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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山西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关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和改善农村居住建筑室内热

环境、提高能源利用率相关工作要求，在临汾市住房保障和城乡

建设管理局指导下，编制组经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有关国内外标准和要求，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

本技术导则。

本导则属于指导性技术文件，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
基本规定；4.建筑布局与节能设计；5.围护结构保温隔热；6.供暖

通风系统；7.照明；8.可再生能源利用。

本导则由临汾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负责管理，由临

汾市建筑勘察设计院组织编写。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

寄送临汾市建筑勘察设计院《临汾市农村居住建筑节能技术导则》

编制组（地址：临汾市水塔街 14号，邮政编码 041000）。

主编单位： 临汾市建筑勘察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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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临汾市有关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法规和政策，改

善农村居住建筑室内热环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临汾市农村新建、改建、改造和扩建的居住

建筑节能设计。

1.0.3 农村居住建筑的节能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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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围护结构 building envelope

指建筑各面的围挡物，包括墙体、屋顶、门窗、地面等。

2.0.2 室内热环境 indoor thermal environment

影响人体冷热感觉的环境因素，包括室内空气温度、空气湿

度、气流速度以及人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辐射换热。

2.0.3 导热系数（λ） thermal conductivity coefficient

在稳态条件和单位温差作用下，通过单位厚度、单位面积的

匀质材料的热流量，也称热导率，单位为 W/(m·K)。

2.0.4 传热系数(K) coefficient of heat transfer

在稳态条件和物体两侧的冷热流体之间单位温差作用下，单

位面积通过的热流量，单位为 W/(m2·K)。

2.0.5 热阻(R) heat resistance

表征围护结构本身或其中某层材料阻抗传热能力的物理量，

单位为(m2·K)/W。

2.0.6 热惰性指标(D) index of thermal inertia

表征围护结构对温度波衰减快慢程度的无量纲指标，其值等

于材料层热阻与蓄热系数的乘积。

2.0.7 窗墙面积比 area ratio of window to wall

窗户洞口面积与建筑层高和开间定位线围成的房间立面单元

面积的比值。无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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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遮阳系数 shading coefficient

在给定条件下，透过窗玻璃的太阳辐射得热量，与相同条件

下透过相同面积的 3mm厚透明玻璃的太阳辐射得热量的比值。无

因次。

2.0.9 种植屋面 planted roof

在屋面防水层上铺以种植介质，并种植植物，起到隔热作用

的屋面。

2.0.10 被动式太阳房 passive solar house

不需要专门的太阳能供暖系统部件，而通过建筑的朝向布局

及建筑材料与构造等的设计，使建筑在冬季充分获得太阳辐射热，

维持一定室内温度的建筑。

2.0.11 自保温墙体 self-insulated wall

墙体主体两侧不需附加保温系统，主体材料自身除具有结构

材料必要的强度外，还具有较好的保温隔热性能的外墙保温形式。

2.0.12 外墙外保温 external thermal insulation on walls

由保温层、保护层和胶粘剂、锚固件等固定材料构成，安装

在外墙外表面的保温形式。

2.0.13 外墙内保温 internal thermal insulation on walls

由保温层、饰面层和胶粘剂、锚固件等固定材料构成，安装

在外墙内表面的保温形式。

2.0.14 外墙夹心保温 sandwich thermal insulation on walls

在墙体中的连续空腔内填充保温材料，并在内叶墙和外叶墙

之间用防锈的拉结件固定的保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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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火炕 Kang

能吸收、蓄存烟气余热，持续保持其表面温度并缓慢散热，

以满足人们生活起居、采暖等需要，而搭建的一种类似于床的室

内设施。包括落地炕、架空炕、火墙式火炕及地炕。

2.0.16 火墙 Hot Wall

一种内设烟气流动通道的空心墙体，可吸收烟气余热并通过

其垂直壁面向室内散热的采暖设施。

2.0.17 太阳能集热器 solar collector

吸收太阳辐射并将采集的热能传递到传热工质的装置。

2.0.18 沼气池 biogas generating pit

有机物质在其中经微生物分解发酵而生成一种可燃性气体的

各种材质制成的池子，有玻璃钢、红泥塑料、钢筋混凝土等。

2.0.19 秸秆气化 straw gasification

在不完全燃烧条件下，将生物质原料加热，使较高分子量的

有机碳氢化合物链裂解，变成较低分子量的一氧化碳(CO)、氢气

(H2)、甲烷(CH4)等可燃气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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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农村居住建筑节能设计，应根据当地的气候、自然资源及

