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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建筑自然通风设计技术标准》编制组第二次工作会议组织召开 

 

日前，重庆市工程建设标准《居住建筑自然通

风设计技术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编制组第二次

工作会议在重庆大学 B区 SUDBE楼 515会议室组织

召开，标准主编重庆大学丁勇教授主持了会议。来

自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唐小

燕教授级高工、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周强教授级

高工、重庆海润节能研究院谭平教授级高工、中冶

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彭渤高级工程师、重庆

海润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邓晓梅高级工程师、重

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张晓欧高级工程师、重庆弘筑

实业有限公司何俊雄总工及编制秘书组共同参加

了会议，中机中联工程公司王永超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通过书面形式反馈了建议。 

会议上，各参会专家就已形成的标准初稿进行

了讨论、修改和补充完善。专家组结合秘书组整理

的居住建筑自然通风设计与使用需求调研报告，针

对报告提出的居住建筑自然通风需要重点关注的

问题和内容，结合重庆市已有的公共建筑自然通风

技术标准，讨论了居住建筑通风与公共建筑通风的

差异，明确了居住建筑通风的特点和重点；专家组

分章节对标准初稿进行了梳理，讨论并总结了关于

居住建筑自然通风在室内环境、室外场地、建筑设

计、设施设备方面的特征要求，对条文内容的编写

进行了解析交流。专家组还对已有条文内容发表了

各自的理解，给出了修改与完善的建议。 

经认真深入讨论，会议进一步理清了标准的编

制思路，明确了标准应补充和删减的内容，并进行

了下一步工作安排，就形成标准第二稿的时间节点

进行了明确。会议为标准第二稿的完整性做好了铺

垫，提高了编制组编制效率，保证了居住建筑自然

通风标准的针对性和特征性。 

（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  供稿） 

 

业内信息 

 

可持续·向未来——绿色建筑助力低碳冬奥 

2022年 2月 4日晚，举世瞩目的北京第二十四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隆重

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冬奥

会开幕。中华文明与奥林匹克运动再度携手，奏响

全人类团结、和平、友谊的华美乐章。作为在确立

了“双碳”目标之后举办的第一个国际体育赛事，

北京冬奥组委全面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

的办奥理念。北京冬奥组委承诺，要在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上实现碳中和，而在所有的碳排放源当中，

场馆的建设和运行所产生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占

到了整个碳排放量的超过三分之一。北京冬奥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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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与场地的绿色建筑建设，为绿色低碳冬奥进行

了卓越而有效的实践。 

一、全部建成绿色建筑 

北京冬奥会不仅充分利用 08 夏季奥运场馆，

在新建冬奥场馆时也全面满足绿色建筑三星级标

准。北京冬奥会 6个新建室内场馆以及冬奥村建设

全部符合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3 个改造场馆通过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符合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针对

