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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批准发布综合医院建设标准的通知

建标〔2021〕36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展改革委，海南省自然资源和

规划厅，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委、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委)、

发展改革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有关部门: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下达2014年建设标准编制项目

计划的通知})(建标〔2014〕125号)，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编制的

《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已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发布，编号为建标

110一2021，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原《综合医院建设标准》

(建标110一2008)同时废止。

    在综合医院工程项目的审批、核准、设计和建设过程中，要严

格遵守国家相关规定，认真执行本建设标准，坚决控制工程造价。

    本建设标准的管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

责，具体解释工作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 4月 20日



月IJ 舀

    本建设标准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下达2014年建设

标准编制项目计划的通知》(建标〔2014〕125号)的要求，由中国中

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组织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单位，在《综合

医院建设标准})(建标110一2008)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以建成健康中国为目标，结合综合医院建设新时代发展需求，

针对综合医院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的短板和弱项，充分考虑

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人的调查研究，收集

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2700所不同规模综合医院的现状资

料，认真总结《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110一2008)的实施情况和

多年来医院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了意见，按照

以人为本、平战结合、防治结合的原则，进行了本建设标准的修订

工作。

    本建设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选址与规划布局、建筑面积指标、建筑与建筑设备、医疗设备、相关

指标。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进一步强调规划引领的重要性，切实

加强总体规划设计，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基础设施。适当提高综

合医院建筑面积指标，满足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全面发展，提高

公共卫生防控能力，优化医院整体空间环境，促进信息化发展，不

断提高群众就医获得感，做到规模适宜、装备适度、安全环保、经济

适用，推进新时代综合医院建设。

    请各单位在执行本建设标准的过程中，认真总结经验，积累资



料，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至国家卫

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

1号，邮政编码:100044)，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主编部 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编 单 位: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参编单位: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项目管理中心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海南省肿瘤医院

    主要起草人:黄锡谬  许海涛  梁建岚  刘晓雷  陈继跃

                毛群安  齐贵新  李  军  王  欢  曲怡然

                苗艳青  赵美英  杨海宇  陈国亮  柴建军

                张庆林  张  伟  张群仁  王铁林  谢双保

                赵东方  雷  敏    肖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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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综合医院建设，提高综合医院建设项目决策和工

程建设管理水平，合理确定建设规模，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满足医

院医疗、教学、科研、预防综合发展需求，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

力，充分发挥投资效益，制定本建设标准。

第二条  本建设标准是综合医院科学决策、合理确定建设水平的

全国统一标准，是编制、评估及审批、核准综合医院建设项目的项

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项目申请报告的主要依据，是审查项

目工程初步设计及监督检查工程建设全过程的重要尺度。

第三条  本建设标准适用于综合医院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项目，

其他医院类工程项目可参照执行。

第四条  综合医院的建设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经济建设的法律、法

规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正确处

理需要与可能、现状与发展的关系，做到规模适宜、装备适度、安全

环保、经济适用。

第五条  综合医院的建设应坚持以人为本，在满足各项功能需要

的同时，注重改善患者的就医条件和医务人员的工作环境，做到功

能完善、布局合理、流程科学、环境舒适、绿色智慧。

第六条  综合医院的建设应符合所在地区公共服务设施、区域卫

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等相关规划的要求，统筹考虑现有卫

生资源和基础设施条件，合理布点、协调发展，确保综合医院在城

市组团间均衡布局，满足居民就近看病需求。

第七条  综合医院的建设应结合医院事业发展规划制定总体发

展建设规划，经批准后根据实际需要和投资可能，一次或分期



综合医院的建设除执行本建设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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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九条  综合医院的建设规模应根据区域卫生规划、医疗机构设

置规划、服务人口数量、发病率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平衡

后确定。

第+条  综合医院的建设规模按病床数量应分为5个级别:200床

以下、200床一499床、500床~799床、800床~1199床和1200床~

1500床。

第十一条  综合医院建设项目由场地、房屋建筑、建筑设备和医疗

设备组成:

    一、场地包括建筑占地、道路、绿地、室外活动场地和停车

场等。

    二、房屋建筑主要包括急诊部、门诊部、住院部、医技科室、保

障系统、业务管理和院内生活用房等。

    三、建筑设备包括电梯、物流设备、暖通空调设备、给水排水设

备、电气设备、通信设备、智能化设备、医用气体设备、动力设备和

燃气设备等。

    四、医疗设备包括一般医疗设备和大型医用设备。

    五、承担预防保健、医学科研和教学培训任务的综合医院，还

应包括相应预防保健、科研和教学培训设施。

第+二条  综合医院配套服务及后勤保障等设施的建设应坚持专

业化协作和社会化服务的原则，充分利用城镇公共资源。



第三章  选址与规划布局

第十三条  综合医院的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地形规整，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较好，远离地震断

裂带。

    二、市政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利。

    三、环境安静，应远离污染源。

    四、远离易燃、易爆物品的生产和贮存区、高压线路及其设施。

不宜紧邻噪声源、震动源和电磁场等区域。

第+四条  综合医院的规划布局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建筑布局科学、功能分区合理。综合医院中的传染病区与

院内其他建筑或院外周边建筑应设置大于或等于20m绿化隔离

卫生间距。

    二、洁污、医患和人车等流线组织清晰，避免交叉感染。

    三、应充分利用地形地貌，合理组织院区建筑空间，在满足使

用功能和安全卫生要求的前提下，新建的综合医院应预留应急救

治场地及未来发展用地。

    四、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合理确定建筑物的朝向，病房以及医务

人员用房宜获得良好朝向。

    五、污水处理站、医疗废物及生活垃圾收集暂存用房宜远离门

(急)诊、医技和住院等用房，并宜布置在院区主导风下风向。

    六、应有院区绿化规划，并应配套建设患者康复活动场地和医

务人员的健身活动场地。

    七、应配套建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设施。

第十五条  综合医院的用地包括急诊部、门诊部、住院部、医技科

室、保障系统、业务管理和院内生活用房七项设施和教学科研等的



建筑占地、道路用地、室外活动场地和绿化用地等。

    综合医院的床均用地指标可参照表1的规定。

                表1 综合医院建设用地指标《m丫床)

建设规模 }200 床以下
200床一

499床

500床~

799床

800床~

1199床

1200床一

1500床

用地指标 1 117 1 115 1 113 1 111

第+六条  综合医院应设置两处及以上出人口，污物出口宜单独

设置。

第十七条  新建综合医院建筑密度不宜超过35%，容积率不宜超

过2.0。改建、扩建项目容积率可根据实际情况及当地规划要求

调整。综合医院绿地率应符合当地规划的有关规定，新建综合医

院应有较完整的绿化布置方案，设置相应的室外活动场地，绿地率

不宜低于35%。



第四章  建筑面积指标

第+八条  综合医院中急诊部、门诊部、住院部、医技科室、保障系

统、业务管理和院内生活用房等七项设施的床均建筑面积指标应

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综合医院七项用房床均建筑面积指标《mZ/床)

床位规模 }200床以下
200床~

  499庆

500床一

799床

800床~

1199床

1200床一

1500床

床均建筑

面积指标
110 113 116 114 112

    注:150。床以上的医院，参照1200床一15。。床床位规模的建筑面积标准执行。

第+九条  综合医院七项用房的比例宜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综合医院七项用房的比例《%)

部门 七项用房占床均建筑面积指标的比例

急诊部 3~ 6

门诊部 12~ 15

住院部 37~ 41

医技科室 25~ 27

保障系统 8~ 12

业务管理 3~ 4

院内生活 3~ 5

    注:七项用房占床均建筑面积指标的比例可根据地区和医院的实际需要调整。

第二+条  正电子发射型磁共振成像系统等大型医用设备的房屋

建筑面积可参照表4的面积指标增加相应建筑面积。



表4 综合医院大型医用设备房屋建筑面积指标(mZ/台)

