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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民用建筑节能条例》、《深

圳经济特区建筑节能条例》以及其它有关公共建筑能耗标准制定的法律法规及政

策方针，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进一步提高深圳地区公共建筑使用

过程中的能源利用效率，将公共建筑能耗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根据深圳市公共建

筑实际运行能耗数据，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根据深圳市建筑节能工作开展的需要，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

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其它省（市）有关标准，在广泛征求意

见的基础上制定。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能耗指标；5 能

耗指标修正。 

本规范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负责管理，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反馈给深圳市建筑科

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梅坳三路 29 号建科大楼，邮编

518049），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深圳市建设科技促进中心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深圳分院 

深圳市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力达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紫衡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济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奥宇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俊跃、唐振忠、马晓雯、龙平、刘刚、张琴、何春凯、

李海建、李信洪、何影、陆晓锋、郑剑娇、张欢、龚春城、肖冰、周碧波、刘芳、

任中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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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国家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促进深圳市

建筑可持续发展，推进建筑节能工作深入开展，控制建筑能耗总量，规范管理公

共建筑运行能耗，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公共建筑中办公建筑、宾馆酒店建筑、商场建筑以及由上述

功能组成的综合性公共建筑运行能耗的管理。 

1.0.3 公共建筑运行能耗管理，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广东省

和深圳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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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公共建筑能耗 public 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 

公共建筑使用过程中由外部输入的能源，包括维持建筑环境、建筑功能以及

各类建筑内活动的用能。 

2.0.2 公共建筑能耗指标 energy consumption indicator of public building 

根据公共建筑用能性质，按照规范化的方法得到的归一化的能耗数值。 

2.0.3 能耗指标约束值  constraint value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dicator 

为实现建筑使用功能所允许消耗的建筑能耗指标上限值。在本标准中将约束

值分为Ⅰ值与Ⅱ值，其中： 

1 约束Ⅰ值是指符合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 节

能设计要求的公共建筑运行时所允许消耗的建筑能耗指标上限值； 

2 约束Ⅱ值是指符合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 节

能设计要求的公共建筑运行时所允许消耗的建筑能耗指标上限值。 

2.0.4 能耗指标引导值 leading value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dicator 

在实现建筑使用功能的前提下，综合高效利用各种建筑节能技术和管理措

施，实现更高建筑节能效果的建筑能耗指标期望目标值。 

2.0.5 能耗指标实测值 measured value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dicator 

基于实测的建筑能耗得到的能耗指标值。 

2.0.6 高能耗密度的信息机房 high-energy consumption data center 

通常是指为电子信息设备提供运行环境的场所，且设备功率密度大，基本长

年运行并对外提供服务，可以是一幢建筑物或者建筑物的一部分。 

2.0.7 使用强度 using intensity 

    运行时间、人员密度和用能设备密度等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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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公共建筑应按下列规定分为 A 类或 B 类： 

1 可通过开启外窗方式利用自然通风达到室内温度舒适要求，从而减少空调

系统运行时间，减少能源消耗的公共建筑应为 A 类公共建筑； 

2 因建筑功能、规模等限制或受建筑物所在周边环境的制约，不能通过开启

外窗方式利用自然通风，而需常年依靠机械通风和空调系统维持室内温度舒适要

求的公共建筑应为 B 类公共建筑。 

3.0.2 公共建筑能耗实测值应包括在建筑中使用的由建筑外部提供的全部电力、

燃气和其他石化能源，以及由集中供冷系统向建筑提供的冷量，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通过公共建筑的配电系统向各类电动交通工具提供的电力，应从公共建筑

能耗实测值中扣除； 

2 应市政部门要求，用于公共建筑外景照明的用电，应从公共建筑能耗实测

值中扣除； 

3 安装在公共建筑上的太阳能光电、光热装置和风电装置提供给外部的能源

应从公共建筑能耗实测值中扣除； 

4 公共建筑内集中设置的高能耗密度的信息机房、厨房炊事等特定功能的用

能应从公共建筑能耗实测值中扣除。 

3.0.3 公共建筑能耗指标应以单位建筑面积年能耗量作为能耗指标的表达形式。

公共建筑能耗应以一个完整的日历年，即每年的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时

间范围的累积能耗计。 

3.0.4 公共建筑能耗指标实测值或实测值的修正值应小于其对应的公共建筑能耗

指标约束值；有条件时，宜小于其对应的公共建筑能耗指标引导值。 

3.0.5 公共建筑由外部集中供冷系统提供的冷量，应根据向该建筑物的实际供冷

量和供冷系统综合 COP（取值 4.6）计算得到所获得冷量折合的电量，计入公共

建筑能耗实测值。 

3.0.6 公共建筑消耗的除电力以外的其它能源均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规定的方法

折算成电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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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耗指标 

4.0.1 办公建筑能耗指标的约束值与引导值应符合表 4.0.1 的规定。 

表 4.0.1 办公建筑能耗指标的约束值和引导值[kWh/(m
2
.a)] 

