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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乡建设局关于发布实施《沈阳市绿色建筑设计

施工图审查技术要点》的通知

各开发(建设)、设计、施工图审查等单位及有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家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方针政策，大力发展我市绿色建筑，沈阳市城

乡建设局会同沈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沈阳市绿色建筑协会、辽宁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等相关单位，修订了《沈阳市绿色建筑设计施工图审查技术要点》，业经审定，

现予以发布，自 2020年 7月 1日起施行。

本要点由沈阳市城乡建设局负责管理，沈阳市绿色建筑协会负责解释。请各有关单位

认真贯彻执行。

沈阳市城乡建设局

2020年 6月 9日



前 言

为加强《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的贯彻执行，规范沈阳市绿色建筑

设计的管理与控制，制定本要点。本技术要点由沈阳市绿色建筑协会和辽宁省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起草，会同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编制而成。

《沈阳市绿色建筑设计施工图审查技术要点》经广泛调查研究，并结合沈阳市建设工

程绿色设计审查需求编制完成。本要点共分四章，其主要内容包括：总则、基本规定、技

术要点、附录。

本要点由沈阳市城乡建设局负责管理，沈阳市绿色建筑协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沈阳市绿色建筑协会《要点》编制组（地址：沈阳

市和平区北二马路 75号，邮编 110000）。

本要点主编单位：沈阳市绿色建筑协会

辽宁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本要点参编单位：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沈阳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咨询中心

辽宁建院施工图设计审查咨询有限公司

沈阳建筑大学

沈阳理工大学

2020年 6月 9日

http://www.baidu.com/link?url=q34oBKdu9bsrWJjv7uAaTAlwpDHEgjx0B6UidD9YXOicMVWLOoAl9EX3-kDwlQJNEeCY1gobIJDVKoIPNom7ua
http://www.baidu.com/link?url=q1eYhHwCg3NraKkds1tS3rjLiYqFQOcZBS8VCwPoaHoljwgTOslCS3vT_42HLyaRKOpMYx6rLNSSToqfoLKEe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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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为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满足人

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加强《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的贯彻执

行，规范沈阳市绿色建筑设计的管理与控制，制定本要点。

1.0.2 本审查要点适用于沈阳市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建筑绿色设计施工图审查。除本审

查要点规定的可不参评条款外，如有其他条款不适用于所审查的建筑工程，经建设项目所

在地建设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不按本审查要点进行审查。

1.0.3 本审查要点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沈阳市气候、环境、资源、经济和文化等特点，

对建筑设计施工图中有关建筑全寿命期内的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

环境宜居等内容进行规定。

1.0.4 绿色建筑设计应结合地形地貌进行场地设计与建筑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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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绿色建筑设计施工图除应符合本审查要点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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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0.1 绿色建筑施工图的审查应以单栋建筑或建筑群为审查对象。审查对象应落实并深化上

位法定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提出的绿色发展要求；审查单栋建筑时，凡涉及系统性、整体

性的指标，应基于该栋建筑所属工程项目的总体进行审查。

2.0.2 绿色建筑施工图设计中要求分专业编制绿色设计专篇，明确提出绿色建筑设计方面的

要求，绿色设计专篇主要内容应包括：

1 绿色建筑项目概况、目标定位、技术经济指标和相应的绿色建筑设计策略。

2 分专业阐述绿色建筑技术指标和技术措施。

3 选用材料的性能指标。

4 设备选型的技术指标。

2.0.3 绿色建筑设计文件进行施工图审查时，建设单位报送沈阳市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要点

评定表（附表），由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审查，建设单位应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负责。

2.0.4沈阳市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要点由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

宜居 5类指标组成，按总体要求和分专业内容分别进行审查。

2.0.5施工图审查结果为合格或不合格，出现不合格的情况时，施工图设计文件应退回修改

后重新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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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要点

3.1 建筑专业

3.1.1建筑结构应满足承载力和建筑使用功能要求。建筑外墙、屋面、门窗、幕墙及外保温

等围护结构应满足安全、耐久和防护的要求。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设计说明及相关设计图应明确建筑外墙、屋面、门窗、幕墙、外保温等围护结构和

外装饰构件与建筑主体结构连接可靠，且能适应主体结构在多遇地震及各种荷载作用下的

变形，满足安全、耐久、防护要求。

2 设计说明及相关设计图应明确建筑外墙、屋面、门窗、幕墙及外保温等围护结构和

建筑外侧设置的装饰构件的防水、防渗等设计要求。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设计说明、构造做法表、详图等）。

3.1.2外遮阳、太阳能设施、空调室外机位、外墙花池等外部设施应与建筑主体结构统一设

计、施工，并应具备安装、检修与维护条件。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外遮阳、太阳能设施、空调室外机位、外墙花池、女儿墙上设置的接闪带等外部设

施应与建筑主体结构统一设计、施工，确保连接可靠，满足安全、防护以及局部保温构造

完整，防止室内环境产生结露现象，并应符合《建筑遮阳工程技术规范》JGJ 237、《民用

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 50364、《民用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应用技术规范》

JGJ 203、《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 51231等现行技术标准的规定。

2在施工图设计时，应考虑安装在建筑外部的设备定期检修和维护条件，如设置检修

通道、马道或吊篮固定端等。当设备安装与主体结构不同时施工时，应设置预埋件。新建

或改建建筑设计时应预留与主体结构连接牢固的外部设备安装位置、条件，应与拟安装的

设备的机型大小匹配，并应同时预留安装、检修操作空间，保障装、检修、维护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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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的评价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设计说明、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详图、

计算书等）。

3.1.3建筑外门窗必须安装牢固，其抗风压性能和水密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建筑设计的外门窗应以满足严寒地区环境条件下建筑物使用功能要求为目标，根据

建筑功能、建筑高度等基础条件，给出符合《塑料门窗工程技术规程》JGJ 103、《铝合金

门窗工程技术规范》JGJ 214 等现行相关标准规定的安装设计要求。

2 建筑设计说明等相关设计文件中，应结合建筑性质、建筑高度等基础条件，明确外

门窗的抗风压性能、水密性能指标和等级，并应符合《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

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7106 现行标准的要求。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设计说明、门窗表、详图等）。

3.1.4卫生间、浴室的地面应设置防水层，墙面、顶棚应设置防潮层。

审查说明的主要内容：

1 设计说明、构造做法表应明确卫生间、浴室的地面设置防水层，相关构造应

有具体设计要求。

2 设计说明、构造做法表中应明确卫生间和浴室的墙面、天棚设置防潮层，厨房外墙

内侧设置防潮层，相关构造应有具体的设计要求。

3 防水层和防潮层设计应符合《住宅室内防水工程技术规范》JGJ 298的规定。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建筑专业设计说明、构造做法表、详图等）。

3.1.5走廊、疏散通道等通行空间应满足紧急疏散、应急救护等要求，且应保持畅通。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设计说明应明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建筑高度、建筑规模和耐火等级等数据，合理

设置安全疏散、紧急救护和避难设施。

2 相关设计文件应明确安全出口和疏散门的位置、数量、宽度、疏散距离及疏散楼梯

间的形式，满足人员安全疏散、应急救护等要求。通行空间门开启方向、位置的设计，应

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3 走廊、疏散通道等设计应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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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图、建筑平面等的阳台、花池、机电配电装置等设计，不应有对人员活动、步行