雪上场馆，北京冬奥创新性地制定了《绿色雪上运

动场馆评价标准》，破解冬奥难题，也填补了国际

相关标准的空白。该标准也将是北京冬奥会在规划

建设领域中的一项重要的奥运遗产。北京冬奥会的

7 个雪上场馆也全部获得了《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评

价标准》三星级认证。其中，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

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组织开展绿色建筑技术服务

的张家口赛区奥运村项目、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项

目以及太子城冰雪小镇会展酒店、文创商街、国宾

山庄等配套项目均获得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北京

大学第三医院崇礼院区在钢结构装配式、装配化装

修、全过程 BIM以及清洁能源采暖等方面做了绿色

低碳建设的有益探索与实践。 

二、采用可再生能源绿电 

北京冬奥会北京、张家口、延庆三个赛区的全

部场馆使用由传统电力改为 100%使用可再生能源

绿电※。依托张北±500kv 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和适

用于北京冬奥会的跨区域绿电交易机制，场馆的照

明、运行和交通等用电均由张家口的光伏发电和风

力发电提供，实现了城市绿色电网全覆盖。张北柔

性直流电网试验示范工程于 2019 年投入运行，运

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柔性直流电网新技术，将张家口

地区可再生能源输送至北京市。 

该工程每年向北京地区输送 141亿千瓦时的清

洁电力，将全面满足北京和张家口地区冬奥场馆用

电需求。建立跨区域绿电交易机制，通过绿电交易

平台，赛时将实现奥运史上首次所有场馆 100％使

用绿色电力。截至目前已有 19 个场馆在建设期提

前用上绿电，赛时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将实现清洁

能源供应。到 2022 年冬残奥会结束时，冬奥会场

馆预计共消耗绿电约 4亿度，预计可减少标煤燃烧

12.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32万吨。 

三、采用绿色低碳技术 

在国家速滑馆、首都体育馆等四个冰上场馆，

创新性的采用了全球变暖潜能值（GWP）为 1 的二

氧化碳制冷剂，与传统制冷方式相比，实现节能 30%

以上，能效可以提升 20%以上。这不仅使场馆碳排

放趋近于零，还将场地冰面温差控制在 0.5摄氏度

以内。并且制冷过程中产生的高品质余热可以回收

利用，用于运动员生活热水、冰面维护浇冰等。这

在奥运历史上尚属首次，获得国际奥委会的肯定。

场馆建设中采用超低能耗技术，建设的“被动房”，

也提高了建筑物能效水平。目前，国家游泳中心、

国家体育馆、五棵松体育中心、首都体育馆等夏奥

场馆，都创造性地实现了“水冰转换”“陆冰转

换”，成为了北京冬奥会冰上场馆。 

五棵松冰球训练馆建成面积 38400平方米，是

全世界单体面积最大的超低能耗公共建筑，并首次

在冰场区域采用溶液除湿机组，节能率达 77.1%。

北京冬奥村综合诊所，建成超低能耗建筑示范工程

1140平方米，通过保温或无热桥设计，提高建筑物

的气密性，建筑物综合节能率达到 51%。 

四、场馆建设绿色节材 

北京冬奥会各场馆都对施工材料用量进行了

优化设计，尽量减少不可循环材料如混凝土的使用，

优先使用可再生、可循环利用的材料。如国家速滑

馆，应用先进的计算机模拟技术，以单层双向正交

马鞍形的设计，建成了全球最“扁”的椭圆索网结

构屋顶，以此减少玻璃幕墙面积 4800 平方米，用

钢量仅为传统屋顶的 1/4，同时减少了室内空间以

及由此带来的能源消耗 5%。 

该场馆的拼装胎架从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等

建设项目周转使用，预制看台板使用废旧桩头粉碎

制成的再生骨料，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国家体

育馆和国家游泳中心的运动员更衣间由集装箱改

造而成，赛后可以无痕移除或作为场馆公共服务设

施进行再利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崇礼院区项目在

建设时间紧张、建筑功能复杂、张家口地区建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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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狭小的情况下，通过采用装配式钢结构设计、统

筹多专业同步施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手段，缩

短了项目的建设周期，同时实现项目的绿色、高质

量建设，保障了冬奥会顺利进行，践行了绿色可持

续的发展理念。 

五、绿色低碳运营 

在推进“碳中和”项目的同时，北京冬奥组委

也在倡导公众参与，形成绿色冬奥遗产。向国内外

宣传北京冬奥会低碳行动的进展与亮点，讲好北京

冬奥会“低碳故事”，鼓励和引导社会公众建立绿

色低碳生活方式。在北京冬奥会的交通出行方面，

使用的赛事交通服务用车的能源类型包括：氢燃料

车、纯电动车、天然气车、混合动力车及传统能源

车。节能与清洁能源车辆在小客车中占比 100%，在

全部车辆中占比 85.84%，为历届冬奥会最高。预计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期间，使用以上车辆将实现

减排约 1.1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 5万余亩森林一

年的碳汇蓄积量。北京冬奥组委入驻首钢工业主题

园区以来，通过综合利用、改造废旧厂房，利用光

伏发电、太阳能照明、雨水收集和利用等技术，建

设绿色高标准的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充分利用 OA

办公系统、视频会议系统等现代化办公手段，减少

纸张及办公用品使用，有效降低碳排放。北京冬奥

组委于 2020年 7月 2日全国低碳日，正式发布“低

碳冬奥”微信小程序，践行绿色出行、垃圾分类、

自备购物袋、有机轻食、爱用随行杯等低碳行为，

鼓励和引导社会公众建立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来源: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中心) 

 

加速发展步伐 促进行业升级——各地积极开展绿色建筑创建行动观察 

 

北京冬奥会已经闭幕，在日前举行的“美丽中

国·绿色冬奥”专场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

示，中国政府全面落实“绿色办奥”举措，充分改

造利用鸟巢、水立方、五棵松体育馆等原有奥运场

馆，新增场地从设计源头减少对环境影响，国家速

滑馆“冰丝带”成为世界上第一座采用二氧化碳跨

临界直冷系统制冰的短道速滑馆，碳排放趋近于零，

冬奥会全部场馆达到绿色建筑标准。 

近年来，全国各地坚持政策指导、技术先导、

示范引导，绿色建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今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明确

提出，2022年将持续开展绿色建筑创建行动。 

政策推动 不断提升占比 

为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2021年印发

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提到，实施

工程建设全过程绿色建造；大力发展节能低碳建筑，

持续提高新建建筑节能标准，加快推进超低能耗、

近零能耗、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全面推广绿色低

碳建材，推动建筑材料循环利用等。2021年 10月，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

见》提出，加强财政、金融、规划、建设等政策支

持，推动高质量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大力推广超

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发展零碳建筑。 

岁末年初，各地纷纷印发相关政策，推动“十

四五”时期绿色建筑发展。 

为持续开展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推进绿色建筑

规模化发展，湖北省荆州市出台的《“十四五”建

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全市城镇新建建筑 100%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其

