2 o74 lo 0?4

板倮翻昙 !6 o008 12 】5‘3 05a lo 053

20 o00$ 12 2083 042 !0 042

〈〉∞8 !2 2604 oa4 !⒑ o34

ao 0008 !2 3 !25 o29 !⒑ o29

5附加热阻值
ni 0"

n。 004

注:建筑用真令绝热扳导热系数 λ: 型≤0∞s;Ⅱ 型≤0∞8;l1型 ≤α0!· .

一`



oa2 蛙铒用i奎埯铬板外坫倮逯傲法示例

做法 3-"3ω 厚现浇钶筋混凝士璃 ,建筑用真空绝热板倮温 )

平 面 剖面

杓造儆法

厚度 λ

α

"
κ

φ

Km

耵“m
κ)

(m:κ
)

`V

W水 m∴

Κ)

ψ (m氵

【)

!审丙抹混合砂浆 ⒛ oB7 !⒑ o02a

2现浇钢筋混凝土 3m ∶74 !⒑ 0!72

a水泥砂浆找平 ⒛ 093 io 0022

4建筑用真空绝热

扳倮温层

l0 0ll l8 !2 !042 o7! 1⒑ o7!

!5 0008 !2 !5{÷ ia o52 !0 052

,ll αα⒙ 12 20⒙ a 04! 】|() o4!

25 o008 】0 2觯 o ao !o α

"
3ll 000⒙ !2 j】 25 029 】n o29

j附加热旺值
∏i 0"

RF 004

沱:建筑用真空绝热板导热系数 λ刂I^】 ≤000sⅡ 型≤o∞⒌1l型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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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a 挂莰用i重坩热嵌分刂保Ⅱ竹法示仞

做法 a一水2ω 脬ij汽混凝土砌块埒 建筑用真空绝热板倮温 )

平面

杓造蚀法

脬度 入

α

R κ

φ

κm

Irlm

Κ)

(m玄 【)

`Ⅲ

W水 m∶

Κ)

Vrl m:

K)

!室内抹混合砂浆 20 o87 !ll 002a

2ljo气混凝⊥砌块 200 o22 ! 25 0727

a水泥砂浆找平 ⒛ o9; !l, o022

4建筑用真空绝热
!0 o008 !2 】m2 05! o“

板倮翻富 16 o lnB !563 o40 ∶3 0‘2

20 o0o8 !9 208j o3a 13 00a

西 o∞⒙ l⒓ 2604 028 !a oa7

30 o lXlg 12 3!25 025 !j o32

5附加热阻值
R∶ o!!

R仑 o"

注,建筑用真空绝热扳导热系效 人:【 型≤0∞0Ⅱ 型≤0ω⒋Ⅲ型≤00l2.

,3



oa4 o竹 用i至珀热拄分刂保沮钕法示仞

做法 a-2a(3∞ 厚舢气混凝⊥砌块璐 建筑用真李绝热板倮温 )

拘造做法

厚度 λ

α

R κ

φ

κm

Ψ“m
Κ)

(″ Κ)

`耵

V/lm氵

Κ)

Ψ“油仑

κ)

!室内抹舵合砂浆 ⒛ o89 】⒑ 0023

2lj0气混凝⊥砌块 alXl α22 ! 25 】09】

3水泥砂浆找平 20 o9a !n 0022

4建筑用其帘绝热

板倮涮回

!o 000s 12 1(汩⒓ 04a !n 0;6

!5 o lXl〔; 】⒓ !5‘ 3 0j5 !:; o炳

⒛ 0ooB ⒈2 2083 030 oa9

o008 2αM o26 o3a

⒛ l,α⒙ a!25 023 !∶ l 0⒛

跗 垧n壬瓦:日 {首

Ⅱ 0"

"o
004

注:建筑用真帘绝热扳导热系数 人:【 型≤o邸÷Ⅱ珂≤o lXl⒐ Ⅲ型≤00!2.

,4



DO⒖ 莛皎用i至 臼热板钋坫傈沮牧法示仞

儆法 a_“·oo烊媒矸石多孔砖珞,建筑用真空绝热扳倮温〉

平面 剖 面

杓追做法

厚度 λ

α

R κ

φ

Km

助κm
κ)

(m=κ )

'Ψ

Ψ
`〈

m∶

κ)

Ψ“m氵

【【)

!穹内抹混合砂浆 ⒛ 0s7 !o 0023

2现浇钢筋混凝上 2m o60 !0 040o

3水泥砂浆找平 20 o93 !⒑ 0022

4建钿

"其
空绝热

板倮涮宫

!o om8 !2 】‘Ⅵ2 0‘ ! !; 079

o008 !2 !∶;‘ :; o妁 !; om

⒛ 0008 !2 之083 o3, !; 049

o∞舌; l0 2旬4 o31 !刍 04!

30 o008 l⒓ 3125 027 o35

5跗lI热阻值
Rj αl!

R仓 om

注:建筑用真空绝热扳导热系敬 λ;】 型≤0∞亠Ⅱ型≤0∞盯m型≤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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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a6 0轾用i查姿热锒钋圩仅Ⅱ钕法示仞

儆法 3—a岔(a乃 厚煤矸石多孑L砖墙 蓬筑用真窆绝热板倮温 )

平面 剖 面

杓遣做y~0

厚旗 入 R Κ

φ

Km

mm
Ψrl m

κ)

〈m含 κ〉

`V

ⅢV(m:

Κ)

Ψ水m∷

Κ)

!室内抹混个砂浆 ⒛ 08? 】ll αo23

2Ft浇钢筋泥凝⊥ a,o oω 】o o617

a水泥砂浆找平 ⒛ 003 !ll α022

健 筑用真空绝热
板倮湖昙

!0 0008 ⒈2 !"2 o64 !3 070

0oo8 !⒓ [●‘a o42 !3 ll55

20 0008 ]⒓ 20B3 035 13 0"5

0岫 l⒓ 2‘04 o29 !a oa8

ao 0008 !⒓ a!25 026 j3 o33

5附 ll热阻偾 "i
0"

Ro 004

拄:建筑用真空绝热扳导热系数 人: 型 ≤0α、 Π型≤o∞轧Ⅲ型≤o0!2.

76



Il4i 平E面保珏儆法示仞

傲法 !—!(石凄聚苯扳倮温平跏 )

◎

◎

◎

构造擞妆
序庋 λ n κ

mm 熙

`血
κ)

(″ κVW 】】
``〈

m∶ κ)

l南綮物政摧沥青防水层 4 0】 7 !⒑ o咖

2水泥砂浆找平层 29 o93 !o 0027

a水泥焦砟找坡层〈平均 ) 80 o6a !5 00⒙ 5

4石璧聚苯扳保沮层
铷 o oa6 !2 !852 o的

咖 00=‘ !∶∶ 2083 04!

!m o0;‘ ![∶ ∶氵!3!!∶; o37

!!o o036 !2 254‘ o34

!i】|(∶) 003‘ 12 2,78 032

!ao o Oa6 |2 0⒄ 030

!硒 00;‘ !2 ∶}⒉ ! 028

!‘0 oo36 !2 3"72 026

5钢筋混凝上屋面板 !20 !74 !o 0α59

‘混合砂浆抹灰 20 o8, l0 o023

7附ll0热阻值
R| 0l!

Ro o(Ⅵ

,7



042 平【面碌珏钕沽示仞

做法 !一夂Bs改性防火倮温板倮温平罹面 )

构造做法
厚度 人

α

R κ

熙

`mK)
〈m氵 K)`Ψ W`(m’ Κ)

⒈嵩獠物政挂沥青防水层 4 o!7 !0 00⒓4

2水泥砂浆找平层 25 093 !o 0o27

)水泥焦砟我坡层(平均〉 80 ll‘a !∶子 00H5

4Bs改竹防火倮温扳倮温 80 ll怖 l0 !妇9 055

叻 oα随 16ao o5o

l00 o(郏 !∶⒉ ⒈812 o的

!!o 0怖 12 !99a o42

】20 o04‘ [2 2174 oa9

!ao o〈)140(; !∶⒉ 23;5 oa7

!的 ll怖 260‘ 0j4

!【9o oα随 97!7 o32

s钿筋混凝土括面扳 !20 1" !0 0α⒚

⒍混合砂浆抹灰 20 o8? !0 α02a

7附腼热附值
Rj 0"

R￠ α∝

7B



Dsi 琅E面侯!投法示仞

做法 2—“石昼紊苯扳倮温坡崖面 )

构造做法
厚旗 人 R Κ

W爪 mκ〉 (m∶ ΚV耵 W〈 m=κ )

1水泥砂桨找平层 ao 00a !o 0“2

2石凄聚苯扳倮涮富
80 o oa‘ ⒈2 !852 o47

叻 o Oa6 !2 ⒓Og3 o⒕2

lOo o φa‘ 12 2015 oa9

!i0 o ll∶
j‘ !2 2夕⒗ 035

!20 o01‘ !2 2778 o33

!30 o oa‘ ⒈2 a∞9 030

!m o oa‘ 】2 3Ⅲ ! 02s

!50 00;‘ !∶犭 3472 o27

:钢筋混凝±屋面扳 !⒛ !,4 lo o069

4混合砂浆抹灰 20 087 l0 o02a

5附ijo热沮值
Ri o!!

Ro o"

79



062 埭屋西傈江钕法示例

做法 2—⒉Bs改性防火倮温版保温坡匾面)

枸造示意

构造儆法
厚度 λ

α

R Κ

而 m Π〃(j氵|Κ )
(m氵 ΚVⅢ 】丹

``〈

m∶ X〉

!水泥砂浆我平层 30 o9a !0 om2

仑
"s政

性防火倮温扳倮温
层

m om6 !2 !4"9 058

∞ 0◆46 【2 】‘ao o53

!lX o岫 !2 l(;!2 ll48

!!o oⅡ⒗ !2 l”a 0肿

!⒛ 0岫 12 2!,4 α4!

!30 0046 】2 2a55 0;8

】0o 0o46 ⒈2 25j6 oa‘

150 0帏 12 27!7 03;

3钢筋混凝土屋面板 j20 !74 !o o069

4泥合砂浆抹灰 20 0B7 !o 00仑j

5附 lll热阻值
ni o"

Ro 0o4

80



跗录 E: 常用建筑材料的热工计算参数

∞
一

序

号
材斜名称

干密瞠m
k〃m)

导热系数 λ

Π〃(mK〉

修正
系效
α

蒈热系数宀
(月期
24小 〉

Π】

``m=Κ

燃烧
i±能

掺数来滁

】 宣内混合砂浆抹面 !700 !0 !076 A级 民用建筑热△设计规范 Gn jo⒘6

2 室外水泥砂浆抹面 !Bω 00a !o !!a, A级 民用建筑热
"设

计规葩 CB50!`‘

a 钢筋混凝上 2‘∞ 174 !0 !720 Λ级 民用建筑热 r设

"规
弛 cB m″‘

4 加气混摄⊥砌块 ,ω 022 359
^级

民用建筑热丨设计规范 CB mr6

5 页岩陶粒混凝 0 !300 o‘a !!5 g!‘ A级 民用建筑热【设计观范 Cn5o!7φ

‘ 茼聚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mXl 0!7 !0 3aa 民用奄瞰 工l0+兢范Cn m"6

7 石墨浆苯板 !8~22 o oa6 2 B!级 帝用外姆倮温放术规杜 Dn‘″Tl,‘

8 酚漤泡抹板 婀 0o;2 2 B!级 带用外塘保韫报术规罹 0B仰卩⒖⒕

9 埭氨娣倮温板 05 00⒉ , 1l!级 带用外珥倮淇技术凝翟 DB6VT!5⒗

!o 建筑用岩棉板 o(yo 2 Λ皱 带用外踽倮温技术规稆 DB“厅⒗笳

! 奋筑用萁帘绝热板 oω5mO!2 2 Λ皱 帝用外埒保温牧术规罹 D跖 a″⒖加

】2 泡沫玻璃倮温板 98~!80 00"5-oo62 2 A级 带用外骧保艋牧术规翟 DB6a卩 ⒖笳

a 泡沫臼瓷绝熬扳 !50-280 ll O‘ -o!j∶ 2 A级 带用外瑙倮韫披术规翟 0B6a卩 l;妁

4 ns改性防火保温板 00;7 2 A级 带用外墒倮沮技术现翟 D跖 a″ !5⒗

5 建筑倮溢砂浆 珈
~蛔 o⒑7~0g5 o Λ级 常用外嘹倮温牧术规罹 DB0轲 lj加

6 煤矸石多孔砖 0‘0 !0
^缀

7 幕压粉煤灰砖 o;B 0 A级

8

"体
废弃物免饶砖 o89 o A级



泔录 F:

管道与设备保沮及保冷厚度

FOI 供热管道经拼绝热层厚度可按表FO】 !~表FO!3选用。
供热没备绝热层厚度可按最大口径管道的绝热层厚度再增加6mm
选用 .

宋F01△  =内 热△适柔性泡诔埭妇经济终热曰好度 (谘价o6元⒑ 0)

最高介质洫度(℃
) Cll Bll

鲱啾黝

≤1lN20

DN25~D"婀

∶)N50~1,N!2j ≤0Ⅱ32

3‘ 0N!50~DN4oo l)Nm~1lN,o

蛔 ≥ DN4● 0 0~80-DN!25

45 0N!50~DN4;o

50 ≥¤N5∞

82



灰 F01_p硌 苷廿亩心珀珀桶蛭济奄热层口度【热价 06元肟V)

∞
Φ

娘高介质
温度〈°(∶ )

绝热层厚度(mm)

ao m 50 ω ⒛ g° 咖

窒

内

‘o ≤DN40
l)N50~
llN!j∶ .;

0N∶ s0~
【lN|(){]}[)

≥DN"0o

80 ≤oNa2
DN咖 ~

DNm
DN!【Xl~

DN250
≥oN3nll

·̄1llV40
DN;0~
】]〉N!∞

DN!∶∶j子 ~

DNlmX
≥ 0N"00

!ω ≤DN25
1lN;2~

ll|i80

DN!0o~
1)l!alXl

≥DⅡ 35ll

!∞ ≤0Nj2
DN00~
0N80

DN!00~
¤N2∞

DN2j~
DN9∞

≥DN!∞o

最嵩介质
温度〈℃ )

绝热层厚度〈mm
ao m 50 ω 70 m 90

t
外

m ≤0N的
nN5o~
DN!∶⒉!;

DN!25~
DNφ0

≥0N⒌Ⅺ

ε0 ≤】lN40
DNj0~
D~!(∶ ){∶)

DN!25~
DN!700

≥0N1800

95 ≤DN2;
DNa2~
1lN50

DN70~
DN250

≥1lN3lX

!0o ≤0N20
DN25~
DN70

DNao~
】,N2∞

DN250~
DN!0ω

≥DN!lll o

l90 ≤DN25
o"a2~
0N,o

】lN80~

D~1m
1,N200~

DN600
≥0N600



ω
●

哀F0i-0 熬0旌茁i卜 致珀牡经济臼热〔萤{热价臼6元灯ul

娘高介质
温度(R”

绝热层厚度〈mm)
m 50 ω 70 80 叻 lml !⒛ !如

窆

内

ω ≤0Nso
DN70~
DN3∞

≥0N!α讪

m ≤DN20
DN2;~
DN70

DN8ll~

l)N200
≥0N250

95 ≤DN40
1l"50~

0N!00
0N】 25~
DN30ll

DN350~
1lN25∞

≥ DN3αⅪ

l"o ≤DN32
0N00~
DN70

DNgO~
DN!50

D"⒛ ~

DN300
D"3‘0-
0N900

≥DN!lXn

!qo ≤DN32
DN00-
llN∶;o

DN,0~
DN10o

[)"I25~

0N!‘ o
llN灿 -

0N,00
≥DNmo

最商介质

温度(℃ )

绝热层厚度(mm
婀 50 ω ,0 80 叻 loo !⒛ !m

宦

外

ω ≤0Ng0
DN!lXl~

DN犭0
≥DNj0o

80 ≤DN幻
DN50~
0li!oo

DN】 25~
0N2;o

DNaoo~
1lN]5∞

≥】)N2yⅪ

95 ≤DN25
!)N32~

DN,0
DN80~
DN!25

DN2∞ ~

DN舢
DN5∞ ~

0~⒉Ⅸ”
≥0N25∞

!m ≤DN25
oNa2~
1lN∶9o

DN,0~
D"∶ ∞

DN!犭 ~

DN2lXl

1lN2;0~

0N"‘ 0
≥1lN6∞

!叻 ≤D~25
!)Nj∶∶~

【)N50
DN?0~
[)Ngo

nN!oo~
[)Nl.9o

1lN2∞ ~

D卜45ll
≥DN5ω



F⒑ 2 室内空调冷水管道蕞小绝热层厚度可按表FO21、表F

o2”选用 ;蓄冷设备倮冷厚度可按对应介质温度最大冂径管道的

倮冷厚度再增加血龃 ~lOⅢm选用。

表Fo21 茔内至旧冷冰0亡 0小臼热层厅度 (介质Ⅱ庄≥6℃ llmml

地 区

柔性抱沫橡塑 莰墒棉臂壳

管径 厚度 管径 厚度

较干燥,u区

≤DNm !9 ≤0N32 25

1lN50~DN!;0 22 DN婀 ~0N!m 30

≥DN2∞ 25 DN!25~DN90o 05

较瀚混地区

≤DN25 25 ≤”N25 25

1lN32~mso DNa⒓ ~DN8o 30

1,N,o~DN】 ;0 1lN!00ˉ 1lN"ω a;

≥1lN⒉⒑ 3‘ ≥¤Nφ0 婀

表F02-p =内 全涓冷冰【迸:小络热层厚庋 【介质江庚≥-i0△ )!mm)

地 区

柔性泡洙棣塑 玻璃棉管壳

管径 厚废 管径 厚度

嵌干媒地X

≤DN32 ●
‘ ≤1l"32 25

0N砸 ~DN80 a2 D"40~DN!50 a【 l

DN llXl~1泗 200 3‘ ≥1lN250

≥DN250 m

较潮湿地区

≤DN50 的 ≤0N50

0N,0~DN】 00 45 DN,0~[)N!2; 婀

DN!25~Dli2‘ o 50 1lN!50~D"50o 45

m3oo~D~2ofn ≥DNdXl 50

≥DN25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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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⒍J 窜内生活热水管经济绝热层厚度可按表FO3!、表FO3-,
选用 .

哀F0Oi 重内生淆熬水管经济饱热厌口皮【室内5℃全车≤10s天
)

FO4 建筑物内空调风管绝热层的最小热阻可按表FO4选用。

琅F04 窒内全旧风0珞热屈的:小热沮表

绝热材料
介质温旗

离心玻璃棉 荣性泡洙橡塑

管径(Ⅱ迦 ) 厚度(mm) 眚径(mm) 丨「】[度 (mm)

≤西

`|

≤0N25 0o ≤ DNω 12

0N32~卵 8o 50 0灬ll~【lN80 a‘

DN】【Xl~DN∶丨[;o ω DN!0o~[)N∶ ;∶;o 0o

≥oN奴η 70 ≥DN2ω 4⒖

表F0△2 自内生活热冰皙迫经济绝热居阝庄 (室 内5℃全钅≤i60天
)

绝热材料
介质溢废

离心玻珞棉 柔挂泡洙橡塑

管径(mm) 厚度(mm) 瞥径(mn) 厚度(mm〉

≤70℃

≤DN婀 60 ≤ 0N5o 硒

灬 50~DN】 0o ω DN?0~1l"!25 4‘

DN!25~DN3ω 70 【lN1jO~DNaOo ;o

≥DN350 80 ≥DN350

风符类型
适用介质温庋(℃

)

n(m|wⅢ )

冷介质最低温度 热介质墩商温度

一赦忄询91筲 !5 :o o Bl

低洫风筲 ‘ a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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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录 0: 照明节能设计判定表

场所
揆

层

间

轴
号

房

或
线

源

型

光
类

跏
锏
积
⒄

灯具
安装

苘旗
〈m)

渗考
平面

商度
(m)

灯其类型 单套火瞑 光脲渗效
冥

量

灯
数

总安

装容
墩

(Ψ )

照度〈Lx)
LPD

(Ⅲ

"m氵

)

灯型
效

率
堋
⑴

锿流器
(W〉

光通屉
(!m〉 计箅 拆准 计箅 杯准

酗
松
室

直管
荧光灯

2⒛ 07j 椅栅 鲫
2× j‘

7̄2

l× 4
ˉ4

2× 3300
.m ll

8 ‘0⒙ aO97‘ alXl 8!! 9

酃
凇
室

直眢

荧光灯
5lXl !5

叙
室

型
灯

凑

光

紧

荧
30l 9

卤钨灯
射灯

注:根据《建筑照明设计标准拶c灬lX m-2on版 ⒗3⒕ 条规定,肖房问或场所00室形指数等子或小于 1时 ,共照明功率密

度眼值应蹭lj0,但增加值不应超过限值的⒛%.



引用标准名录

】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CB5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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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照明设计标淮》cB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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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肘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桎度不同的

用词说明如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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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倩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应∴反雨词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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儆的÷

正面词采用
“
宜∴反面词采用

“
不宜∴

4) 表示有选择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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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符含 ⋯的

规定
”
或

“
应按⋯⋯执行九

∞



青海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青海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1,Il“″ 1够7-⒛1s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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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贝刂

10】 为贯彻园家和青海省有关节约能源、倮护环境的法律 法规

和政策,标准依据国家《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B501⒆ .并针对

青海省地处高原严寒气候区的特点和工程建设的其体情况制定

的.其基本原则是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适 当精简,加强可操作性 .

以利实施 .

10,2 建筑分为民用建筑和工 lL建筑令民用建筑又分为居住建筑

和公共建筑.公共建筑则包括办公建筑 (如写字搂、政府办公楼

等 ),商业建筑(如商场、超市、金融建筑等 ),酒店建筑〈如宾馆、饭

店 娱乐场所等 ),科教文卫建筑(如文化、教育、科研 医疗、卫生

体育建筑等 ),通信建筑 (女岫阝电、通讯、广播用房等 )以及交通运翰

建筑(如机场、车站等).在公共建筑中尤以办公建筑、大中型商场

以及高档旅馆饭店、医疗卫生建筑、教育建筑等在建筑标准、功能

及设置采暖、空调系统等方面有许多共性 ,雨其采暖、空调能耗高 ,

节能潜力也大.本标准对我省斯建 扩建和改建的公共建筑 ,提出

F节能要求 ,并从建筑与建筑热工、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给水排

水、电气和可再生能源应用等方面提出控制性指标和节能措施 .,

宗教建筑、独讧公共卫哇间、使用年限在6年以下的临时建筑、

及既有建筑的节能的围护结构热△参数可不强ail执行本标准 .〉

10j 各类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 ,根据我省的具体气候条件 ,苜先

倮证室内热环境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与此F。l时应政善建筑围

护结构的热⊥性能 ,提高采暖、通风、空调和照明系统的能源利用

率,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硌和能源发展战硌 ,完成本阶段节能

“%的任务.

公共建筑能耗应该包括建筑围护结构以及采媛、通风、空调和

照明用能源消耗。本标准所要求的“%节能率也同样包含上述范



围的节能成效。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汉CB50!””o!5)提 出的节能目标 ,

是以19m年典型公共建筑为比较基础 ,达到邗%的节能率.

本标准有些规定和环节针对我省高原严寒地区的气候特点提
出 F比国家标准更高的要求 .

1⒒4 随着建筑技术的发展和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超高超大的
公共建筑在我省各地日益增多.超高超大类建筑多以商业用途为
主,在建筑形武上追求特异,不同于常规建筑类型,且是耗能大户 ,

如何加强对此类建筑能耗的控制,提高能源系统应用方案的含理
性 .选取最优方案,对建筑节能 r作尤其趸要 .

因而要求除满足本标准及国家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CB501⒆的娶求外.超高超大建筑的节能设计还应通过省级及以
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论证,复核其建筑节能设计特别
是能源系统没计方案的合理性,设计单位应依据论证会的意见完
成本项目的节能设计 .

此类建筑的节能设计论证,除满足本规范要求外,还镭对以下
内容进行论证,并提交分析计算书等支撑材料 :

1 外窗有效通风面积及有组织的自然通风设计 ;

2 自然通风的节能潜力计算亏

; 暖通空调负荷计箅 ;

4 暖通空调系统的冷热源选型与配置方案优化 ;

5 暖通空调系统的节能措施 ,如新风量调节 热回收装置设
置、水泵与风矶变频、计量等 ;

6 可再生能源利用计箅 ;

, 建筑物仑年能耗计箅 .

此外 ,这类建筑通常存在着多种使用功能 ,如商业、办公 酒
店、居住、餐饮等,建筑的业态比例、作息肘间等参数会对帘调能耗
产七较大影响,囚而此类建筑的节能设计论证材料中应提供建筑

的uL态 比例、作息时问等基本参数信息.

105 设计达到节能要求并不能倮证建筑做到真正的节能.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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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能效益,必须依靠含碑运行才能实现 .

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肓 .在使用和运行管理上 .不 同地区 不

同建筑存在较大的差异 ,相当多的建筑实际运行管理水平不高、实

际运行能耗远远大于设计时对运行能耗的评估值,这一现象是严

重阻碍了建筑节能工作的正常进行.设计文件应为t程运行管理

方提供一个合理的、符合设计思想的节能措施使用要求.这既是各

专
`L的

设计师在建筑节能方面应尽的义务,也是倮证工程按照设

计思想来取得最优节能效果的必要措施之一 .

