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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
背景下广西绿色建筑评价体系本地化要素研究

过新增绿色建筑等级、优化计分评价方式，增强评价方

发展快速的经济特点与民族聚居的人文特点，对条文分

法的可操作性；取消不参评的得分项，各条文分为得分和

值和评分体系进行了综合评估和调整。

不得分两项；不采用得分率的计分方式，直接累计计分。
以上内容的修改，对绿色建筑的评价标识影响较大。

（3）增加广西地方全装修标准文件及广西地方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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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西绿色建筑评价体系本地化要素

能标准名称。
（4）提升建筑适变性措施，增加除了采用SI体系

研究
广西的气候类型多样，夏长冬短，雨热资源丰富，
且雨热同季，全区各地气候差异较大等；广西经济基础
较薄弱，各项经济指标在全国排名倒数，且经济发展不
平衡、城乡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但近年来，特别是借助

的装配式建筑可认定实现了建筑主体结构与建筑设备管
线分离之外，其他可采用的技术措施。
（5）室内声环境中增设第二款对建筑物内的强振
动设备进行有效隔振处理的要求。

[摘 要] 在2019版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基础上，本文介绍广西地方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T 45—104—2020编制

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这一国际平台以及北部湾

（6）提出利用底层架空和骑楼等形式改善通风环

过程中，结合广西在气候、环境、资源、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开展符合广西特点的绿色建筑评价本地化要素研究，进一步
提出基于2019版国家标准体系下，适宜推广应用的广西绿色建筑发展策略。

发展规划战略，广西经济发展逐渐步入了快速通道；广

境和增加室外活动场地的要求。广西气候温暖，夏季湿

西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同时也是多民族聚集的区域，全

热漫长，但降雨丰富。建筑底层架空及沿街设置骑楼的

区各地保留着比较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和建筑风格。根

设计有利于增加场地的空气流动性、改善室外通风环

据上述特点，标准编制组因地制宜对国家标准进行细化

境，并且增加了室外活动场地的面积，有利于雨季人们

和补充，使所编制的地方标准特色鲜明，更好地适应广

进行室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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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发展需要。与国家标准相比，广西地方标准增加了本
地化条款要求（详见表1），主要如下：
（1）结合广西气候类型多样，夏长冬短，雨水充
沛、湿热较长，且雨热同季的气候特征，同时综合考虑

1 引言

西绿色建筑评价的本地化策略，可促进广西绿色建筑的

中国的绿色建筑推广与实施，十年有余。为进一步

健康有序发展。

适应新时代绿色建筑实践及评价工作的需要，2018年住
房城乡建设部组织有关单位对2014版的国家《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以下简称“2014版国家标准”）进行

2019版国家标准对2014版国家标准进行了大部分
的修改，与2014年版标准相比，现行绿色建筑评价标

于2019年8月1日起实施。综合比较，2019版国家标准

准主要修改的内容有：重新构建了绿色建筑评价技术指

对2014版国家标准进行颠覆性的修改，从绿色建筑的

标体系，以“四节一环保”为基本约束，以“以人为

基本要素出发，重新构建了绿色建筑评价技术指标体

本”为核心要求，对建筑的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

系，对建筑的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

便利、资源节约和环境宜居等方面的性能进行综合评

约、环境宜居等方面的性能进行综合评价，拓展了绿色

价；将设计评价改为设计阶段预评价，主要出于两个方

建筑内涵，提高了绿色建筑性能要求。

面考虑：一方面，预评价能够更早掌握建筑工程可能实
[2]

