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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背景



夏热冬冷地区居
住建筑

居住建筑供热/严寒
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

1986 2001 2003 2002

•JGJ 26-86:民用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

•JGJ 26-1995:民用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

• JGJ 26-2010:严寒和寒冷地
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 JGJ 134-2001:夏热
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

• JGJ 134 -2010 修
订版

• JGJ75-2003: 夏热冬
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

•JGJ75-2012 修订版

• DB51/5027-2002 四川
省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

• DB51/5027-2008 四川
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 DB51/5027-2012 四川
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四川省居住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

夏热冬暖地区居
住建筑

一、编制背景

我国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发展历程：

从北至南，从全国至地方



一、编制背景

⚫ 全国多个省市区相继出台了节能65%以上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 北京市居住建筑75%节能设计标准2018

⚫ 上海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65%）2013、

⚫ 重庆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65%）2010、

⚫ 《河北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节能75%）》DB13(J)185-2015、

⚫ 山东省工程建设标准75%《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37/5026-2014。

⚫ 江苏70%、湖北等省65%……



一、编制背景

⚫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厅四川省绿

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办发[2013]38号：

⚫ 到2015年，完成新建绿色建筑3200万平方米，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全面

实现节能50%的目标，有条件的城市或工程项目实现节能65%的目标，

20%的城镇新建建筑达到绿色建筑标准要求。

⚫ 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建筑节能工作的要求，改善我省居

住建筑室内热环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要求，编制更高节能要求的技

术标准，为我省的建筑节能整体水平提供有力保障。

⚫ 《四川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标志着居住建筑节能65%的标准化

工作由导则向标准、由非强制向强制、由部分地区向全省执行的开端。



二、编制原则



二、编制原则

 立足相关标准中关于四川省居住建筑节能的主要内容，更新参数、技

术指标及技术规定，综合体现经济性、合理性及可操作性，并充分考

虑气候区差别；

 积极采用先进技术、新材料、新产品，要大胆创新，推进技术进步，

技术上要适度超前，但不过度的原则；

 遵循“协调一致，共同确认”的基本原则，参照了行业标准《夏热冬

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学习借鉴其他省市编制的居

住建筑节能标准；

 充分考虑四川省的气候特征以及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适应性原则；



2018年10月省住建厅组织评审；

2019年1月30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

《 四 川 省 居 住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 （ 节 能

65%），自2019年5月1日起，在我省行政区

域内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新建、改建、

扩建居住建筑，勘察设计单位及施工图审查机

构应全面执行《标准》。



内容

一、编制背景

二、编制原则

三、主要技术内容

五、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标准》技术内容

主要技术内容

1. 总则；

2. 术语；

3. 室内环境

4. 规划与建筑设计；

5.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6. 采暖、通风和空调节能设计；

7.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设计。

附录：气象参数、外遮阳系数、玻璃/外窗热工性能、建筑材

料计算参数等…….



1   对总则的修改

1.0.1 为贯彻国家有关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一

步改善居住建筑环境，降低建筑能耗，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四川省城镇规划区内新建、改建和扩建的住宅、公

寓及集体宿舍等居住建筑节能设计。

1.0.3 居住建筑的节能设计应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在保证室内热环境计算参数的条件下，通过科学的规划布局，优化建

筑的天然采光、自然通风和功能设计，改善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提

高供暖空调等设备及系统的能效和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达到降低建筑

使用过程中运行能耗的目标。

1.0.4 四川省居住建筑的节能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

合国家和四川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0.3 本标准的节能目标及实施途径。（续）

本标准修订后节能水平

与本标准2012版相比，由于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改善，供暖

空调设备和照明设备能效的提高，全年供暖、通风、空气调节的

总能耗的减少。

本次标准修订后居住建筑整体总能耗降低约30%，相对于上

世纪80年代建筑，节能65%以上 。

该节能率是考虑我省不同气候区、加权后的计算值，反映的

是本标准修订并执行后居住建筑的整体节能水平，并不代表某单

体建筑的绝对节能率。



2.  对气候分区与无气象参数的修改



3. 0. 2 冬季供暖室内热环境计算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计算温度取 18C；
2.  高海拔严寒、寒冷地区换气次数取 0.5 次/h；
3.  夏热冬冷、温和地区换气次数取 1.0 次/h。

3. 0. 3 夏季空调室内热环境计算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计算温度取 26C；
2 换气次数取 1.0 次/h。

3. 0. 4 采用太阳能供暖房间的冬季室内热环境计算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计算温度取 16C；
2.  换气次数取 0.5 次/h。