节能措施及其使用要球包括以下内容 :

1 建筑设备及被动节能拮施(如遮阳 自然通风等 )的使用方

法 ,建筑围护结构采取的节能措施及儆法 ;

2 机电系统〈暖通空调、给排水、电气系统等 )的使用方法和

采取的节能措施及其运行管理方武 .如 :

(!)暧通空调系统冷源配置及萁运行策略 ;

(2)季节性(包括气候季节以及商业方面的
“
旺季

”
肓
“
淡季→

使用要求与管理措施 ;

〈3)斯 (回 )风风量凋节方法 ,热回收装置在不Fol季 节便用方

法,旁通泅便用方法,水童调节方法.过滤器的使用方法等 :

(4)设定参数〈如 :空调系统的最大及最小新(回 )风风盘表 );

(5)对能源的计量监浏及系统日常维护管理的要求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许多大型公建的矾电系统设置了比

较完善的楼字自动控制系统,在一定程庹上为合理使用提供了相

应的支持.但从目前实际使用情况来看,自 动控制系统尚不能完仓

替代人丁管理.因此 ,充分发捭管理人员的主动性依然是非常重要

的节能措施 .

l⒑ ‘ 青海省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 ,根据青海省的具体气候条件 ,

苜先保证窆内热环境质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肓此同时应改善建

筑围护结构的热丁性能 .提高采暖、通风 空调和照明系统的能源

利用率,实现国家的可持绂发展战硌和能源发展战略 .完成本阶段

节能邸%的任务.



公共建筑能耗应该包括建筑围护结构以及采暧、通风、空调和
照明席能源消耗。本标淮所要求的邸%节能率也同样包含上述范

围的节能成效。

本标准提出的节能日标,是以1980年典型公共建筑为比较基

础 ,在《公共建筑节能标准》青海省实施细则DB63/F,l⒎⒛
"基

础上

节能率由m%提高至“饧。本标准有些规定和环节针对青海省高
原严寒地区的气候特点提出了比国家标准吏高的要求 .

1⒋7 公共建筑的建筑、热工以及暖通空调、给水排水、电气以及

可再生能源应用设计 ,必须采取节能措施 ,在倮证室内热环境舒适

的前提下 ,将建筑能耗控制在本标准规定的范围内。

由于公共建筑节能涉及的专业较多,相关专业均制定了相应

的标准,并作出了节能规定.在进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时,除应符

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含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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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 语

2αa 依据《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汉CB501的一⒛灬)中规定 ,窗

墙面积比均是以单一立面为对象,同一朝向不同立面不能合并计

箅窗墙面积比.

加 ‘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是—种性能化的设计方法.为

了降低空气调节和供暖能耗,本标准对圉护结构的热t性能提出

了规定性指标。当设计建筑无法满足规定性指标时.可 以通过凋整

设计参数并计箅能耗,最终达到设计建筑全年的帘气调节和供暖

能耗之和不大于参照建筑能耗的臼的,这种方法称之为权衡判断。

⒛ 7 参照建筑是迸行圃护结构热t性能权衡判断时,用其全年

供暖和空调能耗作为标准来判断设计建筑的能耗是否满足本标准

的要求的假想建筑。

参照建筑的形状、大小 `朝 向以及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

与设计建筑完全-致 ,但其围护结构热△性能等主要参数应符合

本标准的规定性指标。

2m" 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moP)是电驱动的冷源系统单

位耗电量所能产出的冷量 ,反映了冷源系统效率的高低 .

电冷源综含制冷性能系数〈sC0P)可按下列方法计算 :

sCOP OVE￠               (1)

武中:σ ——拎源设计供冷量(kW〉
:

En——冷源设计耗电功率(kW).

对于离心式、螺杆武 涡旋
`活

案武水冷武机组 山包括冷水机

组、冷却水泵及冷却塔的耗电功率.

对于风冷武机组 ,山包括放热侧冷却风机消耗的电功率 ;对于

蒸发冷却武机组Ec包括水泵和风机消耗的电功率 .



3 建筑与建筑热△

a1 -般 规定

J∶ 1 本条中所指单栋建筑面积包括地下部分的建筑面积.对于
单栋建筑面积小于等干3mli l⒓的建筑如传达窜等.与 呷类公共建筑
的能耗特性不间.这类建筑的总量不大,能耗也较小

`十

全社会公
共建筑的总能耗量影响很小 ,同时考虑到减少建筑节能设计△作
量 ,故将这类建筑归为乙类 .对这类建筑只给出规定性节能指标 ,

不露要球作围护结构权衡判断.对手本标准中没有注明建筑分类
的条文,叩 类和乙类建筑应统一执行。
3i2 青海省气候分区根据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CBm⒙ 9、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oB50!%、 《建筑节能气象参数标准》及
青海省气候特征,依据不同的采暖度日数(HDD1B)戈刂分.气候分区

划分依据如下:

就近城镇及地区气候分区划分。

为进—步捉升青海省公共建筑节能水平,强化公共建筑节能
管理 .将 菁海省采暖度日数(H1〉 D18)小于m∞的地区统一划分为
严寒C区 .青海省气候分区可划分为严寒A区 、严寒B区 、严寒C区 ∶

个气候子区.

本标准严寒A区 、严寒BE【∶、严寒CE【∶分别对应《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B501⒆中的严寒A区 严寒B区、严寒C区 .

】00

严寒A区 严苯B区 严寨C区

H1l” !8≥鲫 5⑾ >"DD!8≥ 臼∝” 380o>HDo!8≥ ;∝n

青海省个别城镇及地区暂无法获得气象参数,其气候分区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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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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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建筑的规划设计是建筑节能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对建

筑的总平面布置 建筑平、立、剖面形式、太阳辐射、自然通风等对

建筑能耗的影响进行分析 ,也就是说在冬季最大限度地利用日照 ,

多获得热璧 ,避开主导风向,减少建筑物外表面热损矢:夏季利用

自然能来降温冷却 ,以达到节能的目的.

朝向的选择原则是冬季能获得足够的日照并避开}导风向 ,

青海地区建筑t朝向宜选择南北向或接近南北向,以西宁地区为

例 :最佳朝向为南 南偏酉ω°
,适宜朝向为南锦东aO。 ~南偏西

3m。 西宁地区常年及冬季主导风向均为东南风 ,由 于西宁地形关

系,西宁全年静风频率较高 .冬 季婊冷月 !2丹 ~!月 ,静风频率为

”%和哂%.

建筑的朝向 方位以及建筑总平面设计应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

尤其是公共建筑受到社会历史文化 地形、城市规划 道路、环境等

条件的制约,要想使建筑朝向很理想是有因难的,因此 ,只能权衡

各个因素之间的得失轻重,选择本地区建筑的最佳朝向和较好朝

向.通过多方面的因索分析,优化建筑的规划设计 ,尽可能采用本

地 Lx∶建筑墩佳朝向或适宜朝向.

;1,4 建筑设计应根据场地和气候条件,在满足建筑功能和美观

要求的前提下 ,通过优化建筑外形和内部空闸布局,充分利用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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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光以减少建筑的人工照明需求,适肘舍理利用自然通风以消除
建筑佘热余湿,同 n寸通过围护结构的倮温隔热和遮阳措施减少通
过围护结构肜成的建筑冷热负荷 ,达到减少建筑用能需求的日的∷

建筑物屋顶 外嫱常用ll0隔热措施包括 :

1 浅色光滑饰面(如浅色粉刷、涂层和面砖等 );

2 屋顶内设置贴铝箔的封闭空气间层 ;

J 用含水多孔材料做屋面层 :

4 屋面遮阳 ;

s 屋面有土或无七种植 ;

‘ 东、西外墙采用花格构件或爬藤植物遮阳。
3.1‘ 兮理地l。

q定建筑形状 ,必须考虑本地区气候条件 ,冬 、夏季
太阳辐射强度、lxl环境、闱护结构构造等各方面的因素令应权衡利
弊,兼顾不Fnl类 型的建筑造型,尽可能地减少房间的外囿护结构面
积,使体形不要太复杂,凹凸面不要过多。过多的|臼 凸变化会导敛
室内空间利用效率下降,造成材料和土地的浪费.因此要避免体形
系数过大,以达到节能的日的.

31⒗ 在建筑设计中合理确定冷热源和风动力机房的位置氵尽n1

能缩短帘调冷(热 )水系统和风系统的输送距离是实现本标准中对
空调冷〈热 )水系统耗电输冷(热 )比 (EC(H)R-a)、 集中供暖系统耗
电输热比(EHR ll)和 风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Ws〉等要求的先
决条件 .

对同—公共建筑尤其是大型公建的内部,往往有多个不同的
使用单位和空调tx∶ 域.如果按照不同的便用单位和空调区域分散
没置多个冷热源机房,茧然能在一定程度 L避免或减少房地产开
发商〈或业主)对空调系统运行维护管理以及向用户缴纳帘调用费
等方面的麻烦,但是却造成了机房占地面积、⊥建投资以及运行维
护管理人员的增加|同 时,由 于分散设置多个机房 ,各机房中空调
冷热源七机等设备必须按其所在空调系统的最大冷热负荷进行迭
型,这势必会加大整个建筑冷热源设备和辅助设备以及变配电设
施的装机容量和初投资,增加电力消耗和运行费用 ,给业主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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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矢.因此 ,本标准强调对同—公共建筑的不同

使用单位和空调区域 ,宜集中设置一个冷热源机房伯忸源中心 ).刘

于不同的用户和区域,可通过设置各自的冷热量计遗装置来解决

冷热费的收费问题 .

集中设置冷热源机房后 ,可选用单台容量较大的冷热源设备.

通常设备的容量越大,高能效设备的选择空间越大.对于同一建筑

物内各用户区域的逐时冷热负荷曲线差异性较大,昆各同时使用

率比较低的建筑群 ,采用同—集中冷热源机房,自 动控制系统含理

时,集中冷热源共用系统oj总装机容盘小于各分散机房装机帘量

的蚕加值 ,可以节省设备投资和供冷 供热的设备房面积。而专业

化的集中管理方式 ,也可以提高系统能效。因此集中设置冷热源机

房具右装矶容量低 综合能效高的特点.但是集中饣1房系统较大 ,

如臬其位置谈置偏离冷热负荷中心较远,同样也可能导致输送能

耗增加.因此 .集中冷热源机房宜位于或靠近冷热负荷中心位王设

置。

在实际工程中电线电缆的筘送损耗也十分可观,因此应尽量

减小高低压配电室与用电负荷中心的距离。

32 建筑设计

⒊21 本条引用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CB50!⒆中强锕性条

文,应按强制性条文执行.

严寒地 tx∶ 建筑体形的变化直接影响建筑供暖能耗的大小。建

筑体形系数越大 .单位建筑面积对应的外表面面积越大 ,热损失越

大。但是,体形系数的确定还与建筑造利 平面布局、采光通风等条

件相关.因此从降低建筑能耗的角度出发,严寒地区应严格控制建

筑体型系数 ,

确定合理的建筑形状时 ,必须考虑本地区的气候条件 ,冬 夏

季太阳辐射强度、风环境、围护结杓构造等多方面因紊,综合考虑 ,

兼顾不同类型的建筑造型,尽可能地减少房闸的外围护结构 ,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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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不要太复杂 ,凹凸面不要过多,以达到节能的目的.

在本条中,建筑面积应按各层外堵外包线围成的平面面积的
总和计算 ,包括半地下室的面积 ,不包括地下窒的面积:建筑体积
应按 L。 l+箅建筑面积所对应的建筑物夕卜表面和底层地面所围成的
体积计箅.

a2⒓ 窗墙面积比的确定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最主要
的是不同地区冬季日照惰况、季风影响、室外空气温度、室内采光
设计标准以及外窗开窗面积与建筑能耗等因素。

窗、透光锫墙对建筑能耗高低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窗
和透光幕墙的热△性能髟响到冬季供暖 夏季空调窆内外温差传
热 :二是窗和幕墙的透光材料(女Π玻璃 )受太阳辐射影响而造成的
建筑窒内的得热。冬季通过窗口和透光幕墙进人窒内的太阳辐射
有利于建筑的节能,因此 ,减小窗和透光幕墙的传热系数抑制温差
传热是降低窗口和透光幕墙热损矢的主娶途径之一;夏季通过窗
口和透光幕璃进人室内的太阳辐射成为空调冷负荷,因此 ,减少进
人窒内的太阳辐射以及减小窗或透光幕墙的温差传热都是降低空
调能耗的途径.曲 于不同纬度、不周朝向的墙面太阳辐射的变化很
复杂,墙面日辐射强度和峰值出现的肘间是不同的,冈此 ,不同纬
度地区窗墙面积比也应有所差别。

近午来公共建筑的窗墙面积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是由于
人们希望公共建筑更加通透明亮 ,建筑立面更加美观 ,建筑形态更
为丰富.但为防止建筑的窗墙面积比过大,本条规定要求严寒地区

各单一讧面窗墙面积比均不宜超过0ω,寒冷地区的各单一立面
窗墙面积比均不宜超过0m.

与非透光的外璃相比,透光幕墙的热 t性能要差很多.因此 ,

不宜提倡在建筑讧面上大面积应用玻璃(或其他透光材料 )幕埚 .

如果希望建筑的讧面有玻璃的质感 ,。f使用非透光的玻璃幕墙 ,即

玻璃的后面仍然是保温隔热材料和普通璃体。
324 玻璃或其他透光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直接影moi到 天然采光
的效果和人△照明的能耗 ,因此 ,从节约能源的角度 ,除非一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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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建筑要求隐蔽性或革向透射以外,任何惰况下都不应采用可见

光透射比过低的玻璃或其他透光材料.日前 ,中等透光率0j玻璃可

见光透射比都可达到04以上.根据最新公布的建筑常用的低辐射

镀膜隔热玻璃的光学热工参数中,无论传热系数 大阳得热系数的

高低 ,无论单银、双银还是
=银

镀膜玻璃的可见光透光率均可以保

持在45%~B5%,因此 ,本标准要求建筑在白昼更多利用自然光 ,

透光围护结构的可见光透射当窗墙面积比较大时,不应小于◆4,

当窗墙面积比较小时 ,不应小于06.

⒊2‘ 本条弓|用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CB50!g。 中强制性条

文,应按强制性条文执行 .

屋顶透明郜分的保温性能比不透明屋顶差很多,比例越大 ,对

采暖能耗彩响也越大.夏季水平面太阳辐射强度最大 ,对室内环境

影响也大.

由于公共建筑形武的多样化和建筑功能的需要氵许多公共建

筑设计有窆内中庭 ,希望在建筑的内区,有
—个通透明亮、具有良

好微气候及人
=生

态环境的公共空 n1.ln对 于青海地区日前实践

慵况来看 ,中庭透明材料的热工性能差,冬季热损矢和夏季太阳辐

射得热都过大 ,不易达郅人们所要求的舒适温度.对于那些需要良

好视觉、采光效果而加大屋顶透明面积的建筑 ,如果所设计的建筑

满足不了本条规定性指标要求,突破了限值,则必须按本标淮第

⒊4节 的规定对该建筑进行权衡判断。权衡判断时 ,参照建筑的屋

顶透明部分面积必须符含本条的规定 .

;⒓ 7 公共建筑一般室内人员密度比较大 ,建筑室内空气流动 ,特

别是自然、新鲜空气的流动 ,是倮证建筑室内空气质盘符含国家有

关标准的关键.外窗的可开启面积过小会严重影响建筑室内的自

然通风效栗,本条规定是为了使室内人员在较好的室外气象条件

下,可以通过开启外窗通风来获得热舒适性和良好的室内空气品

质 .

⒊m 当蒂墙 外窗开启时、空气将经过两个
“
洞口∴一个是升启

扇本身的田定洞冂,一个是开启后的空气界面洞口.因此决定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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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撞的是较小的洞口.如果以开启扇本身的固定洞口作为有效通
风换气面积进行没计,将会导致实际换气量不足 ,这也是目前市场
反映通风量不够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内 开悬胬开启角度更小
约 !5φ 左右 ,换气萤吏小 .

029 公共建筑0【
j性质决定 r它的外闸开启频繁.在严寒地区的

冬季,外门的频綮开启造成室外冷空气大量进人窒内,导致供媛能

耗增加.设晋门斗可以避免冷风直接进人室内`在节能的同时,也

提高丨!厅的热舒适性 .

对于单层或建筑首层面积较小的商店类建筑设置防寒门斗或

双层门后,会严重影响使用功能.设计巾可采用其他减少冷风渗透

的措施(如 j热水型热风幕等 ).

⒊210 建筑中庭空同高大,在炎热的夏季 ,太阳辐射将会使中庭

内愠度过高 ,大大增加建筑物的空调能耗.自 然通风是政善建筑热

环境,节约空调能耗最为简单、经济,有效的技术措施。采用自然迸

风能提供新鲜 清洁的自然空气(斯风 ),降低中庭内过高的空气温

度 减少中庭空调的负荷,从而节约能源.而 臣中庭通风改善了中

庭热环境 ,提高建筑中庭的舒适度 ,所以中庭逋风应充分考虑自然

通风.必要时设置机械排风 .

由干自然风的不稳定牲 .或受周围商大建筑或植被的影响,许

多倩况下在建筑周围无法形成足够的风压,这时就需要利用热爪

原理来加强自然通风.它是利用建筑中庭高大空间内部的热压 即

平常所讲的
°
烟囱效应∴使热空气上升 ,从建筑上邯风口排出,室

外斯鲜的冷空气从建筑底部被吸人.室内夕卜空气温度差越大 ,进排

风口高度差趄大,则热压作用越强.

利用风压和热压来进行自然通风往往是冱为补充 `密不可分

的。但是,热压和风压练含作用下的自然通风非常复杂,一般来说 ,

建筑进深小的部位多利用风爪来直接通风,进深较大的部位多利

用热压来达到通风的效果.风的垂直分布特‖使得高层建筑比较

容易实现自然通风.但对于高层建筑来说 ,焦点问题往往会转变为

建筑内邯(如 中庭 内天井 )及周围区域的风速是否会过大或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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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流,新建高层建筑对于周围风环境特射是步行区域有什么影响

等.在公共建筑中利用lxl丿 匚和热瓜来进行自然通风的实例是非常

多的 它利用中庭的高大空间,外 闱护结构为双珐通风玻璃幕墙 ,

在内部的热压和外表质i太阳辐射作用 F,那平常所讲的
°
烟囱效

应
”
热空气上升 ,形成良好的自然lul风∷、

对于—些大型体育馆 `展览锦 `商 亚设施等,由 于通风路径(或

管逍 )较长 ,流动阻力较大氵单纯依靠白然的风压 热爪往往不足以

实现自然通风.而对于帘气和噪声污染比较严蓖的大城市,直接自

然逋风会将室外污浊的空气和噪声带人审内,不利于人体健康,在

L述倩况下 ,常 采用机械辅助式自然通风系统 ,如利用土壤预冷

预热、深井水换热等,此类系统有—套完整的空气循环逋道 .并借

助—定的机械方武来加速帘内通l/l。

由干建筑朝向 形式等条件的不同,建筑通炳1的设计参数及结

渠会大相径庭;周边建筑或植被会政变风速 风向;建筑的女儿瑞 ,

挑桥 屋顶坡度等也会髟响建筑围护结构表面的气流,因此建筑中

庭通风没计必须具体。l题具体分析,并 昆!i建筑设计同步进行(而

不是等到建筑设计先成之后再做通风设计 ).

因此 .若建筑中庭空问高大,一般应考虑在中庭 ∷部的侧面丌

一些窗口或其他形式的通风口,充分利用自然通风,达到降低中庭

温度的目的.必要时,应考虑在中庭 |部的侧面设置排风机加强逋

风,改善中庭热环境.尤其在室外空气的焓值小于建筑窀内空气的

焓值时,自然通风或机械排风能有效地带走中庭内的散热量和散

湿堇 ,政 埠审内热环境 ,节约建筑能耗 .

321i 应优先利用建筑设计实现夭然采光.肖利用建筑设计实现

的天然采光不能满足照明要求时,应根据工程的地理位置、日照情

况进行经济 技术比较 ,合理的选择导光或反光装置。。△采用主动

武或被动式手光系统.主动式导光系统采光部分实时跟踪太阳,以

获得更好的采光效果,该系统效率较高,+H机械、拄制较复杂 ,造价

较高.被动式导光系统采光部分固定不动,其系统效率不如主动武

系统高 亻巳结枸、控制较简单 ,造价低廉= 自然光导光 反光系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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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于—般照明的补充,不可用于应急照明.肖采用天然光导光

反光系统时 宜采用照明控制系统对人△照明进行自动控制 有条

件时可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对人 L照明进行调光控制.

3.212 房间内表面反射比高 ,对照度的提高有明显作用.可参照

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CB5∞m的相关规定执行∷亠

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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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厢内一段时闽无预置指令时,电梯自动转为节能方式

主要是关闭部分轿厢照明.高速电梯可考虑采用能量再生电梯 .

在电梯设计选型时,宜选用采用高效电机或具有能壁回收功

能的节能型电梯 ,

33 围护结拘热工设计

J∴】“ 2 引用《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CB50】 BQ中强制性条

文 ,应按强
。
ml性条文执行.

采用热△性能良好的建筑围护结构是降低公共建筑能耗的重

要途径之一 .

本标准公共建筑的闱护结构性能是依据 《公共建筑节能没汁

标准》CB5o!的中严寒地区对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限值的要求

确定。包括屋面 外墙(包括非透光幕墙 )、底面接触窜外窄气的架

空楼板 非采暖地下室与地 L采暖房间之河楼板、非采暖房间与采

暖房闽的隔瑞、外窗(包括透光萆墙〉、屋顶透光部分、局边地面 △

土壤接触的地下室外墙、变形缝。

为进一步优化及增强圉护结构的热工挂能氵其中将《公共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CB60l的中的
“
地下车库与供暖房间之 。l的楼板

”

修政为勹仁采暖地下室与地上采暖房阃之间搂板∴将

"仁

供暖楼梯

间与供暧房闸之闸的隔墙
”
改为H0采暖房间与采暖房间的隔墙∴

依据《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CBm⒙ 9,对于乙类公共建筑

不要求儆能耗计算 ,本标淮中将其围护结构热△性能作出限定.

JJ~i 本条娃对本标淮第331条和332条中热△性能参数的计算

ll0



方法进行规定 |、 建筑围护结构热△性能参数娃本标准衡量罔护结

构节能性能的毫要指标.计算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芪用建筑热

工设计规范》Cn5o】 7‘的有关规定.

围护结构设置保温层后 ,其主渐面的倮温性能比较容易倮证 ,

但梁、柱、窗
"月

边和屋顶突出部分等结构性热桥的倮温通常比较

蒋弱,不经特殊处理会影响建筑的能耗 .因此本标准规定的外墙传

热系数是包括结构性热析在内的平均传热系数,并在附隶A对计

算方法进行了规定 ,

外窗〈包括透光幕墙 )的热t性能,t要指传热系数和太阳得

热系数 ,受玻璃系统的性能、窗框(或框架 )的性能以及窗框(或框

架 )和玻璃系统的面积比例等影响 ,计算时应符含《民用建筑热工

设计规范》◆B501t6的 规定 .

3a4 围护结构中窗过梁、圈梁、钢筋混凝土抗震柱、钢筋混凝土

剪力墙、梁、柱 墙体和屋面及地面相接触部位的传热系数远大于

主体部位的传热系数 ,形成热流密集通道 ,即为热桥。对这些热工

性能薄弱的环节,必须采取相应的保温隔热措施 ,才能倮证围护结

构正常的热工状况和满足建筑室内人体卫生方面的基本要求。

热桥部位的内表面温度规定要求的目的主要是肪止冬季供暧

期间热桥内外表面温差小,内表面温度容易低于室内空气锯点温

度,造成围护结构热桥部位内表面产生结露 ,使 围护结构内表面材

料受潮、长霉 ,形响室内环境.因此 ,应采取倮温猎施 ,减少围护结

构热桥部位的传热损失。同时也可避免夏季空调期间这些部位传

热过大导致空调能耗增加.

“‘ 公共建筑一般对窒内环境要求较莴 ,为 了倮证建筑的节能 ,

要求外窗其有良好的气密性能,以抵御冬季室外帘气过多地向室

内渗漏氵因此对外窗的气密性能要有较茼的要求.根据m家标准

《建筑外门窗气密 水密、抗风压挂能分级及检浏方法淤 Brr

71∝-2llllB,建筑外|j窗气密性7级对应的分级指标绝对值为:萆位

缝长!0≥ q【linV(mh))>0;.单位面积30≥ q"mV(m仑 h)l>1⒌ 建

筑外门窗气密性6级对庇的分级指标绝对值为:单位缝长l‘ ≥m

!!1



[m"mh)])!0,单位面积45≥。讧mV(m△ h)丨 )30.建筑外门窗气     、
密性4级 对应的分级指标绝对值为:单位缝长2‘ ≥

"mV(mh)>20,单位面积76≥叫mV(m仑 h丬 >6o.
3∴6 "前同内的幕瑞】雄,芏要考虑蓓墙围护结构的结构安全
性、日光照射的光环境、隔绝噪声、防止雨水渗透以及防火女全等
方面的问题 ,较少考虑幕墙|钶护结构的倮温隔热、冷凝等热 r节能

问题.为了节约能源,必须对幕墙的热J∶性能作出明确的规定.这
些规定已经体现在第33【 、a32条中.