经济条件，结合农民的生活习惯及传统的建筑做法等，采用适宜

的建筑形式及能源利用方式，改善室内热环境，节约常规能源消

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3.0.2 农村居住建筑的卧室、起居室等主要功能房间，节能计算

冬季室内热环境参数的选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计算温度应取 14℃；

2 计算换气次数应取 0.5h-1。

3.0.3 农村居住建筑应采取提高维护结构保温的措施；围护结构

的热工性能指标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3.0.4 农村居住建筑应采取提高供暖、通风、照明及炊事等能效

的措施：并应根据当地的资源与经济条件，合理利用太阳能、生

物质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

3.0.5 农村居住建筑节能工程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农

村防火规范》GB50039、《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等有关标

准的规定。

4 建筑布局与节能设计

4．1 规划设计

4.1.1 农村居住建筑的选址与布置应有利于冬季日照和冬季防

http://www.baidu.com/link?url=_WvIHZ9innpMBSaS_fo_5VUW0fqbOseVVeic_egCF8tZTP8ZC4kHgXWJZRMjI8R0bQo-Fs3Uw_hHubwOTUZQ6q
http://www.baidu.com/link?url=_WvIHZ9innpMBSaS_fo_5VUW0fqbOseVVeic_egCF8tZTP8ZC4kHgXWJZRMjI8R0bQo-Fs3Uw_hHubwOTUZQ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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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宜建在冬季避风的地段，不宜建在洼地、沟底等易形成“霜

洞”的凹地处。

4.1.2 农村居住建筑规划设计，应有利于冬季获得日照并避开最

多频率风向，应有利于夏季自然通风。

4.1.3 农村居住建筑的主朝向宜采用南北朝向或接近南北朝向，

主要房间宜避开冬季主导风向。

4.1.4 农村居住建筑的间距应满足日照、采光、通风、防灾、视

觉卫生等要求。

4.1.5 农村居住建筑的南立面不宜受到过多遮挡。建筑与庭院里

植物的距离应满足采光与日照的要求。

4.1.6 农村居住建筑，宜采用双拼式、联排式或叠拼式集中布置。

4.1.7 农村居住建筑建造在山坡上时，应根据地形依山势而建，

不宜进行过多的挖土填方。

4．2 建筑设计

4.2.1 农村居住建筑的体形宜简单、规整，平立面不宜出现过多

的局部凸出或凹进的部位。

4.2.2 农村居住建筑宜进行南北功能分区，开间不宜大于 6m，单

面采光房间的进深不宜大于 6m，室内净高不宜大于 3m。

4.2.3 农村居住建筑的平面布局和立面设计应有利于冬季日照和

夏季通风，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房屋的平面设计宜规则，尽量避免 L 形、T 形、U 形等；

2 进户外门位置应避开冬季最多频率风向，宜设置在房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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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外门宜设门斗，或采取其他避免冷空气直接吹入室内的防

风设施；

3 卧室、起居室等主要房间宜布置在南侧或内墙侧，厨房、

卫生间、储藏室等辅助房间宜布置在北侧或外墙侧；

4 房间的使用面积以满足要求为宜，不宜过大；

5 门窗洞口的开启位置应有利于采光和自然通风。

4.2.4 农村居住建筑的房间功能布局应合理、紧凑、互不干扰，

并应方便生活起居与节能。

4.2.5 外窗面积不应过大，南向宜采用大窗，北向宜采用小窗，

窗墙面积比限值宜符合表 4.2.5的规定。

表 4.2.5 农村居住建筑的窗墙面积比限值

朝向 窗墙面积比

北 ≤0.30

东、西 ≤0.35

南 ≤0.45

4.2.6 农村居住建筑应采用传热系数较小、气密性良好的外门窗，

不宜采用落地窗和凸窗。

4.2.7 农村居住建筑外窗的可开启面积应有利于室内通风换气。

外窗的可开启面积不应小于外窗面积的 25%。

4.2.8 农村居住建筑宜采用被动式太阳房满足冬季供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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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被动式太阳房设计