3. 0. 5 室外气象参数以及权衡计算所用的典型气象年数据应根据现行行业标
准《建筑节能设计用气象参数标准》JGJ/T346 及地方相关标准确定。

无气象参数时，应根据实地调查、实测并与地理和气候条件相似的邻近
台站的气象资料，以及合适的气象数据模型进行对比、分析确定。



将规划与建筑设计单独成章；

强调建筑师在节能设计中的作用

3. 修订不同气候区体形系数限值要求；

3.  对第四章修订的主要内容



修订不同气候区体形系数限值要求；



（严寒地区和寒冷地区标准已达到65%，基本保持不变）

《四川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2019版 《四川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2012版

4.  对第5章.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设计的修订内容

修订不同气候区非透明围护结构热工设计参数限值要求



《四川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2019版 《四川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2012版

（夏热冬冷地区）



问题1：剪力墙保温隔热问题

免拆模板建筑保温系统的研究和应用

在北京、山东、河北、山西、江苏

等省全面开始应用。

2015年7月，四川省墙改办开展建

筑保温与结构一体化技术—“外模板现

浇混凝土复合保温系统”生产工艺、系

统构造、地方标准等工作，为外模板现

浇混凝土复合保温系统在我省建筑节能

领域推广应用提供技术支撑。



系统构造
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免拆模板建筑保温系统：

以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免拆模板为建筑围护结构模板，通

过连接件和增强面层与钢筋混凝土浇筑复合在一起，并在内外侧用

专用找平砂浆抹面，构成结构与保温一体化系统技术。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1 干密度 163kg/m3

2 抗压强度 0.21MPa

3 垂直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 0.20MPa

4 体积吸水率 5%

5 短裂弯曲荷载 61N

6 导热系数 0.056W/（m·K）

7 蓄热系数 0.75W/（m2·K）

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免拆模板建筑保温系统

测试数据（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提供）



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免拆模板建筑保温系统属于建筑结构

保温一体化技术，与传统外墙保温相比较，具有以下特点：

（1）彻底解决外墙防火、脱落等安全问题；

（2）保温与模板一体化，工期短，造价低；

（3）解决外墙外保温有效使用时间短的问题；

（4）解决了冷热桥的保温难题，有利于建筑节能发展。

3.3 试点工程建设



问题2：楼地面保温问题

四川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65%)提高了围护结构热工

性能指标，要求严格执行相关强制性条文。



楼板保温隔声系统

同时解决分户楼板的保温和撞击声隔声问题

（1）保温性能

保温隔声垫层

一定的厚度

低导热吸收

（2）撞击声隔声性能

完整的浮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

承重楼板+弹性保温隔声层+保护层（混凝土）+侧向隔声构造

细石混凝土面层+保温隔声层=弹性共振系统

竖向隔声构造=侧向声桥阻



基
本
构
造

①饰面层 面砖或木地板等 构造示意图

②保护层 细石混凝土

③保温隔声层 1.聚酯纤维复合卷材
2.10mmXPS+隔声卷材

④ 基层 钢筋混凝土楼板

注：保温隔声材料：
1. 聚酯纤维复合卷材
2.  10mmXPS+隔声卷材
3.  其它无机保温材料

楼地面保温隔热技术措施



问题五：适宜的保温隔热构造形式

构造形式:
1. 钢筋混凝土框架填充自保温构造;

2.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复合保温一体化构造;

3. 建筑外墙内保温构造；

4. 外保温幕墙干挂构造形式；

5. 薄摸灰外保温系统的困境。

 



《四川省居住建筑节能(65%)设计标准》
《四川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2012版

修改5：夏热冬冷地区和温和地区的外窗热工性能有了较大的提升。

5. 1. 3 外窗传热系数和不同朝向太阳得热系数应符合表 5.1.3的规定。



5.  对第6章 供暖通风和空调节能设计的修改内容



6.  对第7章 可再生能源利用的修改

7.1 被动式太阳房设计



7.2 主动式太阳能供暖设计

7. 2. 1 采用主动式太阳能供暖的建筑，系统热负荷宜通过全年

动态负荷计算确定；其辅助热源的热负荷可按稳态计算。

7. 2. 2 主动式太阳能供暖系统类型的选择，应根据所在地区气

候、太阳能资源、建筑物类型、建筑物使用功能、业主要求、

投资规模、安装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技术经济分析）
。
7. 2. 3 太阳能集热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基本规定：

1 建筑物上安装太阳能集热系统时，不得对周边现有建筑的日照产生影响；

2 太阳能集热系统管道应选用耐腐蚀和安装连接方便可靠的管材。

7. 2. 4 太阳能集热器的安装问题



1.增加双银和三银中空玻璃的光学、热工性能和整窗性能指标：

随着节能标准提高后对外窗传热系数和太阳辐射得热系数

要求的提升：

8.   对附 件的修改



2. 增加多腔（五腔及以上）隔热金属型材

（ Kf=2.0 ，窗框比=25%）的选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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