交通、消防疏散产生影响的设施凸向走廊、疏散通道等通行空间，应保证走廊、疏散通道

的通行路线畅通，视线清晰，避免产生安全隐患。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建筑设计说明、总平面图、建筑平面图等）。

3.1.6采用具有安全防护功能的产品或配件，采用具备防夹功能的门窗。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在施工图设计时，对于人流量大、门窗开合频繁的位置，应采用

可调力度的闭门器或具有缓冲功能的延时闭门器等措施。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建筑设计说明）。

3.1.7室内外地面或路面设置防滑措施：

1 建筑出入口及平台、公共走廊、电梯门厅、厨房、浴室、卫生间等设置防滑措施，

防滑等级不低于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 JGJ/T 331 规定的 Bd、Bw

级；

2 建筑室内外活动场所采用防滑地面，防滑等级达到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面工程防

滑技术规程》 JGJ/T 331 规定的 Ad 、Aw级；

3 建筑坡道、楼梯踏步防滑等级达到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

JGJ/T 331 规定的 Ad、Aw 级或按水平地面等级提高一级，并采用防滑条等防滑构造技术

措施。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设计说明、构造做法表应明确防滑措施，相关构造应有具体设计

要求。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设计说明、构造做法表等）。

3.1.8合理采用耐久性好、易维护的装饰装修建筑材料。

1 采用耐久性好的外饰面材料；

2 采用耐久性好的防水和密封材料；

3 采用耐久性好、易维护的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设计说明、构造做法表采用水性氝涂料或耐候性适当的涂料，或选用耐久性与建筑

幕墙设计年限相匹配的饰面材料，或合理采用清水混凝土等。



7

2设计选用耐久性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绿色产品评价 防水与密封材料》GB/T 35609 规

定的材料。

3设计选用耐洗刷性多于 5000 次的内墙涂料，或选用耐磨性好的陶瓷地砖（有釉砖耐

磨性不低于 4级，无釉砖磨坑体积不大于 127mm3），或采用免装饰面层的做法等。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设计说明、构造做法表等）。

3.1.9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级和隔声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噪声级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18 中的低限要

求；

2 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的隔声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18 中的低限要求。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建筑设计说明应明确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级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

设计规范》GB 50118 中的低限。

2 建筑设计说明应明确主要功能房间的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的隔声性能满足现行

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中的低限要求，并提供使用的部品、材料的

相应参数。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设计说明、构造做法表、详图等）。

3.1.10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室内设计温度、湿度条件下，建筑非透光围护结构内表面不得结露；

2 供暖建筑的屋面、外墙内部不应产生冷凝；

3 屋顶和外墙隔热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76 的

要求。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设计说明及相应计算书应明确在室内设计温、湿度条件下，建筑非透光围护结构内

表面不结露，并提供相应计算书。

2 提供供暖建筑屋面、外墙内部冷凝验算报告，给出在供暖期间，围护结构中保温材

料因冷凝受潮而增加的重量湿度允许增量不超过标准规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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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建筑设计说明、构造做法表、节能计算书、

建筑围护结构防结露验算报告、内部冷凝验算报告等）。

3.1.11停车场应具有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具备充电设施的安装条件，并应合理设置电动汽车

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如果建设项目无停车场直接判定为达标。

2 设计文件应明确停车场具有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具备充电设施的安装条件。

3 设计文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及地方标准的规定设置电动汽车及无障碍汽车停车位，

并设置合理。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1.12自行车停车场所应位置合理、方便出入。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非机动车停车位指标应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

的规定，居住街坊应配建居民非机动车停车场。自行车停车场所应规模适度、布局合理，

符合使用者出行习惯。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自行车停车场配建规模依照《城市居住区规划

设计标准》GB 50180表 5.0.5与附录 C表 C02审核。

3.1.13建筑室内外公共区域满足全龄化设计要求，建筑室内公共区域、室外公共活动场地

及道路均满足无障碍设计要求。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建筑室内公共区域、室外公共活动场地及道路均满足现行国家标

准《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中的相关规定。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1.14应结合场地自然条件和建筑功能需求，对建筑的体形、平面布局、空间尺度、围护

结构等进行节能设计，且应符合国家有关节能设计的要求。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建筑设计时应强化“空间节能优先”的原则。

2 设计说明应明确对建筑朝向、建筑形体、平面布局及空间尺度等方面充分考虑空间

节能的基础上，综合场地周边的传统文化、地方特色统筹协调，结合场地地形、环境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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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条件，权衡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优化。严格控制体形系数等影响建筑能耗的相关

指标。

3 设计说明应明确设计文件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中强制性条文

的规定。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设计说明、总图、平立剖面图、设计说明等)、节

能计算书。

3.1.15垂直电梯应采取群控、变频调速或能量反馈等节能措施；自动扶梯应采用变频感应

启动等节能控制措施。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如果建设项目无电梯直接判定为达标。

2设计文件应明确垂直电梯采取群控、变频调速、能量再生回馈等至少一项节能技术，

实现电梯节能。

3 设计文件应明确扶梯采用变频感应启动技术来降低使用能耗。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建筑专业电梯与自动扶梯选型参数表，并提资给电气专业。

3.1.16建筑造型要素应简约，应无大量装饰性构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住宅建筑的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 2%；

2 公共建筑的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 1%。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建筑造型设计鼓励使用装饰和功能一体化构件，在满足建筑功能的前提之下，体现

美学效果、节约资源。

2 应特别注意设置屋顶装饰性构件时的鞭梢效应等抗震问题。对于不具备遮阳、导光、

导风、载物、辅助绿化等作用的飘板、格栅、构架和塔、球、曲面等装饰性构件，应对其

设置的数量及造价进行控制。

3 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计算结果应满足本条规定。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有装饰性构件的应提供其功能说明书和造价

（比例）计算书。

3.1.17场地内不应有排放超标的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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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说明主要内容：建筑场地内不应存在未达标排放或者超标排放的气态、液态或固

态的污染源。若有污染源应积极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并达到无超标污染物排放的要求。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1.18不得采用国家和地方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鼓励采用国家及地方推荐

的绿色建材。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设计文件除写明部位所需材料外，施工图需明确指出不得使用国

家和当地明令限制、禁止使用的建材及制品；绿色建材的选用符合国家及地方推荐的绿色

建材目录。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2 结构专业

3.2.1 建筑结构应满足承载力和建筑使用功能要求。建筑外墙、屋面、幕墙等围护结构应满

足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耐久性和防护功能的要求。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结构主体设计应满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的要求，并应

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2建筑外墙、屋面、幕墙等围护结构及非结构构件应满足相关规范关于非结构构件的

基本抗震措施要求，与建筑主体结构连接可靠，且能适应主体结构在多遇地震及各种荷载

作用下的变形，满足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耐久性和防护功能要求。

3结构设计说明应写明：建筑结构应满足承载力和建筑使用功能要求。建筑外墙、屋

面、幕墙等围护结构及非结构构件应满足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耐久性和防护功能的要求。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内容（结构设计说明、结构图纸及计算书）。

3.2.2外遮阳、太阳能设施、空调室外机位、外墙花池等外部设施应与建筑主体结构统一设

计、施工，并应具备安装、检修与维护条件。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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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遮阳、太阳能设施、空调室外机位、外墙花池、女儿墙上设置的接闪带等外部设