4.3.1 被动式太阳房应朝南向布置，当正南向布置有困难时，不

宜偏离正南向±30°以上。主要供暖房间宜布置在南向。

4.3.2 建筑间距应满足冬季供暖期间，在 9时～15 时对集热面的

遮挡不超过 15%的要求。

4.3.3 被动式太阳房的净高不宜低于 2.8m，房屋进深不宜超过层

高的 2倍。

4.3.4 被动式太阳房的出入口应采取防冷风侵入的措施。

4.3.5 被动式太阳房应采用吸热和蓄热性能高的围护结构及保温

措施。

4.3.6 透光材料应表面平整、厚度均匀，太阳透射比应大于 0.76。
4.3.7 被动式太阳房应设置防止夏季室内过热的通风窗口和遮阳

措施。

4.3.8 被动式太阳房的南向玻璃透光面应设夜间保温装置。

4.3.9 被动式太阳房应根据房间的使用性质选择适宜的集热方

式。以白天使用为主的房间，宜采用直接受益式或附加阳光间式[图
4.3.9(a)和图 4.3.9(b)]；以夜间使用为主的房间，宜采用具有较大蓄

热能力的集热蓄热墙式[图 4.3.9(c)]。

图 4.3.9 被动式太阳房示意

4.3.10 直接受益式太阳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双层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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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屋面集热窗应采取屋面防风、雨、雪措施。

4.3.11 附加阳光间式太阳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组织好阳光间内热空气与室内的循环，阳光间与供暖房间

之间的公共墙上宜开设上下通风口；

2 阳光间进深不宜过大，单纯作为集热部件的阳光间进深不宜

大于 0.6m；兼做使用空间时，进深不宜大于 1.5m；

3 阳光间的玻璃不宜直接落地，宜高出室内地面 0.3m～0.5m。

4.3.12 集热蓄热墙式太阳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集热蓄热墙应采用吸收率高、耐久性强的吸热外饰材料。透

光罩的透光材料与保温装置、边框构造应便于清洗和维修。

2 集热蓄热墙宜设置通风口。通风口的位置应保证气流通畅，

并应便于日常维修与管理；通风口处宜设置止回风阀并采取保温

措施。

3 集热蓄热墙体应有较大的热容量和导热系数。

4 寒冷地区可选用单层玻璃。

4.3.13 被动式太阳房蓄热体面积应为集热面积的 3 倍以上，蓄热

体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利用建筑结构构件设置蓄热体；蓄热体宜直接接收阳光照

射；

2 应采用成本低、比热容大，性能稳定、无毒、无害，吸热放

热快的蓄热材料；

3 蓄热地面、墙面不宜铺设地毯、挂毯等隔热材料；

4 有条件时宜设置专用的水墙或相变材料蓄热。

4.3.14 被动式太阳房南向玻璃窗的开窗面积，应保证在冬季通过

窗户的太阳得热量大于通过窗户向外散发的热损失。南向窗墙面

积比及对应的外窗传热系数限值宜根据不同集热方式，按表 4.4.14
选取。当不符合表 4.3.14中限值规定时，宜进行节能性能计算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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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4 被动式太阳房南向开窗面积大小及外窗的传热系数限值

集热方式 冬季日照率ρs 南向窗墙面积比

限值

外窗传热系数限

值 W/(m2·K)