设备 名称 单列项目房屋建筑面积

正电子发射型磁共振成像系统(P ET/MR) 600

X线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Cyberknife) 450

螺旋断层放射治疗系统 450

X线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仪(PET/CT，含PET) 300

内窥镜手术器械控制系统(手术机器人) 150

X线计算机断层扫描仪(CT) 260

磁共振成像设备(MRI) 310

直线加速器 470

伽马射线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 240

    注:1 本表所列大型医用设备机房均为单台面积指标(含辅助用房建筑面积)。

        2 本表未包括的大型医疗设备，可按实际需要确定面积。

第二+一条  开展中医特色诊疗服务的综合医院，其中医特色诊疗

用房、中药制剂室等用房可参照现行建设标准《中医医院建设标准》

建标160另行增加相应建筑面积。

第二+二条  设置感染疾病科病房的综合医院应按感染疾病科每

床30m2增加相应的建筑面积。承担重大疫情等突发事件救治任

务的综合医院可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单独报批。

第二+三条  综合医院的预防保健用房应按35m2/人的标准增加

预防保健建筑面积。

第二十四条  承担医学科研任务的综合医院，科研用房面积按照

SOmZ/人的标准增加科研建筑面积。开展动物实验研究的综合医

院应根据需要增加适度规模的实验动物用房。

    开展国家级重点科研任务的综合医院，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按

照3。。omZ/个的标准增加相应实验用房面积。承担国家、国际重

大科研项目的综合医院可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单独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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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承担教学和实习任务的综合医院教学用房配置应符

合表5的规定。

            表5 综合医院教学用房建筑面积指标《mZ/学员)

医院分类 附属医院、教学医院 实习医院

建筑面积指标

    注:学生的数量按主管部门核定的临床教学班或实习的人数确定。

第二十六条  承担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的综

合医院应增加1000mZ的培训用房建筑面积，并根据主管部门核定

的培训规模，按照10耐/学员的标准增加教学用房建筑面积，按照

12耐/学员增加学员宿舍建筑面积。

第二+七条  综合医院可结合实际情况建设图书馆等文化活动用

房等，并按照0.6m2/人一lmZ/人的标准增加建筑面积。

第二十八条  综合医院宜设置便民服务用房，满足就医群众实际

需求，并按照0.2m2/床一0.4m2/床的标准增加建筑面积。

第二十九条  综合医院停车的数量、停车设施和电动充电桩的配

建指标应按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的有关规定配设，并增加相应的建

筑面积。

第三+条  需要配套建设人防工程的综合医院应按照平战结合和

当地有关要求配设，并增加相应的建筑面积。

第三十一条  根据建设项目实际需要，需设置风雨廊、连廊和地下

通道等交通空间的综合医院，建筑面积应根据实际需要增加。



第五章  建筑与建筑设备

第三+二条  综合医院的建设应贯彻安全、适用、经济、绿色、美观

的方针，建筑装修和环境设计充分考虑使用人群的生理和心理特

点，构建舒适、怡人的环境。建筑标准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

合理确定，并宜为应急医疗服务预留必要的机电站房空间及接口。

第三十三条  综合医院的用房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进行抗震设防，

并根据相关国家规范进行抗震设计，合理采用减隔震技术。

第三+四条  综合医院建筑宜以多层、多层及高层组合形式为主。

门(急)诊部、医技部和住院部等主要建筑的结构形式应考虑使用

的灵活性和改造的可能性。

    住院部宜设置独立的洗衣区和晾晒区;不宜设置阳台，因功能

需要而设置阳台的应设有相应的防护设施。

第三十五条  综合医院三层及三层以上的医疗用房应设电梯，且

不得少于两台，其中一台应为无障碍电梯。病房楼应单设污物梯。

污物梯和供患者使用的电梯应采用病床梯。

第三十六条  综合医院的建设应符合国家及当地无障碍设施建设

的有关规定。

第三+七条  候诊区等公共空间应充分考虑特殊患者需要，采用

吸音建筑材料或采用降噪措施，并宜设置无性别卫生间等相关

设施 。

第三+八条  病房、手术室等区域应设置医患交流室、医务人员休

息区等。医务人员工作区宜设置医务人员专用卫生间等必要保障

设施，有条件的情况下，门诊诊区可设置医务人员专用通道。

第三十九条  综合医院的室内装修和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应选用耐用、环保、安全、易清洁和具有抗菌性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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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推床(车)通过的门和墙面宜采取防碰撞措施。

    三、化验台、操作台等台面均应采用易洁净、耐腐蚀、可冲洗和

耐燃烧的面层，相关的洗涤池和排水管应采用耐腐蚀的材料。

    四、厕所卫生洁具、洗涤池应采用耐腐蚀、难积垢和易清洁的

节水型建筑配件。

    五、儿童诊疗区域的门窗、家具和地面等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

护措施。

    六、检查、治疗用房应充分考虑使用人群的隐私保护。

    七、药品的储存、配制以及医学实验室的有毒物质、危险化学

品等物品应设置安全的存储及管理设施。

    j又、放射诊断治疗等用房应采用相应的射线屏蔽防护设施，满

足射线防护和职业病安全评价要求。

第四+条  综合医院的院区管网应合理规划，宜采用综合管廊。

第四十一条  综合医院应根据气候条件和功能定位，按照国家相

关规范的规定，采用适宜的采暖、通风和空调系统。

第四十二条  综合医院的供配电系统和设施应安全可靠，应采用

双重电源供电并配备应急电源，保证不间断供电。

第四十三条  综合医院建设应符合国家、地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规划相关要求，配置与其建设规模、医疗业务和医院管理相适应的