建筑分类 
约束值 

引导值  
Ⅰ Ⅱ 

A 类 
党政机关办公建筑 75 65 50 

非党政机关办公建筑 95 80 65 

B 类 
党政机关办公建筑 90 75 60 

非党政机关办公建筑 110 95 75 

4.0.2 宾馆酒店建筑能耗指标的约束值与引导值应符合表 4.0.2 的规定。 

表 4.0.2 宾馆酒店建筑能耗指标的约束值和引导值[kWh/(m
2
.a)] 

建筑分类 
约束值 

引导值 
Ⅰ Ⅱ 

A 类 

三星级及以下 120 100 80 

四星级 145 120 100 

五星级 155 130 110 

B 类 

三星级及以下 170 140 105 

四星级 220 180 135 

五星级 245 210 150 

4.0.3 商场建筑能耗指标的约束值与引导值应符合表 4.0.3 的规定。 

表 4.0.3 商场建筑能耗指标的约束值和引导值[kWh/(m
2
.a)] 

建筑分类 
约束值 

引导值 
Ⅰ Ⅱ 

A 类 

一般百货店 140 120 100 

一般购物中心 140 120 100 

一般超市 165 135 105 

餐饮店 95 85 65 

一般商铺 95 85 65 

B 类 大型百货店 270 230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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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购物中心 350 300 245 

大型超市 330 280 230 

4.0.4 公共建筑中机动车停车库能耗指标的约束值与引导值应符合表 4.0.4 的规

定。 

表 4.0.4 机动车停车库能耗指标的约束值和引导值[kWh/(m
2
.a)] 

功能分类 
约束值 

引导值 
Ⅰ Ⅱ 

办公建筑  12 9 6 

宾馆酒店建筑 18 15 11 

商场建筑 15 12 8 

4.0.5 同一建筑中存在办公、宾馆酒店、商场、停车库的综合性公共建筑，其能

耗指标，应按本标准表 4.0.1 至表 4.0.4 所规定的各功能类型建筑能耗指标与对应

功能建筑面积比例进行加权平均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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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耗指标修正 

5.0.1 当公共建筑实际使用强度超出下列规定的指标时，宜按本标准第 5.0.2-5.0.6

条规定确定能耗指标实测值（ E ）的修正值，并与本标准第 4 章规定的公共建筑

能耗指标约束值（ CVE ）或引导值（ LVE ）进行比较。 

1 办公建筑：年使用时间（ 0T ）2500h/a，人均建筑面积（ 0S ）10m
2
/人； 

2 宾馆酒店建筑：年平均客房入住率（ 0H ）50%，客房区建筑面积占总建

筑面积比例（ 0R ）70%； 

3 超市建筑：年使用时间（ 0T ）5500h/a； 

4 百货/购物中心建筑：年使用时间（ 0T ）4570h/a； 

5 一般商铺：年使用时间（ 0T ）5000h/a。 

5.0.2 办公建筑能耗指标实测值的修正值应按公式 5.0.2-1 至 5.0.2-3 确定。 

1 2CE E                        （5.0.2-1） 

1

0

0.3 0.7
T

T
                      （5.0.2-2） 

2

0

0.7 0.3
S

S
                      （5.0.2-3） 

式中： CE ——办公建筑能耗指标实测值的修正值； 

E——办公建筑能耗指标实测值； 

1 ——办公建筑使用时间修正系数； 

2 ——办公建筑人员密度修正系数； 

T ——办公建筑年实际使用时间（h/a）； 

S ——办公建筑实际人均建筑面积，为建筑面积与实际使用人员数的比值

(m
2
/人)。 

5.0.3 宾馆酒店建筑能耗指标实测值的修正值应按公式 5.0.3-1 至 5.0.3-3 确定。 

1 2CE E                        （5.0.3-1） 

1

0

0.4 0.6
H

H
                      （5.0.3-2） 

2

0

0.5 0.5
R

R
                      （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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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E ——宾馆酒店建筑能耗指标实测值的修正值； 

E——宾馆酒店建筑能耗指标实测值； 

1 ——入住率修正系数； 

2 ——客房区面积比例修正系数； 

H ——宾馆酒店建筑年实际入住率； 

R——实际客房区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5.0.4 商场建筑能耗指标实测值的修正值应按公式 5.0.4-1 至 5.0.4-2 确定。 