由于透光幕墙的气密性能对建筑能耗也有较大的影 F。l,为了

达到节能目标 ,本条文对透光幕嫱的气密佳也作了明确的规定,根

据囚家+rT准《建筑幕端》Cn″ 21m⒍ 2∞7,建筑幕墙廾启部分气密

性0级对应指标为15≥△1ⅢV(mh)>05,建 筑幕墙盥体F1密仕a

级对应指标为!2≥臼玎mW m仑 h汀 >◆ 5。

a∴7 本条;用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淮》CBm⒙ 9中强制性条
文,应按强制性条攵执行 .

由于功能要求,公共建筑nt人 口大哇可能采用玻璃肋武的个     
′

玻茱墙,这种幕墉形武难十采用中帘玻璃,为倮证设计师的灵活

性,本条仅对人「i大灶的非中空玻璃构成的令玻幕墙进行特殊要

求 .为了倮证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 必须对非中空玻璃的面积加以

控制,底层大堂非中空玻璃构成的全玻菇墙的面积不应超过 ol—

立而的氵j窗和透光幕墙总而积的15%,加权计箅得到的平均传热

系数应符合本标准第33!条和第332条的要求.

3jε 外墙外保湓体系是我罔闩前推荐的保温体系.具有刂消除

和捎弱
Ⅲ
热桥∷使室内墙体热稳定增大 保护t体结构 又增加窆

内有效帘闸、施工中避免与内部作业交叉,讠 内倮温儆法相比}约
倮温材料 ,而取得良好的保温效果.

0∴9 在外倮温体系巾 出挑拘件和窗冂外侧四周墙而易形成
°
热

桥∴热损矢相当。I观 ,因此 ,在建筑物构造设计中应特别t视 ,原

则 ∴应将这些附墒挑件减少到最小程度`也可将面接触改为点接

触 .以减少
“
热桥

”
面积 .—些非承重的装饰线条尽可能采用轻质倮

】!2



温材料 ..为减少热损失,外窗尽可能外移或与墙面平,减少窗框周

围的
“
热桥

”
面积.存在热桥的邯位应作保温 .

3310 为加强我省民用建筑苜层外墙外倮温质蚩 ,解决首层外墙

外倮温囚经常性碰撞而导敛的空鼓、脱蒋、裂缝竿问题 .提 高持续

倮溢效桀,结含我省城乡建设实际 作出以下要求 :

在莳层层高范围内,外墙外倮lll均

`讧

采取如下加强猎施 ,并根

据项目实际慵况进行细化没计 :

(】 ) 幕聩结构

采用全麻、石材等非透明幕墙结构的建筑 ,保温材料燃娆牲能

等级应满足现行规范要求 .

(2) 保温装饰—体化板

宙采用倮温装饰一体化板 ,其设计应按项目其体侑况 ,根捃饰

面 面板材料以及保温材料等进行选用∷、

(ω 轻质软性外嫱砖、轻质仿石材

外贴轻质软性外胼砖、轻质仿石材系列 其没计应按项目具体

情况 ,选择饰雨材料 ,并采用专业粘结剂弓外保温基层墙甬i粘接.

(4)  夕卜灬啬口玎π专

采用外姑而砖 ,应 当采取加强猎施 .使用钢丝网架倮温材料 ,

倮温材料燃娆性能等级应满足现行规范要求 .

3‘ i1 门窗除本身应满足热丁性能指标的基本要求 ,还应满足构

造要求 ,以肪止门窗和墙之间的热损失.仑玻璃幕墙与隔墙 梁、柱

等的阃隙填充保温材料后。1以减少建筑能耗,且 。1降低建筑窗墙

比.ll隙中填充不燃烧倮温材料如超细玻璃棉 岩棉等燃烧性能为

A级材料也是防火分隔的要求。

g4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

3‘1 为防止建筑物圃护结构的热△性能存在薄弱环廿,因此没

定进行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计箅的前提条件.进行权

衡判断的甲类公共建筑首先应符含本标准表351的性能要求.肖



不符合时 应采取措施提高相应热}设计参数 ,使其达到基本条件

后方可按照本节规定进行权衡判浙 ,满足本标准节能要求。建筑围

护结构热工性能判定逻辑关系如图!所示 .

图】 圃垆结杓热△性能判定逻辑关系

根据实际【程经验 ,透光与非透光周护结构檑比,外窗(包括

透光幕墙 )更容易成为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薄弱环节 ,因此对

窗墙面积比大于04的倩况 ,规定 r外窗(包括透光幕墙 )的基本要

求 ,

342 公共建筑的设计往往着重考虑建筑外形立面和使用功能 ,

有时由于建筑外形 材料和施丁工艺条件等的限制难以完全满足

本标准第33!条的要求.因此,使用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

判浙方法在确倮所设计的建筑能够符舍节能设计标准的要求的同

肘 ,尽蚩倮证没计方案的灵活性和建筑师的创造性,权衡判断不

拘泥于建筑围护纬构各个局郑的热工性能 ,而是着眼于建筑物总

体热△性能是否满足节能标淮的要求.优良的建筑围护结构热工

性能是降低建筑能耗的前提 ,因此建筑围护鲒构的权衡判断只针

j】 4

护结构+ll L挂

满挂强制条 不满世强lll条

足否满娃
ll人 条件

整

计

案

两

浪

方否
权衡+l断

满妲本林准要求



对建筑围护结构 ,允许建筑围护结构热:i性能的互相补偿(如建筑

设计方案中的外墙热工性能达不到本标准的要球 ,但外窗的热△

性能茼于本标准要求,最终使建筑物罔护结构的整体性能达到本

标准的要求 ),不允许便用高效的暧通空调系统对不符含本标准要

求的围护结构进行补偿.

依据《公共建筑节能没计标准》CB50189要 求 ,为 提高主要参

数明确性及主要能耗的糈确性 ,在计算令午供暖和空气调节能耗

时需用专业软件计箅。

3佃 权衡判浙是一种仳能化的设计方法,具体做法就是先构想

出一拣虚拟的建筑 ,称之为参照建筑 ,然后分9Jl计箅参照建筑和实

际设计的建筑仑年供暖和空调能耗,并侬照这两个能耗的比较结

果作出判浙.肖实际设计的建筑能耗大干参照建筑的能耗时,调整

部分设计参数 〈例妞提高窗户的保温隔热性能、缩小窗户面积等

等 ).重新计算设计建筑的能耗 ,直 至设计建筑的能耗不大于参照

建筑的能耗为止.

每—栋实际设计的建筑都对应—栋参照建筑.△实际设计的

建筑相比.参照建筑除了在实际设计建筑不满足本标准的一些重

要规定之处作 r调整以满足本标淮要求外,其他方面都相同.参照

建筑在建筑为护结构的各个方雨均应完全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a44 参HR建筑是进行围护结构热△性能权衡判断时,作为计箅

满足标准要求的全年供暖和空气调节能耗用的基准建筑.所以参

照建筑圉护结构的热丁性能参数应按本标准第331条的规定取

值.

建筑外墙和屋面的构造 外窗(包括透光幕墙 )的太阳得热系

数都与供暧和空调能耗直接相关,因此参照建筑的这些参数必须

肓设计建筑完个—致 .

“ ; 权衡计箅的目的是对阔护结构的整体热△性能进行判断 ,

是一种性能化评价方法 ,判断0j依据是在相同的外部环境 相同的

宦内参数设定、相同的供暖空调系统的条件下 .参照建筑和设计建

筑的供暖、帘调的总能耗.用动态方法计算建筑的供暖和空调能耗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很多细节都会影晌能耗的计箅结果.因

此 ,为 了倮证计算的准确性 ,本标淮在附录B对权衡计箅方法和参



数设宜等作出具体的规定。

缶要指出的是,进行权衡判断时,计箅出的是某种
“
标准

”
△况

下的能耗 ,不是实际的供暖和空调能耗。本标准在规定这种
“
标淮

”

工况时尽量使它含理并接近实际工况 .

权衡判浙计箅后,设计人员应按本标准附录C提供计箅依据
的原始信息和计箅结果 .便于审查及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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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41 -投 妞定

41i 本条0用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CBm⒙ 9中 强制性条

文,应桉强制性条文执行 .

为防止有些设计人员错误地利用设计手册中供方案设计或初

步设计时估箅用的单位建筑面积冷、热负荷指标 ,直接作为施△图

设计阶段确定空调的冷 热负荷的依据 ,特规定此条为强制要求.

用单位建筑面积冷、热负荷指标估箅时,总负荷计箅结果偏大 ,从

而导致 r装机容垦偏大、管道直径偏大 水泵配甓偏大 未端设备

偏大的
“
四大

Ⅱ
现象.其直接结果是初投资增高、能量悄耗增加 ,给

国家和投资人造成巨大损失.热负荷、空调冷负荷的计算应符舍因

家标准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05"茹一⒛12

的有关规定 ,该标准中第52节和第,2节分别对热负荷、空调冷负

荷的计箅进行了详细规定.

需要说明的是 ,对于仅安装房问空气调节器的房间,通常只做

负荷估箅 ,不做空调施t图设计 ,所以不孺进行逐项逐时的冷负荷

计箅。

"1⒓
 严寒A区和严寒B区供暖期长 ,不论在降低能耗或节省运行

费用方面,还 是提高宦内舒适度 兼顾值班供暖等方面,通常采用

热水集中供暖系统更为合理.

严寒C区的公共建筑的冬季供暖问题涉及很多因紊,囚此要结

合实际丁程通过其体的分析比较、优选后确定是否另设置热水集

中供暖系统 .

‘13 系统冷热媒温度的选取应符含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供

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H5m36-2o12中 笫53节 、64节 、第

85节的规定 .

1!,



提侣低温供暧 高温供冷的目的一是提商冷热源效率,=是可
以充分利用天然冷热源和低品位热源,尤其在利用。I再生能源的
系统中优势吏为明显,=是可以与辋射未端等新型未端配合使用 ,

提高房间舒适度。本条实施的一个重要前提足分析系统没计的技
术经济性 ,例如对于集中供暧系统 ,使用锅炉作为热源的供嫒系统
采用低温供暖不一定能达到节能的日的;单纯提茼冰蓄冷系统供
水温度不一定含理,需要考虑投资和节能的综合效益.此外 ,低温
供热或高温供冷通常会导致投资的增加,因而在方案选择阶段进
行经济技术比较后确定热媒温度是 }分必要的.

41,4 建筑通风被认为是消除窜内空气污染、降低建筑能耗的最
有效手段.当采用通风可以满足消除佘热佘湿要求时,应优先使用
通风措施,可 以大大降低帘气处理的能耗.自 然通风主要通过合理

适度地政变建筑形式 ,利用热压和风压作用形成有组织气流 ,满足
室内通风芸求、减少能耗.复合通风系统与传统通风系统相比,最

主要的区别在于通过智能化的控制与管理,在满足室内空气品质
和热舒适的前提下,使一天的不同时刻或—年的不同季节交替或
联合运行自然或机械通风系统以实现节能。

415 分散设置的令调装置或系统是指革-房闽独立设置的蒸发

冷却方武或直接膨胀式空调系统〈或机组 ),包括为单一房间供冷
的水环热泵系统或多联机空调系统.直接膨胀式与蒸发冷却式空

调系统(或机组 )的冷 热源的原理不同:直接膨胀式采用的是冷媒

通过制冷循环而得到需要的空调冷、热源或空调冷、热风亏而蒸发

冷却式则主要依靠天然的干燥冷空气或天然的低温冷水来得到需

要的空调冷、热源或空调冷、热风 ,在这-过程中没有制冷循环的

过程.直接膨胀式又包括了风冷武和水冷式两类.这种分散式的系

统更适宜应用在部分时间部分空阃供冷的场所 .

肖建筑个亻F供冷需求的运行时间较少时,如果采用设置冷水
机组的集中供冷空调系统,会出现全年集中供冷系统设备闲置时

间长的情况,导致系统的经济性较差;同理 ,如果建筑全年供暖需

求的时阃少,采用集中供暖系统也会出现类似倩猊,因此 ,如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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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供冷、供暖的经济性不好 ,宦采用分散武空调系统.分散设置的

空调系统 |虽然设备安装容量下的能效比低干集中设王的冷(热 )

水机组或供热、换热设备 但萁使用灵活多变,可适应多T+用途 小

范围的用户需求。同时 ,由 于它具有容易实现分户计璧的优点 ,能

对行为节能起到促进作用.

对于既有建筑增设帘调系统时,如果设置集中帘调系统 ,在矶

房、管道设置方面存在较大的囚难时 .分散设置空调系统也是一个

比较好的选择.

416 温湿度独立控制窄调系统将空调区的温度和湿度的控制与

处理方式分开进行 ,通常是南干燥的新凤来负扣室内的湿负荷 ,用

高温末端来负扣室内的显热负荷 ,因此空气除湿后无需再热升温 .

消除了再热能耗。同时,降温所需要的高温冷源。1由 多种方武获

得.其冷媒温度莴于常规冷却除湿联合进行时的冷媒温度要球 ,即

使采用人工冷源 ,系统制冷能效比也高于常规系统 ,因此冷源效率

得到了大幅提升.再者 ,夏季采用高温未端之后 ,末端的换热能力

增大 .冬季的热媒温度可明显低于常规系统 ,这为便用可再乍能源

等低品位能源作为热源提供了条件。但目前处埤潜热的技术手段

还有待提高 .设计不当则会导致投资过高或综合节能效益不佳 ,无

法体现温湿度独立控制系统的优势.因此 ,温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

统的设计 ,斋注意解决好以下问题号

l 除湿方式和高温冷源的选择

!) 当室外空气含湿量较高时 ,弓 |人的斯风应进行除湿处理 ,

达到设计要求的含湿量之后再送人房间。设计耆应通过对空调区

全年温湿度要球的分析 ,合理采用各种除湿方武 ,

2) 人t制取高温冷水、高温冷媒系统、蒸发泠却等方式或天

然冷源(如地表水、地下水等 ),都可作为温湿度独讧控制系统的高

温冷源。因此应对建筑所在地的气候特点进行分析论证后合理采

用 ,主要的原mkl是 :尽可能减少人工冷源的使用 .

2 考虑全年运行△况 ,充分利用天然冷源。

】) 由于全年室外空气参数的变化,设计采用人i0冷源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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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在过渡季节也可直接应用天然冷源或可再生能源等低品位能
源.例女

"在
室外帘气的温球温度较低时,应采用冷却塔sil取 的

!6℃ ~18℃高温冷水直接供冷;与采用,℃冷水的常规系统相比,前

蓍全年冷却塔供冷的时问远远多于后者 从而减少冷水机纽的运
行时问.

” 肖冬季供热 0夏季供冷采用同一个未端设备时.例如复
季采用干式风机盘管或辐射未端设备,一般冬季采用同一未端时
的热水溢度在⒛⒁ ℃即可满足要球 ,如果有低品位可再生热
源,则应在设计中充分考虑和利用 ,

3 不宜采用再热方式 .

温湿度独立控制帘调系统的优势nll为温度和湿度的控制与处
理方武分开进行 ,因此空气处理时通常不宜采用再热升温方武 ,潜

免造成能源的浪赍.在现有的温湿度独立控制系统的设备中 有采
用热泵燕发器冷却陈湿后 ,用冷凝热再热的方式 .也有采用表冷器
除湿后用排风 冷却水等进行再热的措施,它们的共同特点屉 :艹l

热利用的是废热,但会造成冷遮的浪费.

417 温湿度要求不同的空调区不应划分在同一个空调lxl系 统中
是帘调风系统设计的一个基本要求,这也是多数设计人员都能够
理解和考虑到的.但在实际工程设计中,一些设计人员忽视了不同
空调区在便丿H时 ll竿 要求 亡的区刖,出现了把使用肘|刂 不伺的空
气调节Lx妞分在伺 个定风量全空气风系统中的倌况,不仅给运
行与调节造成囚难,伺时也增大了能耗 ,为此强调应根锯便用要求
来划分帘调lxl系 统.

42 冷源与热源

‘2! 冷源 l。

热源包括冷热水机组 建筑内的锅炉和换热设备、蒸
发冷却机纽、多联机、萏能设备等.

建筑能耗占我崮能源总捎费的比例已达” j%,在建筑能耗
中,嫒通空调系统和生活热水系统耗能比例接近60%,公共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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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冷 热源的能耗占帘调系统能耗ω%以上.当前 ,各种01组 、设

备类型綮多,电制冷机组 溴化锂吸收武机鲇I及苦冷莆热设备等各

具特色 ,地源热泵、蒸发冷却等利用可冉生能源或天然泠派的技术

应用广泛.曲十使用这些矶组和设备时会受到能源、环境、△租状

况、使用时闸及要求等多种因萦的彩响和制约 ,冈此应客舰伞mi地

对冷热源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分析 以口1持续发展的思路确定

含理的冷热源方案.

1 热源应优先采用废热或工业余热 ,可 变废为△ ,节 约资源

mil能耗.当废热或丁业佘热的温度较高、经技术经济论证合理时 ,

冷源宜采用吸收式冷水机组 ,。F以利用废热或工业余热制冷 ,

9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各 Tl共

识.我 国政府于2lXlp年 12月 在丹麦埒本哈根举行的《联含泅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大会上 ,提

"⒛
20年我罔单位冈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排放比9lXl5年下降佃%~灬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

"可
再生能源

法》《中华人民共和同节约能源法》、《民用硅筑 0能条例》《
"1再

生能源巾长期发展规+il》 等一系列法规的出台,政府—方而i利用大

量补贴、税收优惠政策来刺激清洁能源产业发展 ;另 一方雨也迸过

法规,帮助能源公司购买、使用可再生能源.因此 ,地源热泵系统

太阳能热水器等可再牛能源技术应用的市场发展迅狂 ,应用广泛,

但是,曲 于可再牛能源的利用与室外环境密切相关,从全年使用角

度考虑,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l,满足应用需求,因此当不能倮证

肘 ,应设置辅助冷、热源来满足建筑的需求 .

3 发展城镇集中热源是我国北方供暧的基本政策,发展较

快 ,较为普遍.具有城镇或区域集中热源时,集 中式空调系统应优

先采用 .

4 电动压缩式机组其有能效商、技术成熟、系统筒单荧活 `占

地面积小等特点 ,因此在城镇电网夏季供电充足的区域 ,冷源衣采

用电动斥缩式矶组.

6 对于既无城镇热网,也投有较充是n勺城镔供电的地区,采

Hi电能制冷会受到较大的限制 ,如果其城镇燃氕供应充足的话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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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燃气锅炉、燃气热水机作为空调供热的热源和燃气吸收武冷
(温 )水机组作为空调冷涑是比较合适的令

‘ 既无城镇热网,也无燃气供应的地 tx∶ ,集中空调系统只能
采用燃煤或者燃油来提供帘谓热源和冷源.采用燃油时,可以采用
燃油吸收式冷(温 〉水机组.采用燃煤时 .则只能通过设置吸收武冷
水机组来提供空调冷源.这种方式应用时,需要综合考虑燃油的价
格和当地环倮要求 .

7 从节能角度来说 ,能源应充分考虑梯级利用 .例如采用热、
电、冷联产的方武。《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明确提出:“推广
热电联产 ,集 中供热 ,提高热电机组ll0利用率 ,发展热能梯级利用
技术,热 、电、冷联产技术和热、电、煤气

=联
供技术 ,提高热能综合

利用率.”大型热电冷联产是利用热电系统发展供热、供电和供冷
为一体的能源综合利用系统。冬季用热电厂的热源供热 ,夏季采用
溴化锂吸收武制冷机供冷,使热电厂冬夏负荷平衡,高效经济运
行 ,

8 萏能系统的合理使用 ,能够明显提高城镇或区域电网的供
电效率,优化供电系统 ,转移电力高峰,平衡电网负街.lol时 ,在分
时电价较为合理的地区.也能为用户节省仑年运行电费.为充分利
用现有电力资源 ,鼓励夜间使用低谷电,国家和各地区电力部

"制定了峰谷电价差政策,

9 有天然地表水等资源可供利用,或者有可利用的浅层地下
水吐能倮证1∞%回灌时,可采用地表水或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供
冷、供热.

10 由于可供空气调节的冷热源形式越来越多,节能减排0j

形势要求下 ,丨

"现

了多种能源形式向-个空调系统供能的状况 ,实

现能源的梯级利用 综合利用、集成利用。当具有电、城镆供热 `天
然气 城镇煤气等多种人

=能
源以及多种可能利用的天然能源形

式时,可采用几种能源舍理搭配作为空调冷热源,如
Ⅱ
电+气∴

“
电十蒸汽

”
等々实际上很多△程都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后采用了复

含能源方式,降低了投资和运行费用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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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的能源结构若是几种共存,空调也可适应城镇的多尢化能源结

构 .用能源li雌谷季节差价进行设备选型.提高能源的一次能效 ,

使用户得到实惠.

⒋22 本条弓丨用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CBm!89中 强制性条

文.应按强制性条文执行 .

青海省的电力生产主要依靠水力或火力发电,其热电转换效

率远低于达到节能要求的燃煤、燃油或燃气锅炉供热的能源效率 ,

更低于热电联产供热的能源效率.因此采用电热设备壹接供暖和

加湿,是高品位能源的低效率应用.背海省供暧时间长 ,供暧能耗

占有较高比例,芟应严格眼制设计直接电热集中供暖.常见的采用

直接电能供热或加湿的设备有 :电热锅炉、电热水器、电散热器、电

暖风矽1加热电缆、电热膜、电扳(电热 )式加湿器等 .

为舍理利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只有符合本条所指的特殊

情况时方可采用电直接加热和加湿设备 .其中对建筑物供暖、空调

只限制作为革体热源使用.对于设琶了集中供暧的建筑中个别连

接集中热水系统难度较大 设爸热泵等投资较高或无法设置 `耗热

量较小的局部区域〈例如屋顶水箱间防冻 门厅热风幕和局部加热

电缆地面,远离主体热源的地下车库值斑室等预留的电热供暧设

备电源等 ),以及必须采用电加热的 0艺性空调房同(例如高梢度

的珍品库房竿.对相对湿度控制精度要求较高 ,需设置耒端再热 ,

同时这些房间可能也不允许未端带水等 ),不做强制性限制.

1 随着青海省电力事业的发展和需求的变化 ,电能生产方武

和应用方式均呈现出多元化趋势.。l时 `不同地区电能的生产、供

应与需求也是不相同的,无法儆到—丿J切的严格规定和限制.囚此

如果肖地电能富裕、电力需求侧管理从发电系统整体效率角度 ,有

明确的供电政策支持时,允许适肖采用直接电热 .

2 对于一些有特殊消防要求 ,或者位于对环倮有严格要求的

地区,无法使用燃气、燃油或燃煤的建筑 ,如果只有电能可以使用 ,

热泵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方案。但是,在无法采用热泵的情况下,由

于这些建筑通常规模都比较小 (在无城市或区域集中供热和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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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的地区,—殷不会建设大型公共建筑 ),供热量也不大,允许采
用电能直接供暖.

3 如果该建筑内本身设置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 ,例如利用
太阳能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等,良发电最能够满足苴接电热供
暖和

`或
加湿的用电量需求 ,为 了兖分利用其发电的能力 ,允许优

先将建筑本身的发电量用于电热供暖和加湿,以减少建筑物整体
消耗的市政电能.

佃 j 本条弓|用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CB501B9中 强制性条
文.应按强制性条文执行 .

在冬季无加湿用泰汽源,但冬季窒内相对滟度的要求较高母

对加湿器的热惰性有△艺要求 (例如有较高恒温恒湿要求的t艺
性房间),或对空旖加湿有—定的卫生要求(例如无菌病房等 ),不

采用蒸汽无法实现湿度的精度要求时氵才允许采用电极(或电热 )

式蒸汽加湿器.

仳汩 本条中各款提出的是选择锅妒时应注意的问题,以便能在

满足仓年变化的热负荷前提下,达到高效节能运行的要求.

∶ 供媛及帘凋热负荷计箅中,通常不计人灯光设备等得热 ,

而将其作为热负荷的安全佘蛩.但灯光设备等得热远大于管道热

损矢 .所以确定锅妒房谷量时无需计人管道热损失.负荷率不低于
60%即锅炉单台容量不低于其没计负荷的50%.

2 燃煤锅炉低负荷运行时 ,热效率明显下降 ,如果能使锅炉

的额定容垦与长期运行的实际负荷接近,会得到较高的热效率.作

为综含建筑的热源往往长时。l在很低的负荷率下运行,由此蒌于

长期热效率高的原则确定单台锅妒容量很重要,不能简单地等容

量选型.但在保证较高的长期热效率的前提下 ,又 以等容量选型最

佳,囚为这样投资节约、系统筒洁、互备性好.

J 冷凝武锅炉邸在传统锅炉的基础 H加设冷凝式热交换受

热面,将排烟温度降到劬℃~5o℃ ,使姻气中的水蒸气冷凝下来并

释放潜热 ,可 以使热效率提高到l∞%以上(以低位发热量计算 ),

通常比非冷凝式锅炉的热效率至少提高1o%~12%.燃料为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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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时 ,烟气的露点温度—般在邱℃左右,所以当系统回水温度低干

50℃ ,采用冷凝武锅炉可实现节能 .