智能化、信息化系统，并宜预留扩展接口与空间。

第四+四条  综合医院在室内外应配置完善、清晰、醒目的标识

系统。

第四+五条  综合医院应建设污水、污物处理设施，污水的排放与

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的分类、归集、存放与处置应遵守国家有关医

疗废物管理和环境保护的规定。



第六章  医疗设备

第四+六条  一般医疗设备的配置应根据医院的不同功能、专科

特长和所承担的医疗诊断、疾病预防和康复保健工作任务，参照有

关医疗设备配置标准的规定执行。

第四+七条  大型医用设备的配置应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配置

大型医用设备要充分兼顾技术的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和适宜

性，促进区域卫生资源共享。



第七章  相关指标

第四十八条  综合医院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或投资估算应按照国

家现行的有关规定编制。

第四+九条  综合医院的经济评价与后评估应执行国家现行的有

关建设项目经济评价与参数的规定。



本建设标准用词和用语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建设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相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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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条阐明了本建设标准的编制目的和意义。

    2008年10月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批准发布，于当年12月1日起施行了《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10一2008，以下简称“2008标准”)。“2008标准”的颁布施行对全

国综合医院的规划、设计与建设工作起到了重要的规范和指导作

用。随着我国医学科学的发展，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医疗装

备的现代化发展，医疗救治技术等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人民群众

看病就医需求不断增大，医疗资源总量不足、配置不平衡、结构不

合理等矛盾日益凸显，对综合医院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就医的获得感，修订《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对于

提高综合医院建筑设计水平，规范医院建设行为，为病人提供更加

安全、可靠、舒适的医疗环境，满足医院医疗、教学、科研、预防等方

面的综合发展需求，同时增强应对疫情等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重

要的意义。

第二条  本条规定了本建设标准的作用和权威性。

    本建设标准是依据有关规定，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审批发布，是为项目科学决策和合理确定建设水平

服务的国家标准，是工程项目决策和建设中有关政策、技术和经济

的综合性宏观要求的依据。针对社会投资项目，可以本建设标准

作为参考。

第三条  本条规定了本建设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建设标准适用于综合医院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项目。对

于没有相应建设标准的专科医院、民营医院，根据专科特色和实际

需求，可适当调整对应的指标，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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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本条明确了综合医院建设应遵循的法律、法规。

    综合医院的建设应遵循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与项目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应根据当

地的实际情况、人口数量和医疗服务需求等方面的差异，因地制

宜，合理确定综合医院建设水平。

第五条  本条规定了综合医院建设的总体要求。

第六条  本条规定了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实施的基本要求。

    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实施的核心是科学设置机构，合理确定规

模，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特别是改建、扩建的项目，尽可能实现资源

整合和共享。对于大型综合医院，鼓励采用多院区、医联体等形式

协调发展。针对历史文化名城，医院建设宜符合历史名城整体风

貌的保护要求。

第七条  综合医院的建设应按照科学性、实用性与前瞻性相结合

的原则，根据所在地区和医院自身的发展情况，对院区进行整体规

划。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可根据实际需要和财力、物力等条件，一

次或分期实施，其目的就是控制浪费、随意建设导致布局不合理、

流程不科学和运行不经济等违反科学管理和医院自身发展规律的

不正确做法。应从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运行和投资效益出发，切实

做好项目论证等前期工作。

    鉴于医院建筑流程复杂、建设周期长，涉及部门较多，应进行

充分的前期论证，包括功能定位、需求分析、规模测算和医疗规划

等，并应根据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水环境评

估和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等论证工作，减少后期的返工和修改，为

整个项目的建设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第八条  本条明确了本建设标准与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定额

