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建筑、海绵城市知识解答--华东站



目录 CONTENTS 

一、绿色建筑

二、海绵城市



回答：

1、《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新内容主要体现在绿色建筑内涵的拓展上，从原来的

“四节一环保”拓展为“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宜

居”五个方面。

2、重点问题是“准入条件（围护结构性能提升、节水器具效率、住宅隔声性能、室内污染物浓

度、外窗气密性能等）”、“全装修概念”、“评价阶段后置”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问题1：绿建新标准中的新内容及重点问题有哪些？

一、绿色建筑



一、绿色建筑

摘自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9 )

此条技术要求是由老国标的
得分项变为新国标的控制项，
对于高星级项目有一定的技
术难度。

此条技术要求是由老国标的得
分项变为新国标的控制项，需
要提升建筑构件的隔声性能。

准入条件



一、绿色建筑

全装修概念：在交付前，住宅建筑内部墙面、顶面、地面全部铺贴、粉刷完成，门窗、固定家

具、设备管线、开关插座及厨房、卫生间固定设施安装到位；公共建筑公共区域的固定面全部铺

贴、粉刷完成，水、暖、电、通风等基本设备全部安装到位。

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3 个等级的绿色建筑均应进行全装修，由此带来的新内容如：

1、瓷砖、吊灯、吊顶、整体橱柜、储物柜等的安全与耐久；

2、阳台栏杆间距、隐形防盗网、窗扇开启角度、纱窗等安全措施；

3、安全玻璃、防夹门窗的应用；

4、建筑出入口及平台、公共走廊、电梯门厅、厨房、卫生间、浴室、室内外活动场地、坡道、

楼梯踏步等的防滑措施；

5、装饰装修工程室内空气质量和污染物控制和监测、装饰装修材料产品的选择；

6、用水水质安全和监测等。



回答：

1、上海市目前可执行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是国家《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4、国家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和上海市《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G/TJ 08-2090-2020。

2、根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绿色建筑评价管理工作的通

知》：2020 年 5 月 1 日（含）后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 2020 年 10 月 1 日（含）后取得审

图合格证书/审查意见书的项目，申请绿色建筑评价标识时均应依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G/TJ08-2090-2020）进行评价。2020 年 12 月 31 日后 ， 相关评价机构仅受理按《 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DG/TJ08-2090-2020）申请的本市绿色建筑评价项目（竣工验收五年内申报运行

阶段评价标识的项目除外）。

问题2：上海市目前可执行的绿色建筑标准是哪些？各标准执行的时间节点怎样

界定的？

一、绿色建筑



回答：

根据《上海市绿色建筑“十三五”专项规划》所有新建建筑全部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其中大型

公共建筑、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按照绿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标准建设；低碳发展实践区、重点功

能区域内新建公共建筑按照绿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标准建设比例不低于70%。

部分区域也有各自的管理办法，如《崇明区绿色建筑管理办法》要求：新建公共建筑应当按照绿

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标准建设，其中单体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公共建筑按照绿色建筑

三星级标准建设；新建居住建筑按照绿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标准建设的比例应不低于70%，其中

商品住宅全部按照绿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标准建设。新建公共建筑中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其

他1万平方米以上公共建筑投入使用后，还应当取得绿色建筑运行标识。

问题3：上海市最新绿色建筑要求是怎么样的？

一、绿色建筑



回答：

1、绿色建筑评价应在建筑工程竣工后进行，分为竣工评价和运行评价。竣工评价应在建筑工程

竣工后进行；运行评价应在建筑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且能提供全年运行数据后进行。

在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完成后，可进行预评价。

2、上海市绿色建筑评价标识有效期为三年。

问题4：上海市新地标绿建评价需要在什么阶段进行？标识有效期是多久？

一、绿色建筑



回答：

1、3.2.7基本要求中：1）取消了一、二、三星级对围护结构热工提升比例的要求；2）取消了一、二、

三星级对节水器具的要求。

2、安全耐久章节结合上海地区夏热冬冷的特点，增加管道防冻控制项：4.1.9条室外明露等区域和公

共部位有可能冰冻的给水、消防管道应有防冻措施。

3、健康舒适章节，评分项中5.2.7条，对于住宅建筑的楼板撞击声隔声较国标有一定的提升，要求：

对于住宅建筑，卧室、起居室的分户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达到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住宅设计

标准》DGJ08-20对于全装修住宅的限值65dB，得3分；达到60dB得5分。

4、环境宜居章节，控制项：8.1.4条：用地面积大于2万m2的建筑与小区项目应进行海绵城市设计。

其他细微的变化就不一一展开。

问题5：上海绿建新地标中的新内容及重点问题有哪些？

一、绿色建筑



回答：

《上海市公共建筑绿色设计标准》 DGJ08-2143-2018、《上海市住宅建筑绿色设计标准》 DGJ08-

2139-2018 为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批准，2019年7月1日起施行，目前依然有效。