施应与建筑主体结构统一设计、施工，确保连接可靠，满足安全、防护以及局部保温构造

完整，防止室内环境产生结露现象。

2在施工图设计时，应考虑安装在建筑外部的设备定期检修和维护条件，如设置检修

通道、马道或吊篮固定端等。当设备安装与主体结构不同时施工时，应设置预埋件。新建

或改建建筑设计时应预留与主体结构连接牢固的外部设备安装位置、条件，应与拟安装的

设备的机型大小匹配，并应同时预留安装、检修操作空间，保障装、检修、维护人员安全。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设计说明、平面、立面、剖面图、详图等相

关图纸及计算书等）。

3.2.3建筑内部的非结构构件、设备及附属设施等应连接牢固并能适应主体结构变形。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防护栏杆等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设计标准要求并安装牢固，防止跌落事故发生；且

应根据环境类别选用材料或进行耐腐蚀处理。

2 室内装饰装修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3 装饰构件之间以及装饰构件与建筑墙体、楼板等构件之间的连接力学性能应满足设

计要求，连接可靠并能适合主体结构在地震作用之外各种荷载作用下的变形。

4 建筑部品、非结构构件及附属设备等应采用机械固定、焊接、预埋等牢固性构件连

接方式或其他一体化建造方式与建筑主体结构可靠连接，防止由于个别构件破坏引起连续

性破坏或倒塌。膨胀螺栓、捆绑、支架等连接或安装方式均不能视为一体化措施。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各连接件、配件、预埋件的力学性能，计算

书，施工图等相关设计文件、产品设计要求等。

3.2.4不应采用建筑形体和布置严重不规则的建筑结构。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设计文件应明确设计内容符合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第 3.4.1条(强

制性条文)“严重不规则的建筑不应采用”的规定。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结构设计图纸及结构计算书。

3.2.5选用的建筑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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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00km 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应大于 60%;

2 现浇混凝土应全部采用预拌混凝土，建筑砂浆应全部采用预拌砂浆。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设计文件中应写明现浇混凝土采用预拌混凝土及建筑砂浆采用预拌砂浆的设计要求。

预拌混凝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GB/T 14902 的性能等级、原料和配合比、

质量要求等有关规定。预拌砂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及现行行业

标准《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 223 的材料、要求、制备等有关规定。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2.6不得采用国家和地方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鼓励采用国家及地方推荐的

绿色建材。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设计文件除写明部位所需材料外，施工图需明确指出不得使用国

家和当地明令限制、禁止使用的建材及制品；绿色建材的选用符合国家及地方推荐的绿色

建材目录。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2.7合理采用高强建筑结构材料。

1混凝土结构中 400MPa级及以上热轧带肋钢筋的比例不得小于 85%；

2 钢结构中 Q355及以上高强钢材用量占钢材总量的比例不得小于 50%；

3混合结构中混凝土部分和钢结构部分中钢筋和钢材的相关比例分别不得低于本条 1.2

款的要求。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设计文件中基础、框架柱、剪力墙及梁板中的受力钢筋均应采用 400MPa级及以上热

轧带肋钢筋，钢结构中的基础、梁、板、柱、拱等结构主材中使用 Q355及以上高强钢材

的用量占钢材总量的比例不得小于使用钢材的一半。

2此款高强建筑结构材料的要求应明确注明在建筑结构总说明中，材料清单编制完成

后，由建设单位补充高强钢筋比例计算书或高强钢材比例计算书，并应满足相关国家和地

方现行规范对材料的各项规定。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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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建筑结构采用工业化生产的预制构件的比例应满足国家和地方要求。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采用工业化生产预制构件的建筑结构应明确预制构件使用的部位及各项要求。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3 给排水专业

3.3.1给水排水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生活饮用水水质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 的要求；

2 应制定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定期清洗消毒计划并实施，且生活饮用水储水设施每

半年清洗消毒不应少于 1次；

3 应使用构造内自带水封的便器，且其水封深度不应小于 50mm;

4 非传统水源管道和设备应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若建筑未设置储水设施本条第 1 款直接达标。若建筑设置储水设施，写明生活饮用

水水质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的要求。

2 写明若使用构造内自带水封的便器， 且其水封深度不应小于 50mm。

3 写明非传统水源管道和设备如何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3.2应制定水资源利用方案，统筹利用各种水资源，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使用用途、付费或管理单元，分别设置用水计量装置；

2 用水点处水压大于 0.2MPa的配水支管应设置减压设施，并应满足给水配件最低工作

压力的要求；

3 用水器具和设备应满足节水产品的要求，全部卫生器具的用水效率等级达到 2级以

上。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设计说明明确用水计量装置设置情况，设计图明确用水计量装置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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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说明明确用水点处水压大于 0.2MPa的配水支管减压设施的设置情况。如有最

低工作压力要求的器具、配件，应注明满足给水配件最低工作压力的要求。

3 设计说明明确用水器具的节水等级。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核相关设计文件。

3.3.3场地内不应有排放超标的污染源。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建筑场地内不应存在未达标排放或者超标排放的气态、液态或固

态的污染源。若有污染源应积极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并达到无超标污染物排放的要求。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3.4采取提升建筑部品部件耐久性的措施，使用耐腐蚀、抗老化、耐久性能好的管材、管

线、管件。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设计选用耐腐蚀、抗老化、耐久性能好的管材、管线、管件等技

术措施。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3.5直饮水、集中生活热水、游泳池水、采暖空调系统用水、景观水体等的水质满足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若建筑未设置该系统直接达标。审查直饮水、集中生活热水、游

泳池水、采暖空调系统用水、景观水体等的水质是否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3.6生活饮用水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采取措施满足卫生要求：

1使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要求的成品水箱；

2采取保证储水不变质的措施。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若建筑未设置生活饮用水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直接达标。

2使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GB 17051 和现行行业标准

《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 CJJ 140 要求的成品水箱。

3常用的避免储水变质的主要技术措施包括：储水设施分格、保证设施内水流通畅、

检查口（人孔）加锁、溢流管及通气管口采取防止生物进入的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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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3.7采用节能型设备及节能控制措施，水泵等设备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节能评价值的

要求。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若建筑未设置水泵等直接达标。水泵等设备满足国家现行《清水

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GB 19762的节能评价值。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3.8不得采用国家和地方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鼓励采用国家及地方推荐的

绿色建材。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设计文件除写明部位所需材料外，施工图需明确指出不得使用国

家和当地明令限制、禁止使用的建材及制品；绿色建材的选用符合国家及地方推荐的绿色

建材目录。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4 暖通专业

3.4.1 应采取措施避免厨房、餐厅、打印复印室、卫生间、地下车库等区域的空气和污染物

串通到其他空间；应防止厨房、卫生间的排气倒灌。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暖通设计说明中应明确厨房、餐厅、打印复印室、卫生间、地下车库等区域的通风

换气次数，应保证上述区域为负压。

2 暖通平面图中上述区域通风系统设置应与设计说明一致，卫生间、餐厅等避免气味

反灌进入主要房间，取风口与排风口位置应避免短路，排风口位置应避免污染空气串通到

其他空间或室外人员活动场所。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暖通设计说明、暖通平面图）。

3.4.2应采取措施保障室内热环境。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房间内的温度、湿度、

新风量等设计参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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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36 的有关规定；采用非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应具有保障室内热环境的措施或预