健康舒适

资源节约

现的绿色性能，可以及时优化或调整建筑方案或技术措

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T 45—104—2020 于

施，为建成后的运行管理做准备；另一方面是作为设

2020年8月4日发布，自2011年11月1日起实施。在符合

计评价的过渡，与各地现行的设计标识评价制度相衔

现行国家绿色建筑评价体系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广西地

接，而将绿色建筑评价的节点重新设定在工程项目竣工

域、气候、经济、人文特点增补适宜广西地方特点的绿

验收后；绿色建筑等级，由2014版国家标准的“一星

色建筑技术要求，充分体现了广西特色。本文根据广西

级”“二星级”“三星级”调整为“基本级”“一星

的地方特点开展绿色建筑的评价要素分析研究，提出广

级”“二星级”“三星级”。分值、比例发生变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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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安全耐久

2019研究解读

2019[1]（以下简称“2019版国家标准”）已正式发布，

（7）广西气候温暖、雨水充沛，植物生长迅速，
且种类繁多，为种植绿化提供良好条件。标准对绿地乔
木数量提出较高要求，并列举广西常见的本地植物，供
设计师参考使用。

表1 地方标准广西《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调整条款统计表

2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再次修编。目前《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负责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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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据广西项目实际评价中出现的情况，新增
“交通干线”术语解释。

环境宜居

提高与创新

条文
4.2.6
5.1.1
5.1.9
5.2.4
5.2.6
5.2.8
5.2.9
5.2.10
5.2.11
6.2.3
6.2.9
7.1.1
7.1.7
7.2.7
7.2.9
7.2.15
7.2.19
8.2.2
8.2.3
8.2.9
8.2.10
9.2.11

2019国家标准
原有条款
原有条款
原有条款
原有条款
原有条款
原有条款
无
原有条款
原有条款
原有条款
原有条款
原有条款
原有条款
原有条款
原有条款
原有条款
无
原有条款
原有条款
原有条款
无
无

9.2.12

无

地标《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T 45—104—2020
补充条文说明第二款内容要求
增加检测评价依据
增加无地下室项目说明
调整内容要求
增设设备隔声内容
增设住宅建筑窗地比评价指标
新增条款，增加视野要求
调整通风开口面积与地板面积的比值，增加卫生间外窗要求
调整可调节外遮阳分值
增设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要求
增加项目智能化管理系统要求
调整符合当地节能规范要求
调整符合当地节能规范要求
增设对电气设备、水泵和风机分别作要求，沿用2016版地标取分分类
增设空气能要求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厅文件
调整C50混凝土用量的比例30%的用量比例得分
增加使用新型墙体材料得分
补充广西各地参考数据
增加“绿地配置乔木不少于3.0株/100m2，得5分”的要求
降低分值要求，增设本地化策略
新增条款，改善通风增加架空层的本地化策略
新增条款，增加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报告要求
新增条款，结合广西智慧小区政策及智慧小区评价标准，对进行智慧小区进行设计的项
目作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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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针对含有丘陵、山地和自然水域的场地，提

热湿环境5个要素，合理选用低污染的绿色建材及装修

筑质量验收规范》的情况进行监督指导。各级住房城乡

须得到全面的推广与使用。全区要加强绿色建筑技术方

出了建筑场地结合原有地形地貌设计的要求。广西山地

产品，严控外门窗气密性，充分考虑室内通风换气；选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绿色建筑的新技术、工艺、

