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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住宅节能设计

李　敏
(临汾市建筑勘察设计院, 山西 临汾 041000)

摘　要: 　针对国内建筑节能设计现状, 从建筑物的外壳、体形、朝向、平面布置、门窗、屋顶等方面就节

能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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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随着全球能源问题的日益严峻和“可持

续发展”理念在国内的推广, 建筑节能设计越来越引

起我国广大建筑工作者的重视. 许多发达国家先进

的建筑节能理念、技术、材料以及应用成果被介绍到

国内, 向人们展示了通过优秀设计和高新科技相结

合所创造的优雅、舒适且节能环保的新型建筑发展

前景.

1　国内外现状

1. 1　国内建筑能耗基本情况

我国的建筑能耗量约占全国总用能量的 1ö4,

居耗能首位. 近年来我国建筑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需要大量的建造和运行使用能源, 尤其是建筑的采

暖和空调耗能. 据统计, 1994 年全国仅住宅建筑能

耗在基本上不供热水的情况下为 1. 54×108 t 标准

煤, 占当年全社会能源消耗总量 12. 27×109 t 标准

煤的 12. 6%. 目前每年城镇建筑仅采暖一项需要耗

能 1. 3×108 t 标准煤, 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11. 5% 左右, 占采暖区全社会能源消费的 20% 以

上, 在一些严寒地区, 城镇建筑能耗高达当地社会能

源消费的 50% 左右. 与此同时, 由于建筑供暖燃用

大量煤炭等矿物能源, 使周围的自然与生态环境不

断恶化. 在能源的利用过程中, 化石类燃料燃烧时排

放到大气的污染物中, 99% 的氮氧化物、99% 的

CO、91% 的 SO 2、78% 的 CO 2、60% 的粉尘和 43% 的

碳化氢是化石类燃料燃烧时产生的, 其中煤燃烧产

生的占大多数. 燃煤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中 SO 2 占

87%、氮氧化物占 67% , CO 2 占 71% , 烟尘占 60%.

由于我国是主要以煤而不是以油、气等优质能源作

为主要能源消耗的国家, 每年由于燃烧矿物燃料向

地球大气排放的CO 2 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预计

到 2020 年, 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 CO 2 排放第

一大国. 因此, 中国对于全球气候变暖承担着重大的

责任, 而作为耗能大户的建筑, 其节能 (包括结构构

造、材料选型、设备系统、自动控制等)一直是我国节

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涉及从规划设计到使用

管理的许多方面, 节能建筑投入少、产出多, 因此, 重

视和研究建筑物的节能设计已成为建筑节能的当务

之急!

我国自 1986 年建设部颁发《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采暖居住建筑部分)》以来, 已陆续建设了一批节能

试点小区, 取得了一些经验.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

不断深入, 高档旅游宾馆、高级写字楼的大量兴建.

其耗能量高出普通住宅建筑的 6 倍～ 7 倍, 而最新

统计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 10 倍, 于是又相继制订了

《旅游旅馆建设热工与空气调节节能设计标准》和

《建筑外窗性能及检测方法标准》等. 但是从标准的

执行情况来看, 除少数北方城市外. 大部分地区尚无

行动. 为确保有关标准的贯彻执行, 北京等一些大城

市纷纷出台建筑节能行政法规, 开展建筑节能研究,

如墙体材料革新、节能窗、太阳能建筑技术等, 一些

成果也已在相当范围内推广应用. 然而存在的问题



依然不少, 其中建筑设计节能就是一个薄弱环节.

1. 2　国外建筑能耗基本情况

欧美发达国家在经历了石油危机后. 普遍都把

建筑的节能管理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 从经济上加

以引导、鼓励或限制, 并已取得显著成效. 在建筑设

计节能方面, 台湾地区在立法的基础上每年组织节

能建筑评审, 并对优秀者给予奖励和宣传, 这对提高

岛内建筑节能水平较有助益. 目前国际上节能热正

在升温, 世界性的建筑节能新高潮正在现代新技术

的基础上兴起.

近年来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居住需求, 我国新建

了大量居住建筑, 其中住宅占了很大比例. 本文拟从

我国实际情况出发, 主要就住宅设计的节能问题进

行探讨.

2　节能住宅的概念

随着能源危机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开始

重视节能住宅. 节能住宅需要通过对建筑的合理设

计、合理选材, 最大限度地把室内自然温度控制在人

体舒适温度范围内, 从而为居住者提供健康、舒适、

环保的居住空间, 降低建筑物的运行能耗.