留条件。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设计说明应明确：集中供暖建筑室内供暖计算温度，应符合 GB 50736 的规定；集

中空调建筑室内空调计算温度、湿度、新风量等，应符合 GB 50736 的规定。

2 如有空气湿度调节、冬季新风加热等，宜有合理的设计方案。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设计文件（暖通设计说明、负荷计算书）。

3.4.3对于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应根据房间、区域的功能和所采用的系统形式，

合理设置可现场独立调节的热环境调节装置。对于未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应合

理设计建筑热环境营造方案，具备满足个性化热舒适需求的可独立控制的热环境调节装置

或功能。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设计应明确集中供暖建筑室内供暖末端设施设置温控调节装置；

集中空调建筑主要功能房间根据房间、区域的系统形式，设置温度、湿度、新风量的调节

装置。对于未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应合理设计建筑热环境营造方案，具备满足

个性化热舒适需求的可独立控制的热环境调节装置或功能。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设计文件（暖通设计说明、平面图、系统图）。

3.4.4地下车库应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若建筑未设汽车库直接达标。

2暖通设计说明应明确地下车库设置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并说明与排风机联动开

启。

3 暖通设计平面图标注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设置位置、数量。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设计文件（暖通设计说明、平面图）。

3.4.5应采取措施降低部分负荷、部分空间使用下的供暖、空调系统能耗，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应区分房间的朝向细分供暖、空调区域，并应对系统进行分区控制；

2 空调冷源的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电制冷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 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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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 的规定。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设计说明应有系统分区控制的设计方案说明，平面图与说明相一致。

2 设计说明或设备表明确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电制冷综合制冷性能系数

（SCOP）。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暖通设计说明、图纸、计算书)。

3.4.6应根据建筑空间功能设置分区温度，合理降低室内过渡区空间的温度设定标准。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是否结合不同的行为特点和功能要求合理区分设定室内温度标准。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4.7冷热源、输配系统和照明等各部分能耗应进行独立分项计量。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设计文件应明确建筑冷热源分项计量情况，自备冷热源建筑的设

计文件应明确燃油、燃气、热力等能耗分项计量情况。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4.8场地内不应有排放超标的污染源。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建筑场地内不应存在未达标排放或者超标排放的气态、液态或固

态的污染源。若有污染源应积极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并达到无超标污染物排放的要求。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4.9采取提升建筑部品部件耐久性的措施，使用耐腐蚀、抗老化、耐久性能好的管材、管

线、管件。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设计选用耐腐蚀、抗老化、耐久性能好的管材、管线、管件等技

术措施。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4.10供暖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效均优于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的规定以及现行有关国家标准能效限定值的要求。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若建筑未设冷、热源机组等设备直接达标。设计选用的供暖空调

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效均优于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的规定

以及现行有关国家标准能效限定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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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暖通设计说明、设备表）。

3.4.11通风空调系统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 的规定值。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若建筑未设风机等设备直接达标。设计符合国家标准《公共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中的第 4.3.22 条对风机单位耗功率的要求。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暖通设计说明、设备表）。

3.4.12集中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泵的耗电输热比、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热）

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的规定值。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若建筑未设水泵等设备直接达标。设计符合国家标准《公共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中的第 4.3.3条和第 4.3.9条对集中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泵的耗电输

热比、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热）比的要求。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暖通设计说明、设备表）。

3.4.13采用节能型设备及节能控制措施，水泵、风机等设备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节能

评价值的要求。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若建筑未设水泵、风机等设备直接达标。水泵等设备满足国家现

行《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GB 19762的节能评价值；风机等设备满足《通风

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761的节能评价值。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4.14不得采用国家和地方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鼓励采用国家及地方推荐

的绿色建材。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设计文件除写明部位所需材料外，施工图需明确指出不得使用国

家和当地明令限制、禁止使用的建材及制品；绿色建材的选用符合国家及地方推荐的绿色

建材目录。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0808/708830.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0808/7088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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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电气专业

3.5.1建筑照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照明数量和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的规定；

2人员长期停留的场所应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性》 GB/T

20145规定的无危险类照明产品；

3选用 LED 照明产品的光输出波形的波动深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LED 室内照明

应用技术要求》 GB/T 31831 的规定。

4主要功能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规定的现行值；公共区域的照明系统应采用分区、定时、感应等节能控制；采光区

域的照明控制应独立于其他区域的照明控制。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建筑照明数量和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的规定。

2设计文件明确建筑内人员长期停留的场所选用的照明产品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灯和

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性》GB/T 20145无危险类的规定。

3设计文件明确选用的 LED照明产品光输出波形的波动深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LED

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GB/T 31831的规定。

4设计文件应明确建筑主要功能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规定的现行值；公共区域的照明系统采用分区、定时、感应等节

能控制；采光区域的照明控制独立于其他区域的照明控制。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5.2地下车库应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电气设计说明及图纸应明确监测装置与排风机联动开启。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设计文件。

3.5.3停车场应具有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具备充电设施的安装条件。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设计文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及地方标准的规定、按建筑专业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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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落实设置充电设施或具备充电设施的安装条件。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5.4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具有自动监控管理功能。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未设置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建筑，本条直接通过。

2 设置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建筑，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具有自动监控管理功能；面积

小于 2万 m2的公共建筑或面积小于 10万 m2的住宅建筑，对于公共设施的监控，可以不具

有建筑设备自动监控功能，但应设置简易的节能控制措施。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5.5建筑应设置信息网络系统。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设计依据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14和现行

行业标准《居住区智能化系统配置与技术要求》 CJ/T 174，设置合理、完善的信息网络系

统。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5.6冷热源、输配系统和照明等各部分能耗应进行独立分项计量。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设计文件应明确建筑冷热源、输配系统和照明的电力分项计量情况。

2 自备冷热源建筑的设计文件应明确燃油、燃气、热力等能耗分项计量情况。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5.7垂直电梯应采取群控、变频调速或能量反馈等节能措施；自动扶梯应采用变频感应启

动等节能控制措施。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如果建设项目无电梯直接判定为达标。

2设计文件应明确垂直电梯采取群控、变频调速、能量再生回馈等至少一项节能技术，

实现电梯节能。

3 设计文件应明确扶梯采用变频感应启动技术来降低使用能耗。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电气专业是否按照建筑专业电梯设备选型配置相应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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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采取提升建筑部品部件耐久性的措施，使用耐腐蚀、抗老化、耐久性能好的管材、管

线、管件。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设计选用耐腐蚀、抗老化、耐久性能好的管材、管线、管件，如

电气系统采用低烟低毒阻燃型线缆、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耐火电缆等，且导体材料宜

采用铜芯。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5.9不得采用国家和地方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鼓励采用国家及地方推荐的

绿色建材。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设计文件除写明部位所需材料外，施工图需明确指出不得使用国

家和当地明令限制、禁止使用的建材及制品；绿色建材的选用符合国家及地方推荐的绿色

建材目录。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文件。

3.6 其他

3.6.1场地应避开滑坡、泥石流等地质危险地段，易发生洪涝地区应有可靠的防洪涝基础设

施；场地应无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危险源的威胁，应无电磁辐射、含氡土壤的危害。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场地的防洪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洪标准》GB 50201 和《城

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 50805 的有关规定，选址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抗震防