和指标的关系。



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九条  本条规定了确定综合医院规模的原则。

    综合医院的床位规模应依据区域卫生规划、医疗机构设置规

划来确定，其建设规模应符合区域医疗保健服务需求，而区域医疗

保健服务需求根据区域服务人口数量、发病率等因素进行测算，同

时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现有医疗卫生资源进行综合平衡后确

定，最终确定综合医院具体项目的建设规模。

    现有医院的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可根据院区的实际情况参照

执行。

第+条  本条规定了综合医院的建设规模分级。

    实践证明，在同一区域，综合医院规模过大，会产生患者过于

集中、工作人员过多、管理难度加大、医疗环境和服务质量下降、综

合效率及效益偏低等诸多问题。因此，综合医院建设规模应综合

考虑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医疗卫生资源现状和现有需求及增

长趋势等因素，按照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合理确定。

一般情况下，不提倡建设单体规模1500床以上的超大型医院，经

当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审批，确需建设1500床以上医院的，参照

1200床一1500床床位规模的医院标准执行。

    承担科研和教学任务(包括医学院学生见习与实习、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等，下同)

的综合医院应根据科研和教学需要，设置一定数量的科研和教学

床位，满足临床科研和教学需要。

第十一条  场地、房屋建筑、建筑设备和医疗设备是综合医院建设

的基本组成部分。

    本条明确了场地、房屋建筑、建筑设备和医疗设备的构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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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承担预防保健、医学科研和教学培训任务的综合医院，还应考虑

增加相应的预防保健、科研和教学培训的用地和房屋设施等。

第十二条  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综合医院内的物业、保洁和洗

衣等业务可利用社会协作条件完成。



第三章  选址与规划布局

第+三条  综合医院的选址除应考虑外界对医院环境的影响外，

同时尚应考虑由于医院的特殊工作性质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二者

要统筹兼顾。要按照公共卫生方面的有关要求，做好环境影响、交

通影响、地质灾害评估等工作，协调好医院与周边环境的关系。

    新建500床以上综合医院，应邻近两条及以上城市道路。新

建800床以上综合医院，宜邻近三条及以上城市道路。综合医院

的选址应远离易燃、易爆品生产和储存区;远离高压线路及设施和

地下油气管道;不宜紧邻高铁、地铁轨道和城市货物运输主要通道

和主要航线。

第十四条  本条明确了综合医院规划布局应该遵循的几项主要

原则。

    “2008标准”提出了综合医院的选址、用地要求、功能分区、朝

向和绿化、平面布置及停车设施等方面的相应要求。本次修订中，

结合新时代群众对服务获得感的角度，强化了舒适的医疗环境、病

房的朝向和通风、活动场地等要求;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

筑设计统一标准》 GB 50352的相关规定。综合医院中的传染病区

与院内其他建筑或院外周边建筑应设置大于或等于20m绿化隔

离卫生间距。

    考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治的需要，新建的综合医院应

预留应急救治场地和未来发展用地，现有院区的改建、扩建工程可

根据场地情况安排。

    根据现场调研，由于前期设计中低估了停车设施的需求，多数

综合医院存在停车难的问题，这也是造成患者满意度低下的主要

原因之一。为提升就诊患者的服务获得感和满意度，本次修订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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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了关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设施的要求，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停车设施应依据相应标准配套建设，宜按照1辆/床的标准配套建