3　住宅设计最基本的节能意识

北方冬季严寒漫长, 因此, 住宅建筑设计中, 主

要空间朝向南, 或南偏东, 或南偏西, 历来被认为是

合理的设计, 这是最基本的节能意识在住宅建筑设

计中的应用. 在我国的大部分冬冷夏热地区住宅的

总体规划和单体设计中, 为住宅的主要空间争取良

好朝向, 满足冬季的日照要求, 充分利用天然能源,

无疑是最基本的改善住宅室内热环境的设计, 是最

基本的节能措施. 我国现行国家标准《住宅设计规范

(GB 5009621999)》中规定“每套住宅至少应有一个

居住空间能获得日照, 当一套住宅中, 居住空间总数

超过四个时, 其中宜有两个获得日照. ”在现行国家

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 50180)》中, 规

定了住宅日照标准的最低时限.

4　节能设计思路

4. 1　建筑外壳的节能设计

建筑外壳由窗、墙、屋面和门等构成. 控制建筑

能耗的最重要因素建筑外壳的节能设计可从以下几

方面考虑:

4. 1. 1　建筑体形　合理的建筑体形能够减少建筑

物与外界的热量交换,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 体形系数

(建筑物外围护面积与其所包围体积之比) 越大, 单

位面积散热量也越大, 对节能不利. 因此, 正确处理

建筑形式多样化和节能的关系, 是建筑设计中应当

引起重视的问题. 一般讲, 六层左右的建筑物对建筑

节能较为有利, 另外, 建筑物的外形越简单, 其外壳

的表面积越小, 热交换量亦越少. 因此, 建筑物的造

型宜简洁、完整, 尽量避免复杂的轮廓线.

4. 1. 2　建筑物的朝向　建筑布局应考虑朝向与节

能的因素. 坐北朝南的建筑物能够避免太阳的东照

西晒, 降低日射影响, 若同时配合以遮阳隔热, 效果

将更加显著, 如某建筑物的南立面设 lm 宽的阳台加

深遮阳就是成功的做法. 除此之外, 还应考虑当地的

气候条件, 选取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小的方向.

4. 1. 3　建筑物的平面布置　建筑平面的巧妙布局

常常能获得较为满意的节能效果. 如将电梯、楼梯、

管道井、机房等布置在建筑物的南侧或西侧, 可以有

效阻挡日射; 挑空中庭形成 2 次隔热区, 这种布置方

式较之常见的服务核区位于中部的习惯做法更有利

于节能; 利用自然通风降低温度、改善居住环境是炎

热地区节约空调电耗的重要方法; 恰当的平面布置

有助于形成理想的通风作用, 通过建筑物门窗的合

理设置, 形成通风口, 组织并诱导自然通风, 既起到

节能作用又克服了空调室内空气品质差的弱点.

4. 2　建造内保温复合节能墙体

复合节能墙体通常由绝热材料与传统墙体材料

或某些新型墙体材料复合而成. 如果绝热材料复合

在建筑物外墙的内侧, 则称为内保温复合墙体.

4. 2. 1　墙体结构层　系指混凝土现浇或预制品的

外墙, 内浇外砌或砖混结构的外砖墙. 以及诸如承重

多孔砖外墙等其他承重外墙.

4. 2. 2 　空气层　空气在 0℃时导热系数为

0. 024 W ö(m ·K). 在 25℃±5℃时为 0. 025 6 W ö
(m ·K) , 即使在 200℃的情况下仍有 0. 038 4 W ö
(m ·K). 由此可见, 空气也是一种优良的保温材

料.

因此, 在建筑物中常用材料围成的空气隔离层,

不但可以保温隔热, 而且具有切断液态水份的毛细

渗透、防止保温材料受潮的功能. 因为一般外侧墙有

吸水能力, 而其内表面常因温度低而出现冷凝水, 可

被结构材料吸入且不断向室外转移和散发.

4. 2. 3　保温隔热层　这是节能墙体的主要功能部

分, 常用绝热材料可分为有机、无机 金属等三大类.

出于导热系数、抗压强度、蒸汽渗透率、燃烧性能等

方面的考虑. 此处选用挤塑型聚苯板 (XPS) 为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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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4. 2. 4　保护层　主要功能是防止保温层受破坏, 并

阻止室内水蒸汽侵入保温层. 出于防火、抗冲击和环

保等方面的考虑, 宜选用A 级无机防火板为保护层

材料.