灾规划标准》GB 50143 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的规定；电磁辐射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 的有关规定；土壤中氡浓度的控制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 的有关规定；场地及周边的加油

站、加气站等危险源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标准中关于安全防护距离等的控制要求。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规划许可证、用地许可证。

3.6.2应具有安全防护的警示和引导标识系统。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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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说明及标识系统设计应明确场地及建筑公共场所和其他有必要提醒人们注意安

全的场所设置具有警示和引导功能的安全标志。

2 具有警示和引导功能标识系统的设计，应符合《安全标志及使用导则》GB 2894的

要求。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视觉设计的相关设计文件，建筑设计重点审查建筑设计说明对

安全防护的警示和引导标识系统设计的要求。

3.6.3室内空气中的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等污染物浓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18883 的有关规定。建筑室内和建筑主出入口处应禁止吸烟，

并应在醒目位置设置禁烟标志。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对于非全装修建筑项目，本条不参评。

2 对于全装修建筑项目，以各种装修材料、家具制品主要污染物的释放特征为基础，

以总量控制为原则，可仅对室内空气中的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进行浓度评估。装饰

装修施工图设计、说明文件中应体现装修材料种类、用量、禁止吸烟措施等内容，同时提

供预评估分析报告。

建材污染物释放特征及评估计算方法可参考现行行业标准《住宅建筑室内空气污染控

制技术标准》JGJ/T 436和《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标准》JGJ/T 461的相关规定。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建筑、室内设计相关设计文件，建筑设计重点审查建筑设计

说明对污染物浓度水平控制指标要求。

3.6.4建筑、室外场地、公共绿地、城市道路相互之间应设置连贯的无障碍步行系统。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在室外场地设计应满足《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保证无障

碍步行系统连贯性设计，场地范围内的人行通道应与城市道路、场地内道路、建筑主要出

入口、场地公共绿地和公共空间等相连通。当场地存在高差时，应以无障碍坡道相连接。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规划、建筑相关设计文件，建筑设计重点审查建筑设计说明对

无障碍步行系统设计要求。

3.6.5场地人行出入口 500m内应设有公共交通站点或配备联系公共交通站点的专用接驳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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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建筑 500m范围内应设置公共交通站点。

2 建筑 500m范围内若无公共交通站点，申请审查方应提供其具备接驳车条件的佐证

材料。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建设方、规划相关设计文件，建筑设计重点审查建筑设计说明

对公共交通站点或配备联系公共交通站点的专用接驳车的设计要求。

3.6.6建筑规划布局应满足日照标准，且不得降低周边建筑的日照标准。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建筑规划布局应满足当地规划审批要求及日照标准，且不得降低

周边建筑的日照标准。

本条的审查方法：涉及规划、建筑各专业，审查相关设计文件和日照分析报告。

3.6.7室外热环境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审查设计项目按现行行业标准《城市居住区热环境设计标准》 JGJ

286 进行热环境设计。城市居住区是指城市中住宅建筑相对集中布局的地区，简称居住区。

如项目处于非居住区规划范围内，符合其城乡规划的要求即为达标。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核相关设计文件、场地热环境计算报告。场地热环境计算报告由

建设单位提供，对资质无特殊要求。

3.6.8配建的绿地应符合所在地城乡规划的要求，应合理选择绿化方式，植物种植应适应当

地气候和土壤，且应无毒害、易维护，种植区域覆土深度和排水能力应满足植物生长需求，

并应采用复层绿化方式。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设计文件中应提出对景观设计的具体要求。

2 重点审查植物配置设计中是否选择适合沈阳地区气候特点及土壤条件的植物，是否

采用乔、灌、草结合的复层绿化方式，种植区域覆土深度和排水能力是否能够保证植物安

全过冬和满足植物生长需求。

3 种植区域的覆土深度、屋顶的排水坡度依照《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 82和《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 155中的相关规定审核，种植区域的覆土深度应同

时满足项目所在地园林主管部门对覆土深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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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规划、建筑、景观各专业设计文件，建筑设计重点审查建筑设

计说明对景观设计要求。

3.6.9场地的竖向设计应有利于雨水的收集或排放，应有效组织雨水的下渗、滞蓄或再利用；

对大于 10hm2的场地应进行雨水控制利用专项设计。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不大于 10hm2的场地，总图和竖向设计中应写明有效组织雨水下渗、滞蓄的措施。

2 大于 10hm2的场地，进行雨水控制利用专项设计（水量平衡、蓄水量、净化处理工

艺、回用系统和执行的卫生标准和安全措施），提供总图和竖向设计、雨水利用设计图。

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景观、给排水、建筑专业相关设计文件，建筑设计重点审查建

筑设计说明对其设计要求。

3.6.10建筑内外均应设置便于识别和使用的标识系统。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

1 公共建筑的设计说明应明确标识系统的设计和设置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标

识系统技术规范》GB/T 51223、《安全标志及使用导则》GB 2894 的要求。住宅建筑参照

执行。

2 在标识系统设计和设置时，应根据建筑功能、性质，充分考虑建筑使用者的识别习

惯，通过色彩、形式、字体、符号等整体进行设计，具有可辨识度和统一性。

3 设计说明及相关设计文件中应明确在场地、建筑内外显著位置上设置标识。标识应

反映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建筑与设施分布情况,并提示当前位置。建筑及场地的标识应沿通行

路径布置，构成完整和连续的引导系统。

本条的审查方法为：审查视觉设计相关设计文件，建筑设计重点审查建筑设计说明对

其设计要求。

3.6.11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垃圾容器和收集点的设置应合理并应与周围景观协调。

审查说明主要内容：建筑设计时应合理规划和设置垃圾收集设施，垃圾收集站的选址、

规模以及生活垃圾收集点的选址应符合《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垃圾收

集点的服务半径要求应满足《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 50180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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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的审查方法：审查规划、景观、建筑设计相关文件，建筑设计重点审查建筑设计

说明对其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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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 录