CE E                         （5.0.4-1） 

0

0.3 0.7
T

T
                       （5.0.4-2） 

式中： CE ——办公建筑能耗指标实测值的修正值； 

E——办公建筑能耗指标实测值； 

 ——商场建筑使用时间修正系数； 

T ——商场建筑年实际使用时间（h/a）。 

5.0.5 对于采用蓄冷系统的公共建筑，其能耗指标实测值可依据蓄冷系统全年实

际蓄冷量占建筑全年总供冷量的比例进行修正，得到其能耗指标修正值。 

 0 11e e                         （5.0.5） 

式中： e——采用蓄冷系统的公共建筑能耗指标修正值[kWh/(m
2
·a)]； 

0e ——采用蓄冷系统的公共建筑能耗指标实测值[kWh/(m
2
·a)]； 

1 ——蓄冷系统能耗指标修正系数，按表 5.0.5 取值。 

表 5.0.5 蓄冷系统能耗指标修正系数 

蓄冷系统全年实际蓄冷量占建筑物全年总

供冷量比例 
1  

小于等于 30% 0.02 

大于 30%且小于等于 60% 0.04 

大于 6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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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公共建筑能耗和建筑面积的统计范围 

A.0.1 公共建筑年综合电耗的统计范围 

公共建筑年综合电耗的统计范围是统计对象在一年内实际消耗的一次能源

（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和二次能源（如蒸汽、电力、汽油、柴油、液化石

油气等）。所消耗的各种能源应按照供电煤耗法（一般可取值 0.320kgce/kWh 或

0.2 Nm
3
/kWh）统一换算成电。 

A.0.2 建筑面积的统计范围 

建筑面积应按国家标准《房产测量规范》（GB/T 17986）与深圳市地方标准

《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技术规范》（SZJG/T 22）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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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可”。 

2  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或要

求）”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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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能源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

经济大国，能源问题在我国显得尤为突出。2008 年，我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

世界上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温室气体排放已达 60 亿吨。至 2010 年，我国一次

能源消费量为 32.5 亿吨标准煤，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已明确要求“合理控制能源

消费总量，严格用能管理，控制建筑领域温室气体排放”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危机影响下，我国对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空前重视，从战略

和全局高度认识了节能减排的重大意义。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能源战

略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从原来的尽可能满足能源需求转向能源消费管理。

。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出，“节约资

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

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

效益。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

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

水总量管理，推进水循环利用，建设节水型社会。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

用途管制。加强矿产资源勘查、保护、合理开发。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

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2014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研究我

国能源安全战略时强调：“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长期战略，必须从当前做

起，加快实施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第一，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

消费”。 

2014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

（国办发 2014（31）号），指出：加快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推进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节能，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以较少的能源消费支撑经济社会较快发

展。到 2020 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48 亿吨标准煤左右，煤炭消费总量控

制在 42 亿吨左右。 

2014 年 11 月发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亦明确：“中国计划 2030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0%左右”。 

目前，建筑能耗已成为与工业、交通能耗并列的三大能耗之一。从建筑能耗

总量来看，欧美发达国家建筑能耗占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可达三分之一左

右，目前我国的建筑能耗占比低于这个比例。从建筑能耗强度来看，中国农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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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水平低于中国城镇水平，即使是能耗较高的中国城镇，其能耗平均水平也低于

发达国家：单位面积平均能耗约为欧洲与亚洲发达国家的 1/2 左右，为美洲国家

的 1/3 左右；人均能耗为欧洲与亚洲发达国家的 1/4 左右，为美洲国家的 1/8 左

右。特别与美国相比，中国人口为美国的 4 倍，而建筑能耗总量仅为美国的 40%，

因此，中国的人均建筑能耗仅为美国的 10%左右。深圳做为我国经济发展程度高

的城市，其建筑能耗强度亦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深圳市年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为美

国的 23.5%，欧盟的 30.1%；人均年建筑面积能耗为美国的 1/7，欧盟的 1/2。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深圳市以及我国目前的建筑能耗强度仍远低于欧美发达

