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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勤: 修订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助力建筑高质量发展 

新修订的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9）已于 2019 年 8月 1日起实行。

本文试从修订背景、修订要点、标准特色等五个方

面对新标准及相关工作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修订背景 

落实我国新时期建筑方针 

    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了“适用、经济、

美观”这一建筑方针。2016 年 2 月，《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工作的若干意见》出台，在原有建筑方针的基

础上增加了“绿色”，形成了“适用、经济、

绿色、美观”的新时期建筑方针。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适应时代发展需要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修订是时代发展

的需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14 个坚持”，其中有 3 个“坚

持”和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人和自然的和

谐共生密切相关。同时，建筑业由高速发展转

向高质量发展，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和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已成为建筑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此背景下，重新修订《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成为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适应新时代

要求及建筑业发展趋势的一项重要举措和工

作。2018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

司将全面提升建筑全过程绿色化水平列为重点

工作，提出要推动新时代高质量绿色建筑发展，

修订《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满足人民群众对

优质绿色建筑产品的需要。 

应对绿色建筑领域新问题 

目前，绿色建筑建设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设计标识多，运行标识少。截至 2018

年底，全国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项目累计

超过 1.4 万个，建筑面积超过 11 亿平方米，而

获得运行标识项目仅占约 7%，其余均为获得设

计标识项目。如果加上通过施工图审查的建筑

项目，获得绿色建筑运行标识的项目不足全部

绿色建筑项目的 4%。 

二是“以人为本”在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

体现得不够。2006 年版及 2014 年版标准主要

是强调节约，其提出的“四节一环保”原则更

多考虑的是建筑本身的绿色性，对安全耐久、

健康舒适、环境宜居、便捷等考虑不多，对“以

人为本”的技术要求体现不够。 

三是绿色建筑的可感知性不够。北京、上

海、浙江、江苏等发达地区的新建城镇建筑基

本都是绿色建筑，但使用者并没有感觉到绿色

建筑和以前的建筑有大的区别，绿色建筑在健

康、舒适、高质量等方面的优势和可感知性体

现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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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对建筑领域的新技

术、新理念反映有待提高。当前，建筑科技快

速发展，但建筑工业化、海绵城市、建筑信息

模型、健康建筑等新领域方向和新技术发展并

未及时反映在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 

二、修订要点 

新版标准和上一版相比较，修订内容主要

包括以下八个要点： 

第一，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结合新时代新要求，以百姓为视角，以性

能为导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新

的绿色建筑指标。 

原标准包括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室

内环境、施工管理和运营管理 7 大指标体系；

新标准的指标体系则包括五大性能，即安全耐

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和环境宜

居。新的指标体系更能响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

盾的变化，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第二，重新定义绿色建筑术语，更加强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及高质量。 