4∴5 本条引用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CB50!⒆中强制性条

文,应按强轲性条文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家质量监督裣验检疫总局颁布的特种设备

安含技术规范 《锅炉节能技术 l澹管理规程》阝CCllll0220l0中 ,

△业锅炉热效率指标分为目标值和限定值.达到目标值可以作为

评价工业锅炉节能产品n0条件之一.条文表中数值为该规程规定

限定值 ,选用设备时必须要满足。

42‘ 与蒸汽相比,热水作为供热介质的优势手已被实践证明,所

以强调优先以水为锅炉供热介质的理念.但当蒸汽热负荷比例大 ,

而总热负荷不大时,分设蒸汽供热与热水供热系统 ,往往导致系统

复杂、投资偏高、锅炉选型困难 ,而且节能效果有眼,所以此时统—

供热介质 ,技术经济上往往更合理 .

超高层建筑采用蒸汽供暖弊大于利,其优点在于比水供暖所

需的管道尺寸小,换热器经济性更好 ,但 由于介质温度高 ,竖 向长

距离输送 ,汽水管道易腐蚀等因素,会带来安伞、管理的诸多困难 .

⒋2` 在大中型公共建筑中,或者对于伞年供冷负荷变化辐度较

大的建筑 ,冷水(热泵 )机组的台数和容萤的选择 .应根据冷(热 )负

荷大小及变化规律确定,单台机组铜冷量的大小应合理搭祀 ,当单

机容墁调节下眼的制冷量大于建筑物的最小负荷时,可选一台适

含最小负荷的冷水机组,在蕞小负荷时开启小利制冷系统满足使

用要求 ,这种配置方案已在许多⊥程中取得很好的节能效果.如果

每台机组00装机容量相同,此 n寸也可以采用一台或多台变频调速

机组的方式。

对于没计冷负荷大于亚gkw以上的公共建筑,机组设置不宜

少于两台,除可提高安全可靠性外 ,也可达到经济运行的日的。因

特殊原因仅能设置一台时|应选用可靠牲高,部分负荷能效高的机

纽 κ〉

4⒉g 本条引用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oB601四 中强制性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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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应按强ral性
条义执行 .

从 H前实际佰况来看 舒适牲集中空调建筑中,几乎不存在冷
源的总供冷量不够no问题 ,大部分俏祝下,所有安装的冷水扭1纽—

午中同时满负荷运行的时问没有出现过,共至一些 匚程所有机组
同时运行的时间也很短或者没有出现过。这说明相肖多的制冷站
房的冷水机组总装机容量过大,实际上造成了投资浪费.同时,由

于单台机组装机容堪也 ol时增加.还导致 r其在低负荷⊥况下运
行,能效降低,囚此 ,对设计的装机容量作出 F本条规定 ,

目前大部分}流厂家的产品,都。I以按照设计冷量的需求来
捉供冷水机组,但也有一些产品采用

“
系列化或规格化

”
生产∷为了

防止冷水机组的装机容量选择过大,本条对‘容量进行了限制.

对于一般的舒适性建筑而言 ,本条规定能够满足使用娶求.对

干某些特定的建筑必须设置备用冷水机组肘 (例如某些工艺要求
必须2妯保证供冷的建筑竿),其备用冷水机组的容上不统爿在本
条规定的装枧容壁之中,

应注葸:本条提钶的比值不超过!!,是-个限制值.没计人员
不应理解为选择设备时的

“
安令系数∴

429 分布武能源站作为冷热源时 需优先考虑使用热电联产产
牡的废热 .综合利用能源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热电联产如果仅考
虑如何用热,而电力只是并网上网,就矢去 r分布武能源就地发电
的意义 ,火综合能效还不及燃气锅炉 ,在现行 L网电价条件下经济
效益也很差.必须充分发撺电力高品位能源的价值 ,

采用热泵后综合一次能效理论 h可以达到2◆以 H,经济收益
也刂提高1倍左有.

‘210 本条引用 《公共建筑节能议计标准》C⒔50189中强制性条
文 应按强制性条文执行 .

42H 冷水(热泵)机组的综舍部分负荷性能系数要求,本条与国

家现行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CB5olB920⒖ 第42"—
敛∷

⒋2.⒓ H前 ,大型公共建筑中,空 谓系统的能耗占夥个建筑能耗

!26



的比例约为钿%~ω%.所以空调系统的节能是建筑节能的关键 ,

而节能设计是空调系统节能的基础条件.

在现有的建筑节能标准中.只对单—空调设备的能效相关参

数限值作 F规定 ,例如规定冷水(热泵〉机组制冷性能系数〈C0P)、

单元武机组能效比等,却没有对獾个空调冷源系统的能效水平进

行规定。实际上,最终决定空调系统耗电蚩的是包含帘调冷热源、

垧送系统和 弑々 未端设备在内整个空调系统,夥体吏优才能达到

节能的晟终日的.这里,提 出弓|人空调系统电冷源综含制冷性能系

数(sC0P)这 个参数 ,倮证空调冷源部分的节能设计貉体更优.

通过对公共建筑集中空调系统的配置及实测能耗数据的调杳

分析 `结果表明 :

1 在设汁阶段 ,对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进行要

求 ,在一定范围内能有效促进空调系统能效的提升,sCoP若太低 .

空调系统的能效必然也低,但实际运行并不是sC0P趑高系统能效

就一定趄好。

2 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0P)考虑了机组和输送设备

以及冷却塔的匹配性 一定程度上能够督促设计人员蓖视冷源选

型时各设备之间的匹配性 ,提高系统的节能性 ;但仅从sC()P数值

的高低并不能直接判断机组的选型及系统配置是否含理.

3 电冷源综含制冷挂能系数(scoP)中 没有包含冷水泵的能

耗 .一方面考虑到标准中对冷水泵已经提出了输送系数指标要求 ,

另一方面由于系统的大小和复杂程度不同,冷水泵的选择变化较

大 ,对sC0P绝对值的影响相对较大 ,敌不包括冷水泵可操作性吏

强.

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的计算应注意以下事项 :

(1) 制冷机的名义制冷蚩、枧组耗电功率应采用名义i况运

行条件下的技术参数;当 设计与此不-致时 .应 进行修正.

(2) 当设计设备表}缺乏机组耗电功率 ,只有名义制冷性能

系数〈C0P)数值时 ,机组耗电功率可通过名义制冷蚩除以名义性

能系数获得 .

!2,



(匆 冷’n水流量按冷却水泵的设计流蛰选取 ,并应核对其正

确仳,由 于水泵选取时会考虑富裕系数 ,因此核对流量时可考虑

!~!!的富裕系数 .

(4) 冷却水泵扬程按设计设备表上的扬稃选取 .

(匀 水泵效率按设计设备表上水泵效率选取 .

(6) 名义△况下冷却塔水量是指室外环境洫球湓度 ⒛℃ ,

进u|水塔水温为 3。℃、夕℃工况下该冷却塔的冷却水流母.确定冷

却塔名义】况下的水量后 ,可根据冷却塔样本查对lxl机 配置功率.

(7) 冷却塔炽1机配置电功率 ,按实际参与运行冷却塔的电机

配筒功率计人。
(B) 冷源系统的总耗电量按主机耗电墩 冷却水柔耗电量及

冷却塔耗电量之和计算 .

(9) 电冷源综合制冷佳能系数〈sCoP)为 名义制冷量〈kⅢ )

与冷源系统的总耗电量(kW)之 比.

(】 0)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 )机组 第

i部分 :△业或商亚用及类似用途的冷水(热泵 )机组》CB″184301

的规定 ,风冷机组的制冷性能系数 (C0p〉计箅中消耗的总电功率

包括了放热侧冷却风机的电功率,因此u1冷 机组名义Π∶况下的制

冷忤能系数(C0P)值 即为其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僚 。
(") 本条文适用于采用冷却塔冷却、风冷或蒸炭冷却的冷

源系统 ,不适用于通过换热器换热得到的冷却水的冷源系统 .利用

地表水、地下水或地埋管中循环水作为冷却水时 .为 了避免水质或

水压等各种囚素对系统的影响而采用了扳式换热器进行系统隔

lfl`这 时会增加循环水泵 ,整个冷源的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

就会下降 ;同时对于地源热泵系统 ,机组的运彳亍
=况

也不同 ,囚此 ,

不适用于本条文规定 .

佗 13 冷水机组在相当长的运行时间内处于部分负荷运行状态 ,

为了降低机组部分负荷运行时的能耗,对冷水机组的部分负荷时

的性能系数作出要求 .

【P△V是对机组4个部分负荷】况条件下性能系数的加杈平均

】2B



值 ,相应的权重综合考虑了建筑类型 气象条件、建筑负荷分布以

及运行时闽,是根据4个部分负荷工况的累积负荷百分比得出的.

相对于评价冷水机组满负荷性能的单一指标C0P而肓 ,】PLV

的提出提供了—个评价冷水机组部分负荷性能的基准和平台 完

善了冷水机组性能的评价方法 有助于促进冷水机组生产厂商对

冷水矾组部分负荷性能的政进,促进冷水机组实际佐能水平的提

高.

受PW的计箅方法和检测条件所限 ,1P凵 具有一定适用范

围 :

1 】PLV只能用于评价单台冷水矶组在名义工况下的综合邯

分负荷性能水平 ;

2 !PLV不能用于评价单台冷水机组实际运行工况下的性能

水平 ,不能用于计箅单台冷水机组的实际运行能耗 ;

; 田凵不能用于评价多台冷水机组综舍部分负荷性能水平 .

【PLV的提出完善了冷水机组性能的评价方法,但是计箅冷水

机组及整个系统的效率时,仍需要利用实际的气象资料、建筑物的

负荷特性 冷水机组的台数及配置、运行时阃、辅助设备的性能进

行伞面分析.

1PW的计箅公武和裣洌条件来源于《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淮》

◆n‘o189。

⒋,H 本条弓丨用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CBj0lB9中 强制性条

文,应按强+l性条文执行 .

现行国家标准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CB″ l,灬8已经开始采用

制冷季节能效比sEER、全年性能系数Λ盯作为单元机的能效评价

指标 ,但 目前大部分厂家尚无法提供其机组的sEER、ΛPF值 ,现行

阃家标准 《革元武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CB

l呖、强 采用EER指标 ,因此,本标准仍然沿用EER指标.EER为名

义制冷t况下,制冷量与消耗的电垦的比值 ,名 义制冷丁况应符含

现行国家标准《单元武空调机组》CB″
"乃

8的有关规定。

"2‘
 空气源热泵机组的选型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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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气源热泵的革位制冷量的耗电蚩较水冷冷水机组大,价

格也高.为降低投资成本和运行费用 ,应选用机组性能系数较高的
产品.此外,先进科学的融箱技术是机纽冬季运行的可靠倮证。机

组在冬季制热运行时,室外空气侧换热盘管低于镩点温度时 .换热

翅片上就会结霜,会大大降低机组运行效率 ,严重时无法运行 ,为

此必须除霜.除霜的方法有很多,最佳的除霜控制应判断正确 ,除

葙时问短,融镭修正系数高,近年来各厂家为此都进行了研究 ,对

于不同气候条件采用不同的控制方法。设爿选型时应对此进行 r
解,比较后确定 .

2 空气源热泵机组比较适合于不具备集中热源的夏热冬冷

地区,对于冬季寒冷 潮湿的地 Ex∶使用时必须考虑机组的经济性和

可靠性.室外韫度过低会降低机组制热量;窜外空“过干潮湿使佴

融霜时问过长 ,同样也会降低机组的有效制热量 因此设计师必须

计算冬季设计状态下机组的CoP,肖热泵机组矢去节能 h的优势

时就不应采用,对于性能 h相对较有优势的空气源热泵冷热水机

组的CoP限定为20;对于规格较小、直接膨胀的单元式空调机组限

定为18.冬季没计△况 F的机组性能系数应为冬季室外空调或供

暖计箅温度条件下 ,达 到设计需求参数时的机组供热量(W)与机

组输人功率〈Ⅲ)的 比值.

J 空气源热泵的平衡点温度是该机组的右效制热趱号建筑

物耗热量相等时的室外温度.当这个温度茼于建筑物的冬季室外

计算温度时,就必须设置辅助热源.

帘气源热泵机组在融霜时机组的供热盘就会受到影响,同时

会影响到室内温度的稳定度 ,因此在稳定度芸求莴的场合,同样应

设置辅助热源,设臀辅助热源后 应注意防止冷凝温度和恭发温度

超出机组的使用范围.辅助加热装罨的容迸应根锯在冬季室夕卜计

算温度情况下空气源热泵机组有效制热量和建筑物耗热壁的差值

确定.

4 带有热回收功能的空气源热泵机组可以把原来排放到大

气中的热量加以回收利用 捉高了能源利用效率 因此对于有同时

1ao



供冷 供热要求的建筑应优先采用 .

似 “ 空气源热泵或风冷制冷机组室外机设置要求 .

1 空气源热泵矶组的运彳i效率 ,很大程度 L与室外机的换热

条件有关。考虑主导风向、风压对机组的影响,机组布罨时避免产

生热岛效应 ,保证穹外饣1进 、排风的通畅,一般出风口方向3m内不

能有遮捎.防止进、爿仁风短路娃布置室外机时的基本要求.当受位

置条件等限制时 ,应创造条件 避免发生明显的气流短路担Π设置

排风帽.政变排风方向等方法 ,必要时可以倩助于数值模拟方法辅

助气流组织没计.此外 .控制进、排风的气流速度也是有效避免知

路的一种方法;通常机组进风气流速度宜控制在1⒌讥 ~20mlo,

茁仁风●l的排气速度不宜小于h砾。

2 室外机除了避免自身气流短路外,还应避免含有热量、腐

蚀性物质及油污微粒等排放气体的髟响,如厨房牡烟}仁气和其他

室外机的书仁风等。

J 室外机运行会对周围环境产佳热污染和噪声污染 ,因此室

外机应与厨围建筑物倮持一定的距离,以倮证热壹有效扩散和噪

声自然衰减.室外机对周围建筑产生的噪声干扰 ,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CB3∞6的要求.

口 倮持室外机换热器清洁可以倮证某高效运行 冈此为清扫

室外机创造条件很有必要.

⒋017 本条引用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C0m⒙ 9中强制性条

文,应按强制性条文执行 ,

近年来在公共建筑中多联机系统0Nj应用越来越广泛,已经成

为公共建筑空调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用能设备.

按高于《多联式空调(热泵 )机纽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B⒉钙4中标准执行.由于近年来多联机技术发展很快 ,根据目前

市场的产品倌况 ,无论是田外品牌或网内品牌,绝大多数厂家的产

品都能达到条文规定的砹术要求。

4,2.lB 多联饣1穸调系统是利用制冷剂(冷媒 )输配能蚩的.在 系统

设计时必须考虑制冷剂连接管(配管 )内制冷剂的重力勹摩榇阻力



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因此 ,没计系统时应根据系统的制冷量和能效

比衰减程度来确定每个系统的服务区域大小,以提高系统运行时

的能效比.没定囚管长衰减后的芏机制冷能效比 〈EER)不小 F
28,也体现 F对制冷剂连接管舍理长度的要求.“制冷剂连接管等

效长度
”
是指窒外机纽与最远室内机之间的气体管长度与该管路

上各局部阻力部件的等效长度之和令

本标淮柑比闷家现行标准 《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技术规程》

JCI1"及《民用建筑供暧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叻0,“中的

相应条文减少了
Ⅱ
当产品技术资料无法满足核箅要求时,系统冷媒

管等效长度不宜超过90mⅡ的要求.这是囚为随着多联机行业的不

lFi发展及进步,各广家均能提供齐全的技术资料 ,不存在无法核笫

的情猊 ,

制冷剂连接管越长 ,多联机系统的能效比损失越大.目 前市场

上的多联机通常采用R41m制冷剂,由于R4!◆A制冷剂的黏性和

摩擦阻力小于R”制冷剂,故在相同的满负荷制冷能效比衰减率

的条件下,其连接管允许长度比R⒛制冷剂系统长.根据厂家技术

资料,当 R4!OA系统的锕冷剂连接管实际长度为∞m~m流或等

效长度在
"0m~!20m时

,满负荷时的制冷能效比(EER)下降l3%
~!7%,制冷综含性能系数1PLV(C)下 降10%以内。而目前市场 H

优良的多联机产品,其满负荷时的名义制冷能效比可达到3m,连
接管增长后其满负荷时的能效比(EER)为2"砭 臼。设计实践表

明,多联机空调系统的连接管等效长度在
"0m~1⒛

m,已能满足绝

大部分大型建筑室内外机位甓设置的要求.然而,对于一些特殊场

合`则有。1能超出该等效长度,故采用衰减后的主机制冷能效比
(EER)限 定值(不小于28〉来规定制冷剂连接管的摄大长度具有

科学性 .不仅能适应特殊场合的需求 ,而 jl有利于产品制造商提升

技术 ,一方面继续提高多联机的能效比,另—方面探索减少连接管

长度对性能衰减影响的技术途径,以推动多联机企业的可持续发

诉艮,

此外 现行国家标准《多联武空调〈热泵)机组》CV"88a7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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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式空调(热泵 )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CB21灬4均以

综含制冷性能系数t1PLV〈 C)】作为多联机的能效评价指标 ,但 曲于

计算连接管长度时11PW(C)]需 要各部分负荷点的参数 ,各厂家很

少能提供该数据 ,且计算方法较为复杂 ,对设计及审图造成困难 ,

敬本条使用满负荷时的制冷能效比(EER)作 为评价指标 ,而 不使

用l1P△ V〈 C))指标.

42.i9 本条0用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X)B50!89中 强制‖条

文,应按强+l性 条文执行令

本条规定的性能参数略高于现彳亍国家标准 《溴化锂吸收武冷

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CB⒛5ω中的能效限定值。表

42⒚中规定的性能参数为名义丁猊的能效限定值.直燃矶性能系

数计箅时 ,输人能量应包括消耗的燃气(油 )鱼和机组自身的电力

消耗两部分 ,性能系数的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直燃型浪化铒

吸收式冷〈温 )水机组》CB″ 18“2的有关规定令

4220 自前一些供嫒空调用汽设备的凝结水未采取回收措施或

由于设计不含理和管理不善,造成大量的热量损失.为此应认真设

计凝结水回收系统 ,做到技术先进 ,设备可靠 ,经济合理。凝结水回

收系统一般分为重力、背压和压力凝结水回收系统 ,可按t程的具

体慵况确定.从节能和提高回收率考虑,应优先采用闭武系统郑凝

结水与大气不直接相接触的系统 .

回收利用有两层含义 :

1 回到锅炉房的凝结水箱 ;

2 作为某些系统(例如生活热水系统 )的预热在换热机房就

地换热后再回到锅炉房。后者不但。f以降低凝结水的温度 ,而 臣充

分利用了热量 .

4⒉21 制冷机在制冷的同时需要排除大量的冷凝热,懑 常这部分

热量由冷却系统通过冷却塔散发到窀外大气中.宾馆、医院 洗浴

中心等有大量的热水需求.在空调供冷季节也有较大或稳定的热

水需求 ,采用具有冷凝热回收〈邯分或全部)功能的机组 ,将部分冷

凝热或全部冷凝热进行回收子以有效利用具有显著的节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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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热的回收利用要同时考虑质〈温度 )和量(热璧〉的因紊.

不同形式的冷凝热回收机组(系统 )所提供的冷凝器出水最高温度
不同 Fol时 ,由 于冷凝热回收0Nj负荷特性与热水的使用在时间上存
在差异 ,因此 ,在系统设计中需要采用蓄热装置和考虑是否进行必
要的辅助加热装黄,是否采用冷凝热回收技术和采用何种形武的
冷凝热凹收系统需要逋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强调
“
常年

”
=字

,是要求注意到制冷矶组具有热回收的时段 ,

主娈是针对夏季和过波季制冷机需要运行的季节,而不仅仅限于
冬季需要.此外生活热水的范围比 L生热水范围大,例如可以是厨
房需要nNj热水等,

4g 转配系统

4j】 采用热水作为热媒 ,不仅对供暖质量有明显的提高,而且便
于调节.因此 ,明确规定散热器供暖系统应采热水作为热媒 .

集中供暖系统热媒温度应结含当地热源实际的热媒温度 ,热

媒温度选取应符舍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供暧通Fxl与空气谓节设汁
规范》CBjO"62o12中第63节 、第64节

`第
86节的规定个

佃 2 选择供暖系统制式的原则,是在倮持散热器有较高散热效
率的前提下 ,倮证系统中除楼梯间以外的各个房问(供暖区 ),能独
立进行温度谢节.

由于公共建筑往往分区出售或出租 ,由 不同单位使用 ;因此
在设计和划分系统肘,应充分考虑实现分区供热热量计量的灵活
性 方便性和可能性 ,确保实现按用热量多少进行收费。
4∴3 高大帘间采用常规散热器对流供暖方式时,室内沿高度方
向会形成较大的温度梯度 ,人员活动区要达到设计温度 ,就需要消
耗较多的热遨.同时革纯采用空调热风供暧肘 ,热舒适仕并非十分
理想 ,而采用辐射供暧方式可以降低温度梯度 ,减少上部热损失 ,

由于实感温度较萁他供暧方武高,因此可降低设计温度,节约能
源 ,同时热舒适性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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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4 日前集中热水散热器采暖系统的水力矢调是常见弊病.系

统的热力矢匀和水力失调,是肜响采暖系统节能的关键.本规定强

调了应严格进行水力平衡计箅 ,不应仅以设置
“
水力平衡装置

”
和

“
室温自控装置

”
代替系统的水力平衡计箅。

设置水力平衡装置后,可以通过对系统水力分布的调整△设

定.保持系统的水力平衡,提莴系统输配效率 .保证获得预期的供

暖效果 ,达到节能的目的.

佃 5 规定耗电输热比〈EⅡR-h)的 日的是为了防止采用过大的水

泵.提高输送效率.公武(435)同 时考虑了不同管道长度 不同供

l。0水温差因紊对系统殂力的影响,本条计箅恩路与闽家现行标淮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XC跖~010第5216一

致 ,但根据公共建筑实际倩况对相关参数进行了谓整 :

居住建筑集中供暖时,可能有多幢建筑 ,存在供暖外网的可能

性较大,但公共建筑的热力站大多数建在自身建筑内 囚此 ,在确

定公共建筑耗电犄热比(EHR-h)时 ,需要考虑-定的区别,即重点

不是考虑外网的长度 .in是热力站的供暖半径。这样 ,原居住建筑

计算时考虑的室内干管部分,在这里就统一采用供暖半径〈或热力

站至供暖未端的总长度 )祷代了,并同时对B值进行了调整 ;

考虑室内干管比摩阻与ΣL≤ 0lXl ll时 室外管网的比摩阻取值

差距不大 ,为 了计箅方便 ,本标准在ΣL“∞m时 ,全郑按照ᾱ o

o!15来计算.△现行行业标准《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λCI药相比,此时硌傲提苘了要求,但对于公共建筑是合理

的.

4~l‘ 对于变流量系统,采用变速调节,能够更多地节省辅送能

耗 .水泵调速技术是目前比较成熟可靠的节能方式 ,容易实现且节

能潜力大,调速水泵的性能曲线宜为陡降刑.—赦采用根据供回水

管上的压差变化信号,自 动控制水泵转速询节的控制方式 .

4J9 集中窆调冷(热 )水系统设计原,ml.

i 工程实践已充分证明 在季节变化时只是要求相应作供冷

`供
暖空调【i况转换的空调系统 ,采用两管制水系统完仓可以满足

‘
●

^
b



使用要求 ,因此予以推荐.

建筑内存在箫令年供冷的区域时(不仅限于内区),这些区域
在非供冷季苜先应该苜接采用室外新风儆冷源,例如全空气系统
增大新只1比 独立新风系统增大新风量。只有在新风冷源不能满足
供冷量需求时.才孺要在供热季设置为全年供冷区域单独供冷水
的管路 ,即分区两管铜系统.对于一般△程,如仅在理论 L存在一
些内EK∶ ,但实际便用时发热蚩常比夏季采用的设计数值小且不长
时问存在 .或这些区域面枳或总冷负荷很小 ,冷源设备无法为之单
独开启,或这些 tx∶域冬季即使短肘温度较高也不影响使用 ,如 为萁
采用相对复杂投资较高ll0分区两管制系统,工程中常出现不能正
常使用的情况,甚至在冷负荷小干热负荷时房间温度过低而无供
热手段的倩况.因此工程中应考虑建筑是否真t存在面积和冷负
荷较大的需令年供应冷水的区域.确定最经济和满足要求的空调
管路制武。

2 变流蚩—级泵系统包括冷水机纽定流蛰、冷水机组变流量
两种形式.冷水机组定流量、负荷侧变流量的一级泵系统形武简
单 ,通过未端用户设置的两通阀自动控制各未端的冷水量需求 ,同

肘 ,系统的运彳i水璧也处于实肘变化之中,在一般情况下均能较好
地满足要求 ,是 目前应用最广泛、最成熟的系统形武.当 系统作用
半径较大或水流阻力较高时,循环水泵的装机容量较大 ,由 于水泵
为定流虽运行,使得冷水机组的供回水温差随着负荷的降低而减
少 ,不利于在运行过程中水泵的运行节能 .因此—般适用于最远环
路总长度在跏 之内的中小型⊥程.通常大于邱k耵的单台水泵
应调速变流量,大于30kW的单台水泵宜调速变流量 .