国家，但由于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第三产业占 GDP 比例的逐年

加大，且人口众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建筑数量十分巨大，导致建筑能耗

的总量逐年上升，所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比例也在日益升高，正逐渐接近发达国

家建筑能耗占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 

另一方面，从建筑节能标准编制的发展历程来看，当前各国建筑节能标准包

括两类：一种是以实际能耗为指标，对建筑运行能耗进行约束；一种是以各类技

术参数作为指标，指导建筑的节能设计与建造。前者起到控制能源消耗量的作用，

并与碳减排直接联系，代表国家包括德国、法国；后者以美国为代表，起到的效

果是推广普及节能技术、扩大市场，意在使建筑节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两

种路径并不对立，两者在具体的实施措施上有很多相同点。 

德国在 1952 年建筑节能起步阶段关注围护结构构件的热阻和传热系数，到

关注围护结构系统的平均传热系数，再到规定供暖终端能耗（新建建筑每平米居

住建筑的年供暖终端能耗小于 10L 油），到目前对建筑的一次能源消耗量限值

进行了规定，反映了从关注建筑节能技术的具体做法到关注建筑终端能耗的思想

转变。对应着降低终端能耗的这个出发点，德国的建筑节能政策都是围绕着降低

建筑终端能耗来设计。 

法国的建筑节能思想的变迁与德国类似，从 1974 年开始建筑节能设计规范

对建筑围护结构综合传热系数进行规定，到 1989 年开始对生活热水的能耗、单

位面积供暖能耗进行限定，到现在对各分项的能耗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同时以围

护结构热工性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作为次要指标。其变化过程也是经历了从关

注建筑围护结构的节能性能与做法到关注建筑实际能耗的变化。 

建筑节能工作，首先要强调建筑物的节能性能，但更应关注建筑物的实际能

耗，以控制能源消耗总量。欧洲国家当前以实际能耗为约束指标，同时采用各项

技术标准指导建筑节能设计与建造，这一进程对深圳市以及我国建筑节能工作具

有参考价值。因此，为进一步深化我国建筑节能工作，应对能源形势发展的迫切

需要，从总量控制的角度出发，建立深圳市公共建筑能耗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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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民用建筑包括公共建筑与居住建筑两大类，其中公共建筑包括：办公建筑、

商业服务建筑、宾馆酒店建筑、文化场馆建筑、科研教育建筑、医疗卫生建筑、

体育建筑、通信建筑、交通建筑、影剧院建筑、多功能综合建筑以及其他公共建

筑。事实上，不同类型的建筑因使用功能的不同，其消耗资源和影响环境的情况

亦存在很大的差异。本标准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建设情况，并结合已开展的建筑能

耗统计、能源审计工作所取得的建筑能耗基础数据情况，将更为侧重量大面广的

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中消耗能源资源较多、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强度较大的办公建

筑、宾馆酒店建筑、商场建筑以及由上述功能组成的综合性公共建筑先纳入标准

的范围。 

1.0.3 符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与相关标准是民用建筑运行管理的前提与必要条

件。本标准主要是建立了民用建筑运行能耗指标，内容未能覆盖建筑运行的相关

技术与管理等内容。民用建筑实际运行能耗既涉及多专业，包括制冷、供暖、热

水、照明、动力、建材等多专业学科，也涉及多环节，包括建筑和机电系统设计、

工程施工和运行管理水平及使用者使用方式等。要实现降低建筑能耗的目标，必

须从多方面全面入手。本标准给出的是最终的建筑节能目标，给出什么是真正实

现了建筑节能，怎样考核我们的建筑节能工作。本标准并不涉及如何实现建筑节

能，不涉及建筑节能的各相关技术与措施。我国已经建立了系统的《严寒和寒冷

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26）、《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JGJ134）、《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75）以及《公

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深圳市亦已发布实施了《深圳市居住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SJG15）、《<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深圳市实施细

则》（SZJG29）等，这些标准作为技术规范性标准，给出建筑设计和机电系统

设计中实现建筑节能目标的主要措施。即将完成的建筑施工验收标准和建筑节能

运行管理标准将规范建筑施工验收和建筑运行管理这两个环节中实现建筑节能

的技术条件和主要措施。全面实施上述技术标准是能够实现本标准目标的基本保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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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2 在建筑能耗指标的定义中，有三个关键性词语：指标、规范化和归一化。

其中，指标是指衡量目标的单位或方法；规范化是指在确定建筑能耗指标时应按

照本标准规定的方法；归一化是指在确定一栋具体建筑物的建筑能耗指标时，需

将其能耗消耗总量根据建筑能耗指标的单位测算成按一个单位量的数值，如公共

建筑能耗指标为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指标。 

2.0.3 能耗指标约束值是强制性指标值，为当前公共建筑能耗标准的基准线，是

综合考虑当前建筑节能技术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而确定的相对合理的公共

建筑能耗指标值。考虑到现行的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

是 2005 年发布实施，且在 2015 年完成了修订并发布实施，本标准依据此标准

2005 版和 2015 年分别确定了约束Ⅰ值和约束Ⅱ值。 

2.0.4 能耗指标引导值是非强制性指标值，反映了建筑节能技术的最大潜力，代

表了今后建筑节能的发展方向。该指标值是综合高效利用各种建筑节能技术，充

分实现了建筑节能效果后能达到的具有先进节能水平的建筑能耗指标值。 

2.0.5 能耗指标实测值是指采用实测的方法，得到某一建筑物在一个时间周期（通

常为一个日历年）中能源实际消耗量，再按建筑能耗指标的方法与要求，计算得

到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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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研究表明，深圳市公共建筑从能源消耗特征上看，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分