以上两标准为设计标准，与刚发布的 上海市《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G/TJ 08-2090-2020并不冲

突，一个是设计标准，一个是评价标准。

问题6：上海市原来地标公共建筑、住宅建筑绿色设计标准是否还可以用？

一、绿色建筑



回答：

1）单体建筑面积2万平以上的大型公共建筑和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按二星级及以上标准建设；

2）单体建筑面积1万平以上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2万平以上的公建，应设能耗监测系统；

3）新建有热水需求的公建和6层以下的住宅必须设置太阳能热水系统；

4）应采用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

5）新建建筑单体预制率不应低于40%、单体装配率60%。

问题7：上海市项目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一、绿色建筑



回答：

1、根据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贯彻执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的通

知》：对于2019年8月1日前已签订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出让合同或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且在规划设

计要点中明确绿色建筑星级要求的工程项目，可继续按照旧国标（2014版）进行评价。对于2019年8

月1日之后签订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出让合同或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的工程项目，可按照新国标等标准

进行绿色建筑评价。

2、新建民用建筑规划、设计、建设，应当采用一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标准。 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

家融资的大型公共建筑，应当采用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规划、设计、建设。 鼓励其他建筑

按照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规划、设计、建设。 

问题8：江苏省最新绿色建筑政策是怎样的？

一、绿色建筑



回答：

1、本地申报必须提供场地声环境检测；

2、扣除自行车库、汽车库面积后，建筑面积大于等于20000㎡的公共建筑应至少利用一种可再生

能源，并符合下列规定：

1）仅采用太阳能光热系统提供生活热水，其日用热水量比例不低于50%。

2）仅采用地源热泵系统提供空调冷、热量，其比例不低于设计状态的负荷20%。

3）仅采用太阳能光伏系统提供电量，总功率不应低于建筑物变压器总装机容量0.2%。

3、规划用地面积大于等于20000m²新建项目应采取雨水回用措施，雨水收集面积不小于项目规划

用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项目所有绿化、道路浇洒、水景补充水全部采用非传统水源。（详见

【苏建科（2015）439号】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民用建筑设计方案绿色设计审查的通知）

4、住宅的生活热水应采用太阳能热水供应系统。6层及6层以下的住宅，应采用太阳能热水供应系

统；超过6层的住宅，应至少为最高供水分区内的每户设置太阳能热水供应系统，且应用总层数不

少于6层。有热水供应需求的学校、医院、宾馆、体育馆等公共建筑应采用太阳能热水供应系统。

问题9：江苏省项目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一、绿色建筑



回答：

1）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公共建筑，应按二星级以上要求；

2）新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总建筑面积1万平以上的其他公共建筑，应当安装建筑用能分项计量

及数据采集传输装置；

3）建设用地2万平以上的新建民用建筑，应建设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4）新建居建和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政府投资或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公共建筑，应利用可再生

能源。

问题10：浙江省项目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一、绿色建筑



回答：

1、在方案阶段引入绿色建筑设计团队，重视绿色建筑设计意图和得分关注点，与设计各专业

（建筑、水、暖、电、结构、景观、装修、智能化、幕墙等）反复讨论绿色建筑方案，紧密配

合各项条件，并贯穿在方案-设计-施工-运营全过程。

2、新国标总则中增加了一条1.0.4：绿色建筑应结合地形地貌进行场地设计与建筑布局，且建筑

布局应与场地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相适应，并应对场地的风环境、光环境、热环境、声环境

等加以组织和利用。

问题11：如何更实际有效地落实绿建要求？如何与建筑方案更好地结合？

一、绿色建筑



回答：

外墙A级材料主要有：岩棉板、玻化微珠保温砂浆、无机活性墙

体保温隔热材料、水泥泡沫保温板、泡沫玻璃棉板、结构一体化

免拆保温模板、装配式自保温结构

问题12：外墙A级保温材料有哪些，应该如何选择？

一、绿色建筑



回答：

1、需根据项目场地条件和设计实际情况，合理采用得分策略，充分利用项目自身优势，满足相

应得分要求；

2、工业建筑需根据用地性质、建筑功能选用评价标准。如生产厂房及其内的办公间和生活间、

其他辅助生产建筑、各类动力站房建筑、试验检验车间、仓储类建筑应按照《绿色工业建筑评价

标准》GB/T 50878-2013进行评价。

问题13：工业用地较偏远，附近公交站点较少，得分较难。工业建筑在评分中只

能参考公共建筑，要求较为严苛？

一、绿色建筑



问：新建上海项目的雨水综合径流系数，是不是统一要求小于0.5？

答：综合雨量径流系数定义，即设定时间内降雨产生的径流总量与总雨量之比。

问题1.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根据《上海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建筑和小

