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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背景

绿色建
筑标准

政策导向
的落实

科研成果
的转化

技术实践
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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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节能条例》(2008)

（见后）

1980s 1990s 2000s

《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国发[1986]4号）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26-86）
《城市建设节约能源管理管理实施细则》
墙体材料革新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关于加快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意见》（国发[1992]66号）(1992
& 2005)

《建筑节能“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建办科[1995]80号）
(1995, 2002 & 2012)

《节约能源法》(1997 & 2007)

《中国21世纪议程》（国发[1994]37号）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第143号部令）
(2000 & 2005)

2010s

《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
（国发[2006]28号）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国发[2007]17号）

建筑节能 →�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 →�绿色建筑(四节一环保)

1.1�标准落实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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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国发[2011]26号）

 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国发[2012]9号）

 “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国发〔2012〕28号）

 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国发〔2012〕40号）

 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国发〔2013〕2号）

 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国发〔2013〕5号）

 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国发〔2013〕30号）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36号）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号）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发〔2014〕4号）

1.1�标准落实政策导向

• 终极目标

• 尊重环境

• 因地制宜

• 功能要求

• 有居-宜
居-乐居

• 理论核心

• 缺一不可

• 时间前提

全寿
命期

四节
一环保

与自然
和谐共生

健康
适用
高效

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

为人民创造良好
生产生活环境

引用源：《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4
《新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编制总述》

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1.1�标准落实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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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项目“绿色建筑关键技术研究”

 “十一五”项目“现代建筑设计与施工关键技术研究”

 “十二五”项目“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与标准规范技术研发”

 “十二五”项目“绿色建筑规划设计关键技术体系研究与集成
示范”

 “十二五”项目“建筑工程绿色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十二五”项目“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十二五”项目“公共机构绿色节能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十二五”项目“西部生态城镇与绿色建筑技术集成研究与工
程示范”

 “十二五”项目“中新天津生态城绿色建筑群建设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

1.2�标准转化科研成果

 “十三五” “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重点专项项目
基于实际运行效果的绿色建筑性能后评估方法研究及应用
目标和效果导向的绿色建筑设计新方法及工具
地域气候适应型绿色公共建筑设计新方法与示范
基于多元文化的西部地域绿色建筑模式与技术体系
经济发达地区传承中华建筑文脉的绿色建筑体系
基于全过程的大数据绿色建筑管理技术

1.2�标准转化科研成果

分专业 分阶段 不同地域和建筑类型
实际效果和运行性能



2017/12/4

5

 我国最早的绿色建筑中文论文：
1994年，《工程建设标准化》杂志译文《绿色建筑的到来》 ，
介绍ASTM、AIA、USGBC、NIST等机构对绿色建筑的定义
和活动

1.3�标准总结技术实践

1.3�标准总结技术实践

2010s2000s1990s

科技部建筑节能示范楼,2005

五台山佛光寺,857

应县木塔,1056

中意清华环境节能楼,2005 朗诗布鲁克被动房, 2014

中德生态园被动房技术体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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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保障性住房技术导则》（建办[2013]195号）

 《绿色农房建设导则（试行）》（建村[2013]190号）

 《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技术导则（试行）（居住建筑）》
（建科[2015]179号）

 《绿色建筑后评估技术指南（办公和商店建筑版）》（建办科
[2017]15号）

1.3�标准总结技术实践

《中国生态住宅技术评估手册》,2001

《绿色奥运建筑评估体系》,2004

《绿色建筑技术导则》,2005

二、标准体系

指标
体系

建设规
范

评价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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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相同相似率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4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 GB/T50640-2010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 GB/T51141-2015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烟草工业绿色工房评价标准

GB/T50878-2013
YC/T396-2011

绿色办公建筑评价标准 GB/T50908-2013 88%
绿色商店建筑评价标准 GB/T51100-2015 83%
绿色医院建筑评价标准 GB/T51153-2015 79%
绿色饭店建筑评价标准 GB/T51165-2016 92%
绿色博览建筑评价标准 GB/T51148-2016 91%
绿色铁路客站评价标准 TB/T10429-2014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GB/T51255-2017
绿色校园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
某省市区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地方标准 相同72%，相近22%