布”。公共建筑中部分体量相对较小，建筑物进深浅，自然通风、自然采光条件

较好，多采用分体空调、多联机等分散式或半集中空调系统形式，多依靠开窗通

风的方式提供新风、排出污浊空气，这类公共建筑单位面积能耗相对较低，称之

为“A 类”公共建筑。另有一部分公共建筑体量较大，或者因外部环境恶劣（包

括噪声大、污染严重等），外窗一般不能开启，多采用集中空调系统而难以通过

自然通风、自然采光等方式满足室内环境需求，同时采用机械通风方式向建筑物

内部输送新风、排出污浊空气，称之为“B 类”公共建筑。客观上，B 类公共建

筑能耗值较大，A 类公共建筑能耗值较小。如果按一类建筑能耗限值来管理各类

公共建筑，既有失公平、也缺乏可操作性。所以，本章将公共建筑分为 A、B 类，

并分别给定能耗指标的约束值和引导值，为分类管理公共建筑节能工作提供支

持。 

3.0.2 本条文给出了公共建筑能耗指标实测值的确定方法。针对目前出现的通过

建筑的配电系统向各类电动交通工具提供电力以及应市政部门要求用于建筑外

景照明的用电，以及由安装在建筑物上的可再生能源系统产生的能源，明确规定

应从建筑实测能耗中扣除。 

同时，针对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是否计入建筑能耗给了针对性的说

明。即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光电和光热、风电和风热以及其他类型可再生能源

所产生的电能和热能。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是我国的一项长期坚持的

政策。加强建筑中使用可再生能源有助于减少建筑使用的常规商品能源，从而减

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亦有利于实现我国能源使用的总量控制目标。 

因此本条文明确规定，建筑物若利用安装于其内的设备系统实现可再生能源

转换为电能或热能时，由于公共建筑能耗是计量外部输入的总能耗，当可再生能

源向外部输出时，应在建筑物实际总能耗中扣除输出的可再生能源量，扣除后的

能源量作为其能耗值与本标准规定的能耗约束性指标值或引导性指标值进行比

较。 

例如：某建筑物运行中全年实际消耗电量为 1000000kWh，其中从市政电网

购电 800000kWh，其余 200000kWh 来自于安装于屋顶、外墙等处的光伏板全年

发电量。光伏剩余发电量 100000kWh 出售给市政电网。该建筑物的全年电力能

耗值为：800000-100000=700000kWh。若建筑物面积 10000m
2，其能耗指标为：

70kWh/(m
2•a)，用这一指标与本标准中给出相应的能耗约束值或引导值进行比

较。 



17 

3.0.3 常用的公共建筑能耗指标形式主要有“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指标”、“人均能

耗指标”以及针对宾馆酒店建筑的“床均能耗指标”等。通过对比上述指标形式，

经权衡利弊，最终确定公共建筑均采用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指标，时间周期为一年，

主要理由如下： 

1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指标是建筑领域最常采用的指标形式，且易于与现有的

建筑能耗统计、能源审计制度相结合，具有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同时，建筑面积

是反映建筑规模的重要参数，建筑规模增加，所需的能源总量也需相应的增加，

二者具有正相关性，是影响公共建筑能耗的显著因素。 

2 人均能耗指标最能体现公平性，且建筑内使用人数的增加通常也将带来能

源总量的增加，亦是影响公共建筑能耗的显著因素。但考虑到建筑内使用人数难

以核定，因此可操作性差。 

3 针对宾馆酒店建筑床均能耗指标亦不太适合，注意到水定额常以床均指

标，这是因为一个床位对应一位使用人，而一个人所需的用水量（包括生活用水、

饮用水等）既是必需的、也是可统计的，二者存在着正相关性。但这与能耗并不

相同，一个住两人的标准客房，即使只有一人住，其能耗与两个人住往往没有太

多差异，这主要是因为，无论是照明、空调、电视等用电设备一旦开启，其与人

数的多少并无直接联系，并不是一个住，就只开一半的灯，一半的电视和一半的

空调。另一方面，在公共区域也存在着用能，这也是也水耗不同之处。因此，总

的来看，宾馆酒店建筑能耗与建筑面积的相关性要强于床数。 

3.0.4 公共建筑能耗指标约束值为公共建筑实现使用功能所允许消耗的建筑能源

数量的上限值，该指标为当前公共建筑能耗的基准线值，是综合考虑了深圳地区

当前建筑节能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以降低高能耗公共建筑的能耗为目的

而确定的相对合理的建筑能耗指标值。公共建筑能耗指标引导值反映了公共建筑

节能的潜力，是在考虑各种建筑节能技术的综合高效利用，充分实现了建筑节能

效果的建筑能耗指标值。 

    公共建筑能耗约束性指标可为建筑节能改造提供技术支撑。同时，亦适用于

评价建筑节能改造是否有效，能为建筑能耗“对标”提供基准值，便于迅速分析建

筑物的用能水平，激励业主采取节能措施。而引导性指标则是建筑节能工作深入

开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可为国家和地区制定中长期节能战略规划及相关政策提供

数据基础和技术支撑，同时有利于引导和促进建筑节能技术进步和高能效建筑节

能环保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新能源的应用等，带动建筑节能相关产业发展，实现

未来经济增长。 

建筑能耗指标约束值是指为实现建筑使用功能所允许消耗的建筑能耗指标

的上限值，是建筑节能工作的低限要求。所以，针对所有公共建筑，其能耗指标



 