设机动车停车设施，各地区可根据当地情况分配地上、地下停车

比例。

第+五条  本条规定了综合医院的用地面积指标。随着医院建筑

的发展，部分大城市中心区的医院面临用地紧张、建筑密度过高等

问题。为更好地满足医院持续的发展需求，同时提供良好的医疗

环境，并为医院应急救援和未来发展预留场地，医院应有适宜的用

地满足使用需求，本条保留“2008标准”中相应的用地指标，为医

院的发展提供基本的用地保障。

第+六条  本条提出综合医院出人口的设置要求，患者、污物应分

设出人口。800床以上大型综合医院应设置三处及以上出人口。

设置感染疾病科的综合医院宜单独设置感染疾病科出人口。

第+七条  本条提出了综合医院容积率、绿地率的具体要求:对新

建综合医院，为实现良好的院区环境，建筑密度和容积率不宜过

高;对城区中现有综合医院，由于建设用地较为紧张，容积率普遍

偏大，为满足其发展需要，改建、扩建项目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可

适当提高，根据实际用地情况和当地规划要求确定。



第四章  建筑面积指标

第十八条  本条规定了综合医院中以床位规模为基本参数确定的

急诊部、门诊部、住院部、医技科室、保障系统、业务管理和院内生

活用房七项设施的床均建筑面积指标。综合医院的建筑面积测算

应以七项用房的建筑面积为基数，根据本建设标准第二十条~第

三十一条，增加对应的单列项用房的建筑面积，即:综合医院建筑

面积=床位数X床均建筑面积+大型医用设备(如有)+中医特色

(如有)+感染疾病科病房(如有)+预防保健用房(如有)+科研用

房+教学用房(如有)十培训用房(含培训、教学和宿舍，如有)+文

化活动用房和便民服务用房+停车设施+人防工程、应急储备+

连廊/地下通道(如有)。

    根据对2651所公立综合医院调研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综合医

院的规模与床位数存在着非线性相关性。当床位规模低于800床

时，规模效应和资源共享程度较低，床均面积随床位增加而增多。

从800床以上开始，随着规模效益和资源共享程度的增加，床均面

积呈现下降的趋势。在床位规模多于1500床后，床均面积略有所

提升。

    基于全国综合医院现状调查的数据，结合大型医用设备单列

项的调整，综合考虑自“2008标准”实施以来新发布的标准和规范

引起的建筑面积增加(如住院部要设置避难间、设备层计人建筑面

积等)、新的医疗模式空间(如日间医疗等)、新的诊疗空间(如内窥

镜中心等)、公共服务空间的增加、医院洁污分流和院感防控的要

求(如隔离待产和隔离产房、负压病房、感染门诊等)，以及智能化

等新的发展趋势(如灾备机房等)，按照七类用房对新增加的面积

进行测算，并结合近期新建医院各部门的建筑面积进行校核，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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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床均建筑面积指标，并调整了床均建筑面积指标与床位数的变

化趋势。

    本建设标准中的门诊、医技等与门(急)诊量有关的房屋面积

是按3，1的诊床比计算的，当实际需要大于或小于这一比例时，

为改善医疗环境，各地区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考虑增加大厅、等

候区和自助服务区等公共服务空间的面积。

    针对大型医院多院区的情况，如果各院区功能定位属于差异

性发展，可按照整体床位数、医疗和科研、教学需求进行规模测算，

再拆分到各个院区;如果各院区功能相对完备各自独立，也可对各

个院区分别进行规模测算。

    考虑到医院的特殊性，为给急救、夜班值班医务人员提供必要

的保障条件，应考虑设置值班、倒班轮休用房。

    一般情况下，新建、改建和扩建综合医院的床均建筑面积指标

应符合本建设标准第十八条表2的规定。确因业务工作需要、建

设资金又有保证，经审批部门批准，可适当增加床均建筑面积

指标。

第+九条  本条确定了七项基本建设内容在七项设施的床均建筑

面积指标中所占有的比例。该比例是在对若干基础数据进行整理

并经过综合分析后确定的。使用过程中，各项比例可根据地区和

医院的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第二十条  本条规定了综合医院大型医用设备房屋建筑面积的确

定原则。由于不是所有综合医院均有能力使用相关大型医用设

备，所以在此单列。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提高，“2008标准”中的部

分大型医用设备已成为医院常用设备。按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

条例})(国务院令第680号)，本建设标准中的“大型医用设备”指纳

人《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管理目录》的大型医疗器械。结合实际

需要，本建设标准确定了相关大型医用设备的建筑面积。今后，如

国家相关主管部门修订《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管理目录》，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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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标准中未包括的其他大型医用设备可按实际需要确定面积。