随着冷水机组性能的提高 ,循环水泵能耗所占比例上升,尤其
当单台冷水机组所需流壁较大时或系统阻力较大时,冷水机组变
流莹运干i水泵的节能潜力较大.但该系统涉及冷水机纽允许变化

范lon,减 少水丘对冷机性能系数的彩响,对设备、控制方案和运行

管理等的特殊要球等,因此应经技术和经济比较,与其他系统相
比,节能潜力较大并确有技术保障的前提下 .可 以作为供选择llj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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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方案.

系统没计时 ,应重点考虑以下两个方甬l∶

(l) 冷水机纽对变水童的适应性 :重点考虑冷水机组允许的

变流量范围和允许的流量变化速率 ;

(m 设备控制方武:需要考虑冷水矶组的容量调节和水泵变

速运行之间的关系,以及所采用的控制参数和控制逻辑 .

冷水机组应能适应水泵变流量运行的要求,其最低流逯应低

于m%的额定流量 ,其最高流蚩应高于额定流量 ;同 时 ,应具备至

少每分钟30%流量变化的适应能力.—般离心式机纽何为额定流

量的30%~lω %,螺杆武机组宜为额定流盘的40%~!20%.从安

全角度来讲 ,适应冷水流量快速变化的冷水机组能承受每分钟

ω%邛0%的流量变化率 ;从对供水温度的影响角度来讲 ,机组允

许的每分钟流量变化率不低于!0%(具体产品有一定区别).流童

变化会髟响机组供水温度 ,因此机组还应有相应的控制功能。本处

所提到的额定流量指的是供回水温差为‘℃时蒸发器的流壹 .

水泵的变流量运行 ,可以有效降低运行能耗氵还。I以根据年运

行小时数量来降低冷水输配侧的管径 ,达到降低初投资的日的.

3 =级泵系统的选择设计

(l) 机房内泠源侧阻力变化不大 .多数倩况下 ,系统没计水

流阻力较高的原因是系统的作用半径造成的,囚此系统阻力是推

荐采用二级泵或多级泵系统的充要条件.当空调系统负荷变化很

大时,苜先应通过含理设置冷水机组的台数和规格解决小负荷运

行问题 ,仅用靠增加负荷侧的二级泵台数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因此
“
负荷变化大

”
不列人采用

=级
泵或多级泵的条件.

(2) 各区域水温—致且阻力接近时完全可以合用一组二级

泵,多 台水泵根据末端流搔需要进行台数和变速调节 ,大大增加了

流量调解范囿和各水泵的互为备用性。且各 Ex∶域未端的水路电动

阀自动控制水量和通浙,即使停止运行或关闭检修也不会彤响其

他区域。以往i=程中,当各区域水温—致日阻力接近 ,仅使用时。l

等特性不同,也常按区域分别设置二级泵,带来如下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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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水泉设胄总台数多于舍用系统,有的区域流量过小采用
一台水泵还需设置备用泵,增加投资 ;

=是各区域水泵不能互为备用 ,安全性差 ;

=是
各区域最小负荷小于系统总最小负荷,各区域水泵台数

不可能过多,每个区域泵的流量调节范围减少 ,使某些区域在小负
荷时流蚩过大、温差过小 ,不利于节能.

〈3) 肖系统各环路阻力相差较大肘 ,如果分区分环路按阻力
大小设置和选择二级泵 ,有可能比设置一组二级泵吏节能.阻力相
差

“
较大

”
的芥限推荐值可采用0灬Mh,通常这一差值会使得水泵

所配电机容量规括变化一捎 .

(4〉  ∴程中常有空调冷热水的—些系统与冷热源供水温度
的水温或温差要球不同,又不单独设置冷热源的倩况.可 以采用再
设换热器的间接系统,也可以采用设置二级混水泵和混水阀旁通
调节水温的直接串联系统。后者相对于前者有不增加换热器的投
资和运行阻力.不需再设置一套补水定压膨胀设施的优点.因此增
ill了 肖各环路水韫要求不—致时按系统分没=级泵nj推荐条件.

4 对于冷水机组集中设置且各单体建筑用户分散的区域供
冷等大规模帘调冷水系统,肖输送距离较远旧各用户管路阻力相
差非常悬殊的倩猊下 ,即使采用

=级泵系统,也可能导致
=级泵的

扬程很高,运行能耗的节省受到限制冷这种倩况下,在冷源侧设置
定流遗运行的一级泵,为共用输配干管设置变流量运行的二级泵 ,

各用户或用户内的各系统分别设置变流量运行的
=级

泵或四级泵
的多级泵系统 ,可降低

=级
泵的设计扬程 ,也有利于单体建筑的运

行渊节.如l用户所需水温或温差与冷源不同,还可通过
=级

〈或四
级 )泵和混水阀满足娶求 .

4∴8 在供暖空调系统中.南于种种原囚,大部分输配环路及热
(冷 )源机组(并联〉环胳存在水力失调 ,使得流经用户及机组的流
量与设计流量不符。加上水泵选型偏大 .水泵运行在不合适的丁作
点处 ,导致水系统大流ξ、小温差运行 ,水泵运行效率低、热量输送
效率低,并臣各用户处室温不一致 ,近热源处室温低高,远热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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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温低低.对热源来说 ,机组达不到其额定出力,使实际运行的机

组台数超过按负荷要求的台数‘〉造成了能耗高,供热品质差.

设置水力平衡装菁后,可以通过对系统水力分布的调整与没

定。倮持系统的水力平衡 ,提商系统输配效率 ,保证获得预期的供

暖效果.达到节能的目的.

‘⒊9

1 —般换热器不需要定流壁运行,因此推荐在换热器二次水

侧的二次循环泵采用变速调节的节能措施 .

2 按区域分别设置换热器和二次茱的系统规摸界限和优缺

点。∫参照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圬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咖
"⒍

⒛⒓第855条文说明.

4j.1Φ 由于冬夏季空调水系统流量及系统阻力相差很大 两管制

系统如冬夏季合用循环水泵,一般按系统00供冷运行工况选择循

环泵 ,供热时系统和水泵△况不吻舍 ,往往水泵不在高效区运行 ,

且系统为小温差大流垦运行,浪 费电能虍卩使冬季政变系统的压力

设定值 ,水泵变速运彳i,水泵冬季在设计负荷下也可能长期低速运

行 ,降低效率,因此不允许合用 .

如冬夏季冷热负荷大致相同,冷热水温差也相同(例如采用直

燃机、水源热泵等 ).流量和阻力翠本吻合 .或者冬夏不同的运行 L

况与水泵特性相吻台时,从减少投资和机房占用面积的角度出发 ,

也可以含用循环泵.

值得注意的是.当空调热水和兮调冷水系统的流量和管网阻

力特性及水泵△作特性相吻合而采用冬 夏共用水泵的方案时 ,应

对冬 夏两个工况情况下的水泵轴功率要求分圳进行校核计算 ,限

制是为了保证水泵的选择在合理的范围`降低水泵能耗。并按照轴

功车要求较大者配置水泵电机 ,以防止水泵电机过载令

4j.11 耗电输冷(热 )比反映了空调水系统中循环水泵的耗电与

建筑冷热负荷的关系,对此值进行眼制是为了倮证水泵的选择在

合理的范围,降低水泵能耗 .

本条义根锯实际情况对计箅公武中及相关参数进行了调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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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实际丁程中,水 系统的供冷半径差距较大 ,如 果用一个
规定的水泵扬程并不能完令反映实际情况,也会绐实际t程设计
拌来一些困难.因此本条艾在修改过程中的-个思路就是:系统半
径越大 .允许的限值也相应增大.故把机房及用户的阻力和管道系
统长度|起的阻力分别计箅,以 B值反映了系统内赊管道之外的
其他没备和附件的水流阻力,α ΣL则反映系统锊道长度弓丨起的阻
力.同肘也解决了筒逍长度阻力α在不同长度时的连续性问题 ,使

俜条义的n△操作性得以提高。公武中采用设计冷(热 )负荷计箅 ,避

免了应用多级泵和混水泵造成的水温差和水流廿难以确定的状况
发生 .

2 温差的确定 ,对于冷水系统 ,要求不低于5℃的温差是必需
的,也是正常情况下能够实现的.对于帘调热水系统来说,在这里

作了最小温差的眼制,同肘考虑到了空调自动控制与调节能力的
i潦要.对非常规系统应按机组实际参数确定。

J A是反映水泵效率髟响的参数 ,由 于流垃不同,水泵效率
存在—定的差距 ,囚此A值按流量敢值 ,贾符含实际棺况.根据国
家标准《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Cnl叨62水泵的性
能参数,并满足水泵△作在高效区的要求 ,当水泵水流量ωm叽
时 ,水 泵平均效率取“%:肖 bllm叽 (水泵水流垦≤2∞m%时 ,水

泵平均效率取ω%j肖水泵水流蚩 >2llt m%时 ,水 泵平均效率取
,!%。

肖最远用户为帘调机组时,∑ L为机房出口至最远端空调″1组

的供回水管道总长度 ;肖最远用户为风机盘管时,∑ △应减去
!llllm.

4j” 随着丁艺需求和气候等因岽的变化 ,建筑对通风壁的娈求
也随之改变.系统风童的变化会引起系统阻力更大的变化.对于运

行肘间较长昆运行中风量、风压有较大变化的系统 ,为节省系统运

行费用 ,宜考虑采用双速或变速风机.通常对于要求不高的系统 ,

为节省投资 ,。r采用双速风机 ,但要对双速风机的工况讠系统的△

况变化进行校核.对于要求较高的系统 ,宜采用变速风机,采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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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风机的系统节能性史加显苦,采用变速风机的通风系统应配备

合卿的控hil措施 .

4j" 空调系统设计时不仅要考虑到设计 L况 ,雨且应考虑仑年

运行摸式。在过波季,空调系统采用仑斯凤或增大斯风比运行 ,都

可以有效地改善空调区内空气的品质,大蚩节省帘气处理所需消

耗的能量 ,应该大力推广应用.但要实现全新风运行 ,设计时必须

认茛考虑新风取风口和新风管所需的截面积,妥善安排好排风出

路 ,并应确倮室内必须满足正压值的要求 .

应明确的是r过渡季
”
指的是与室内外空气参数相关的—个

空调
=况

分区范围,其确定的依据是通过室内外空气参数的比较

而定的。由于空调系统全年运行过程中,室外参数总是不断变化 ,

即使是夏天,在每天的早晚也有可能出现
“
过渡季

”
工况(尤其是仑

天20h使用的空调系统〉,因此 ,不要将
“
过渡季

”
卿解为一年中自然

的春、秋季节.

在条件合适的地区应充分利用个空气空调系统的优势,尽可

能利用窒外天然冷源 .最大限度地利用新风降温 ,提高窒内空气品

质和人员的舒适度,降低能耗.利用斯风免费供冷(增大新风比)L

况的判别方法可采用固定温度法、温并法 阍定焓法 电子焓法、焓

差法等.从理论分析,采用焓差法的节能性最好 .然而该方法需要

同时检测温度和湿度 ,臣湿度传感器误差大、故障率高,需要经常

维护 ,数午来在国内的实施效果不够理想.而罔定温度和温差法 ,

在△程中实施崴为筒单方便.因此,本条对变斯风比控制方法不作

限定.

4Ji0 考虑到一些设计采用新风比最大的房问的新风比作为整

个空调系统的新风比,这将导致系统新风比过大 ,浪费能源.采用

上述计箅公式将使得各房问在满足要求的新风量的前提下,系统

的新风比最小 ,因 此本条规定可以节约空调风系统的能耗。本条肓

国家现行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cB501⒆-⒛15笫43⒓—

致 .

4∴‘ 根据Co脓度控制新风量设计要求.二氧化碳并不是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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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但可以作为室内空气品质的—个指标值 ,国家标准《室内空气
质量标准》◆⒔″⒙阴a对室内二氧化碳进行 r规定。肖房河内人员
密度变化较大时,如果—直按照设计的较大的人员密度供应新风 ,

将浪赍较多的新风处理用冷、热量.我 国有的建筑己采用 F新风儒

求控制.要注意的是 .如果只变新风量、不变爿乍风岌 ,有可能造成部
分时河窜内负压 ,反而增加能耗 ,囚此排风垠也应适应新风量的变

化以倮掎房间的正1+,在技术允许条件下,C0=浓度裣测与VAV变
风量系统相结含,同时满足各个区域新风勹室内温度要求 .

4ji‘ 新风系统的节能.采用人△冷、热源进行预热或预冷运行

时新风系统应能关闭,其 日的在干减少处理新风的冷、热负荷 ,降

低能量消耗 }在夏季的夜问或室外温度较低的时段 ,直接采用室外
温度较低的空气对建筑进行预冷 .是 节省能耗的一个有效方法 ,应

该推广丿讧用令

4J17 建筑外区和内区的负荷特性不同.外 区由于与室外空气相

邻,围护结构的负荷随季节改变有较大的变化;内 区则曲于无外 +·l

护结构 ,室 内环境几乎不受室外环境的影响,常年需要供冷。冬季

内、外区对空调的需求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宜分别设计和配置空
旖系统.这样 ,不仅方便运行管理 ,易干获得最佳的空调效果 ,而觅

还可以避免冷热抵消,降低能源的消耗 ,诚少运行赀用。

对于办公建筑而蒿,办公窜内、外区的划分标淮与许多因素有

关,其中房间分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设计中需要灵活处埤。例如 .

如果在进深方向有明确的分隔,则分隔处一般为内 外区的分界

线;房间开窗的大小 房间朝向等因索也对划分有-定影响.在设

计没有明确分隔的大开间办公室时 ,根据国外有关资料介绍 ,通常
可将距外围护结构3m~5m的范围内划为外区,其所包围的为内
区.为了满足不同的使用需求 ,也可以将上述从3m~;m的范围作

为过渡区,在李调负荷计算时,内 外区郡计箅此邯分负荷 这样只

要分隔线在3m~5m之间变动,都是能够满足要求的.

431B 如果新风经过风机盘管后送出,风机盘管的运行与否对新

风量的变化有较大影啕,易造成能源浪费或新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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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19 粗 中效空气过摅器的参数弓自国家标准 《空气过滤器》

CB″ !4⒛5-20a8的 有关规定 .

1 粗效过滤器的初阻力小于或等于 mPa(粒径大于或等于

20um,效率不大于m%旦不小于⒛%);终阻力小于或等于

】αaPa;

2 中效过摅器的初阻力小于或等于BOpa〈 粒径大于或等于

ooum,效率小于70%H不小于⒛%);终阻力小于或等于I60Pa;

曲于全空气空调系统要考虑到空调过渡季全新风运行的节能

要求 .囚 此其过滤器应能满足伞新风运行的需要.

43⒓0 在现有的许多空调工程设计中.由 于种种原因一些}程采

用了土建风道 〈指用砖、混凝土、石菅板等材料构成的风道〉。从实

际调查结果来看 ,这种方武拌来了相当多的隐患 ,其中最突出的问

题就是渴风严重 ,而且由于大部分是隐蔽工程无法检杳 ,导致系统

调试不能正常进行 ,处埤过的空气无法送到设计要求的地点 .能量

浪费严重。囚此作出较严格的规定.

在丁程设计中,也会因受条件限制或为了结合建筑的需求 ,存

在—些用砖、混凝土、石膏板等材料构成的土建风道、回风竖井的

倩况 ;此外 ,在 一些下送风方式 〈如剧场等 )的设计中,为 了管道的

连接及与室内设计配舍,有肘也需要采用—些局部的土建式封l+l

空腔作为送风静压箱.,因此本条文对这些慵况不作严格限制 ,

同时由子混凝土等墙体的蓄热量大,没有绝热层的土建风道

会吸收大量的送风能垃 ,会严重影啕穸调效果 ,因此对这类土建风

道或送风静爪箱提出严格的防漏风和绝热要求 .

佃 21 做好冷却水系统的水处理.对干倮证冷却水系统尤其是冷

凝器的传热 ,提高传热效率有重要意义。

在目前的一些工程设计中 只片面考虑建筑外立面美观等原

因,将冷却塔女装区域用建筑外装修进行遮捎 ,忽视 r冷却塔通风

散热的基本安装要求 ,对冷却效果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彩响 ,由 此导

致了冷却能力下降 ,冷水机组不能达到没计的制冷能力,只能靠增

加冷水机组的运行台数等非节能方式来满足建筑空调的需求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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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r空调系统的运行能耗。因此 ,强调冷却塔的工作环境应在空气
流通条件好的场所。

冷却塔的
“
飘水

Ⅱ
问题是日前一个较为普追的现象,过多的

°
飘

水
”
导致补水量的增大 ,增加了补水能耗.在补水总筲上设置水流

量计量装置的目的jlt是要通过对补水量的计童,让管理者主动地

建讧节能意识,同时为政府管理部门监督管理提供一定的依掮 ,

在室内设置水箱存在占据室内面积、水箱和冷却塔的高差增
力Π水泵电能等缺点 ,因此是否设置rz根据具体丁程倌况确定,且应

尽墩减少冷却塔和集水箱商差 .

“ 22 空调系统的送风温庋通常应以h臼图的计箅为准.对干湿

度要求不高的的舒适性空调而言,降低一些湿度要求 ,加大送风温
并 .可以达到很好的节能效果.送风温差加大一倍 ,送风量可减少
—半左右 ,风系统的材料消耗和投资相应可诚少佃%左右,风机能
耗则下降m%左有.送风温并在4~8℃之间时 ,每增加!℃ ,送风量
约。1减少!0%冖 6%,而且△送风气流在到达人员活动区域时已与
房问空气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混含 ,温差减小 .豇形成较舒适环境 ,

该气流组织形武有利于大温差送风。由此可圯,采用 H送风气流组

织形式空调系统时,夏季的送风温差可以适肖加大.

采用置换通风方武时,曲 于要求的送风温差较小 敬不受本条
文限制.

4323 在空气处理过程中,同时有冷却和加热过程出现 ,肯定是
既不经济 ,也不节能的,设计中应尽逮避免.对于夏季具有茼温高
湿特征的地区来说 ,若仅用冷却过程处理,有时会使相对湿度超出

设定值 ,如某时间不长 ,一般是可以允许的d口果对相对湿度的要

球很严格 ,则宜采用工次回风或淋水旁通等措施 ,尽且诚少加热用

摄.但对于一些散湿量较大 热湿比很小的房间等特殊情况 ,如室

内游泳池等,冷却后冉热可能是必要的方式之—。

对于筲换通风方式,曲 于要求送风温差较小,肖采用一次回风

系统时,如果系统的热湿比较小 ,有可能会使处理后的送风温度过

低,若采用再加热显然降低利用置换通风方式所带来的节能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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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此 ,置换通风方式适用于热湿比较大的空调系统 ,或者可采用二

次回风的处理方式 .

采用变风最系统(VAV)也通常使用热水盘管对冷空气进行苒

加热 .

0jm 在执行过程中发现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青海省实施

细则D娜
"-200,中

风机的单位耗功率的要求中对于总效率 η.

和lkl机个压方面存在 定的问题 :

l 设计人员很难确定实际jE程的总效率η冖

2 对于空调机组 ,由 于内部组含的变化越来越多,且设计人

员很难计箅出其所配置的风机的今FF要求。这些都导致实际执行

和节能审查时,对此的评价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进行修改.

由于设计人贞并不能完仑掌控空调机组的阻力Iil内部功能附

件的配置倩况。作为节能设计标准 ,规定 Ws的 目的是对于常规的

空调、通风系统 ,设计师应对管道系统在设计 L弭下的阻力进行—

定的眼制 ,同时选择高效的风机.

近午采 ,我同的机电产品行业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风机效

率和电机效率得到了较大的提升.本次修改按照斯的风机和电机

能效等级标准的规定来重新计算了风道系统的 Ws限值.在计算过

程中,将传动效率和电机效率含并后 ,作为后台计箅数据 ,这样就

不需要暖通空调的设计师再对此进行计算 .

首先要明确的是:Ws指的是实际悄耗功率而不是风机所配置

的电机的额定功率.因此不能用设计图(或设备表 )中的额定电机

容量除以设计风量来计箅Ⅲs^设计人员应在设计图中表明风机的

风压(7寸于普通的机械通风系统 )或机组佘压(对于空调风系统〉P,

以及对风机效率η氵的最低限值要求。这样即可用上述公武来计算

实际设计系统的Ws,并和表43"对照来评判是否达到了本条文

的要求。

⒋J2; 本标准附录F是管道与设备绝热厚度.该附隶是从节能角

度出发 ,按经济厚度和防结露的原,ml制 定,但 由于青海省各地的气

候条件差舁很大,对于保冷管逍防结露厚度的计箅结果也会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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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 因此蜍了经济厚度夕卜,还必须对冷管逭进彳亍防结露厚度的核

算 ,对比后取其大值.

为了方便设计人员选用,本标准附录F针对目前建筑常用管道

的介质温度和最常使用、佳价比高的两种绝热材料+il定 ,并直接给

出了厚度.如使用条件不同或绝热材料不 ol,设计人员l=结合供应

厂家提供的技术资料自彳亍计算确定 .

按照本标准附琅F的绝热厚度的要求 ,在最长管路为500m的

空调供回水系统中,设计流速状态下计算出来的冷水温升在
o小℃以下。对于超过5∞m的系统管路中,主要增加的是大冂径的

管逍,这些管道设计流速状态下的每百米温升都在0∞4℃ 以下 ,

因此完全可以将整个系统的管内冷水的温升控制在03℃〈对于热

水温降控制在06℃ )以 内,也就是不超过常用的供、回水温差的
6%左右。lH是 ,对于超过5∞m的 系统管逍 ,其绝热层表面冷热蚩

损矢的绝对值是不容忽视的氵尤其是区域能源供应管道 ,往往长达
—千多米,肖系统低负荷运行肘 ,绝热层表面冷热量损失相对于整

个系统的输送能量的比例就会上升,会大大降低能源效率 ,其绝热

层厚度应适当加厚.

倮冷管道的绝热层外的隔汽层是防止凝露的有效手段,倮证

绝热效果.夺气调节倮冷管道绝热层外设置倮护层主要作用有两

个 :

1 防止外力 ,如车辆碰撞、经常性踩踏对隔汽层的物理损伤 ;

2 防止外部环境 ,如紫外线照射对于隔汽层的老化、气候变

化一雨雪对隔汽层的腐蚀和由于刮风造成0·0负风压对隔汽层的损

坏 .

实际上,空气调节保冷管道绝热层在室外部分是必须设置倮

护层的;在室内部分,由于外界气候环境比较稳定 ,无紫外线照射 ,

温湿度变化并不剧烈,也没有负风压的危险 )另外空气调节保冷管

道所处的位詈也很少遇到车辆碰撞或者经常性的踩踏 所以在窒

内的空气调节倮冷管道—般都不设置倮护层,这样既节省了施工

成本,也方便室内的维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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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加 与风道的气密性要求类似 通风空凋系统即使在停用期

间,窜内外空气的温湿庹相差较大,空气受压力作用流出或流人室

内,静挣造成大量热损矢.为减少热损矢 ,靠近外墙或外窗设置的

电动风阀设计上应采用漏风蚩不大于05%的密闭性阀门.随着风

机的启停 ,自 动开启或关闭,通往窜外的风道外侧肓土建结构间也

应密封可靠.否则,常会造成大壁隐裰的热损矢 ,严鼙的甚至会结

露、冻裂水管.

佃 2, 空气一空气能量回收过去习惯称为空气热回收.空调系统

中处理新风所需的冷热负荷占建筑物总冷热负荷的比例很大 .为

有效地减少新风冷热负荷,宜采用帘气一空气能镦回收装置 l。0收空

调排风中的热量和冷量 ,用来预热和预冷新凤 ,可 以产生显著地节

能效益.

现行国家标准 《空气-空气能量回收装置》GB'V1087将空气

热回收装置按换热类型分为全热回收型和显热回收型两类,同时

规定了内部渖风率和外部漏风率指标.由于热回收原理和结构特

点的不同,帘气热回收装置的处理风量和爿仁风泄涡量存在较大的

差异。当茁仁风中污染物浓度较大或污染物种类对人体有害时,在不

能倮证污染物不泄漏到新风送风中时,空气热回收装置不应采用

转轮式空气热回收装置,同时也不宜采用板式或板翅武空气热回

收装置。

在进行空气能量回收系统的技术经济比较时,应充分考虑当

地的气象条件、能量回收系统的使用时间等因素.在满足节能标准

的前提下 ,如果系统的回收期过长 ,则不宜采用能量回收系统 .

在严寒地区室外空气比焓低于室内空气没计比焓而室外空气

温度又高于室内空气设计温度的温和地区 宦选用显热回收装置.

空气热回收装置的空气积灰对热回收效率的彩响较大,设计中应

予以重视 .并考虑热回收装眚的过滤器设置。l题 .

对室外温度较低的严寒地区,如果不采取保温、防冻措施 ,冬

季就可能冻结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 ,要求对热回收装置的

排风侧是否出现结霜或绐篮现象进行核算 ,肖 出现结霜或结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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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取预热等措施 .