18 
 

实测值均应满足其对应公共建筑能耗指标约束值的要求。对于既有公共建筑，其

建筑形式、用能系统形式已是既成事实、难以改变，在实施本标准时不强求达到

能耗指标引导值的要求。因此，可根据既有公共建筑的现有条件，判断其是属于

A 类或是 B 类公共建筑，再根据对应的 A 类或 B 类公共建筑的能耗指标对其进

行管理，使其满足约束值的要求。而对于新建公共建筑，由于其尚未建成运行，

具备通过优化设计达到更高节能性能的条件。因此，对于新建建筑，宜按照建设

生态文明的要求，按照 A 类或 B 类公共建筑能耗指标的引导值进行全过程管理

控制。所进行的全过程管理控制包括立项、规划设计审批、施工、竣工验收备案

以及长期运行等全过程的每一个关键环节，宜实施最严格的能源消耗定量管理，

使其实际使用后的能耗量不超过能耗指标引导值。 

3.0.5 针对公共建筑中采用集中供冷方式时，本条文进一步明确由集中供冷产生

的能耗应计入公共建筑能耗当中。同时给出了其能源消耗量的折算方法。折算方

法的原则就是依据所提供的给建筑物的冷量，除以集中供冷系统综合 COP（取

值 4.6），所得电量计入公共建筑能耗实测值。综合 COP 取值 4.6 主要参考国家

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 第 4.2.12 条中对夏热冬暖地区水

冷离心式名义制冷量 CC≥2110 的能效比规定。 

3.0.6 由于深圳市公共建筑用能主要以用电为主，故本标准给出的能耗指标均以

kWh 作为能源消耗的计量单位。对于建筑的非电能耗，应按国家标准的有关规

定折算为电耗。对于建筑的燃气消耗，宜取全国平均燃气供电效率 0.2 Nm
3
/kWh

天然气为系数折算为电耗。对于建筑的除燃气之外的各种化石能源消耗，宜首先

按燃料的热值折算为标煤消耗量，然后取全国平均标煤供电效率 0.320kgce/kWh

为系数折算为电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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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耗指标 

4.0.1 将办公建筑分为党政机关办公建筑和非党政机关办公建筑是从办公建筑服

务对象的属性来考虑的。党政机关办公建筑是指国家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

协、法院、检察院等机关的办公建筑。在经济上，党政机关办公建筑所产生的能

源费用是由国家财政支出，即是由全体公民所纳税收来维持的。因此，在本标准

实施中应承担表率作用，也有更强的责任和义务在实施中当排头兵，既符合建筑

节能的需要，也符合政府的内在职责要求，更有利于提升政府的社会公信力。因

此，将办公建筑分成党政机关办公建筑和非党政机关办公建筑两大类，并分别制

定相应的建筑能耗指标。 

在确定公共建筑能耗指标时，主要根据 2013 年开展的公共建筑碳排放核查

工作取得的办公建筑能耗数据，经数理统计分析，所获取的办公建筑样本能够代

表总体情况。同时，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2016 已正式发

布实施，其中对深圳市所处的夏热冬暖地区办公建筑（包括党政机关办公建筑和

非党政机关办公建筑）亦分别制定了能耗指标，广东省标准《公共建筑能耗标准》。

已通过了专家评审，形成了报批稿。在编制本标准时重点参考了国家以及广东省

标准的相关条文，与国标、省标的对应关系如下： 

1 本标准办公建筑能耗指标引导值与国家标准引导值基本保持一致； 

2 本标准办公建筑能耗指标约束Ⅱ值与国家标准、广东省标准约束值基本保

持一致； 

3 本标准办公建筑能耗指标约束Ⅰ值是在办公建筑能耗指标约束Ⅱ值的基础

上乘以 1.2 的系数，与广东省标准约束值基本保持一致。 

4.0.2 本条文中宾馆酒店星级的划分标准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星级酒店评定标

准》。对于宾馆酒店建筑，不同的星级水平，其空调系统形式、室内舒适度要求

以及其他服务设施配置要求差异很大。例如，1 星级至 3 星级不要求配置集中空

调系统，而 4 星级、5 星级及以上的宾馆酒店建筑必须要求配置集中空调系统。

同时，相比 3 星级及以下，4 星级、5 星级宾馆酒店建筑室内环境品质与服务品

质均大幅度提升，对室内舒适性水平要求更为严格，空调系统的运行时间更长，

使用空间也更大，室内休闲娱乐设备功率也大幅度增加。这种合理的功能需求，

导致 4 星级、5 星级的建筑能耗需求明显高于 3 星级及以下宾馆酒店建筑。 

根据深圳市能耗统计、能源审计数据结果，3 星级及以下宾馆酒店建筑年单

位面积能耗明显低于 4、5 星级。同时，可以看到，由于 5 星级在对客房休闲娱

乐设施配置功率、客房服务等方面较 4 星级更为严格，导致能耗需求水平有一定



 