区指标要求详见左表：

对透水铺装、集中绿地、单位硬化面积有相关的指

标约束性要求；对场地综合雨量径流没有强制要求。

但是从海绵城市建设的措施选择上，优先考虑绿色

措施如屋顶绿化、透水铺装降低场地雨量径流。



05
面源污染总削减率定义

      年径流固体悬浮物(SS)总削减率，即雨水经过海绵设施的预处理、物

理沉淀和生物净化等作用后，建设场地内累计一年得到设计控制的雨水径

流固体悬浮物(SS)总量，占全年雨水径流固体悬浮物(SS)总量的比例。

05
问题2. 面源污染削减率

《上海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



05

05
问题3. 生物滞留设施内的植物

生物滞留设施中的植物选取要满足耐淹要求并与景观效果协调一致。

生物滞留设施植物应选耐水湿品种见《上海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规程》中附录A

周边雨水宜分散进入生物滞留设施，当集中进入时应在入口处设置缓冲措施。

植物品种应选择当地适生的耐水湿植物和耐污染的观赏性植物。



融合海绵的功能性与景观的美学性

l 绿地：可表达成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

植草沟、生态树池、旱溪、碎石带...

l 铺装：可设置为透水砖、透水沥青、透

水混凝土、鹅卵石、碎石铺地、嵌草

砖...

l 屋顶：可设置简易式、花园式、草坪式

绿色屋顶...

l 地下：可增加埋地式碎石调蓄带、PP雨

水蓄水模块、渗渠、雨水蓄水池...

问题4. 海绵措施与景观的结合



05

05
问题5. 透水铺装的选择

《上海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 

P34“技术措施“

透水路面按面层材料可分为透水沥青路面、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和透水砖路面。

（1）人行道、专用非机动车道、轻型荷载道路和轻型荷载的停车场，宜采用

透水铺装；人行道、步行街可选用透水砖、碎石路面、汀步等

（2）城市快速路、非重载交通高架道路、景观车行道路宜采用透水沥青铺装，

并应设置边缘排水系统，接入雨水管渠系统。

（3）非机动车道可选用透水沥青路面、透水性混凝土、透水砖等；露天停车

场可选用嵌草砖、透水砖等；

（4）广场、庭院可选用透水

砖等。



05

05
问题6. 雨水回用池

《上海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 

蓄水池的实际收集容积，一般为上游雨水管渠对应汇水面积，应根据实际

有效收集区域，包含屋面、道路等的服务面积，进行有效蓄水容积计算。

常见的蓄水池错误做法：

1. 水池位置放置在管网的中前端，不能有效收集场地雨水；

2. 水池进水管高于室外检查井标高，不能收集雨水；

3. 不建议布置在负二层，排水管靠机械排水，存在风险；



问：地下室内调蓄池溢流设置？

答：常见的地下室内调蓄池为

钢筋混凝土结构蓄水池，其工

艺流程常规为：

上游雨水井—弃流井—阀门

井—混凝土蓄水池—净化设

备—清水池—回用。

其中，清水池设置溢流水位且

溢流管连接至地下室集水坑，

用于排水溢流雨水。

问题7. 雨水调蓄池相关计算

溢流管

清水池

溢流管



问题8. 雨水调蓄池相关计算

问：雨水储存量如何确定？

当雨水调蓄池用于径流峰值及年径流总量控制时，其储存容积应根据《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50400-2016）公式4.3.6及式3.1.3确定。

当项目有雨水收集回用需求时，其储存容积应不宜小于3d的日回用雨水量。回用雨水可用于绿化、道路及广场

浇洒、车库地面/车辆冲洗，具体定额参考《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2010）



问：雨水收集排放量如何确定？

问题9. 雨水调蓄池相关计算

依据《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2016）条文说明4.3条。

雨水调蓄池其排放量与项目雨水回用水量相关：当雨水回用管网耗用雨水能力越大，则蓄水池排放量越小、排空

越快。

一般情况下，蓄水池雨水无法及时（3日或72h）内耗用完毕，则需增设排水泵。排水泵宜按6h-12h排空水池

确定，一般取上限12h。

公式来自北京市《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DB11/685-2013）



问题10. 海绵城市如何与绿色建筑更好结合

问：海绵城市如何与绿色建筑更好结合？

1、海绵城市与绿色建筑的理念和要求是一致的，海绵城市做的好可以提升绿色建筑的得分和等级。

2、海绵城市设计与绿色建筑设计协同合作、整合要求和条件，一举两得。

3、海绵城市与绿色建筑的契合点很多：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等绿色雨水基础设施的占比

透水铺装的比例

屋顶绿化的比例

水资源利用

缓解热岛效应

……



Thank you!
深圳市骏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Junye  Building  Technology  Co., Ltd.

Add: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威新软件科技园1号楼2楼东南翼

Tel:0755-26453495                    Fax: 0755-26425553   

全国服务热线: 400 6464 664       Web: www.szjunye.cn   

主讲人：齐杰
联系方式：  18118751117
邮箱：QIJ@SZJUNY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