第二十一条  开展针刺治疗、熏蒸治疗、灸疗法、推拿、治未病、康

复治疗等中医特色诊疗服务和中药制剂生产的综合医院，需要根

据科室需求、生产的制剂种类、品种和数量设置一定的用房，应参

照《中医医院建设标准》增加相应科室的建筑面积。

第二+二条  本条规定了感染疾病科病房的面积增加标准。根据

传染病的传播特点，考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急医疗服务等需

要，感染疾病科的病房需设置医务人员卫生通过、缓冲间和负压病

房等设施，需增加相应的建筑面积。承担重大疫情等突发事件救

治任务的综合医院需要设置相应医疗业务用房、实验检测用房和

物资储备用房等，可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单独报批。

第二+三条  本建设标准明确规定了预防保健用房的面积。

    预防保健工作是综合医院的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四大任务

之一。“2008标准”规定，预防保健工作的用房面积与医院建设规

模的大小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以所承担的区域保健人口数量为基

本参数，单独增加建筑面积。本次修订考虑到综合医院预防保健

工作的职能性质未发生变化，因此仍然列为单列项。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方

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疾病

谱的转变，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威胁人群健康的主要因素，

了解和研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对于提出有效的预防保健措施至关

重要。为进一步做好预防保健工作，通过现场调研资料分析研究，

确定每位预防保健工作人员的人均工作用房面积为35m2，人数为

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核定的预防保健编制人员。

第二十四条  本条规定了综合医院医学科研业务用房面积确定

原则。

    随着医学科学发展与学科分类细化，综合医院所承担的科研

任务日益增加，科研用房面积也需要增加。考虑到我国综合医院

中科研工作与临床工作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且大多数临床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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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均有科研项目并定期进行科研工作，因此为副高级及以上专

业技术人员增加科研用房的建筑面积。

    “2008标准”规定每位科研人员的用房建筑面积按 32m“配

置。但是现场调研发现，由于科研用房公共配套设施无法完全与

医院共同使用，在感控、设备使用空间等方面均有新的更高的要

求，为满足科研需要，本次修编确定每位科研人员的人均工作用房

建筑面积为50m2，人数为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编制人数。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承担国家、国际重大科研项目的综合医

院由于承担特殊实验、专科技术提升等任务，与常规的临床科研任

务略有不同，因此所需的面积应综合考虑科研任务及实际需求另

行增加相应的建筑面积。

第二+五条  本条规定了承担教学和实习任务的综合医院教学用

房建筑面积的确定原则。本条中的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和实习医

院应满足《普通高等医学教育临床教学基地管理暂行规定》的相关

要求。考虑教学和实习的周期，测算时应以同期培训学生总数测

算教学用房的面积，即教学用房面积=一届学生数量X培训周期

(年)X面积指标。

第二十六条  本条规定了承担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各类培训的

综合医院培训用房建筑面积的确定原则。考虑培训的周期，测算

时应以同时在医院的培训累计人数为基准测算教学、宿舍用房的

面积。如培训人员教学用房面积=一届培训人员数量X培训周期

(年)X面积指标。规范化培训建筑面积为培训用房、教学用房和

学员宿舍的面积总和，即规范化培训建筑面积=1000mZ+一届培

训学员数量X培训周期(年)X10m2/学员+一届培训学员数量X

培训周期(年)X12m2/学员。

第二+七条  本条规定了综合医院文化活动用房的建筑面积确定

原则。综合医院宜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建设图书馆、健身房、多功能

厅等文化活动用房，设置必要的淋浴间、更衣间和卫生间等附属用

房，按照0.6m，/人~lmZ/人的标准增加医护文化用房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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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为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核定的编制人员人数。

第二十八条  本条规定了综合医院便民服务用房建筑面积的确定

原则。随着生活方式、就医方式的变化，医院宜按照实际使用需要

在院内设置自动售货机、轮椅租赁、便利店和快递收发等便民服务

用房，为就医群众和医务人员提供便利服务。

第二十九条  本条规定了综合医院停车设施的建筑面积确定原

则。各地在新建综合医院时，应根据当地规划、交通等部门要求另

行增加停车设施建筑面积，并与建设项目一并报批。综合医院可

在地上或地下空间设置停车设施，并合理规划停车场位置和出人

口。考虑到患者的特殊性及陪护、接送车辆通行、停放的实际需

求，应设置无障碍停车位、充电桩等设施。

第三十条  本条明确了需要配套建设人防工程、卫生应急储备设

施的综合医院应另行增加相应的建筑面积。

第三+一条  本条明确了需设置风雨廊、连廊等的综合医院，应根

据实际需要增加建筑面积。优化院区交通，实现设计人性化，便于

患者使用，医院建筑物间需要设置交通联系空间，如风雨廊、连廊

地下通道等，此部分建筑面积应根据实际需要单独增加。



第五章  建筑与建筑设备

第三+二条  本条明确了综合医院建筑标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综合医院建设应深人贯彻落实《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国务院令第

531号)，积极响应国家关于节能减排的政策。考虑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时应急医疗服务等需要，宜预留必要的机电站房空间及接口。