20 
 

增加。因此，根据不同星级旅游饭店建筑完成使用功能的能耗需求差异，将宾馆

酒店建筑按星级分为 3 星级及以下、4 星级与 5 星级，分别制定能耗指标。 

在确定公共建筑能耗指标时，主要根据 2013 年开展的公共建筑碳排放核查

工作取得的办公建筑能耗数据，经数理统计分析，所获取的宾馆酒店建筑样本能

够代表总体情况。同时，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2016 已正

式发布实施，其中对深圳市所处的夏热冬暖地区宾馆酒店建筑亦分别制定了能耗

指标，广东省标准《公共建筑能耗标准》。已通过了专家评审，形成了报批稿。

在编制本标准时重点参考了国家以及广东省标准的相关条文，与国标、省标的对

应关系如下： 

1 本标准宾馆酒店建筑能耗指标引导值与国家标准引导值基本保持一致； 

2 本标准宾馆酒店建筑能耗指标约束Ⅱ值与国家标准、广东省标准约束值基

本保持一致； 

3 本标准宾馆酒店建筑能耗指标约束Ⅰ值是在办公建筑能耗指标约束Ⅱ值的

基础上乘以 1.2 的系数，与广东省标准约束值基本保持一致。 

4.0.3 商业服务业建筑种类众多，本标准并未涵盖所有类型。而是根据目前民用

建筑能耗统计、审计工作的开展程度，并综合考虑建筑用能强度和节能潜力，先

针对百货店、大型超市、家居建材商店和购物中心制定了能耗指标。本条文中商

场建筑的分类参考国家标标准《零售业态分类》（GB/T 18106-2004），具体定义

如下： 

百货店是指在一个建筑物内，经营若干大类商品，实行统一管理，分区销售，

满足顾客对时尚商品多样化选择需求的零售业态。大型百货店一般是指由于建筑

面积较大而采用集中空调系统提供冷量的百货店。 

超市是指开架售货，集中收款，满足社区消费者日常生活需要的零售业态。

而大型超市是指营业面积超过 6000m
2，品种齐全，满足顾客一次性购齐的零售

业态。根据商品结构，可以分为为以经营食品为主的大型超市和以经营日用品为

主的大型超市。 

购物中心是多种零售店铺、服务设施集中在由企业有计划地开发、管理、运

营的一个建筑物内或一个区域内，向消费者提供综合性服务的商业集合体。大型

购物中心一般是指由于建筑面积较大而采用集中空调系统提供冷量的购物中心。 

餐饮店是指通过即时加工制作、商业销售和服务性劳动于一体，向消费者专

门提供各种酒水、食品，消费场所和设施的食品生产经营店。 

一般商铺是指规模小，一般未采用集中空调系统的小型商店。 

在确定公共建筑能耗指标时，主要根据 2013 年开展的公共建筑碳排放核查

工作取得的办公建筑能耗数据，经数理统计分析，所获取的商场建筑样本能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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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总体情况。同时，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2016 已正式发

布实施，其中对深圳市所处的夏热冬暖地区商场建筑亦分别制定了能耗指标，广

东省标准《公共建筑能耗标准》。已通过了专家评审，形成了报批稿。在编制本

标准时重点参考了国家以及广东省标准的相关条文，与国标、省标的对应关系如

下： 

1 本标准商场建筑能耗指标引导值与国家标准引导值基本保持一致； 

2 本标准商场建筑能耗指标约束Ⅱ值与国家标准、广东省标准约束值基本保

持一致； 

3 本标准商场建筑能耗指标约束Ⅰ值是在办公建筑能耗指标约束Ⅱ值的基础

上乘以 1.2 的系数，与广东省标准约束值基本保持一致。 

4.0.4 考虑到目前大多数公共建筑均设置有机动车停车库，而机动车停车库实际

用能强度远低于建筑主体部分用能强度，需要单独给出能耗指标。另一方面，不

同类型建筑由于服务对象、使用时间等方面的不同，其机动车停车库的能耗指标

亦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针对不同类型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库分别制定相应的

能耗指标约束值与引导值。 

4.0.5 建筑的功能类型是影响建筑能耗的显著因素，不同功能类型建筑其用能水

平差异显著，所对应的能耗指标亦不同。综合建筑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功能类

型的公共建筑组成。因此，本条文规定了综合建筑能耗指标应按本标准规定的各

功能类型建筑能耗指标与其对应功能建筑面积乘积之和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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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耗指标修正 