常用的空气热回收装置性能和适用对象参见表4.

农4 常用全气热田收装工挂萜和适用对象

佃 2B 采用双向换气装置,让斯风与排风在装置中进行显热

或全热交换 ,可以从排出空气中回收m%以上的热量和冷逯 ,有较

大的节能效果,因此应该提倡.人员长期停留的房间一般是指连续

使用超过3h的房间.

肖安装带热回收功能的双向换气装箐时,应注意 :

1 热回收装置的进、排风人口过滤器应便于清洗 ;

2 风机停止使用时 ,斯风进口、排风出口设置的密闭风阀应

同时关闭,以倮证管道气密挂。

44 末端系统

“心 本条的日的是倡导按房间负荷需要 ,确定散热器片数、地面

辐射供暧加热部件的间距或数量等;凤机盘管等空调未端设备虽

然有规格眼mil并应同时满足冬夏斋求 ,也不应过分放大.目前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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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热回收

形式

热回收
效率

扯风

泄济墩
适用对泉

热

回

收

装

置

形

式

转轮式
u热或

全热
5ll~85% 0;-】 ll%

风量较大且允许排风 △新

风向有适量掺庵的系统

澌觥
显热 55~‘s饧 o

薪风与排 lil热 回收点敬 多

且比软分撤的系统

板 式 立 热 50冖80% 0%~5% 仅需回收显热的系统

热哿式 显 热 4j饧 ~‘j饧 0%~!% 含有轻儆灰蛮或混皮敬商
的通风系统

襁翔式 全热 5ll%~70% M~5%
窟要回全热且全气较漪沽
的系统

脐腋

吸收式
令热 5α石~8;饧 0

需回收热并
`f空

气有廿菠
的系统



中常有为施 二方便不按冷热负荷计箅结果设置未端设计装置 ,或

根本没有按本标准4】 1条的要求进行负荷计箅的惰况发牛,施丁

图设计阶段必须进行供暖或穸凋系统的负荷计箅 ,并应作为选择

末端设备、确定管道直径、选择冷热源设缶容量的基本侬据 .

例如地面辐射供暖各房间采用同一问距或满铺供暖板等,将

带来以下问题,对 △能不利 :

ll 提高工程造价 ;

ω 容易造成各房问冷热不均 ;

3) 即使采用自动控制,设置的未端装胃供冷供热能力△房

问冷热负荷相符也是基本要求,自控仅是实际运行与设计△况不

符时的补充手段 ,当未端装置严重过童时调节品质很差 .

佃 2 散热器暗装即影晌散热效率 增大散热器面积,也不符合绿

色建筑倡导的绿色装修原则,△节能和节材都是不利的.散热器暗

装在罩内时 ,不但散热器的散热量会大幅度减少:雨且Hl于罩内空

气温度远远高于窒内空气温度,从而使罩内墙体的温差传热损矢

大大增加。为此,应避免这种错误做法,规定散热器宜明装。

散热器暗装时,还会影响温控阀的正常工作‘∴口【程确实需要

暗装时(幼儿园、老年人和特殊功能要求的建筑 ),则必须采用外置

式温度传感器的温控阀,以保证温控阀能根据室内温度进行工作 .

地面面层热阻的大小 ,直接影响到地面的散热量.实测证明 .

在相同的供暖条件和地板构造的惰况下 ,在同一个房间咀,以热阻

为0ω【″
·灼m冂左右的花岗岩、大理石、陶瓷砖等傲面层的地面散

热量 ,比以热阻为0!0lm∷ 灼W]左右的木地板为面层时要高30%

~⑾%;比以热阻为O151扌 ~Ψl左右的地毯为面层时高ω%~
∞%.由此。1比 ,面层材料对地面散热量的巨大彩响.为了节省能

耗和运行费用,采用地面辐射供暖供冷方武时,要尽量选用热阻小

于005llll’ ·WW】的枋料做面层。

44;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备长期运行 1∶况下效率是供暧通风

吁空气调节系统节能设计的袁要环节 ,但往往被忽视。从闰内的实

践表面采用高效率功能逍风与帘气调节设备,不仅能大幅度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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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而且能获得系统寿命周期内最佳的成本效益 .

444 蒸发冷却空气处理过桎不需要人丁冷源,能耗较少,是—种
节能的空调方式.对于夏季湿球温度低、温度日较差(即-日 内最
高温度与最低温度之差值 )大的地区,宜充分利用其干燥、夜间凉
爽的气候条件,优先考虑采用蒸发冷却技术或与人工冷源相结合
的技术,降低爷调系统的能耗.

445 风秒1的变风萤途径和方法很多,通常变频调节通风机转速
时的节能效某最好 .所以推荐采用。本条中提到的风机是指空调机
组内的系统送风枧(也可能包括回风机)而不是变风量末端装置内
设置的风机。对于末端装置所采用的风机来说,若采用变频方武
时,应采取可靠的防止对电网造成电磁污染的技术措施,变风量空
调系统在运行过程屮.随着送风量的变化 ,送至空调区的新风量也
相应政变。为了确保斯风量能符合 ⒓生标淮的娶求 ,同时为了使初
调试能够顺利进行氵根据满足最小新风量的原则 ,规定应在设计文
件中标明每个变风墩未端装王必需的最小送风量∷
44‘ 分层空涸是—种仅对宦内下邯空。l进行空旖、而对上部空
闸不进行空调的特殊空调方武 ,与含室性空调方武相比,分层空调
夏季口F节省冷量30%左右 ,但在冬季供暧△况下运行时并不节能 ,

此点特别提请设计人员注意。

佃 7 发热贲大房间的通风没计要求令

1 变配电窜等发热童较大的机电设备用房如夏季室内计箅
温度取值过低 ,甚至低于窒外通风温度 ,既没有必要 ,也无法充分
利用室外空气消除室内佘热 .需要耗费大垦制冷能量.因此规定夏
季室内计算温度取值不宜低于室外通风计箅温度,但不包括设备
需要较低的环境温度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

2 厨房的热加△间夏季仅靠机扶通风不能倮证人员对环境
的温度要求`-般需姿设置帘气处理机组对空气进行降温.由 于排
除厨房油烟所需风量很大,需要采用大风量的不设热回收装置的
直流式送风系统.如计箅室温取值过低,供冷能耗大,苜流系统使
得温度较低的室内帘气直接排走,不利于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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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满足以上要求外 ,厨房操作河通风系统应满足《民用建筑供

暖通凤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CB5"⒗-⒛!2中第‘0节中相关条

文规定及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淮》CB!g0"、 《饮食建筑设计规苑》

JCJ“中相关条文规定。

苦厨房操作间油烟未经净化系统处理后排放 ,视为超标排放 ,

不满足绿色建筑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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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给水排水

51 一投规定

s11 廿水与节能是密切相关的,为节约能耗 减少水泵输送的能
耗 ,应合理设计给水 热水、排水系统 计算用水量及水泵等设备 ,

通过节约用水达到节能的日的.

△租设计时 建筑给水排水的设计有茉
“
用水定额

”
计算仍按

现行曰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B5∞灬的有关规定执
行.公共建筑的平均日生活用水定额 ,、 全午用水量计算 非传统水
源利用率计算等按国家现行标准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B5灬钋有关规定执行 .

s12 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水设计标准》CB60655对 设晋用
水计童水装的位赍作了明确的要求.冷却塔循环冷却水、游泳池和
游乐设施 帘调冷〈热 )水 系统等补水管上需要设置川水计量表 ;公

共建筑屮的厨房、公共浴审、洗衣房、锅炉房、建筑物弓丨人管等有冷
水 热水世计壁要求的水脊 t都需要设置计里水表 ,控制用水量 ,

达到节水 节能婪求 ,

513 女装热媒或热源计箅表以便控制热媒或热源的消耗,落实
到节约月l衔色.

水加|热 、热交换站窒的热媒水仅需计量用量时,在热媒管逍 H
安装热水表,计量热媒水的使用量 .

水力Π热 热交换站室的热煤水需要计壁热媒水耗热量时,在热
媒管道

"儒
要安装热量表.热量表是一种适用于l,l量在热交换环路

i丨 i,载热液体所吸收或转换热能的仪器。热壁表是通过测量热媒流
屉和焓并值来计笄出热量损耗,热坩损耗—般以

“
臼

”
或m旷表示 ,

也有采用
“
kwh”表示.在水加热 `换热器的热媒进水竹和热媒回水

管上安装温度传感器 进行热量消耗计量.热水表可以汁量热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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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但是不能计量热量的消耗璧,赦热水表不能替代热贵表 .

热媒为蒸汽时 ,在蒸汽管道上需要安装蒸汽流量计进行计量.

水加热的热源为燃气或燃油时.需要设燃气计量表或燃油计坩表

进行计量.

514 水泵是耗能设备 ,应该通过计箅确定水泵的流童和扬程 .含

理选择通过节能认证的水泵产品氵减少能耗。水泵节能产品认证书

由中同节能产品认证中心颁发.

给水泵节能评价值是按现行国家标准 《清水莴心泵能效限定

值及节能评价值》cB!叨62的规定进行计箅、查表确定的.泵节能

评价值是指在标准规定沉试条件下,满足节能认证要球li达到的

泵规定点的最低效率.为方便设计人员选用给水泵时了解泵的节

能评价值 ,参照《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手册》中⒖型单级单吸水泵

小WΛ型多级单吸水泵和DL型多级单吸水泵的流最 扬程、转速数

据 ,通 过计算和查表 ,得出给水泵节能评价值 ,见表6~表8通过计

算发现 ,同样的流量、扬程情况下 ,,QOOf/mln的 水泵比!邯 lrrmh的

水泵效率要嵩2%~4%.建议除对噪音有要求的场合 ,宜选用转速

”∞〃mh的水泵 .〉

柒6 ⒖型单墩卓叹蛤冰泵节馆抨价亡

浼量(mh) 扬稆(m) 转速 (iri h) 节能评Il0值 (%)

!2‘

⒛ ⒓“Ⅺ 砭

2咖 ;‘

⒛00 ‘3

∶∶9lXl 57

⒛ 00 51

西

20 2哂 7!

;2 2“⒑ 臼

jo 29∞ 6!

80 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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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最(mh〉 扬捏(m) 转速(irm血
) 节能评价值〈%)

00

225 29{η 72

3‘ 2蛔 鸫

53 29∞ ‘a

钟 2qⅪ

2咖

s0

⒛ 2900 ,7

32 2咖 ●
`

50 狮

80 2咖 '
ψ

!西 2咖 59

ω

24 2蛔 78

36 2咖 76

54 驭 Ⅺ 7a

2咖 ‘,

2帅 ω

】00

⒛ 290o 80

2蛔 m

50 29∞

80 2蛔 ,4

!犭 2900 68

!2φ

575 ⒓q如 79

2蛔

!325 狮 7ll

⒉η

50 2∞0 8,
go 2qln

2900 7‘

⒛

妇 5 2哂

氵2 29∞

!,ll 2咖 砂

注;表中列

"节
能评价值大于50%的水泵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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艹 7 了sW^型多缀{吸宙心垮水汞节茁评价ii

流量〈m玩 ) 单级扬瞿(m〉 转速〈山 m) 节能评价偾(%)

!5 9 !筋0

!8 0 14;o

9 l"50 ω

30
";

!450 ‘2

a6 !!5 !450 “

!l‘ 145φ 66

62 15‘ l灬0 ‘7

69 !56 !4so ‘8

72 2!‘ ∶4;o “

尔0 !5‘ !450

m 2】 ‘ !450 ω

!o之; 2!6 14;0 70

m !480 ,2

!!9 ao !4go 鸫

!9】 30 !4s0 74

表 0 0L多皱曰心绔水泵节伲评价亡

流景〈m阢 ) 常级扬程(m〉 转速〈〃min) 节能评价僚〈%)

9 2 】0j0 43

!2‘ 2 !460 49

2 1450

2 !450 54

ao 2 l灬o ‘!

j24 2 l灬o ω

2 :4s0 ‘a

504 2 10;o ‘7

‘5 16 2 14;0 ‘9

,2 2 !450 70

!∞ 2 】4so 7】

!跖 2 !4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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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节能评价侑计箅与水泵的流量、扬程、比转速有关 ,故 当采
用其他类型的水泵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
及节能评价值粘B!9%⒓ 的规定进行计算、杳表确定泵节能评价值 .

水泵比转速按下式计算÷

nF n““<〃a留 ,

式中:←— 流̄塾 m弘 )〈 双吸泵计箅流量时取Q⒓ 、
艹——扬程(m)(多级泵计算取单级扬稆、

-转 速〈r/lnh);

m  比转速 ,无 lHL纲 .

按现行

"家
标准 《清水莴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CB!叨62的有关规定,计算泵规定点效率值、茱能效限定值和节能
评价值。

工程项 H中所应用的给水泵节能评价值应由绐水泵供应商提
供,并不能小于现行目家标准《清水离'心泵能效踉定值及节能评价
值》cB!9%2的限定值。

52 给水与排水系统设计

5.21 为节约能源 减少生活饮用水水质污染 ,馀 了有特殊供水安
全要求的建筑以外 建筑物底部的楼层应充分利用城镇给水管网
或小区给水筲网的水压直接供水.当城镇给水管网或小区给水管
阿的水压和(或 )水婕不足时 ,丿t狠据卫生安全、经济节能的原则选
用储水询节和(或 )加压供水方案.经当地供水彳亍政主符部

"及
供

水部门批准认可时,可采用直接从城镇绐水管网吸水的蚕压供水
系统 .

522 本 条 依据 国家标 淮 《建筑 给水 排 水 没计 规 范 》
cn5oo!5~2∞3〈 ⒛∞年版 )笫332条的规定.加压站位置与能耗也
布很大的关系,如果位餐设置不合理氵会造成浪费能耗.

s2: 为避免因水压过高弓|起 的用水浪费,给水系统应竖向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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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每区供水压力不大于m5Mh,合理采取减压限流的节水措施。

524 当给水流量大于!Om⒕时 ,变频组△作水泵由2仵 以上水泵

组成比较含理 可以根据公共建筑的用水童、用水均匀性合理选择

大泵、小泵搭配 .泵组也。T以配置气压罐 .供小流量用水,避免水泵

频繁启动,以降低能耗 .

52⒗ 除在地下宦的厨房含油废水隔泊器(池 )排水、中水源水、问

接排水以外 ,地面以上的生活污、废水排水采用重力流系统直接排

至窒外管网,不需要动力,不需要能耗.

53 生活热水

5⒔ 1 佘热包括工业余热、集中空调系统制冷机组排放的冷凝热、

蒸汽凝结水热等.

肖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时,为倮证热水温度恒定和倮证水质 ,

可优先考虑采用集热与辅热设备分开设置的系统。

曲于集中热水供应系统采用直接电加热会耗费大量电能 :若

诌地供电部|i鼓励采用低谷时段电力,并给予较大的优惠政策时 .

允许采用利用谷电加热的蓄热式电热水妒,但必须倮证在堆时段

与平时段不使用 ,并设有足够热容壁的蓄热装置.以最高日生活热

水量5m)作 为眼定值 ,是以酒店钅活热水用量进行 r测箅 ,酒 店一

般最少16套客房氵以每套客房z床计算,取最高日用水定额!60u

(床 口),则最高H热水逯为4Bm=,故 当最高日生活热水量大于‘m1

肘,尽可能避免采用直接电加热作为主热源或集中太阳能热水系

统的辅助热源 .除非当地电力供应富裕、电力需求侧管理从发电系

统整体效率角度,有明确的供电政策艾持时,允许适肖采用直接电热∷,

根据当地电 ,j供应状况 .小型集中热水系统宜采用夜间低谷

电直接电加热作为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

5∴2 公共建筑中宾馆、医院等集中供应热水及热水屉使用较大

的建筑物 ,应采用集中供热水系统 ,并宜采用锅炉房为辅助热源 ,

联合供热.

534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除有其他用蒸汽要求外,不宜采用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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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燃油锅炉制备高温、高压蒸汽冉进行热交换后供应+活热水的
热源方式 是因为蒸汽的热燎比热水要高得多,将水由低温状态加

热至高温 高爪蒸汽冉通过热交换转化为牛活热水是能童的高质
低用,造成能源浪费 丿讧避免采用 ,睬院的中心供应中'心

(窒 )酒店
的洗衣房等有斋要用热汽的要求 ,锦要设摅汽锅炉 ,制备牛活热水
可以采用汽一水热交换器.其他没有用蒸汽要求的公共建筑可以利
用△业余热、废热、太阳能、燃气热水炉等方式制备生活热水.

5;5 为 「有效地规范闰内热泵热水机(器 〉市场 ,加快设备制造
厂家的技术进步,现彳i闼 家标准《热泵热水机(器 )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X;n⒛54!将热泵热水机能源效率分为!23、45五个等
级 ,】 及表示能源效率垠高 ,2级表示达到节能认证的最小值,34级
代装 r我田多联机的平均能效水艹 ,5级 为标准实施后市场准人

值,表535中能效等级数据是依据现行国家标准《热泵热水机(器
)

能效限定伍及能效等级》C咖“1屮能效等级2级编制,在设计和

选用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时,推荐采用达到节能认证的产品.摘录
白现行间家标准 《热泵热水〃1(器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Cn2呖41中热泵热水机(器 )能源效率等级比表9.

装0 热泵热水枧 【蓠 )0莒 邂敖车告级指标

制热量
(κⅢ )

形式 珈热方式
能效等级“)p(Ⅲ

'V)
l 2 3 4 5

H(!0ΚΨ
普通型

一次加热式 循环力Ⅲ热式 46 04 41 39 ⒊7

静苍加热式 42 40 a‘ a4

低溢型 一次加热式 循环”n热式 ;8 a6 34 32 30

H≥ !0κ 耵

宵逍剧

一次加热式 4‘ 4‘ 4! a,

环
热

循

珈

不提供水泵 46 44 41 a7

提供水泵 45 43 40 a6

低洫型

一次加热式 ⒊9 a? 35 ∶}!

环
热

循
加

不提供水某 a, ;7 33 3!

提供水泵 ⒊6 34 0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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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较适用干夏季和过渡季节总时何长地

区;严寒地区使用时需要考虑机组的经济性与可靠性 ,在室外温度

较低的△况下运行 ,致便机组制热C0P太低 ,失去热泵机组节能优

势时就不宜采用.

一般用于公共建筑午活热水的空气源热泵热水矶刑大干

!OkW,敌 规定制热最大于10kW的热泵热水机在名义制热 工况和

规定条件下 ,应满足性能系数〈Cop)限定值的要求.

选用空气源热泵热水枧组制备生活热水时应注意热水出水温

度 在节能设计的同时还要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对生活热水的卫生

要求.一般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热水出水温度低于ω℃,为避免热

水管网中滋生军团茵,需要采取措施抑制细菌繁殖.如定期每隔 !

周~2周 采用邗℃的热水供水—天,抑 fl细茵繁殖生长 ,但必须有用

水时防止烫伤的措施 ,如设置混水泅等,或采取其他安全有效的消

毒杀菌拮施。

5j6 本条对水加热 热交换站室至最远建筑或用水点的服务半

径作了规定 ,限制热水循环管网月艮务半径 ,一是减少管路上热量损

失和翰送动力损矢;=是避免管线过κ,管网未端温度降低 ,管网

内容易滋生军团菌 .

要求水加热、热交换站窒位置尽可能靠近热水用水量较大的

建筑或部位 ,以及设置在小区的中心位置,可 以减少热水管线的傲

设长度 ,以降低热损耗,达到节能目的。

铂 J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CB5∞ 15中规定 ,办公楼集中盥

洗室仅设有洗手盆时 ,每人每臼热水用水定额为5L-!0△ ,热水用

量较少 ,如设置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管道长 ,热损失大 ,为保证热水

出水温度还需要设热水循环泵 ,能耗较大 ,故限定仅设有洗手盆的

建筑 ,不宜设计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办公建筑内仅有集中盥洗

窒的洗于盆供应热水时,可采用小型储热谷积式电加热热水器供

应热水 .

对于管网输送FF离较远、用水量较小的个别热水用户(如需要

供应热水的洗手盆 ),肖距离集中热水站窜较远时,可 以采用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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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加热方式 ,不需要为个别的热水用户敷设较长0j热水管道 .避

免造成热水在管道擒送过程中的热损矢。

热水用量较大的用户 ,如浴室、洗衣房、厨房等,宜设计单独的
热水回路 ,有利于笤理与计量.

5JB 使用生活热水需要通过冷、热水混合后调整到所需要的使
用温度。故热水供应系统需要与冷水系统分区一致 .倮证系统内冷
水 热水压力平衡,达到节水 `节能和用水舒适的目的,要求按照现
行阃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CB‘∞灬和《民用建筑节水
设计标准》CB5灬$有关规定执行。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要求采用机械循环 .倮证干管、立管的热水
循环,支管可以不循环 ,采用多设市管的形式 ,减少攴管的长度 ,在

倮证用水点使用温度的Fol时也需要注意节能.

5a9 本条规定了热水管道绝热计箅的基本原则 .生活热水管的
倮温设计应从节能角度出发减少散热损失。

6j10 控制的基本原则是 :(!)让 设备尽可能高效运行;(2)让相

同型号的设备的运行时问尽盘接近以倮持其Fol样 的运行寿命 (通

常优先启动累计运彳亍小时数最少的设备 );〈 3)满足用户侧低负荷
运彳亍的镭求 ,

设备运行状态的监测及故障报警是系统监控的一个基本内
容。

集中热水系统采用风冷或水源热泵作为热源肘,当装机数量
多于3台时采用机组群控方武 ,有一定的优化运行效果 ,可以提高
系统的综合能效 .

由于工程的情况不同,本条内容可能无法完含包含一个具体
△程中的监控内容.因此设计人还需安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确定一

些应监控的参数和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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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电 气

C1 -般 规定

‘1j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可以自动控制建筑设备的启停,使建筑

设备工仵在含理的工况下,可 以大量节约建筑物的能耗。现行国家

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ⅪBm314对设置有详细规定.

62 供配电系统

62, 不但配变电所要靠近负荷中心,各级配电都要尽量减少供

电线路的距离。
“
配变电所位于负荷中心∷ 直̄是 -个概念,提倡

配变电所位于负荷中心是电气设计专业的要求,但建筑设计需要

整体考虑,配变电所设置位置也是电气设计与建筑设计协商的鲒

果,考虑配变电所位于负荷中'u主要是考虑线统的电压降不满足

规范要求时 ,需加大线缆截面 ,浪费材料资源 ,同时 ,供电距离长 ,

线损大 ,不节能涨⒛⒆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拮施——电气》

第313条第2款规定 :“低压线路的供电半径应根据具体供电条件 ,

干线一般不超过加lhn.当供电容量超过m弧w(计箅容壁 ),供电距

离超过”0m时 ,官考虑增设变电所气 且】nC标准也在考虑
“
当建筑

面积 )蛔 、需球容量 )”ωkVA时 ,用 多个小容蛋变电所供

电∴ 敌以变电所到未端用电点的距离不超过笏0m为宜.

在公共建筑中大功率用电设备,主要指电制冷的冷水机组 .

劬 3 低损耗变压器即穸载损耗和负载损耗低的变压器.现行配

电变压器能效标准国标为 《
=相

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Ⅺ B⒛052.

臼 4 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计箅可参照现行同家标淮 《电力变爪

器经济运行》◆B″ ⒔462.配电变压器经济运行计箅可参照现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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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标准《配电变压器能效技术经济评价导则》¤口Tm6.
‘2s 系统单相负荷达到2o%以上时 ,容易出现

=相
不平衡 .且各

相的功率囚数不-致 ,故采用部分分相补偿无功功率.

‘⒉‘ 容量较大的用电设备一般指单台ACmoV供 咆的小0kw及
以 H的用电设备,功 半因数较低一般指功率因数低于08离配变
电所较远一般指距离在150m左右.

‘29 大型用电设备、大型可控硅调光设备—般指小OkW及 以上
的设备.

6a 照明

6a1 现行囚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CB60034对办公建筑
`

商店建筑 旅馆建筑、医疗建筑 教育建筑、博览建筑 会展建筑、交
通建筑、全融建筑的照明功率密度值的眼值进行了规定,提供了现
行值和目标值 .照明设计时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含该标准规定
li现行值.在 国标中其相关条文是必须执行的强制性条义亏因此将
此项作为电气设计节能判断的内容 .

6∴2 目前闽家已对5种光源和0种镇流器制定了能效眼定值、节
能评价值及能效等级,相关现行同家标准包括 :《单端荧光灯能效
眼定值及节能评价值》cB!94!j、 《普通照明用双端荧光灯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B”∝3、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CB!∞仰、《高压钠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CB
!外

"、
《金属卤化物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CB⒛oM、《管型荧

光灯镇流器能效眼定值及能效等级》◆B17⒆ 6、《高压钠灯用镇流
器能效眼定值及节能评价值议)B19594、《金属卤化物灯用镇流器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CB200臼 。

6sa 夜景照明是建筑景观的-大亮点,也是节能的重点.

6j4 光源的选择原则.