直接受益式
ρs≥0.7 ≥0.5 ≤2.5

0.7＞ρs≥0.55 ≥0.55 ≤2.5

集热蓄热墙式
ρs≥0.7

－ ≤6.0
0.7＞ρs≥0.55

附加阳光间式
ρs≥0.7 ≥0.6 ≤4.7

0.7＞ρs≥0.55 ≥0.7 ≤4.7

5 围护结构保温隔热

5．1 一般规定

5.1.1 农村居住建筑宜采用保温性能好的围护结构构造形式。

5.1.2 农村居住建筑围护结构保温材料宜就地取材，宜采用适于

农村应用条件的当地产品。

5.1.3 农村居住建筑的围护结构，应采取下列节能技术措施：

1 应采用有附加保温层的外墙或自保温外墙；

2 屋面应设置保温层；

3 应选择保温性能和密封性能好的门窗；

4 地面宜设置保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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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5.2.1 农村居住建筑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不应大于表 5.2.1中的

规定限值。

表 5.2.1 农村居住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限值

外墙 屋面 吊顶
外窗

外门

南向 其他向

0.65 0.50 － 2.8 2.5 2.5

5．3 外墙

5.3.1 农村居住建筑的墙体应采用保温节能材料，不应使用黏土

实心砖。

5.3.2 农村居住建筑宜根据气候条件和资源状况选择适宜的外墙

保温构造形式和保温材料，保温层厚度应经过计算确定。具体外

墙保温构造形式和保温层厚度可按表 5.3.2选用。

http://www.zzguifan.com/webarbs/book/19770/7084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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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 农村居住建筑外墙保温构造形式和保温材料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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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夹心保温构造外墙不应在地震烈度高于 8 度的地区使用，

夹心保温构造的内外叶墙体之间应设置钢筋拉结措施。

5.3.4 外墙夹心保温构造中的保温材料吸水性大时，应设置空气

层，保温层和内叶墙体之间应设置连续的隔汽层。

5.3.5 围护结构的热桥部分应采取保温或“断桥”措施，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外墙出挑构件及附墙部件与外墙或屋面的热桥部位均应采取

保温措施；

2 外窗（门）洞口室外部分的侧墙面应进行保温处理；

3 伸出屋顶的构件及砌体（烟道、通风道等）应进行防结露的

保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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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门窗

5.4.1 农村居住建筑应选用保温性能和密闭性能好的门窗，不宜

采用推拉窗，外门、外窗的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7106规

定的 4级。

5.4.2 农村居住建筑的外窗宜增加夜间保温措施。

5.4.3 农村居住建筑出入口应采取必要的保温措施，宜设置门斗、

双层门、保温门帘等。

5．5 屋面

5.5.1 农村居住建筑的屋面应设置保温层，屋架承重的坡屋面保

温层宜设置在吊顶内，钢筋混凝土屋面的保温层应设在钢筋混凝

土结构层上。

5.5.2 农村居住建筑的屋面保温构造形式和保温材料厚度，可按

表 5.5.2选用。

表 5.5.2 农村居住建筑屋面保温构造形式和保温材料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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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供暖通风系统

6．1 一般规定

6.1.1 农村居住建筑供暖设计应与建筑设计同步进行，应结合建

筑平面和结构，对灶、烟道、烟囱、供暖设施等进行综合布置。

6.1.2 农村居住建筑应根据房间耗热量、供暖需求特点、居民生

活习惯以及当地资源条件，合理选用火炕、火墙、火炉、热水供

暖系统等一种或多种供暖方式，并宜利用生物质燃料。

6.1.3 农村居住建筑夏季宜采用自然通风方式进行降温和除湿。

6.1.4 供暖用燃烧器具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烟

气流通设施应进行气密性设计处理。

6．2 火炕与火墙

6.2.1 农村居住建筑有供暖需求的房间宜设置灶连炕。

6.2.2 火炕的炕体形式应结合房间需热量、布局、居民生活习惯

等确定。房间面积较小、耗热量低、生火间歇较短时，宜选用散

热性能好的架空炕；房间面积较大、耗热量高、生火间歇较长时，

宜选用火墙式火炕、地炕或蓄热能力强的落地炕，辅以其他即热

性好的供暖方式，应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架空炕的底部空间应保证空气流通良好，宜至少有两面炕墙