原标准对绿色建筑的定义强调“最大限度

的节约资源”，修订后的标准将绿色建筑定义

的重点放在“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高质量建筑”。作出这一修订，主要考虑

人对自然有消耗需求，人对居住环境也有要求。

因此，新版标准更加强调人的需求和自然承载

力之间的平衡。同时，新版标准加入了“高质

量”概念，即绿色建筑应是高质量的建筑。 

第三，重新设定评价时间节点，保证绿色

技术措施的落地。 

2006 年版标准只有运行评价，2014 年版标

准增加了设计评价相关内容，并明确提出设计

评价在施工图审查通过后进行。此次修订，将

“设计评价”改为“设计阶段的预评价”，以

利于在设计阶段为绿色建筑把关。同时明确，

绿色建筑评价应在建筑工程竣工后进行，投入

使用前、使用后均可,以便检查图纸上的绿色技

术措施是否落地。 

第四，新增绿色建筑等级，与全文强制规

范协调并兼顾地域发展不平衡现状。 

    此次修订新增绿色建筑等级“基本级”，

即分为基本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这

一改变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绿色建筑为

“国际语言”，我国应与国际主要绿色建筑评

价技术标准接轨。国际上主流的绿色建筑标准

基本都分为四个等级。例如，120 多个国家使

用的美国 LEED 标准，德国的 DGNB 认证体系都

是分为铂金、金、银和认证级四个等级。二是

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绿色建筑发展不平衡性。三

是与现行的国家和地方政策之间需要协调。 

第五，优化计分评价方式，兼顾科学性和

简便易用性。 

原有标准的绿色建筑评价方法比较复杂。此次

修订对计分评价方式进行了优化。一是取消不参评

的得分项。二是拓展条文的适用性，要求任何一条

标准都要适合不同的建筑类型，适合不同的气候

区。三是不采用得分率的计分方式，直接累计计分

即可。 

在修订过程中，新版标准的内涵得到进一步丰

富，增加了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等的内

容，但同时总条文数量相较上一版减少了 28 条。

此次修订的重点是抓绿色建筑的主要矛盾，以求标

准更简单、易用，更容易推广。 

第六，要求星级绿色建筑全装修，减少污

染和浪费，保护环境。 

经广泛征求意见，新标准要求，一、二、三星

级绿色建筑都应该实现全装修，全装修工程质量、

选用材料及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这一修订是为了避免装修扰民、节约装饰材

料、减少装修垃圾污染、保护住区环境设施等，同

时考虑到很多地方均已出台了全装修的相关政策。 

第七，新标准更强化健康、智慧、宜居、

全龄友好等内容，以顺应建筑技术发展趋势。 

在新标准中，对健康、智慧、宜居等内容进一

步强化。其中，健康舒适包括空气、水质、声环境、

光环境、热湿环境、绿色建材等内容；智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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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远程、检测、监控、智能化服务等内容，如实