附表 沈阳市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要点评定表

条文

自评达

标情况
自评材料

审查评

定意见 备

注
□满足

□满足/

□不满足

3.1 建筑专业

3.1.1 建筑结构应满足承载力和

建筑使用功能要求。建筑外墙、

屋面、门窗、幕墙及外保温等围

护结构应满足安全、耐久和防护

的要求。

□满足

建筑外墙、屋面、门窗、幕墙、外保温等围护结构

和外装饰构件与建筑主体结构连接可靠，且能适应

主体结构在多遇地震及各种荷载作用下的变形，满

足安全、耐久、防护要求：□是、□否

建筑外墙、屋面、门窗、幕墙及外保温等围护结构

和建筑外侧设置装饰构件的防水、防渗等设计要求: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建

筑

3.1.2 外遮阳、太阳能设施、空调

室外机位、外墙花池等外部设施

应与建筑主体结构统一设计、施

工，并应具备安装、检修与维护

条件。

□满足

建筑外部是否有以下设施：

检修通道、□马道、□吊篮固定端、预埋件、
外遮阳、太阳能设施、空调室外机位、外墙花

池、□以上皆无

如有以上设施，与建筑主体结构统一设计、施工，

并应具备安装、检修与维护条件：□是、□否

□满足/□

不满足

建

筑

3.1.3 建筑外门窗必须安装牢固，

其抗风压性能和水密性能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满足

外门窗的抗风压性能、水密性能指标和等级，并应

符合《塑料门窗工程技术规程》 JGJ 103 、《铝合

金门窗工程技术规范》 JGJ 214、《建筑外门窗气

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7106

等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是、□否

□满足/□

不满足

建

筑

3.1.4 卫生间、浴室的地面应设置

防水层，墙面、顶棚应设置防潮

层。

□满足

卫生间、浴室防水防潮措施：

□楼地面低于相邻楼地面 15.0mm、□采取防水、防

滑的构造措施（如采用不吸水、易冲洗、防滑的面

层材料）、□设排水坡坡向地漏、□设门槛等挡水

设施、□设排水设施、□设防水隔离层、□以上皆

无

□满足/□

不满足

建

筑

3.1.5 走廊、疏散通道等通行空间

应满足紧急疏散、应急救护等要

求，且应保持畅通。

□满足

1 建筑应根据其高度、规模、使用功能和耐火等级

等因素合理设置安全疏散和避难设施：□是、□否

2 安全出口和疏散门的位置、数量、宽度及疏散楼

梯间的形式，应满足人员安全疏散的要求：□是、

□否

3 走廊、疏散通道等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

范》 GB 51143 等对安全疏散和避难、应急交通的

相关要求：□是、□否

□满足/□

不满足

建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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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采用具有安全防护功能的

产品或配件，采用具备防夹功能

的门窗。

□满足

人流量大、门窗开合频繁的位置，应采用可调力度

的闭门器或具有缓冲功能的延时闭门器等措施：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建

筑

3.1.7 室内外地面或路面设置防

滑措施：

1 建筑出入口及平台、公共走廊、

电梯门厅、厨房、浴室、卫生间

等设置防滑措施，防滑等级不低

于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面工程

防滑技术规程》 JGJ/T 331 规定

的 Bd、Bw 级；

2 建筑室内外活动场所采用防滑

地面，防滑等级达到现行行业标

准《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

JGJ/T 331 规定的 Ad 、Aw 级；

3 建筑坡道、楼梯踏步防滑等级

达到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面工

程防滑技术规程》 JGJ/T 331 规

定的 Ad、Aw 级或按水平地面等

级提高一级，并采用防滑条等防

滑构造技术措施。

□满足

1 建筑出入口及平台、公共走廊、电梯门厅、厨房、

浴室、卫生间等设置防滑措施，防滑等级不低于现

行行业标准《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 JGJ/T

331 规定的 Bd、Bw 级：□是、□否

2 建筑室内外活动场所采用防滑地面，防滑等级达

到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

JGJ/T 331 规定的 Ad 、Aw级：□是、□否

3 建筑坡道、楼梯踏步防滑等级达到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 JGJ/T 331 规定的

Ad、Aw 级或按水平地面等级提高一级，并采用防滑

条等防滑构造技术措施：□是、□否

□满足/□

不满足

建

筑

3.1.8 合理采用耐久性好、易维护

的装饰装修建筑材料。

1 采用耐久性好的外饰面材料；

2 采用耐久性好的防水和密封材

料；

3 采用耐久性好、易维护的室内

装饰装修材料。

□满足

1 采用耐久性好的外饰面材料：□是、□否

2 采用耐久性好的防水和密封材料：□是、□否

3 采用耐久性好、易维护的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建

筑

3.1.9 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

级和隔声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噪声级应满足现行国家标

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18 中的低限要求；

2 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的隔

声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

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18

中的低限要求。

□满足

1 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级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中的低限要求，

□是、□否

2 主要功能房间的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的隔声

性能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50118 中的低限要求：□是、□否

□满足/□

不满足

建

筑

3.1.10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在室内设计温度、湿度条件下，

建筑非透光围护结构内表面不得

结露；

2 供暖建筑的屋面、外墙内部不

应产生冷凝；

3 屋顶和外墙隔热性能应满足现

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

规范》 GB 50176 的要求。

□满足

1 在室内设计温度、湿度条件下，建筑非透光围护

结构内表面不得结露，□是、□否

2 供暖建筑的外墙、屋面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民

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76 的要求，进行内

部冷凝验算，不产生冷凝，□是、□否

3 屋顶和外墙隔热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

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76 的要求，□是、□

否

□满足/□

不满足

建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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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停车场应具有电动汽车充

电设施或具备充电设施的安装条

件，并应合理设置电动汽车和无

障碍汽车停车位。

□满足

是否具有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具备充电设施的安装

条件：□是、□否

合理设置电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是、□

否

对于居住区，居住区停车场和车库的总停车位应设

置不少于 0. 5%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若设有多

个停车场和车库，宜每处设置不少于 1个无障碍机

动车停车位：□是、□否

对于公共建筑，建筑基地内总停车数在 100 辆以下

时应设置不少于 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100 辆

以上时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数 1% 的无障碍机动车

停车位：□是、□否

□满足/□

不满足

建

筑

3.1.12 自行车停车场所应位置合

理、方便出入。
□满足

设置自行车停车场所：是、□否

设置自行车停车场所位置合理、方便出入：是、

□否

□满足/□

不满足

建

筑

3.1.13 建筑室内外公共区域满足

全龄化设计要求，建筑室内公共

区域、室外公共活动场地及道路

均满足无障碍设计要求。

□满足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建

筑

3.1.14 应结合场地自然条件和建

筑功能需求，对建筑的体形、平

面布局、空间尺度、围护结构等

进行节能设计，且应符合国家有

关节能设计的要求。

□满足

优化体形、空间平面布局，包括合理控制建筑空调

供暖的规模、区域和时间，可以实现对建筑的自然

通风和天然采光的优先利用，降低供暖空调照明负

荷，降低建筑能耗，□是、□否

满足相关节能设计标准，□是、□否

□满足/□

不满足

建

筑

3.1.15 垂直电梯应采取群控、变

频调速或能量反馈等节能措施；

自动扶梯应采用变频感应启动等

节能控制措施。

□满足

是否设有电梯：是、□否

是否采取群控、变频调速或能量反馈等节能措施：
是、□否

是否设有自动扶梯：是、□否

自动扶梯应采用变频感应启动等节能控制措施：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建

筑

3.1.16 建筑造型要素应简约，应

无大量装饰性构件，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住宅建筑的装饰性构件造价占

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 2%;

2 公共建筑的装饰性构件造价占

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 1%。

□满足

本项目是否使用了装饰性构件：□是、□否；

如果使用了具备功能的装饰性构件，住宅建筑的装

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 2%：□

是、□否

如果使用了具备功能的装饰性构件，公共建筑的装

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 1%：□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建

筑

3.1.17 场地内不应有排放超标的

污染源。 □满足

场地内是否有以下建筑或设施：

□餐饮类建筑、□锅炉房、□垃圾运转站、

□其他易产生烟、气、尘、噪声的建筑或设施

（_____________）、□以上皆无

如有以上建筑或设施，有污染源应积极采取相应的

治理措施并达到无超标污染物排放的要求：□是、

□否

□满足/□

不满足

建

筑

3.1.18 不得采用国家和地方禁止

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

鼓励采用国家及地方推荐的绿色

建材。

□满足

不得采用国家和地方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

制品：□是、□否

采用国家及地方推荐的绿色建材：□是、□否

□满足/□

不满足

建

筑

3.3 结构专业

3.2.1 建筑结构应满足承载力和

建筑使用功能要求。建筑外墙、

屋面、幕墙等围护结构应满足安

全、耐久和防护的要求。

□满足

建筑结构应满足承载力和建筑使用功能要求：□是、

□否

建筑外墙、屋面、幕墙等围护结构应满足建筑结构

安全形、耐久形和防护功能的要求：□是、□否

□满足/□

不满足

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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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外遮阳、太阳能设施、空调