距离其他墙体不低于 0.5m；炕面板宜采用大块钢筋混凝土板；

2 落地炕应在炕洞底部和靠外墙侧设置保温层，炕洞底部宜铺

设 200mm～300mm厚的干土，外墙侧可选用炉渣等材料进行保温

处理。

6.2.3 火炕炕体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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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火炕内部烟道应遵循“前引后导”的布置原则。热源强度大、

持续时间长的炕体宜采用花洞式烟道；热源强度小、持续时间短

的炕体宜采用设后分烟板的简单直洞烟道。

2 烟气入口的喉眼处宜设置火舌，不宜设置落灰膛。

3 烟道高度宜为 180mm～400mm，且坡度不应小于 5‰；进烟

口上檐宜低于炕面板下表面 50mm～100mm。

4 炕面应平整，抹面层炕头宜比炕梢厚，中部宜比里外厚。

5 炕体应进行气密性处理。

6.2.4 烟囱的建造和节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烟囱宜与内墙结合或设置在室内角落；当设置在外墙时，应

进行保温和防潮处理；

2 烟囱内径宜上面小、下面大，且内壁面应光滑、严密；烟囱

底部应设回风洞；

3 烟囱口高度宜高于屋脊。

6.2.5 与火炕连通的炉灶间歇性使用时，其灶门等进风口应设置

挡板，烟道出口处宜设置可启闭阀门。

6.2.6 灶连炕的构造和节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烟囱与灶相邻布置时，灶宜设置双喉眼；

2 灶的结构尺寸应与锅的尺寸、使用的主要燃料相适应，并应

减少拦火程度；

3 炕体烟道宜选用倒卷帘式；

4 灶台高度宜低于室内炕面 100mm～200mm。

6.2.7 火墙式火炕的构造和节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火墙燃烧室净高宜为 300mm～400mm，燃烧室与炕面中间应

设 50mm～100mm空气夹层。燃烧室与炕体间侧壁上宜设通气孔。

2 火墙和火炕宜共用烟囱排烟。

6.2.8 火墙的构造和节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火墙的长度宜为 1.0m～2.0m，高度宜为 1.0m～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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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火墙应有一定的蓄热能力，砌筑材料宜采用实心黏土砖或其

他蓄热材料，砌体的有效容积不宜小于 0.2m3；
3 火墙应靠近外窗、外门设置；火墙砌体的散热面宜设置在下

部；

4 两侧面同时散热的火墙靠近外墙布置时，与外墙间距不应小

于 150mm。

6.2.9 地炕的构造和节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燃烧室的进风口应设调节阀门，炉门和清灰口应设关断阀门；

烟囱顶部应设可关闭风帽；

2 燃烧室后应设除灰室、隔尘壁；

3 应根据各房间所需热量和烟气温度布置烟道；

4 燃烧室的池壁距离墙体不应小于 1.0m；

5 水位较高或潮湿地区，燃烧室的池底应进行防水处理；

6 燃烧室盖板宜采用现场浇筑的施工方式，并应进行气密性处

理。

6．3 重力循环热水供暖系统

6.3.1 农村居住建筑宜采用重力循环散热器热水供暖系统。

6.3.2 重力循环热水供暖系统的管路布置宜采用异程式，并应采

取保证各环路水力平衡的措施。单层农村居住建筑的热水供暖系

统宜采用水平双管式，二层及以上农村居住建筑的热水供暖系统

宜采用垂直单管顺流式。

6.3.3 重力循环热水供暖系统的作用半径，应根据供暖炉加热中心

与散热器散热中心高度差确定。

6.3.4 供暖炉的选择与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正规厂家生产的热效率高、环保型铁制炉具；

2 应根据燃料的类型选择适用的供暖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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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暖炉的炉体应有良好保温；