5.0.1 公共建筑能耗强度的高低受实际使用状态的影响，影响因素主要是运行时

间、人员密度和用能设备密度等。已有的研究表明： 

（1）办公建筑的使用时间和使用人数是影响其能耗的主要因素。因此，本

条文规定办公建筑能耗指标可根据建筑的实际使用时间和实际使用人数进行修

正。其中，使用时间以年使用时间为修正参数，单位为 h/a；使用人数以人均建

筑面积为修正参数，单位为 m
2
/人。 

（2）宾馆酒店建筑的入住率和客房区面积比例是影响其能耗的主要因素。

因此，本条文规定旅馆建筑能耗指标可根据建筑的入住率和客房区面积比例进行

修正。 

（3）商场建筑的使用时间是影响其能耗的主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人们

通常认为客流量的大小对商场用能影响显著，但从实际的用能数据分析结果来

看，这二者之间相关性小。主要原因：在商场的实际运行中，主要用能设备的运

行受客流量影响小，如照明用能，无论客流量多少，其运行是基本一致的。而通

常认为受客流量影响大的空调能耗，其实商场在实际运行时新风的供应并非严格

按照客流量的大小线性调节，而是按照通常的模式供应，若不考虑新风的影响，

客流量的影响则主要是通过人体散热散湿来影响空调负荷，但这一影响程度极其

有限。因此，本条文规定商场建筑能耗指标可根据建筑的使用时间进行修正。 

5.0.2 已有研究表明：办公建筑的使用人数与使用时间是影响其能耗强度的显著

因素。一方面，在办公建筑中每增加一位使用人数，其办公、空调等能耗都会相

应的增加，但考虑到照明能耗几乎不受影响，而办公建筑中空调时引入的新风量

并非随人数的增加而等比例增加，通常是采用固定模式输入新风，这就使用空调

能耗并非随人数等比例增加。因此，使用人数对建筑能耗的影响并非等比例影响。

另一方面，使用时间的增加是会增长建筑能耗，但这也并不是等比例的，主要原

因是使用时间的增加通常是因为加班造成的，而此时，空调通常是不开启，或者

只是局部开启。 

基于此，本条文深圳已开展的建筑能耗统计、能源审计以及能耗监测所取得

的办公建筑用能基础数据，经统计分析后确定了办公建筑能耗指标实测值针对使

用人数与使用时间的修正公式及参数值。 

5.0.3 一方面，宾馆酒店的能耗强度会受入住率的影响，随入住率的提高而增加。

但考虑到宾馆酒店中公共区域的能耗是不受入住率的影响。同时，采用集中式空

调的四星级、五星级酒店，无论客人是否入住，制冷机组是仍需要开启和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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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关闭的末端（通常为风机盘管）其占总能耗的比例并不高，且在某些宾馆酒

店中，为了提供客人“良好的”舒适环境，无论客人是否入住，末端亦是全天

24 小时运行，这些因素使得入住率对宾馆酒店能耗强度的影响是非等比例变化

的。 

另一方面，现在的宾馆酒店馆除客房区域外，还存在会议室、商品店以及餐

厅等，虽然客房区域的能耗是主要的，但其它区域的影响亦不容忽视，即需要根

据客房区面积比例（实际客房区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进行修正。 

基于此，本条文依据深圳已开展的建筑能耗统计、能源审计以及能耗监测所

取得的宾馆酒店建筑的基础数据，经统计分析后确定了宾馆酒店建筑能耗指标实

测值针对入住率与客房区面积比例的修正公式及参数值。 

5.0.4 一般认为客流量是影响商场建筑能耗强度的显著因素，客流大必然会带来

商场能耗的增加。然而，针对商场建筑能耗调研所收集的实际用能数据反映客流

量对商场建筑能耗强度并不显著，二者相关性差。进一步分析其原因发现：商场

建筑无论客流量是多少，其照明灯均需开启，电梯仍在运转，空调也在运行状态

且新风量并不随客流量变化，采用的是固定模式甚至不开新风，在此种条件下，

客流量的增加仅仅带来人体热负荷的增加，这对建筑总能耗来说，影响就不大了。 

从已有的实际用能数据来看，商场建筑的能耗强度受使用时间的影响更为显

著。基于此，本条文依据深圳已开展的建筑能耗统计、能源审计以及能耗监测所

取得的商场建筑用能基础数据，经统计分析后确定了商场建筑能耗指标实测值针

对使用时间的修正公式及参数值。 

5.0.5 蓄冷空调是目前国家在大力发展和推广的空调系统之一，以冰蓄冷空调为

例，其利用夜间低谷负荷电力制冰储存在蓄冰（水）装置中，白天融冰将所储存

冷量释放出来，减少电网高峰时段空调用电负荷及空调系统装机容量。由于冰蓄

冷空调能充分利用夜间低谷电价，故其“节钱”效应显著，但实际上由于冰蓄冷空

调需要在夜间电力制冰，在白天又需融冰以提供冷量，这与常规空调相比会增加

能源的消耗，因此该系统并不“节能”。 

然而，从减少电网高峰时段空调用电负荷的作用来看，蓄冷空调实现的是“大节

能”，即能降低全社会供电系统的建设费用和提高供电效率。同时，蓄冷空调作

用的大小主要源于蓄冷量占总供冷量的比例影响。综上所述，本条文规定了采用

蓄冷系统的公共建筑，其能耗指标实测值按冰蓄冷系统全年实际蓄冷量占建筑物

全年总供冷量的比例进行修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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