室外机位、外墙花池等外部设施

应与建筑主体结构统一设计、施

工，并应具备安装、检修与维护

条件。

□满足

建筑外部内是否有以下设施：

□检修通道、□马道、□吊篮固定端、□预埋件、

□以上皆无

如无以上设施，简要说明保障安装、检修与维护的

措施。

□满足/□

不满足

结

构

3.2.3 建筑内部的非结构构件、设

备及附属设施等应连接牢固并能

适应主体结构变形。 □满足

对非结构构件的填充墙：

□墙高超过一定高度与长度即设腰梁及构造柱，与

结构柱之间设拉接筋

对非结构构件的装配式内墙条板：

□在楼面与梁(板)底连接处设金属限位连接卡，墙

板之间设子母槽等

对非结构构件的移动式档案密集柜：

□楼面刚度足以避免移动档案柜脱轨

建筑部品、非结构构件及附属设备与建筑主体的连

接方式：

□机械固定、□焊接、□预埋、□一体化建造、□

以上皆无

□满足/□

不满足

结

构

3.2.4 不应采用建筑形体和布置

严重不规则的建筑结构。 □满足

本项目建筑形体规则性：□规则；□不规则；□特

别不规则；□严重不规则；

进行平面不规则的主要类型判定和竖向不规则的主

要类型判定。

□满足/□

不满足

结

构

3.2.5 选用的建筑材料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500km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

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应大于

60%;

2 现浇混凝土应全部采用预拌混

凝土，建筑砂浆应全部采用预拌

砂浆。

□满足

本地化建材使用比例：

500km 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

的比例应大于 60%：□是、□否

现浇混凝土是否全部采用预拌混凝土：□是、□否

建筑砂浆是否全部采用预拌砂浆：□是、□否

本项目使用的预拌砂浆符合现行标准《预拌砂浆》

GB/T 25181 及《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 223

的规定：□是、□否

□满足/
不满足

结

构

3.2.6 不得采用国家和地方禁止

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

鼓励采用国家及地方推荐的绿色

建材。

□满足

不得采用国家和地方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

制品：□是、□否

采用国家及地方推荐的绿色建材：□是、□否

□满足/
不满足

结

构

3.2.7 合理采用高强建筑结构材

料。

1混凝土结构中 400MPa 级及以上

热轧带肋钢筋的比例不得小于

85%；

2 钢结构中Q355及以上高强钢材

用量占钢材总量的比例不得小于

50%；

3 混合结构中混凝土部分和钢结

构部分中钢筋和钢材的相关比例

分别不得低于本条 1.2款的要求。

□满足

1 混凝土结构中所有基础受力钢筋、梁纵筋及箍筋

柱纵筋及箍筋、抗震墙水平及竖向钢筋、板受力筋

应全部采用 400MPa 级及以上热轧带肋钢筋：□是、

□否

2钢结构中使用 Q355 及以上高强钢材的用量占钢材

总量的比例不得小于使用钢材的 50%：□是、□否

3 混合结构中混凝土部分和钢结构部分中钢筋和钢

材的相关比例分别不得低于本条 1.2 款的要求：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结

构

3.2.8 建筑结构采用工业化生产

的预制构件的比例应满足国家和

地方要求。 □满足

简要说明采用工业化生产预制构件的部位：

工业化生产的预制构件的比例应满足国家和地方要

求：□是、□否

□满足/
不满足

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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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给排水专业

3.3.1 给水排水系统的设置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生活饮用水水质应满足现行国

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 的要求；

2 应制定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

定期清洗消毒计划并实施，且生

活饮用水储水设施每半年清洗消

毒不应少于 1次；

3 应使用构造内自带水封的便

器，且其水封深度不应小于 50mm;

4 非传统水源管道和设备应设置

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

□满足

1 设置储水设施：□是、□否

若设置储水设施，水质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的要求：□是、□否

2 若设置储水设施，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定期清

洗消毒计划并实施，且生活饮用水储水设施每半年

清洗消毒不应少于 1次：□是、□否

3 是否使用构造内自带水封的便器，且其水封深度

不应小 50mm：□是、□否

4 设置非传统水源：□是、□否

若设置非传统水源，非传统水源管道和设备应设置

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是、□否

□满足/□

不满足

给

排

水

3.3.2 应制定水资源利用方案，统

筹利用各种水资源，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应按使用用途、付费或管理单

元，分别设置用水计量装置；

2 用水点处水压大于0.2MPa的配

水支管应设置减压设施，并应满

足给水配件最低工作压力的要

求；

3 用水器具和设备应满足节水产

品的要求，全部卫生器具的用水

效率等级达到 2级以上。

□满足

1 是否制定水资源利用方案，统筹利用各种水资源：

□是□否

水资源利用方案内容包括：□当地节水要求及水资

源状况、□市政设施情况、□项目概况、□用水定

额的确定、□用水量估算及水量平衡、□给排水系

统设计方案、□节水器具、□非传统水源利用、□

用水分项计量、□其他___ _

2 按使用用途、付费或管理单元，分别设置用水计

量装置：□是、□否

3 合理进行压力分区：□是、□否

用水点处水压大于 0.2MPa 的配水支管应设置减

压设施，并应满足给水配件最低工作压力的要求：

□是、□否

选用自带减压装置的用水器具，该部分管线的工

作压力满足相关设计规范的要求即可：□是、□否

4 所有用水器具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节水型产品

技术条件与管理通则》GB/T18870 的要求，全部卫

生器具的用水效率等级达到 2级以上：□是、□否

□满足/□

不满足

给

排

水

3.3.3 场地内不应有排放超标的

污染源。
□满足 污废水排放满足市政及环保要求，□是、□否

□满足/□

不满足

给

排

水

3.3.4 采取提升建筑部品部件耐

久性的措施，使用耐腐蚀、抗老

化、耐久性能好的管材、管线、

管件。

□满足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给

排

水

3.3.5 直饮水、集中生活热水、游

泳池水、采暖空调系统用水、景

观水体等的水质满足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要求。

□满足

是否设有直饮水、集中生活热水、游泳池水、采暖

空调系统用水、景观水体等：□是、□否

若设，其水质是否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给

排

水

3.3.6 生活饮用水水池、水箱等储

水设施采取措施满足卫生要求：

1使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要

求的成品水箱；

2采取保证储水不变质的措施。

□满足

是否设有生活饮用水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是、

□否（如果否，以下无须填写）

使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要求的成品水箱：□是、

□否

储水设施分格、保证设施内水流通畅、检查口（人

孔）加锁、溢流管及通气管口采取防止生物进入的

措施：是、□否

□满足/□

不满足

给

排

水

3.3.7 采用节能型设备及节能控

制措施，水泵等设备满足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节能评价值的要

求。

□满足

是否设有水泵等设备：是、□否

水泵等设备满足国家现行《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

及节能评价》GB 19762 的节能评价值：是、□否

□满足/□

不满足

给

排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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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不得采用国家和地方禁止