4 宜选择带排烟热回收装置的燃煤供暖炉，排烟温度高时，宜

在烟囱下部设置水烟囱等回收排烟余热；

5 供暖炉宜布置在专门锅炉间内，不得布置在卧室或与其相通

的房间内；供暖炉设置位置宜低于室内地坪 0.2m～0.5m；供暖炉

应设置烟道。

6.3.5 散热器的选择和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散热器宜布置在外窗窗台下，当受安装高度限制或布置管道

有困难时，也可靠内墙安装；

2 散热器宜明装，暗装时装饰罩应有合理的气流通道、足够的

通道面积，并应方便维修。

6.3.6 重力循环热水供暖系统的管路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路布置宜短、直，弯头、阀门等部件宜少；

2 供水、回水干管的直径应相同；

3 供水、回水干管敷设时，应有坡向供暖炉 0.5%～1.0%的坡度；

4 供水干管宜高出散热器中心 1.0m～1.5m，回水干管宜沿地面

敷设，当回水干管过门时，应设置过门地沟；

5 敷设在室外、不供暖房间、地沟或顶棚内的管道应进行保温，

保温材料宜采用岩棉、玻璃棉或聚氨酯硬质泡沫塑料，保温层厚

度不宜小于 30mm。

6.3.7 阀门与附件的选择和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散热器的进、出水支管上应安装关断阀门，关断阀门宜选用

阻力较小的闸板阀或球阀；

2 膨胀水箱的膨胀管上严禁安装阀门；

3 单层农村居住建筑热水供暖系统的膨胀水箱宜安装在室内靠

近供暖炉的回水总干管上，其底端安装高度宜高出供水干管

30mm～50mm；二层以上农村居住建筑热水供暖系统的膨胀水箱

宜安装在上层系统供水干管的末端，且膨胀水箱的安装位置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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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供水干管 50mm～100mm；

4 供水干管末端及中间上弯处应安装排气装置。

6．4 通风与降温

6.4.1 农村居住建筑的起居室、卧室等房间宜利用穿堂风增强自

然通风。风口开口位置及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进风口和出风口宜分别设置在相对的立面上；

2 进风口应大于出风口；开口宽度宜为开间宽度的 1/3～2/3，
开口面积宜为房间地板面积的 15%～25%；
3 门窗、挑檐、通风屋脊、挡风板等构造的设置，应利于导风、

排风和调节风向、风速。

6.4.2 采用单侧通风时，通风窗所在外墙与夏季主导风向间的夹

角宜为 40°～65°。

6.4.3 厨房宜利用热压进行自然通风或设置机械排风装置。

6.4.5 当被动冷却降温方式不能满足室内热环境需求时，可采用

电风扇或分体式空调降温。分体式空调设备宜选用高能效产品。

6.4.6 分体式空调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机应靠近室外机的位置安装，并应减少室内明管的长度；

2 室外机安放搁板时，其位置应有利于空调器夏季排放热量，

并应防止对室内产生热污染及噪声污染。

6.4.7 夏季空调室外空气计算湿球温度较低、干球温度日差大且

地表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夏季宜采用直接蒸发冷却空调方式。

7 照 明

7.0.1 农村居住建筑每户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宜大于表 7.0.1的规

定。当房间的照度值高于或低于表 7.0.1规定的照度时，其照明功

http://www.zzguifan.com/webarbs/book/19770/708459.shtml
http://www.zzguifan.com/webarbs/book/19770/7084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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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密度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表 7.0.1 每户照明功率密度值

房间 照明功率密度(W/m2) 对应照度值(lx)

起居室

7

100

卧室 75

餐厅 150

厨房 100

卫生间 100

7.0.2 农村居住建筑应选用节能高效光源、高效灯具及其电器附

件。

7.0.3 农村居住建筑的楼梯间、走道等部位宜采用双控或多控开

关。

7.0.4 农村居住建筑应按户设置生活电能计量装置，电能计量装

置的选取应根据家庭生活用电负荷确定。

7.0.5 农村居住建筑采用三相供电时，配电系统三相负荷宜平衡。

7.0.6 无功功率补偿装置宜根据供配电系统的要求设置。

7.0.7 房间的采光系数或采光窗地面积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的有关规定。

7.0.8 无电网供电地区的农村居住建筑，有条件时，宜采用太阳

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作为照明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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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再生能源利用