1 通常同类光源中单灯功率较大者 ,光效高 ,所以应选单灯
功率较大的,但前提是应满足照度均匀度的要求.对于直管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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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 ,根据现今产品资料,长度为12蹁m左右的灯管光效比长度

ω鲕 m左右(即m型⒙w,T5型】4耵 )的灯管效率高 ,再加上其镇流

器损耗差异,前者的节能效果十分明显.所以除特殊装饰要求苦

外,应选用前者(即⒛W~灬W灯管 ),而不应选用后者ll4W~18Ⅲ

灯管 )。

与其他高强气体放电灯相比,荧光高压汞灯光效较低 ,寿命也

不长,显色指数也不茼,散不宜采用。自镇流荧光高珏汞灯光效更

低,敬不应采用。

2 按照现行同家标准《电磁兼容 限值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

备每相输人电流≤!6A)》CBl,m5 1对照明设备〈c类设备 )谐波

眼值的规定 ,对功率大于2bW的放电灯的谐披限值规定较严 ,不会

增加太大能耗 ;而对≤邪W的放电灯规定的谐拔眼值很宽(3次谐

波可达“%).将使中性线电流大大增加 ,超过相线电流达25倍以

上,不 +l于节能和节材.所以≤邪W的放电灯选用的镇流器宜满足

下列条件之一 :〈 l)谐波眼值符合观行国家标淮《电磁兼容 眼值 谐

波电流发射眼值(设备每相输人电流≤16A)》CB1762j!规定的功

率大于小W照明设备的谐披限值 :(2)次谐波电流不大于蓥波电流

的
"%.7 室外崇观照明不应采用高强投光灯、大雨积霓虹灯、彩 ll

等高亮度、高能耗灯具,应优先采用高效、长寿 安令、稳定的光源 ,

如高频无极灯、冷阴极荧光灯、发光
=极

管(△En)照明灯等.

“ ‘ 当灯具功率因数低于0郫肘氵均应采取灯内单灯补偿方式 ,

63‘ 一般照明保璋-般均匀性 ,局部nR明保障使用照度 ,但要两

耆相差不能太大.通道和其他非作业区域的—般照明的照度值不

肓低于作业区域—般照明照度值的!”。

‘⒊7 漫射发光顶搠的照明方武光损失较严重,不利于节能.

⒍咽 集中开 关控制有许多种类 如建筑设备监控(BA)系 统的

开关控制、接触器控制 `智能照明开 关控制系统等,公共场所照明

集中开 关控制有利于安全管卿 ,适宜的场所宜采用就地感应控制

包括纟r外 、雷达 `声波等探lml器的自动控0il装置 ,可 自动开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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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控制,通常推荐采用.但医院的病房大楼、中小学校及其学生
宿舍 幼儿园(未成年使用场所 )、 老年公寓 酒店等场所 ,囚病人、
小孩、老年人等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人,在灯光明暗转换期问极易
发生踏空等安伞察敌;酒店走道照明出于安全监控考虑需倮证一
定的照度 ,因此上述场所不甯采用就地感应控制.

人员聚集大厅主要指报告厅、观众厅 宴会厅、航空客运姑、商
场背业厅等外来人员较多的场所。智能照明拄制系统包括开、关猁
或调光型控制 ,两者都可以达到节能的日的,但舒适度 价格不同.

建筑红线范围内的建筑物设晋景观照明时.应采取集中控制
方式 ,并设置平时 一般节日、重大节日等多种模式.

自然采光不能满足照明要求的场所 ,采用导光、反光装置等方
武 ,将天然光弓丨人室内,作为人工照明的补充.夭然光导管、反光系
统只能用于一般照明的补充,不可用于应急照明。

这些场所充分利用自然光照明,但在外界自然光不足时,室 内
仍然要依赖电光源照明,可以是电光源灯具提供照明,也可以是电
光源通过导光管、漫射器提供照明。例如:将uo光脲肓导光管结
舍后,漫射器夜间可以根据控制要求由LF0补充光通量、调节色
温,因此 ,导光管不局限在对自然光的利用.利用好导光管照明,可

以发挥自然光照明作用 ,节约电能 ,创造丰富场景 ,还 可以将电光
源发热号室内帘调环境 电磁敏感环境隔禽开 满足吏多需求.当
采用导光管时应避免管路过长或出现非钝角拐弯,电光源布置应
与导光管和漫射器配舍。

利用向然光照明的场所.应通过照明控制削减人△电光源耗
电最 ,可 以手动 ,更宜自动控制电光源的开关或进行调光控锕 ,削

减臼间丹灯功率 时长 ,降低人工照明电能消耗墩.

当建筑考虑设置电动遮阳设施时,照度宜可以根据需要自动

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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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再生能源应用

71 -般 规定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1再生能源法》规定 ,。1再生能源是指风

能、太阳能 水能、生物质能 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日 前 ,

可在建筑中规模化使用的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浅层地热能和太阳

能 ,《芪用建筑节能条例》规定 :闰家鼓励和挟持在新建建筑和既有

建筑节能改造中采用太阳能 地热能等nj再牛能源.在具备太阳能

利用条件的地区 应当采取有效措施 ,鼓 l0i和扶持单位 个人安装

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照明系统、供热系统、供暖制冷系统等太阳

能利用系统 ,

在进行公共建筑设计时 ,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呵再{能源

法》和《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等法律法规,在对当地环境资源条件的

分析与技术经济比较的轱础上,结含曰家与地方的弓|导与优惠政

策,优先采用可再生能源利用措施 .

712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规定丿寸具备可再生能源利用条件的

建筑 ,建设单位应当选择合适的可再生能源 ,用于供暖、制冷、照明

和热水供应等;没计单位应肖按照有关。∫再生能源利用的标准进

行设计.建设可再生能源利用设施,应当与建筑主体丁程同步设

计 同步施二:、 同步验收。

日前 .公共建筑的可再生能源mil用 的系统设计(例如太阳能热

水系统设计 ),与 建筑主体设计脱节严重 ,因此要求在进行公共建

筑设计时,其可再生能源利用设施也rˉ与丰体工程设计同步,从建

筑及规划开始即应涵盖有关内容,并贯穿各专ilL设计全过程.供

热 供冷、生活热水、照明等系统中应用可再生能源时 ,应与相应各

专业节能设计协调-致 ,避免出现因节能技术的应用而浪费其他

资源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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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⒈● 利用可再生能源应本者
°
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电 网调节

”
的

原则.宜接并网供电是指无苗电池 ,直接供给负荷 ,并不送至 H级
电网,

△!彳 捉出计且装謇设置要求 ,适应节能管理与评估△作要求.现
行同家标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程评价标准》◆B″ m8o"寸可
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均作艹l「规定 设计时
宜设置相应计女装置 ,为节能效益评估提供条件.

715 对于大型公共建筑 ,锊能化系统应实现各类用能、用水系统
及没备的监测、控制、计量统计、分析等功能,宜具备展示功能 ,

72 太阳能利用

冫.2⒓ 太阳能利用与建筑—体化是太阳能应用的发展方向,lz合
埋选择太阳能丿t用—体化系统类型、色洋 `矩阵形式等丿在倮证光
热、光伏效率的前提下 ,应尽可能做到与建筑物的外圃护结拘从建
筑功能、外观形武、建筑风格、立面色调等协调一致 ,使之成为建筑
的有机组成郜分。

太阳能应∫

"一

体化系统安装在建筑屋面、建筑立面 `阳 台或建
筑其他部位 ,不得影响该部位的建筑功能令太阳能应用一体化构件
作为建筑鬲护结构肘 ,其传热系数、气密性、遮阳系数等热工牲能
应满足相关标淮的规定;建筑光热或光伏系统组件安装在建筑透
光部位时,应满肚建筑物室内采光的最低要求 ;建筑物之间的距离
应符合系统有效吸收太阳光的要求,并降低二次辐射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系统组件的安装不应影响建筑通风换气的要求 .

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系统设计时除做好光热、光伏部件与建
筑结合外 还应符合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保证系统应用的安
伞性、可靠性和节能效益。日前,国家现行相关标准主要有 :《民用
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GB603“ 、《太阳能供热采暧
r程技术规范》CB ω眄5、《民用建筑太阳能空调jt程技术规范》
cn5oˉ矽 《民用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应用技术规范λ句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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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⒓ 3 太阳能与建筑相结合是耒来建筑节能l~用 中最重要的领域

之—.建筑物能为太阳能光伏光热系统提供足够的面积,不需要另

占七地;能省去光伏系统的支撑结构 省去输电费用,太阳能光伏

光热系统可以同时为建筑物提供电力和热能 ,具右较高的效率∷̄

太阳能光伏光热一体化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光伏组件的温度 ,

提高光伏发电效率 ,而 肚能够产生热能 ,从而大大提高 r太阳能的

转换效率.对光伏光热建筑—体化(B["厅 )系统的两种革要模式 :

水冷却型Wil空气冷却型系统.光伏光热建筑减少了墙体得热 ,政善

了帘内空调负荷状况,提高了建筑节能效果.

72" 大阳能倮证率是衡量太阳能在供热空调系统所能提供能盘

比例的一个关键参数,也是影响太阳能供热采暧系统经济性能的

重要指标.实际选用的太阳能保证率△系统使用期内的太Πi辐照、

气候条件 产品与系统的热性能、供热采暧负荷、未端设备特点 系

统成本和开发商的预期投资规模等因索有关.太阳能保证率影响

常规能冻替代量 进而影响造价 节能、环倮和社会效益.本条规定

的倮证率取值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l∶程评价

标准》CBr「 5mo1的有关规定 .

,28 太阳能集热器F0光伏组件的位臀设晋不当,受到前方障硌

物的遮挡 ,不能倮证采光面上的太阳光照时,系统的实际运行效果

和经济性会受到彩晌,囚雨对放置在建筑外闱护结构 ∴太阳能集

热器和光伏组件采光面 ∷的日照时问作出规定.冬至日太阳高度

角最低 ,接收太阳光照的条件最不利,囚此规定冬至日目照时问为

最低要求.此时采光面 H的 日照时数 ,娃综含考虑系统运行效果和

围护结构实际条件而提出的.

73 地源热泵及其它热泵系统

⒎;l 全亻F冷、热负荷不平衡 ,将 寻致地埋管区域岩⊥体温度持续

升高或降低 ,从而影响地埋管换热器的换热性能 ,降低运行效率∷

因此 ,地埋管换热系统没计应考虑令年冷热负荷的肜响.当两者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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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较大时,宜通过技术经济比较 ,采用辅助散热(增加冷却塔 )或辅
助供热的方武来解决,一方面经济+±较好 另一方面也可避免囚吸
热与释热不平衡导致的系统运行效率降低.

带辅助冷热源的混合武系统.由 于它可有效减少埋管数童或
地下(表 )水流量或地表水换热盘管的数墓,同肘也是倮脖地埋管
系统吸释热埕平衡的主要手段,已 成为地源热泵系统应用的主要
形武 .

9j2 地源热泵系统设计要求 .

地源热泵系统的能效除与水源热泵机组能效密切相关外 ,受

地源l9l及用户倒循环水泵的输送能耗影响很大,设计时应优化地
源侧环路设计 ,宜采用根据负荷变化调节流量等技术措施 .

对于地埋管系统 ,配合变流量措施 ,可采用分区轮换闸歇运行
的方式 ,使岩土体温度得到有效恢复,提高系统换热效率 ,降低水
泵系统的输送能耗.对于地下水系统丬设计时应以提高系统综舍性
能为目标,考虑抽水泵 l百 水源热泵机组能耗间的平衡 .确定地下水
的取水量.地下水流量增加 ,水源热泵机组性能系数提高,但牡水
泵能耗明显增加;相反地下水流量较少 ,水源热泵机绲性能系数较
低 ,但抽水泵能耗明显诚少,因此地下水系统设计应在两者之间寻
找平衡点 ,同时考虑部分负荷下两者的综合性能 ,计箅不lol△况下
系统的综合牲能系数 ,优化确定地下水流最.该项工作能有效降低
地下水系统运行费用.

表,32为国家标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丨程评价标准》cB″
5帕0!对地源热泵系统能效比的规定 ,设计时可参考 .

艹7a2 地洒热泵泰绗性能纽珈轫分

〔况 !级 2级 a级

锕热性能系数 coP Cl)p≥ a5 ;0≤ (】oP<15 2⒗≤C(〉 1·
(亠o

制冷能效比EER HER≥ a, 34≤
"ER<a9

30≤ EHR<34

!68



9⒔ 3 地源热泵系统设计参数匹配要求.

不同地区岩土体、地下水或地表水水温差别较大,设计时应按

实际水温参数进行设备选型。末端设备应采用适合水源热泵机组

供、回水温度的特点的低温辐射末端 ,保证地源热泵系统的应用效

果.提高系统能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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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共建筑能耗监测与计量

g{ -钮 规定

g】 2 公共建筑物能耗监测系统的分类能耗监测项日通常包括 :

电员 水量、燃气垦(大然气量、煤气量 )、 集中供热系统的能耗昱、
集中供冷系统的耗冷婕以及其他能源的消耗量 〈如集中热水供

`讧量 `煤 、油 可冉牛能滁等 ).

$】 J~B1‘ 数据采集的方武应符合公共建筑能耗监洲系统的设
计陈满足阃家标准 《公共建筑能耗远程检浏系统技术规程》
1CJ`” 85外 还应满足《青海省促进绿色建筑发展办法》及青海省
现行有关规范和标准的的规定.

公共建筑能耗数据采集方式分为自动采集和人△采集两种方
武.其中,建筑中的电、水、燃气、集中供热(冷 〉及建筑物直接使用
的可再t能源等通过能耗计量装置自动获得实时数锯 囚此应采
用自动实时采集方武;对于建筑基本情况数锯采集指标和建筑物
耗煤(液化石油气 人工煤气、汽油、柴油、煤油 )竿能耗岌 在无法
实现自动采集的情况下 ,Ⅱr以采用人工采集、人△输人能耗的监淑I

数据的方式 .

⒏1臼 新建、扩建和政建的公共建筑在配电系统的规划、设计阶段
考虑能耗远程监测系统的建设要满娃相关的技术要求,并 与配电
系统同步设计 施△、验收《这。I降低能耗监l9l系 统的建设难度 .减

少孟复性△仵 .

⒏】9 L级数据中'心有上级能耗监管中'心管理,它对辖区内的大
型公共建筑能耗进行管理、分析和处理的区域‖能耗管理中心 ,上

级能耗监管中心—般设置在市(州 )、 省-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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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2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监汊、控制与计呈

8⒓ 1 为了节省运行中的能耗 ,供暖通风与帘调系统应进行必要

的监浏与控制 .

⒏2⒓ 本条引用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BjOlB9中 强制性条

文,应按强锎性条文执行 .

加强建筑用能的量化管卿 ,是建筑节能⊥作的需要 ,在冷热源

处设置能量计盘装置 ,是实现用能总量童化管理的前提和条件 ,同

时在冷热源处设置能童计量装置利于相对集中,也便于操作。

供热锅炉房应设燃煤或燃气 燃油计量装置.制冷机房内,制

冷矶组能耗是大户,同时也便于计量 ,囚此要求对其单独计童.直

燃型机组应设燃气或燃油计量总表,电制冷饣1组总用电量应分别

计量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规定 ,实行集中供热的建筑应当安装供

热系统调控装置、用热计量装置和室内温度调控装置 ,因此 ,对锅

炉房、换热机房总供热量应进行计量 ,作为用能量化管理的依据 .

日前水系统
“
跑冒滴漏

”
现象普遍 ,系统补水造成的能源浪费

现象严重|因此对冷热源站总补水量也应采用计量手段加以控制.

B" 集中空调系统的冷量和热量计壁和集中供热热计量一样 ,

是一项重要的建筑节能措施。设置能量计量装置不仅有利于管理

与收费,用户也能及时了解和分析用能情况 ,加强管理 ,提高节能

意识和节能的积极性 ,自 觉采取节能措施。目前在我国出租型公共

建筑中,集 中空调费用多按照用户承租建筑面积的大小 .用面积分

摊方法收取 ,这种收贫方法的效果是用与不用—个样 用多用少一

个样 ,使用户产生
“
不用白不用

Ⅱ
的心卿 ,使窒内过热或过冷 .造成

能源浪贫,不利于用户健康 ,还会引起用户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

公共建筑集中空调系统 ,冷 、热景的计量也。1作为收取空调便用费

的依据之一 ,空调按用户实际用量收费是今后的一个发展趋势.它

不仅能够降低空调运行能耗.也能够有效地提高公共建筑的能源

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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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已有不少单位和企业 ,对集中空调系统的冷热蚩汁量原
理和装置进行丁广泛的研究和开发,并与建筑自动化(BA)系统和丨

合理的收费制度结含 ,开发了一些。1用于实际⊥程的产吊.当系
统负扭有多栋建筑肘 ,应针对每栋建筑设受能量计量装受;同 时 ,

为了llo强 对系统的运行管理 要求在能源姑房(女Π冷冻机房、热艾
换站或锅炉房竿)应 lon样设鹭能量计量装臂.但如果空调系统只是
负扫—栋独讧的建筑 ,则能址计量装置可以只设于能源站房内.当

实际慵况要求并且具备相应的条件时.推荐桉不同楼层、不Fol室 lRl

区域、不同用户或房 。l设置冷、热量计量装置的做法 .

B△4 本条刂用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60!”中强制牲条
文,应按强制性条文执行。

本条义针对公共建筑项目中自建的锅炉房及换热机房的节能
拴制捉出了明确的要求.供热量控制装置的主要日的是对供热系
统进彳i总体调节,使供水水温或流唐等参数在倮持宦内温度的前
提下,随室外帘气温度的变化进行调整,始终倮持锅炉房或换热秽1

房的供热量与建筑物的需热量基本一致,实现按需供热 ,达到最佳
的运行效率和最稳定的供热质量。

气候补偿器是供暖热源常用的供热量控制装置,设鹭气候补
偿器。n,可以通过在时间控制器上设定不同时阃段的不同窀温节
省供热量 ;合理地匹配供水流量和供水温度 ,节省水泵电耗 ,倮证
散热器恒温阀等调节设备正常工作 ;还能够控制—次水同水温度 ,

防止回水温度过低而减少锅妒寿命.

虽然不同企业生产的气候补偿器的功能和控制方法不完含相
Fol,但气候补偿器都具有能根据室外空气韫度或负荷变化自动政
变用户侧供(回 )水温度或对热媒流量进行调节的募本功能 .

⒏2‘ 供热童控制调节包括质调节(供水温度 )和逯调节(供水流
量 )两邯分,需要根据窒夕卜气候条件和末端儒求变化进行调节.对
于未设集中控制系统的t程 ,设置气候补偿器和时间控0il器等装
置来实现本条第2款和第3款的要求 .

对锅炉台数和燃娆过程的控制调节,可 以实现按需供热 ,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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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运彳亍效率,节省运行能耗并减少大气污染。锅炉的热水温度、

烟气温度、烟道片角度、大火、中火、小火状态等能效相关的参数应

上传至建筑能量管理系统,根据实际需求供热童谪节锅炉的投运

台数和投人燃料量。

B2‘ 本条弓丨用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l准》CB50!B9中 强制性条

文 ,应按强制性条义执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
=十

七条规定 |使用空调供

暖、制冷的公共建筑应当实行室内温度控制制度.用户能够根据自

身的用热需求,利用空调供暖系统中的调节阀主动调节和控制室

温,是实现按需供热、行为节能的前提条件。

除未端只设手动风量开关的小型工程外,供暖空调系统均应

其备窒温自动调控功能.以往传统的宦内供暖系统中安装使用的

手动调节阀,对室内供暖系统的供热量能够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

但因其缺乏感温元件及自力式动作元件,无法对系统的供热员进

行自动调节 ,从而无法有效利用室内的自由热 ,降低了节能效果。

因此,对散热器和辐射供暖系统均要求能够根据室温设定值自动

调节。对于散热器和地面辐射供暖系统,主要是设置自力式泪温

阀、电热阀、电动通晰阀等。散热器恒温控轲阀具有感受室内温度

变化并根据设定的室内温度对系统流壁进行自,J式调节的特性 ,

有效利用室内自由热从雨达到节省室内供热量的日的.

ε2` 冷热源机房的控制要求 .

1 设备的颀序启停和连锁控制是为了倮证设备的运行安全 ,

是控制的蓥本要球.从大量⊥程应用效果看 ,水 系统
“
大流壁小温

差
Ⅱ
是个普遍现象。末端空凋设备不用时水阀没有关闭,为保证使

用支路的正常水流盘 ,导致运行水泵台数蹭加 .建筑能耗增大.因

此,该控制要求也是运行节能的前提条件 .

2 冷水机组是暖通空调系统中能耗最大的单体设备 ,其台数

控锕的募本原则是保证系统冷负荷娑求,节能目标是使设备尽可

能运行在高效区域.冷水机组的最高效率点通常位于该机组的某

一部分负荷区域 ,因此采用冷蚩控制方武有利干运行节能.亻甩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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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监测冷坩的元器件和设备价格较高,因此在有条件时(如采用
FDDC控制系统肘 ),优先采用此方武.对于一级泵系统冷机定流
量运行时 ,冷量可以简化为供回水温差 ;当供水温度不作调节时 ,

也可筒化为总回水温度来进行控+l,Πi程 中需要注意筒化方法的
使用条件 ,

0 水泵的台数控制应倮证系统水流量和供水压力
`供

回水压
差的要求 .节能目标是使设备尽可能运行在高效区域∷)水泵的最高
效率点通常位于某一部分流量区域.因此采用流量控制方式有利
于运彳亍节能.对于一级泵系统冷机定流量运行时和二级泵系统 ,—

级泉台数△冷机台数相同,根据连锁控制即可实现 ;而一级泵系统
冷机变流量运行时的一级泵台数控制和

=级泵系统中的二级泵台
数拄制推荐采用此方武令曲于价格较高且对安装位置有—定要球 ,

选择流量和冷量的监洲仪表时应统一考虑.

4 二级泵系统水泵变速控制才能倮证符合节能要求 ,二级泵
变速调节的节能目标是减少设备耗电最.实际工程中,有压力

`斥差控制和温差控制等不同方式 ,温差的浏量时间潞后较长,压差方
式的控制效果相对稳定.而压差测点的选择通常有两种 :(!)取水
栗出口主供、t。l水管道的压力信号.由于信号点的距离近 ,易 于实
施。(2)取二级泵环路中最不利末端回路支管上的压差信号,由于
运行调节中最不利未端会发哇变化 .因此需要在有代表仳的分支
管道 L各设置-个 ,其中有一个压差信号未能达到设定要求时,提

鬲二次泵的转速,直到满足为止 ;反之 ,女Π所有的压差信号都超过
设定值 ,则降低转速.显然 ,方法(2)所得到的供回水压差吏接近空
调未端设备的使用要球 ,囚此在倮证使用效果的前提下 ,它的运行
节能效果较前-种更好 但信号传筘距离远,要有可靠的技术倮
证.但若压差传感器设置在水泵出口并采用定FF差控制,9nl△水泵
定速运行相r0i,冈此 ,推荐优先采用压差设定值优化调节,j式以发
挥变速水泵的节能优势.

5 关于冷却水的供水温度 ,不仅与冷却塔风机能耗相关 ,更

会影晌到冷机能耗.从节能的观点来着 ,较低的冷却水进水温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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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提高冷水机组的能效比,但会使冷却塔风机能耗增加 ,因此对

于冷却侧能耗有个最优化的冷却水温度。但为了倮证冷水机组能

够芷常运行,提高系统运行的可靠性 ,通常冷却水进水温度有最低

水温限制的要求.为此 ,必须采取—定的冷却水水温控制措施。

通常有三种做法 :

(!)调节冷却塔风机运行台数 ;

〈” 调节冷却塔风机转速 :

(ω 供、回水总管上设置旁通电动阀氵通过调节旁通流量倮证

进人冷水机组的冷却水温高于摄低限值.

在〈!)、 (2〉两种方式中,冷却塔风机的运行总能耗也得以降

低。

‘ 冷却水系统在使用时 .由 于水分的不断蒸发 ,水中的离子

浓度会越来越高.为了防止由于高离子浓度带来的结垢等种种弊

病,必须及时排污.排污力法通常有定期排污和控制离子浓度排

污。这两种方法都可以采用自动控制方法 ,其中控制离子浓度排污

方法在使用效果与节能方面具有明显优点。

, 提高供水温度会提高冷水机组的运行能效 .但会导致耒端

空调设备的除湿能力下降、凤机运行能耗提高 .因此供水温度需要

根锯室外气象参数、室内环境和设备运行情况 ,综台分析整个系统

的能耗进行优化调节.因此 ,推荐在有条件时采用.

B 设备倮养的要球 ,有利于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也属于广

义节能范畴。

9 机房群控是冷、热源设备节能运行的一种有效方式 ,水温

和水萤等调节对于冷水机组 `循环水泵和冷却塔风机等运行能效

有不同的彤响,因此机房总能耗是总体的优化日标.冷水机组内部

的负荷调节等都由自带控制单元完成,而且其传感器设置在机组

内部管路上,浏量比较准确和全面。采用通信方式 ,可 以将其内部

监浏数据肓系统监控结合,倮证笫2款和第7款的实现 .

B⒓ g 含空气帘调系统的节能控制要求。

1 风阀、水阀与风机连锁启俘控制 ,是一顶基本挎制要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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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丁程中发现很多工程没有实朔,主要是南于冬季防冻保护需要

停风机 升水阀,这样造成夏季空调机组风机停时往往水阀还开 ,

冷水系统
“
大流量 ,小温差∴造成冷水泵辅送能耗增加、冷机效率

下降等后果,需要注意在需要防冻倮护地区,应设置本连锁控制与

防冻倮护逻辑的优先级 .