4. 3　改善门窗性能

门窗是住宅能耗散失的最薄弱部位, 其能耗占

住宅总能耗的比例较大, 其中传热损失为 1ö3, 冷风

渗透为 1ö3, 所以在保证日照、采光、通风、观景要求

的条件下, 尽量减小住宅外门窗洞口的面积, 提高外

门窗的气密性, 减少冷风渗透, 提高外门窗本身的保

温性能, 减少外门窗本身的传热量. 其节能措施有:

4. 3. 1　控制住宅窗墙比　住宅窗墙比是指住宅窗

户洞口面积与住宅立面单元面积的比值, JGJ 262
1995《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采暖居住部分)》对不

同朝向的住宅窗墙比做了严格的规定, 指出“北向、

东向和西向、南向的窗墙比分别不应超过 20%、

30%、35% ”.

4. 3. 2　提高住宅外窗的气密性, 减少冷空气渗透　

如设置泡沫塑料密封条, 使用新型的、密封性能良好

的门窗材料. 而门窗框与墙间的缝隙可用弹性松软

型材料 (如毛毡)、弹性密闭型材料 (如聚乙烯泡沫材

料)、密封膏以及边框设灰口等密封; 框与扇的密封

可用橡胶、橡塑或泡沫密封条以及高低缝、回风槽

等; 扇与扇之间的密封可用密封条、高低缝及缝外压

条等; 扇与玻璃之间的密封可用各种弹性压条等.

4. 3. 3　改善住宅门窗的保温性能　户门与阳台门

应结合防火、防盗要求, 在门的空腹内填充聚苯乙烯

板或岩棉板, 以增加其绝热性能; 窗户最好采用钢塑

复合窗和塑料窗, 这样可避免金属窗产生的冷桥, 可

设置双玻璃或三玻璃, 并积极采用中空玻璃、镀膜玻

璃, 有条件的住宅可采用低辐射玻璃; 缩短窗扇的缝

隙长度, 采用大窗扇, 减少小窗扇, 扩大单块玻璃的

面积, 减少窗芯, 合理地减少可开启的窗扇面积, 适

当增加固定玻璃及固定窗扇的面积.

4. 4　建筑物的屋顶

受阳光照射的建筑物屋顶, 表面温度比其他围

护结构高得多, 如: 在夏季, 长江以南地区用沥青材

料的平屋顶表面温度可达 60℃～ 70℃左右, 对室内

温度影响很大, 顶层住房冬冷夏热现象十分明显. 对

此, 除必须考虑屋面隔热保温措施以外, 还可从建筑

设计角度考虑在顶屋设置通风隔热层或将顶层作为

设备间等, 形成二次隔热, 减少屋面温度的影响; 在

炎热地区的屋面可通过蓄水 (如屋顶游泳池)和屋面

定时喷水系统使屋面显著降温.

4. 5　绿化与节能

近年来由于城市绿地不断减少, 加之空调的大

量使用, 导致“热岛效应”, 空气环境日益恶化, 给建

筑节能带来负效应. 一块草地和一块沥青地面的表

面温度差可达 14℃以上. 绿地每天蒸发大量水份,

带走大量热量, 为建筑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周围环

境条件, 同时美化了城市, 改善了空气质量.

4. 6　充分利用太阳能资源

太阳能作为一种天然的洁净能源, 也是居住建

筑设计上广泛推广的节能设计之一. 从近年来的能

源使用和发展情况来看, 煤、电、油的供应紧张已经

不容忽视, 太阳能应该由“补充能源”向“替代能源”

发展. 特别是太阳能热水器经过 20 年的发展, 产品

的生产研发技术日臻成熟, 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

睐. 另外, 从使用效果和居卫的淋浴费用以及投资回

收周期来看, 太阳能热水器也具有较大的成本优

势. 在设计时将太阳能热水器设备纳入到建筑设计

之中, 预留太阳能设置位置, 特别是在厨房卫生间

内. 如果太阳能热水器能够充分加以推广应用, 就可

以大大节省常规能源, 这也是建筑节能的发展方向.

5　总结

总之, 只要按照节能新标准严格把好节能设计

关, 监督好施工节能用材关, 就能有效提高居住建筑

节能效率, 降低建筑能源耗费, 节约居家生活成本,

为住户打造真正的环保节能、舒适、健康、方便的高

品质住宅, 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有效地

节约土地和能源, 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将建筑

热工技术与恰当应用新材料、新构造相结合, 搞好节

能建筑设计和施工, 促进建筑节能, 利用自然能的进

一步发展和建筑热功能的进一步改善, 是我国建筑

工作者进人 21 世纪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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