中星级绿色建筑占比达到 20%，城镇新建建筑能效

水平比 2020年提升 15%，城镇新建建筑绿色建材应

用比例达 50%，新型墙体材料应用率达到 97%以上。

在“十三五”期间，荆州市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全部

执行国家和湖北省现行节能标准，新增节能建筑面

积 1652.09万平方米，新增建筑节能能力 26.18万

吨标准煤。 

广东省惠州市也印发实施方案，明确重点实施

工作任务，并提出惠州市绿色建筑创建行动目标，

即 2022年和 2023年城镇新建民用建筑中绿色建筑

占比分别达到 80%、90%；到 2023 年，全市新建成

民用建筑按一星级及以上标准建设的绿色建筑面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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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占新建建筑比例达到 35%。 

天津市滨海新区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

“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到 2025 年，当年城镇

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达到 100%。到 2025

年，当年城镇新建建筑中一星级及以上的绿色建筑

面积占比达到 60%以上，二星级及以上的绿色建筑

面积占比达到 30%以上，三星级的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达到 5%以上。 

技术创新 发展绿色建筑 

创新是行业的生命力，各地在绿色建筑创建规

划中，多次提出推广应用自然通风、室内除湿、自

然采光、隔声降噪、建筑遮阳、雨水利用、余热利

用、水源热泵及空气源热泵技术等可再生能源，引

领技术创新，促进绿色建筑高品质高质量发展。 

使用轻型光伏墙体替代传统水泥墙体，1155块

薄膜光伏组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预计年发电量可

达 7.5 万千瓦时，满足建筑 30%至 40%的用电需求

——在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未来科学城，有这样一

座身披蓝色光伏“外套”的房子。 

项目建设方负责人说道：“外层是光伏幕墙，

内层是保温透明玻璃，中间形成的封闭空腔可以进

行取热利用。夏季光伏背板温度逐渐升高，导致发

电效率降低，这时自动打开百叶窗，室内温度降低；

冬季将百叶窗关闭，空腔形成‘暖墙’，可降低室

内热负荷。” 

重庆市在绿色建筑“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因

地制宜建立可再生能源利用主要实施技术路径，推

进可再生能源的深度及复合应用，探索在具备资源

利用条件的区域强制推广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

术的措施。强化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项目实施质量，

促进可再生能源建筑规模化应用。在城市大型商场、

办公楼、酒店、机场航站楼等建筑推广应用热泵、

电蓄冷空调等。结合气候、资源条件，因地制宜地

开展建筑太阳能系统应用示范，推进城镇新建公共

机构建筑、新建厂房屋顶应用太阳能光伏。围绕建

筑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目标，在建筑空调、

生活热水等用能领域推广高效电气智能化应用技

术与设备。 

示范引领 促进转型升级 

以试点示范先行、以点带面的方式，多地大力

推动绿色建筑建设，实现跨越式增长。 

在山东省青岛市，中德生态园作为中德两国政

府重点合作项目，通过引入德国标准建设示范项目、

对标德国理念实现技术突破、建立国内标准助推本

土应用、加深国际交流搭建产学研体系等措施，推

进超低能耗建筑发展，践行示范低碳减排的新发展

理念 

在《青岛市“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

展规划》中，提出将加大超低能耗建筑推广力度，

以中德生态园被动房技术体验中心为代表，不断扩

大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试点规模，并在新建城区内

实施区域性推广，将崂山区、青岛西海岸新区、城

阳区和即墨区四区作为超低能耗建筑重点发展区

（市），累计实施 100 万平方米，并在上述四区内

开展近零能耗建筑试点示范，示范面积各为 5万平

方米，共计 20万平方米，可减少碳排放量 81万吨。 

雄安新区则围绕建设“绿色智慧新城”目标，

全方位全过程推行绿色规划设计、绿色建造、绿色

运维、绿色生活，着力降低建筑能源资源消耗与碳

排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实现，打造高质量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典范。 

雄安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绿色、

智能、创新”要求，新区将高质量推动绿色建筑全

面发展，推广新型绿色建造方式，促进绿色建材应

用，建立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长效管理和市场机制，

实现城乡融合，促进绿色建筑发展从“节能—零能

—正能”到“全寿命期脱碳”的系统升级，形成“单

体—街坊—社区—城区—城市”的绿色建筑创新性

递进推广模式，高质量建成绿色智慧新城。 

据介绍，雄安新区新建城镇建筑包括民用和工

业建筑在内全面执行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标准，新

建政府投资及大型公共建筑全面执行三星级绿色

建筑标准，启动区、起步区等重点片区新建建筑力

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到 2025 年，集中连片建成

高质量绿色建筑，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初步形成。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https://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z000591/nc.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