2 绝大多数公共建筑中的帘调系统都是间歇运行的,因此倮
llr使 用期间的运行是基本要求.推荐优化启俘时间即尽量提前系

统运行的停止时间和推迟系统运行的启动时闸,这是节能的重要

手段.

3 室内温度设定值对空调风系统、水系统和冷热源的运行能

耗均有影响.根据相关文献 ,夏季室内温度设定值提高 1℃ ,空调

系统总体能耗可下降‘%左右.因此 ,推荐根据室外气象参数优化

调节窒内温度设定值 ,这既是—项节能手段 ,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室

内人员舒适度和减少空调病。

4 新建建筑 酒店、高等学校等公共建筑和高等居住建筑同

时使用率相对较低 ,不使用的房间在空调供冷
`供

暖期 ,一般只关

闭水系统 ,过菝季节风系统不会主动关浙,造成能源浪费.

B,29 推荐设置常闭式电动通浙阀.风机盘管俘止运行时能够及

时关断水路 ,实现水泵的变流量调节 ,有利于水系统节能.

通常情况下,房间内的风机盘管往往采用室内温控器就地控
制方武.根据《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和《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等法律

法规,对公共区域风机盘管的控制功能提出要求 ,采用群控方武都
。1以 实现 .

1 曲于室温设定值对能耗的彤响,响应政府对空调系统夏季

运行温度的号召,要求对室温设定值进行限制,可以从监控机房统
—设定温度 .

2 风机盘管可以采用水阀通断
`调

节和风机分档
`变

速等不同

控iil方式.采用温控器控制水阀可保证各未端能够
“
按需供水∴以

实现整个水系统为变水量系统。

考虑到对窒温控制精度要求很高的场所会采用电动调节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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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寒地区在冬季夜间维持部分流量进行值班供暖等情况,不做统

一限定 .

B⒉10 在以排除房间发热量为主的遇风系统

"i,根

据房间温度控

制通风设备运行台数或转速,可避免在气候凉爽或房问发热蚩不

大的情况下通风设备满负荷运行的状况发生,既可节约电能 ,又能

延长设备的使用年限.

⒍2】1 对于商场、办公楼等每日车辆出人明显有高峰时段的地下

车库 .采用每日、每周时间程序控制风机启停的方法 ,节能效某明

显。在有多台风机的情况下,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启停不同的运

行台数的方式进行控制 .

采用 C0浓度自动控hil风机的启停(或运衍台数 ),有利于在倮

持车库内空气质量的前提下节约能源 ,但曲于C0浓度探测设备比

较贵,囚此适用于高洚时段不确定的地下车库在汽车开 停过程

中,通过对其革要排放污染物C0浓度的监测来控制通风设备的运

行。《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囚素》C口z2

1-2∞,规定一氧化碳 Bh时问加权平均允许浓度为⒛m业∴短时

间接触允许ωm扌″.

地下车库通风则为了排陈汽车尾气污染物。由于建筑性质不

同,地下车库在不同时间段进出汽车的频率并不相同 汽车库一氧

化碳浓度也随肘间不同.为节省通风机运行电耗 ,可以根据地下车

库的-氧化碳浓度改变通风设备的运行台数或控制通风设备的启

停,节省风机电耗。一氧化碳浓度检浏和控制装置应满足《青海省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B“厅⒑40中的相关规定。

臼2~12 对于间歇运彳i的空调系统 ,在倮证使用期阃满足要求的前

提下,应尽量提前系统运行的停止时间和推迟系统运行的启动时

间,这是节能的重要手段。在运行条件许可的建筑中,宜使用基于

用户反愤的控制策略包括最佳启动策略和分时再设及反馈策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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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3 电能监测与计工

Bj1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用能单位能源汁量器其配备和管理诵
贝刂》◆B!刀臼要求,次级用能单位为用能单位下滕的能源核算单
位.

电能自动监测系统是节能控制的基础,电能自动监浏系统至
少包括各层、各区域电量的统计、分析.2oo,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部与财政部联舍发布的 《关于加强闼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
共建筑节能管理丁作的实施意见》〈建科【2∞ 7】245号 )对 阃家机关
办公建筑提川|了具体要求

',

⒛08年6月 住房和城乡建没部发布了《因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
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洳系统分项能耗数据采集技术导则》,对能耗监
l,l提出了具体妻求.

θ‘2 建筑功能区域主要指锅炉房 换热矽1房等设备机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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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照明稀瘁用电是指建筑物内照明、插痤等室内设备用电的
总称∵,包括建筑物内照明灯其和从插座取电的窒内设备,如 汁算机
竿办公设备、lnl所排气扇等.

办公类建筑建议照明与稀座分项监测,其目的是监测照明△
插座的用电情况,检查照明灯具及办公设备的用电指标。肖未分项
计量肘 ,不利于建筑各类系统设备00能耗分布统计 ,难 以发现能耗
不舍理之处.

空谢用电是为建筑物提供空调、采暖服务的设备用电的统称 ,

常见的系统主要包括冷水机组 冷冻泵(—次冷冻泵 二次冷冻泵、
冷冻水加压泵等 )、冷却泵、冷却塔风机、风冷热泵等和冬季采嫒循
环泵(采暖系统中输配热量的水泵氵寸于采用外部热源、逅过板换
供热的建筑 ,仅包括板换二次泵;对于采用自备锅炉的 包括一

`二
次泵 )、 全空气机纽、新风机纟臣、空调区域的排风机、变冷媒流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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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机组。

若空调系统末端用电不可单独计量,空调系统未端用电应计

算在照明和插座子项中,包括220V排风扇、室内空询末端(风机盘

管、VAV、 VRV末端 )和分体式空调等。

电力用电是集中提供各种电力服务(包括电梯、非空调区域通

风、生活热水、自来水加压、排污等 )的设备〈不包括空凋采暖系统

没备 )用电的统称.电梯是指建筑物中所有电梯(包括货梯、客梯

消防梯 扶梯等 )及其附属的机房专用空调等设备.水泵是指除空

调采暖系统和消防系统以外的所有水泵,包括自来水加压泵、生活

热水泵 排污泵、中水泵等.通风机是指陈空调采暖系统和消防系

统以外的所有风机 .如车库通风矾氵厕所屋顶排风机等.特殊用电

是指不属于建筑物常规功能的用电设备的耗电量,特殊用电的特

点是能耗密度高、占总电耗比重大的用电区域及设备。特殊用电包

括信息中心、洗衣房、厨房餐厅 `游泳池 健身房、电热水器等其他

特殊用电.

Bj` 循环水泵耗电量不仅是冷热源系统能耗的一部分,而昆也

反映出输送系统的用能效率,对于额定功率较大的设备宜单独设

置电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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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眚道 与设备保沮及保冷厚度

F◆ 1 热价灬元rj相肖于城市供热 |热价阽元泥j相 肖于天然气
供热,表FO1的 o。l表条件为 :

! 按经济厚度计算.还贷期 6午 ,利息 10%,使用期 ⒓Od
(2880h).

2 柔性泡沫橡塑导热系数按下式计箅 :

人 σ̄034十 ll α”j丸               (!° )

式屮÷λ——导热系数卩
`(mK丬

;

l  绝热层平均温度℃。
J 离'j玻璃棉导热系数按下式计算÷

入 σ̄OJj+σ o∪0j⒎Ⅱ          (!i)
4 窜内环境温度⒛℃,风速0础、
5 室外环境温度0℃ ,lxl速如协;当室外温度非0R∶ 时实际采

用的绝热厚度按下式修正 :

δ'=f‘ %-△ll l/rnl⒐ 跖 ε       (!2)
式中:♂ ——窜外环境温度o℃时的杏表厚度(mm);

m——管内介质lla度 (℃ );

h——实际使用期室外平均环境温度〈℃).

FO9 较干燥地区,指室内机房环境温度不高于⒊℃、棉对湿度不
大于邗%;较潮湿地区,指室内机房环境温度不高于na℃ 、相对湿    ˉ

度不大于BO%;各地区可对照使用.表FO2的制表条件为 :

刂 按同时满足经济厚度和防结露要求计算绝热厚度.冷价”
元妃j,还贷期“冖,利 息10%;使用期!2m(2阳 Oh).

2 柔性泡沫橡塑、离'△玻璃棉导热系数计算公武应符舍本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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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第F0!条规定 ;聚氨酯发泡导热系效应按下式计算 :

入=α 0⒓7J⒑‘《丫
"“

加1          〈!3)

FO3 表F03的制表条件为 :

1 柔性泡沫橡塑、离心玻珉棉导热系效计算公式同式(!0〉 、

式(!1〉
;

2 环境温度5℃ ,热价B匀u句 ,还贷期碎 ,利息lO%.

F,04 表F04的制表条件为号

1 室内环坑温度 :供冷风时,笳℃;供暖风时,温度⒛℃:

2 冷价邗宛 CJ,热价邸宛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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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63/T1627-2018 勘误表 

序号 页码 条文序号 原内容 修改后内容 备注 

1 6 3.2.4 
甲类公共建筑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小于 0.40 时，透光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
于 0.60；甲类公共建筑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大于等于 0.40 时，透光材料的可见光
透射比不应小于 0.60。 

甲类公共建筑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小于 0.40 时，透光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
于 0.60；甲类公共建筑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大于等于 0.40 时，透光材料的可见光
透射比不应小于 0.40。 

 

2 8 表 3.3.1-1 

 

屋顶透光部分（屋顶透光部分面积≤20%） ≤1.2 
 

屋顶透光部分（屋顶透光部分面积≤20%） ≤2.2 
 

 

3 101 
条文说明 3.1.2 

表（一） 

 

地区 代表 
城镇 东经 北纬 海拔（m） 采暖期

天数 
室外平
均温度

(℃)
HDD18 
(℃·d) 气候分区 

海东 化隆 102°16′ 36°05′ 2836 191 —3.6 5324 严寒 C 区 
 

地区 代表 
城镇 东经 北纬 海拔（m） 采暖期

天数 
室外平
均温度

(℃) 
HDD18 
(℃·d) 气候分区 

海东 化隆 102°
16′ 36°05′ 2836 191 —3.6 5324 严寒 B 区 

 

 

4 102 
条文说明 3.1.2 

表（一） 

地区 代表 
城镇 东经 北纬 海拔（m） 采暖期

天数 
室外平
均温度

(℃)
HDD18 
(℃·d) 气候分区 

海西 茫崖 90°51′ 38°15′ 2945 185 —4.1 4984 严寒 B 区 
黄南 尖扎 102°02′ 35°56′ 2063 136 —0.8 3362 严寒 A 区 

地区 代表 
城镇 东经 北纬 海拔（m） 采暖期

天数 
室外平
均温度

(℃) 
HDD18 
(℃·d) 气候分区 

海西 茫崖 90°51′ 38°15′ 2945 185 —4.1 5075 严寒 B 区 
黄南 尖扎 102°02′ 35°56′ 2063 136 —0.8 3362 严寒 C 区 

 

 

5 81 附录 E 

 
序
号 材料名称 干密度ρ0

kg/m3
导热系数λ 
W/(m·K) 

修正系数 
α 

蓄热系数 s
(周期 24h)
W/m2·K

燃烧
性能 参数来源 

14 BS 改性防火保温板 20 0.037 1.2  A 级 常 用 外 墙 保 温 技 术 规 程
DB63/T1526

 

序
号 材料名称 干密度ρ0

kg/m3
导热系数λ 
W/(m·K) 

修正系数 
α 

蓄热系数 s 
(周期 24h) 
W/m2·K 

燃烧
性能 参数来源 

14 BS 改性防火保温板 160 0.039 1.2  A 级  
 

 

 

6 32 5.2.5 绿化灌溉宜采用微喷灌、微罐、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 绿化灌溉宜采用微喷灌、微灌、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  

7 156 
条文说明第 5
行 

水泵比转速按下列公式计算：ns= 3.65Q/（H3/4） 水泵比转速按下列公式计算：ns= 3.65Q/（H3/4）  

8 26 4.3.11-5 注解 2 …供回水管道总长度减去 100mm 确定 …供回水管道总长度减去 100m 确定  

9 84 表 F.0.1-3 表 F.0.1—3 热管道离心玻璃棉经济绝热厚度（热价 85 元/GJ） 表 F.0.1—3 热管道离心玻璃棉经济绝热层厚度（热价 85 元/GJ）  

10 84 表 F.0.1-3 室内热管道在 60℃，绝热层厚度在 60（mm）时，≥DN1000 室内热管道在 60℃，绝热层厚度在 60（mm）时，≥DN350  

11 84 表 F.0.1-3 室外热管道在 95℃，绝热层厚度在 70（mm）时，DN80~DN125 室外热管道在 95℃，绝热层厚度在 70（mm）时，DN80~DN150  

      

注：1、带下划线的内容为修改部分。 

2、附录 D、E 中 BS 改性防火保温板相关技术参数发生变化，故对其进行修改。 

 





 

做

1.室

2.现

3.水

4.BS

板

5.附

 

 

D.2.1

做法 2—1（200 厚现

构造做法 

室内抹混合砂浆 

现浇钢筋混凝土 

水泥砂浆找平 

S 改性防火保温

板保温层 

附加热阻值 
Ri 

Re 

1  BS 改性防火

现浇钢筋混凝土墙

厚度 λ

mm W/(m·K

20 0.87

200 1.74

20 0.93

70 0.039

80 0.039

90 0.039

100 0.039

110 0.039

120 0.039

130 0.039

140 0.039

  

  

火保温板外墙保

墙，BS 改性防火保

α
R

K) (m2·K)/

1.0 0.023

1.0 0.115

1.0 0.022

1.2 2.15 

1.2 2.46 

1.2 2.77 

1.2 3.08 

1.2 3.38 

1.2 3.69 

1.2 4.00 

1.2 4.31 

0.11

0.04

保温做法示例

保温板保温） 

K 

/WW/(m2·K)

—— —

—— —

—— —

0.41 

0.36 

0.32 

0.30 

0.27 

0.25 

0.23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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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Km 

W/(m2·K

—— —— 

—— —— 

—— —— 

1 0.41  

1 0.36  

1 0.32  

1 0.30  

1 0.27  

1 0.25  

1 0.23  

1 0.22  

  

  

5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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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1.室

2.现

3.水

4. B

板

5.附

 

 

D.2.2

做法 2—1a（300 厚

构造做法 

室内抹混合砂浆 

现浇钢筋混凝土 

水泥砂浆找平 

S 改性防火保温

板保温层 

附加热阻值 
Ri 

Re 

2  BS 改性防火

厚现浇钢筋混凝土

厚度 λ

mm W/(m·K

20 0.87

300 1.74

20 0.93

70 0.039

80 0.039

90 0.039

100 0.039

110 0.039

120 0.039

130 0.039

140 0.039

  

  

火保温板外墙保

土墙，BS 改性防火

α
R

K) (m2·K)/

1.0 0.023

1.0 0.172

1.0 0.022

1.2 2.15

1.2 2.46

1.2 2.77

1.2 3.08

1.2 3.38

1.2 3.69

1.2 4.00

1.2 4.31

0.11

0.04

保温做法示例

火保温板保温）

K 

/WW/(m2·K)

—— —

—— —

—— —

0.40 

0.35 

0.32 

0.29 

0.27 

0.25 

0.23 

0.21 

 

 

φ 
Km 

W/(m2·K

—— —— 

—— —— 

—— —— 

1 0.40 

1 0.35 

1 0.32 

1 0.29 

1 0.27 

1 0.25 

1 0.23 

1 0.21 

  

  

K)



 

做

1.室

2.加

3.水

4.BS

板

5.附

 

 

D.2.3

做法 2—2（200 厚加

构造做法 

室内抹混合砂浆 

加气混凝土砌块 

水泥砂浆找平 

S 改性防火保温

板保温层 

附加热阻值 
Ri 

Re 

3  BS 改性防火

加气混凝土砌块墙

厚度 λ

mm W/(m·K

20 0.87

200 0.22

20 0.93

70 0.039

80 0.039

90 0.039

100 0.039

110 0.039

120 0.039

130 0.039

140 0.039

  

  

火保温板外墙保

墙，BS 改性防火保

α
R

K) (m2·K)/

1.0 0.023

1.25 0.727

1.0 0.022

1.2 2.15 

1.2 2.46 

1.2 2.77 

1.2 3.08 

1.2 3.38 

1.2 3.69 

1.2 4.00 

1.2 4.31 

0.11

0.04

保温做法示例

保温板保温） 

K 

/WW/(m2·K)

—— —

—— —

—— —

0.33 

0.30 

0.27 

0.25 

0.23 

0.22 

0.20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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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Km 

W/(m2·K

—— —— 

—— —— 

—— —— 

1.3 0.42  

1.3 0.38  

1.3 0.35  

1.3 0.33  

1.3 0.30  

1.3 0.28  

1.3 0.26  

1.3 0.25  

  

  

7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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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1.室

2.加

3.水

4.BS

板

5.附

 

D.2.4

做法 2—2a（300 厚

构造做法 

室内抹混合砂浆 

加气混凝土砌块 

水泥砂浆找平 

S 改性防火保温

板保温层 

附加热阻值 
Ri 

Re 

4  BS 改性防火

厚加气混凝土砌块

厚度 λ

mm W/(m·K

20 0.87

300 0.22

20 0.93

70 0.039

80 0.039

90 0.039

100 0.039

110 0.039

120 0.039

130 0.039

140 0.039

  

  

火保温板外墙保

块墙，BS 改性防火

α
R

K) (m2·K)/

1.0 0.023

1.25 1.091

1.0 0.022

1.2 2.15 

1.2 2.46 

1.2 2.77 

1.2 3.08 

1.2 3.38 

1.2 3.69 

1.2 4.00 

1.2 4.31 

0.11

0.04

保温做法示例

火保温板保温）

K 

/WW/(m2·K)

—— —

—— —

—— —

0.29 

0.27 

0.25 

0.23 

0.21 

0.20 

0.19 

0.18 

 

 

φ 
Km 

W/(m2·K

—— —— 

—— —— 

—— —— 

1.3 0.38  

1.3 0.35  

1.3 0.32  

1.3 0.30  

1.3 0.28  

1.3 0.26  

1.3 0.25  

1.3 0.23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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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1.室

2.煤

3.水

4.BS

板

5.附

 

 

D.2.5

做法 2—3（240 厚煤

构造做法 

室内抹混合砂浆 

煤矸石多孔砖 

水泥砂浆找平 

S 改性防火保温

板保保温层 

附加热阻值 
Ri 

Re 

5  BS 改性防火

煤矸石多孔砖墙，

厚度 λ

mm W/(m·K

20 0.87

240 0.60

20 0.93

70 0.039

80 0.039

90 0.039

100 0.039

110 0.039

120 0.039

130 0.039

140 0.039

  

  

火保温板外墙保

，BS 改性防火保温

α
R

K) (m2·K)/

1.0 0.023

1.0 0.40

1.0 0.022

1.2 2.15 

1.2 2.46 

1.2 2.77 

1.2 3.08 

1.2 3.38 

1.2 3.69 

1.2 4.00 

1.2 4.31 

0.11

0.04

保温做法示例

温板保保温） 

K 

/WW/(m2·K)

—— —

—— —

—— —

0.36 

0.33 

0.30 

0.27 

0.25 

0.23 

0.22 

0.20 

 

 

φ 
Km 

W/(m2·K

—— —— 

—— —— 

—— —— 

1.3 0.47  

1.3 0.43  

1.3 0.39  

1.3 0.35  

1.3 0.33  

1.3 0.30  

1.3 0.28  

1.3 0.27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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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1.室

2.煤

3.水

4.BS

板

5.附

 

D.2.6

做法 2—3a（370 厚

构造做法 

室内抹混合砂浆 

煤矸石多孔砖 

水泥砂浆找平 

S 改性防火保温

板保保温层 

附加热阻值 
Ri 

Re 

6  BS 改性防火

厚煤矸石多孔砖墙

厚度 λ

mm W/(m·K

20 0.87

370 0.60

20 0.93

70 0.039

80 0.039

90 0.039

100 0.039

110 0.039

120 0.039

130 0.039

140 0.039

  

  

火保温板外墙保

墙，BS 改性防火保

α
R

K) (m2·K)/

1.0 0.023

1.0 0.617

1.0 0.022

1.2 2.15 

1.2 2.46 

1.2 2.77 

1.2 3.08 

1.2 3.38 

1.2 3.69 

1.2 4.00 

1.2 4.31 

0.11

0.04

保温做法示例

保温板保保温）

K 

/WW/(m2·K)

—— —

—— —

—— —

0.34 

0.31 

0.28 

0.26 

0.24 

0.22 

0.21 

0.20 

 

 

φ 
Km 

W/(m2·K

—— —— 

—— —— 

—— —— 

1.3 0.44  

1.3 0.40  

1.3 0.36  

1.3 0.33  

1.3 0.31  

1.3 0.29  

1.3 0.27  

1.3 0.25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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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1.高

2.水

3.水

4.BS

层

5.钢

6.混

7.附

 

 

做法 1—2（BS 改性

构造做法 

高聚物改性沥青防

水泥砂浆找平层 

水泥焦砟找坡层（

S 改性防火保温板

层 

钢筋混凝土屋面板

混合砂浆抹灰 

附加热阻值 

D.4.2  平

性防火保温板保温

厚度

mm 

水层 4 

25 

平均） 80 

板保温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20 

20 

Ri  

Re  

平屋面保温做法

温平屋面） 

λ 

W/(m·K)

0.17 

0.93 

0.63 

0.039

0.039

0.039

0.039

0.039

0.039

0.039

0.039

1.74 

0.87 

 

 

法示例 

α 
R 

(m2·K)/W

1.0 0.024

1.0 0.027

1.5 0.085

1.2 2.46 

1.2 2.77 

1.2 3.08 

1.2 3.38 

1.2 3.69 

1.2 4.00 

1.2 4.31 

1.2 4.62 

1.0 0.069

1.0 0.023

 0.11

 0.04

K 

W W/(m2·K) 

—— 

—— 

—— 

0.35  

0.32  

0.29  

0.27  

0.25  

0.23  

0.21  

0.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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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1.水

2.BS

层

3.钢

4.混

5.附

 

 

做法 2—2（BS 改性

构造做法 

水泥砂浆找平层 

S 改性防火保温板

层 

钢筋混凝土屋面板 

混合砂浆抹灰 

附加热阻值 

D.5.2  坡

性防火保温板保温

厚度

mm 

30 

板保温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20 

20 

Ri  

Re  

坡屋面保温做法

温坡屋面） 

λ 

W/(m·K)

0.93 

0.039

0.039

0.039

0.039

0.039

0.039

0.039

0.039

1.74 

0.87 

 

 

法示例 

 

α 
R 

(m2·K)/W

1.0 0.032

1.2 2.46 

1.2 2.77 

1.2 3.08 

1.2 3.38 

1.2 3.69 

1.2 4.00 

1.2 4.31 

1.2 4.62 

1.0 0.069

1.0 0.023

 0.11

 0.04

K 

W W/(m2·K) 

—— 

0.37  

0.33  

0.30  

0.27  

0.25  

0.23  

0.22  

0.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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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常用建筑材料的热工计算参数 

序号 材料名称 
干密度ρ0

kg/m3
导热系数λ 
W/(m·K)

修正系数
α 

蓄热系数 s
(周期 24h)
W/m2·K

燃烧性
能 

参数来源 

1 室内混合砂浆抹面 1700 0.87 1.0 10.75 A 级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76 
2 室外水泥砂浆抹面 1800 0.93 1.0 11.37 A 级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76 
3 钢筋混凝土 2500 1.74 1.0 17.20 A 级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76 
4 加气混凝土砌块 700 0.22 1.25 3.59 A 级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76 
5 页岩陶粒混凝土 1300 0.63 1.15 8.16 A 级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76 
6 高聚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600 0.17 1.0 3.33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76 
7 石墨聚苯板 18~22 0.036 1.2  B1 级 常用外墙保温技术规程 DB63/T1526 
8 酚醛泡沫板 40 0.032 1.2  B1 级 常用外墙保温技术规程 DB63/T1526 
9 聚氨酯保温板 35 0.024 1.2  B1 级 常用外墙保温技术规程 DB63/T1526 
10 建筑用岩棉板  0.040 1.2  A 级 常用外墙保温技术规程 DB63/T1526 
11 建筑用真空绝热板  0.005~0.012 1.2  A 级 常用外墙保温技术规程 DB63/T1526 
12 泡沫玻璃保温板 98~180 0.045~0.062 1.2  A 级 常用外墙保温技术规程 DB63/T1526 
13 泡沫陶瓷绝热板 150~280 0.05~0.12 1.2  A 级 常用外墙保温技术规程 DB63/T1526 
14 BS 改性防火保温板 160 0.039 1.2  A 级  
15 建筑保温砂浆 240~400 0.07~0.85 1.0  A 级 常用外墙保温技术规程 DB63/T1526 
16 煤矸石多孔砖  0.60 1.0  A 级  
17 蒸压粉煤灰砖  0.58 1.0  A 级  
18 固体废弃物免烧砖  0.89 1.0  A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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