第三十三条  医院内各类房屋及其配套设施应符合国家有关结构

安全和抗震规范的要求。

第三+四条  综合医院具有人流量大、流线复杂的特点，为此本建

设标准规定，综合医院建筑宜以多层、多层及高层组合形式为主。

    随着医学科学和医疗模式的发展，医院的布局、结构要考虑使

用的灵活性和改造的可能性。在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装配式建

筑。考虑我国国情，住院部可设置集中洗衣、晾晒地点或晾晒设

施，满足住院病人、陪护家属生活需要。

第三十五条  本条规定了综合医院电梯的设置原则。门诊部根据

日门诊量、住院部根据日均住院人次设置电梯数量，减少等候电梯

的时间，提升患者就医体验，保障就诊秩序。门诊量大的综合医院

可根据使用需求设置自动扶梯。

第三+六条  本条规定了综合医院无障碍设计方面应遵循的原

则。由于综合医院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无障碍设施要更加完善、适

用，以满足各类人员的使用需要。

第三十七条  本条规定了公共空间设置特殊人群设施的相关原

则，应充分考虑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患者需要，宜设置无性别卫生

间、母婴室、儿童卫生间和污物间等。母婴室应设置婴儿护理台，

无性别卫生间宜采用坐便器。

第三十八条  本条明确了对医务人员给予人文关怀的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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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本条从材料选择、建筑设施和配件等方面规定了综

合医院室内装修和防护的具体要求。检查、治疗用房应满足使用

人群的隐私保护要求，注意视线遮挡，房间内宜设置隔帘或屏风。

综合医院病理科、制剂室和检验科等相关部门普遍存放有酒精、盐

酸、硫酸和苯类等多种化学试剂，基本都属于危险化学品，各部门

应有针对危险化学品的专门存储设施及安全管理要求。

第四+条  本条规定了综合医院管网设计的基本原则。

第四+一条  本条规定了综合医院采暖、通风和空调系统设计的

原则。

第四+二条  本条根据医疗场所特点和用电负荷等级规定了医院

供配电系统应遵循的原则。

第四十三条  综合医院建设应结合实际，按照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推进信息系统建设。考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更新，宜预留未

来发展提升空间与相应接口。

第四+四条  本条明确了综合医院标识系统的设置要求。医院标

识应整体思考定位，配置醒目、简洁清晰、内容明确，要结合本院区

装饰风格及色系考虑与周边环境的衔接。有实际需求的应设置中

英文对照标志，少数民族地区还应有当地文字对照。

第四+五条  本条规定了综合医院污水、污物处理设施的要求。

综合医院的污水处理设施要与医疗用房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使用，保证污水、医疗废弃物和生活垃圾得到及时有效处理。



第六章  医疗设 备

第四+六条  本条规定了综合医院一般医疗设备的装备标准。

第四+七条  本条规定了综合医院大型医用设备的装备原则，大

型医用设备是指使用技术复杂、资金投人量大、运行成本高、对医

疗费用影响大且纳入目录管理的大型医疗器械，应按照《医疗器械

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0号)执行。



第七章  相关指标

第四+八条  本条确定了医院建筑投资估算编制原则。由于各医

疗项目的建筑表现形式及标准设置相差较大，导致投资指标有较

大差别。有特殊功能要求的建筑物，其建筑工程造价可按照实际

情况适当提高。本条所列指标应根据工程实际内容及工程所在地

区的市场价格波动，按照动态管理的原则进行调整，可参照建设地

区同类已竣工决算项目工程造价。

    在评估或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医疗业务用房的投资估算

指标可参照以下原则进行控制:

    一、投资估算应按结构、装修、机电安装和医疗专用系统等多

方面标准控制投资。

    二、结构投资应充分考虑医疗建筑的受力特点等因素影响，一

般是普通办公楼结构投资的1.5倍一2倍(同等结构形式及地下

建筑面积所占比例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三、装修投资应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项目标.准考虑，

净化区域、射线防护屏蔽的装修标准比普通区域要提高1.5倍一

2.5倍。

    四、机电系统的投资应充分考虑水、电和冷、热等负荷对投资

的影响，一般是普通办公楼安装工程投资的1.5倍~2.5倍。

    五、医疗专用系统投资按实际情况单独考虑投资。

    综合考虑，综合医院投资一般是普通办公楼工程投资的2倍一

2.5倍。

第四十九条  本条明确了综合医院应进行经济评价与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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