现使用者在远程即可交水电费等。宜居便捷，包括

室外绿地、绿色交通、公共服务、健身场地等内容。

全龄友好，包括无障碍步行系统、容纳担架的无障

碍电梯、公共场地无障碍设计、儿童活动设施等。 

第八，多层级设置性能要求，提升绿色建

筑的性能和质量。 

新标准对绿色建筑性能要求设置了四个层级。

项目只有满足所有层级才能拿到绿色建筑证书。具

体要求：第一层级，每个一级指标的最低得分大于

等于本指标满分的 30%；第二层级，一星、二星、

三星的总得分要分别达到 60分、70分、85分；第

三层级，一星、二星、三星绿色建筑要实现全装修；

第四层级，对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提高比例、严寒

和寒冷地区住宅建筑外窗、节水器具用水等级、外

窗热工性能和气密性能等提出更高要求。 

此外，新标准还增加了很多其他新的内容。例

如，首次加入的绿色金融概念，鼓励绿色金融支持

绿色建筑发展；提升建筑的安全性及耐久性；提升

生活的便利水平，包括充电设施和无障碍停车；传

承地域文化（创新项）。同时，还引入了工程质量

潜在缺陷保险制度——施工企业或建设单位的工

程质量好，保险费用就较低，这是倒逼工程质量提

升的有效措施。 

三、标准特点 

新标准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创新构建绿色建筑新的技术指标体系。一是把

增进民生福祉作为目的；二是从百姓视角设计

新的评价指标体系，凸显安全、耐久、便捷、

健康、宜居、适老、适幼、节约等内容；三是

凸显使用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二，重新设定了绿色建筑评价时间节点，

保证绿色技术措施可以落地。一是绿色建筑的

评价应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进行；二是取消

设计评价，代之以设计阶段预评价；三是促进

绿色技术措施落地，提高绿色建筑的运行实效；

四是和国际主流做法保持一致。 

第三，增设了绿色建筑等级，与全文强制

规范协调并与国际接轨，和地方、国家政策相

协调，同时考虑发展不平衡现状。一是与国际

接轨，增加基本级；二是扩大评价覆盖面，推

动普及绿色建筑；三是考虑地区差异，兼顾地

方推进绿色建筑的政策。 

第四，合理设置评分项条文，提高标准评

价的简单易用性。一是聚焦主要绿色技术，总

评分项条文减少；二是提高条文的可操作性；

三是取消不参评项，每一条都是得分项或不得

分项。 

第五，扩展绿色建筑的内涵，与建设科技

的发展相适应。一是拓展绿色建筑内涵，包含

安全、耐久、健康、舒适、宜居、便利、全龄

友好等；二是汲取建筑科技发展过程中产生的

新技术、新理念（建筑工业化、海绵城市、健

康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建筑信息模型、超

低能耗、传承地域特色建筑文化等）；三是探

索新时代绿色建筑发展的新要求。 

第六，提升绿色建筑性能，促进绿色建筑

高质量发展。一是强化安全耐久、节约资源、

环境宜居等方面的性能要求，以及空气质量、

水质、健身、全龄友好等以人为本的有关要求；

二是对一星、二星、三星绿色建筑设置了多层

级的性能要求。 

四、相关问题讨论 

讨论 1：安全耐久是绿色建筑的基础和保

障，也是重要的绿色内涵之一。 

    在参考德国 DGNB 认证、英国 BREEAM 认证

等国际先进绿色建筑标准的基础上，新标准提

出包括“安全耐久”在内的五大性能。很多人

一提到安全性就认为指的是抗震和结构安全，

实际上并非如此。新标准中定义的绿色建筑的

安全是广义的安全，是从人的安全角度出发的，

包括实现人车分流、使用安全玻璃、防夹、防

空中坠物等内容。另外，建筑的耐久是最大的

“绿色”。 

讨论 2：各国绿色建筑的内涵基本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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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评价指标体系可以不同。 

世界各国对绿色建筑内涵的定义是相似

的，即最大限度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但

各国的绿色建筑指标体系可以不一样。英国的

BREEAM、美国的 LEED、日本的 CASBEE、法国的

HQE、德国的 DGNB 等都不一样。我们要在借鉴

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建

筑评价指标体系。 

讨论 3：绿色建筑是一个多专业、全寿命

期的集成创新。 

    绿色建筑是一个集成创新，无法用一个量

化指标来表达，既需要技术措施，也需要性能

化指标，二者相辅相成。而绿色技术措施是达

到综合性能指标的重要保证。 

讨论 4：新标准将“四节”由四章内容改

为一章，并不意味着不重视资源节约。 

“四节”相关内容在上一版标准占四章篇

幅，在新标准中改为“资源节约”一章，但这

并不意味着新标准不重视资源节约。恰恰相反，

新标准更加强调资源节约，“四节”的要求比

上一版更加严格（如暖通空调负荷、围护结构

热工、外窗传热系数、节水卫生器具、隔声性

能、绿色建材等）。 

讨论 5：新标准的增量成本问题。 

有人认为新标准的增量成本很高，做绿色

建筑代价太大。通过第一批 6 个新版国标绿色

建筑项目评价的增量成本分析可知，三星级公

共建筑的平均增量，三个项目是 182.1 元/平方

米；三星级住宅的两个项目平均增量成本是

143.7 元/平方米，增量成本在可承受范围之

内。未来，随着样本数量的增加，增量成本可

能会更加准确。 

讨论 6：新标准的“五性”更具中国特色，

更适合新时代的需求。 

新标准提出的“五性”指标体系更具中国特

色，更适合新时代的需求。其响应了新时代社

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

需要。“五性”更能体现以人为本，更能引起

人民群众对绿色建筑的关注，也更有利于推进

绿色建筑的快速和高质量发展。新标准的“五

大性能”更有益于政府的行业管理，凸显政府

主管部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更有利

于老百姓监督。 

五、未来工作 

下一步将主要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1. 为配合标准的使用和技术内容解释，编

写《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技术细则》。 

2. 编写《绿色建筑典型案例集》。通过案

例展示促进新《标准》的实施。 

3. 向全国开展广泛的技术宣传和培训工

作，使技术人员全面理解和掌握绿色建筑技术

要求，便于开展绿色建筑设计、施工、运行和

评价工作。 

4. 出版新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英文版。便于

国际间的交流及国外项目使用我国新修订的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进行项目认证，使新标

准“走出去”。 

（来源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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