面的创新意识，在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

丘陵多，喀斯特地貌广布，水资源丰富，境内河流水系

用合格的供水设备，强化水质要求管理；合理优化建筑

材料、设备和产品推广使用目录，及时公布能源消耗高

源节约、环境宜居等方面形成较为完善的绿色建筑技术

众多，结合场地原有地形地貌开展绿色建筑设计十分

布局、平面布置，选用低噪音设施设备；充分利用自然

的技术、工艺、材料、设备和产品以及限制使用、禁止

策略，使其符合广西实际情况，在提高建筑品质的同时

必要。

采光、自然通风等被动式技术。

使用的产品目录；全区各地市通过举办国际或国内省市

又不污染环境，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4.1.3 生活便利

研讨会，学习借鉴好的经验和做法，结合广西的实际情

而绿色建筑的良好发展，离不开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完

生活便利是绿色建筑发展追求的基本性能之一。绿

况，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形成有广西特色的绿色建筑

善、科学评估体系的建立、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监管以

色建筑的发展应加大和强化生活便利基础设施的配置和

发展模式。各地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充分

及项目参与各方对专业技术的合理认知与掌握等诸多方

管理，项目规划设计应充分考虑无障碍出行，强化场地

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类媒体，多渠道、全

面的健全和完善，才能使全区的绿色建筑健康、稳定、

与公共交通的接驳，大力发展新能源交通工具，鼓励人

方位宣传推广实施绿色建筑工作的重要意义，引导社会

可持续发展。

（9）结合广西热湿气候特点，热工性能强调隔
热、通风、遮阳，在建筑与围护结构中强调隔热、通风
的得分比重。
（10）优先采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墙体材料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推荐的新型墙体材料。
（11）针对广西潮湿炎热的环境特征，重点处理热

们绿色出行；优化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强化健身

力量积极参与和支持绿色建筑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

湿环境对室内环境的影响。在室内光环境方面的窗地比

设施、休闲设施的设置；加强日常物业管理，加大绿色

围。建立各类财政税收激励政策。政府经常性预算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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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用土地，合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合理规划停车设施；

绿色建筑是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有利于为人们提

充分考虑通风、日照和采光，提高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供健康、舒适、高效的生活空间，其技术特点和重要性

评价[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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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设计空调系统，选用高效的空调设备并进行合理的

4 新国标体系下广西绿色建筑发展策略

布置；优化建筑照明系统，选用高效光源和节能灯具，

为顺应新形势对于绿色建筑的高质量发展要求，

提高用能效率；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选用效率良好的

广西应积极响应新时代要求，以2019版国家标准为指

节水用水器具，合理规划水资源，积极利用非传统水

导，立足当下，因地制宜地推广适宜广西地方特点的绿

源；推行精装修，实现土建工程与装修工程一体化设计

色建筑技术体系，建立完善覆盖绿色建筑规划、设计、

及施工，大力推行高强度钢筋、新型墙体材料、预拌混

施工、检测、运行管理、后评估等全生命周期的监管制

凝土、预拌砂浆的使用，优先采用环保安全、生产运输

度，为全区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实现规模化、高效益

过程资源消耗小、施工工艺环保、可回收利用的本地建

和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政策扶持。建议从以下

筑材料。

几个方面推动全区绿色建筑的发展：

良好的居住、生活环境是绿色建筑发展所要求的

4.1 技术方面
4.1.1 安全耐久

结果之一。因地制宜，合理进行场地生态与景观规划设

强化安全耐久性能可以给绿色建筑带来更高的质

计，设置绿色雨水基础设施，推动海绵城市建设；优化

量，因此广西绿色建筑的发展，应从项目“全域”“全

总平规划布局，合理设置底层架空层或骑楼，改善场地

龄”“全生命期”等角度出发，综合考虑项目基本属

内自然通风效果，合理设置室外吸烟场所；强化场地绿

性、物理属性、人的属性、管理属性、时间属性，合

化、附属构筑物等配置，改善热岛强度。

理进行场地安全诊断，识别潜在问题，提升项目建筑本

4.2 制度建设方面

体及附属设施性能，提高韧性，强化人行安全、防护安

建立健全建筑节能、绿色建筑法规体系，制定包括

全、风险提示，提升建筑耐久性，延长建筑寿命。

4.1.2 健康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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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环境宜居

建筑设计、施工、验收、检测、运行的严格标准和管理
规定。

绿色建筑的发展应对人体健康及舒适程度进行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绿色建筑

量，旨在创建一个健康宜居的室内环境，增进建筑使用

全过程管理机制，对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

者对于绿色建筑的体验感和获得感。绿色建筑的健康舒

施工、监理、检测等单位执行广西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适性能应体现空气品质、水质、声环境与光环境、室内

《绿色建筑设计规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绿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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