• 现行绿色建筑评价国家标准约10部

2.1�评价标准

2.1�评价标准

绿色工业建筑
评价标准

绿色办公建筑
评价标准

绿色商店建筑
评价标准

绿色医院建筑
评价标准

绿色饭店建筑
评价标准

绿色博览建筑
评价标准

绿色校园
评价标准

GB/T50878
-2013

GB/T50908
-2013

GB/T51100
-2015

GB/T51153
-2015

国家标准
（报批）

GB/T51148-
2016 

GB⁄ 5116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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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建设规范

GB/T50905-2014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

绿色建筑竣工验收标准
(协会标准在编)

T/CECS465-2017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技术
规程
既有社区绿色化改造技
术规程 (行标在编)

JGJ/T229-2010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

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行业标准在编)

JGJ/T391-2016
绿色建筑运行维护技术规范
绿色建筑检测技术规程
(协会标准在编)
绿色建筑运营后评估标准
(协会标准在编)

JGJ /T328-2014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
理技术规程

绿色照明检测及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在编)

近年来，又进一步发展了健康建
筑、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等
有关标准和导则。

2.2�建设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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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层、3类项的指标体系，3重控制、3星级的评分体系

2.3�指标体系

三、标准应用

评价标识 强制推广 创新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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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评价标识

序 号 文件名称 发文号
1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试行） 建科〔2007〕206号
2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实施细则（试行修订）

建科综〔2008〕61号3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使用规定（试行）
4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专家委员会工作规程（试行）
5 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申报指南 建科综〔2008〕63号
6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申报指南

建科综〔2008〕68号7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证明材料要求及清单（住宅）
8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证明材料要求及清单（公建）
9 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补充说明（规划设计部分） 建科〔2008〕113号

10 一二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试行） 建科〔2009〕109号
11 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补充说明（运行使用部分） 建科函〔2009〕235号
12 关于加强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和备案工作的通知 建办科〔2012〕47号
13 关于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建办科〔2015〕53号
14 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试行） 建科〔2015〕108号

3.1�评价标识
全国共有7235项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总建筑面积超过8亿m2

（截至2016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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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强制推广

 2013年《绿色建筑行动方案》
2014年起，政府投资的国家机关、学校、医院、博物馆、科技
馆、体育馆等建筑，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的保障性
住房，以及单体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的机场、车站、宾馆、
饭店、商场、写字楼等大型公共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到2015年末，20%的城镇新建建筑达到绿色建筑标准要求。

 2013年北京市、深圳市、2014年上海市等城市和地区
2015年《江苏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
新建民用建筑(农民自建住宅除外)：一星级绿色建筑标准；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公共建筑：二星级

 2017年《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

3.3�创新示范

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重新制定了《全国绿色建筑
创新奖实施细则》和《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评审标准》(
建科〔2010〕216号)。

绿色建筑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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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创新示范

绿色建筑示范工程

 节能省地型科技示范工程（2005～2010）88项

 一百项绿色建筑示范工程与一百项低能耗建筑示范工程
（2007 ～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示范工程：
绿色建筑示范 、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示范 、低能耗绿色
建筑（园）区示范 、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科技示范 、绿色施
工科技示范 、绿色照明科技示范 、信息化工程示范 、建筑产
业现代化示范

城乡建设及有关事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基础

建筑本体 城乡建设 所服务事业

全产业链升级转型和生态圈内跨界融合的促成要素

阶段 性能 跨界

建筑提升品质与性能、丰富优化供给的主要手段

全生命期 性能要求 适用对象

四、标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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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s

绿色、生态理念

标准数量覆盖面

技术衔接、协调

Weaknesses

滞后于市场需求

适用范围有交叉

国际化程度

Opportunities

标准工作改革

推行第三方评价

多地强制执行

Threats

政府标准精简

市场恶性竞争

监督检查范围

四、标准展望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绿色建筑与生态城区专业委员会

 正副主任：王清勤、程志军、鹿勤、林波荣、林常青

 顾问专家：王有为、毛志兵、李迅、程大章、韩继红

 专业组：绿色建材、数字智慧、更新改造

 发展目标：填补空白、细化支撑、更高要求

 标准发展重点：

 针对特殊形态的绿色建筑及区域的评价标准和建设标准

 绿色建筑全生命期中建设流程上的重要节点标准

 绿色建筑发展所涉及的重点专项技术标准

四、标准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