8．1 一般规定

8.1.1 农村居住建筑利用可再生能源时，应遵循因地制宜、多能

互补、综合利用、安全可靠、讲求效益的原则，选择适宜当地经

济和资源条件的技术实施。有条件时，农村居住建筑中应采用可

再生能源作为供暖、炊事和生活热水用能。

8.1.2 太阳能利用方式的选择，应根据所在地区气候、太阳能资

源条件、建筑物类型、使用功能、农户要求，以及经济承受能力、

投资规模、安装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8.1.3 生物质能利用方式的选择，应根据所在地区生物质资源条

件、气候条件、投资规模等因素综合确定。

8.1.4 地热能利用方式的选择，应根据当地气候、资源条件、水

资源和环境保护政策、系统能效以及农户对设备投资运行费用的

承担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

8．2 太阳能热利用

8.2.1 农村居住建筑中使用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宜按人均日用水

量 30L～60L 选取。

8.2.2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家用太阳能热

水系统技术条件》GB/T 19141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选用紧凑式直接加热自然循环的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2 当选用分离式或间接式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时，应减少集热

器与贮热水箱之间的管路，并应采取保温措施；

3 当用户无连续供热水要求时，可不设辅助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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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辅助热源宜与供暖或炊事系统相结合。

8.2.3 在太阳能资源较丰富地区，宜采用太阳能热水供热供暖技

术或主被动结合的空气供暖技术。

8.2.4 太阳能供热供暖系统应做到全年综合利用。太阳能供热供

暖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太阳能供热采暖工程技术规

范》GB 50495的有关规定。

8.2.5 太阳能集热器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平板型太阳能

集热器》GB/T 6424、《真空管型太阳能集热器》GB/T 17581和《太

阳能空气集热器技术条件》GB/T 26976的有关规定。

8.2.6 利用太阳能供热供暖时，宜设置其他能源辅助加热设备。

8．3 生物质能利用

8.3.1 在具备生物质转换技术条件的地区，宜采用生物质转换技

术将生物质资源转化为清洁、便利的燃料后加以使用。

8.3.2 沼气利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确保整套系统的气密性；

2 应选取沼气专用灶具，沼气灶具及零部件质量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沼气灶具及零部件标准的规定；

3 沼气管道施工安装、试压、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农村

家用沼气管路施工安装操作规程》GB 7637的有关规定；

4 沼气管道上的开关阀应选用气密性能可靠、经久耐用，并通

过鉴定的合格产品，且阀孔孔径不应小于 5mm；

5 户用沼气池应做好寒冷季节池体的保温增温措施，发酵温度

不应低于 8℃；

6 规模化沼气工程应对沼气池体进行保温，保温厚度应经过技

术经济比较分析后确定；沼气池应采取加热方式维持所需池温。

8.3.3 秸秆气化供气系统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秸秆气化供气系

http://www.zzguifan.com/webarbs/book/19770/7084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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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技术条件及验收规范》NY/T 443 及《秸秆气化炉质量评价技术

规范》NY/T 1417的有关规定。气化机组的气化效率和能量转换率

均应大于 70%，灶具热效率应大于 55%。
8.3.4 以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方式进行生物质能利用时，应根据

燃料规格、燃烧方式及用途等，选用合适的生物质固体成型燃炉。

8．4 地热能利用

8.4.1 有条件时，农村居住建筑可采用地源热泵系统进行供暖空

调或地热直接供暖。

8.4.2 采用较大规模的地源热泵系统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

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366的相关规定。

8.4.3 采用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时，冬季地埋管换热器进口水温

宜高于 4℃；地埋管宜采用聚乙烯管（PE80或 PE100）或聚丁烯管

(PB)。

http://www.zzguifan.com/webarbs/book/19770/7084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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