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

鼓励采用国家及地方推荐的绿色

建材。

□满足

不得采用国家和地方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

制品：□是、□否

采用国家及地方推荐的绿色建材：□是、□否

□满足/
不满足

给

排

水

3.4 暖通专业

3.4.1 应采取措施避免厨房、餐

厅、打印复印室、卫生间、地下

车库等区域的空气和污染物串通

到其他空间；应防止厨房、卫生

间的排气倒灌。

□满足

是否设有厨房、餐厅、打印复印室、卫生间、地下

车库等功能：是、否

如有，采取合理的排风措施避免污染物扩散：是、

否

取风口与排风口位置应避免短路：是、否

厨房、卫生间设有排气防倒灌措施：是、否

□满足/□

不满足

暖

通

3.4.2 应采取措施保障室内热环

境。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

筑，房间内的温度、湿度、新风

量等设计参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

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的有关

规定；采用非集中供暖空调系统

的建筑，应具有保障室内热环境

的措施或预留条件。

□满足

1、是否为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是、
否

房间内的温度、湿度、新风量等设计参数是否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

规范》 GB 50736 的有关规定：是、否

2、非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是、否

应具有保障室内热环境的措施或预留条件：是、
否

□满足/□

不满足

暖

通

3.4.3 对于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

统的建筑，应根据房间、区域的

功能和所采用的系统形式，合理

设置可现场独立调节的热环境调

节装置。对于未采用集中供暖空

调系统的建筑，应合理设计建筑

热环境营造方案，具备满足个性

化热舒适需求的可独立控制的热

环境调节装置或功能。

□满足

1、是否为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是、
否

是否具有现场独立控制的热环境调节装置：是、
否

供暖、空调系统末端形式：___

调节方式：___

2、非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是、否

是否具备满足个性化热舒适需求的可独立控制的热

环境调节装置或功能：是、否

□满足/□

不满足

暖

通

3.4.4 地下车库应设置与排风设

备联动的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

置。
□满足

是否设置地下车库：□是、□否

地下车库设置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是、□否

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与排风设备联动：□是、□

否

□满足/□

不满足

暖

通

3.4.5 应采取措施降低部分负荷、

部分空间使用下的供暖、空调系

统能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区分房间的朝向细分供暖、

空调区域，并应对系统进行分区

控制；

2 空调冷源的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 、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

数 (SCOP)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 的规定。

□满足

朝向细分供暖、空调区域，并应对系统进行分区控

制：□是、□否

空调冷源的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 、电冷源综

合制冷性能系数 (SCOP)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

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 的规定：□是、

□否

□满足/□

不满足

暖

通

3.4.6 应根据建筑空间功能设置

分区温度，合理降低室内过渡区

空间的温度设定标准。
□满足

是否存在室内过渡空间，如门厅、中庭、高大空间

等：□是、□否

若有，合理降低室内过渡区空间的温度设定标准：

□是、□否

保证使用舒适度的前提下，合理设置少用能、不用

能空间，减少用能时间、缩小用能空间，通过建筑

空间设计达到节能效果：□是、□否

□满足/□

不满足

暖

通

3.4.7 冷热源、输配系统和照明等

各部分能耗应进行独立分项计

量。
□满足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暖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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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场地内不应有排放超标的

污染源。 □满足

场地内是否有以下建筑或设施：

□餐饮类建筑、□锅炉房、□垃圾运转站、

□其他易产生烟、气、尘、噪声的建筑或设施

（_____________）、□以上皆无

如有，是否达标排放：□是、□否

□满足/□

不满足

暖

通

3.4.9 采取提升建筑部品部件耐

久性的措施，使用耐腐蚀、抗老

化、耐久性能好的管材、管线、

管件。

□满足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暖

通

3.4.10 供暖空调系统的冷、热源

机组能效均优于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的规定以及现行有关国家

标准能效限定值的要求。

□满足

若建筑未设冷、热源机组等设备，直接达标。

（注： ）

若有，供暖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效均优于现

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的

规定以及现行有关国家标准能效限定值的要求：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暖

通

3.4.11 通风空调系统风机的单位

风量耗功率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 的规定值。

□满足

设置通风空调系统：□是、□否

通风空调系统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满足现行国家

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 的规定

值：□是、□否

□满足/□

不满足

暖

通

3.4.12 集中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泵

的耗电输热比、空调冷热水系统

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热）比满

足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GB 50189 的规定值。

□满足
若建筑未设水泵等设备直接达标，□是、□否

若建筑设水泵等设备，是否满足，□是、□否

□满足/□

不满足

暖

通

3.4.13 采用节能型设备及节能控

制措施，水泵、风机等设备满足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节能评价值

的要求。

□满足

若建筑未设水泵、风机等设备直接达标，□是、□

否

若建筑设水泵、风机等设备，是否满足，□是、□

否

□满足/□

不满足

暖

通

3.4.14 不得采用国家和地方禁止

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

鼓励采用国家及地方推荐的绿色

建材。

□满足

不得采用国家和地方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

制品：□是、□否

采用国家及地方推荐的绿色建材：□是、□否

□满足/
不满足

暖

通

3.5 电气专业

3.5.1 建筑照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照明数量和质量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的规定；

2人员长期停留的场所应采用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灯和灯系统的

光生物安全性》 GB/T 20145 规定

的无危险类照明产品；

3选用 LED 照明产品的光输出波

形的波动深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

准《LED 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GB/T 31831 的规定；

4主要功能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

值不应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规定

的现行值；公共区域的照明系统

应采用分区、定时、感应等节能

控制；采光区域的照明控制应独

立于其他区域的照明控制。

□满足

1 室内照度、眩光值、一般显色指数等照明数量和

质量指标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的有关规定：□是、□否

2 人员长期停留的场所应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性》 GB/T 20145 规定

的无危险类照明产品：□是、□否

3 选用 LED 照明产品的光输出波形的波动深度应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LED 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GB/T 31831 的规定：□是、□否

4 主要功能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高于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规定的现

行值：□是、□否

公共区域的照明系统应采用分区、定时、感应等

节能控制：□是、□否

采光区域的照明控制应独立于其他区域的照明控

制：□是、□否

□满足/□

不满足

电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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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地下车库应设置与排风设

备联动的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

置。

□满足

是否有地下车库：□是、□否

是否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

置：□是、□否

□满足/□

不满足

电

气

3.5.3 停车场应具有电动汽车充

电设施或具备充电设施的安装条

件。
□满足

1 具有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具备充电设施的安装条

件：□是、□否

2 预留条件的充电车位，至少应预留外电源管线、

变压器容量、一级配电应预留低压柜安装空间、干

线电缆敷设条件，第二级配电应预留区域总箱的安

装空间与接入系统位置和配电支路电缆敷设条件，

以便按需建设充电设施：□是、□否

□满足/□

不满足

电

气

3.5.4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具有

自动监控管理功能。 □满足

1、是否设置建筑设备管理系统（未设置建筑设备管

理系统的建筑，本条直接达标）：□是、□否

2、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具有自动监控管理功能：□是、

□否

□满足/□

不满足

电

气

3.5.5 建筑应设置信息网络系统。 □是 □否
□满足/□

不满足

电

气

3.5.6 冷热源、输配系统和照明等

各部分能耗应进行独立分项计

量。
□满足

是否对以下回路设置分项计量表：

□变压器低压侧出线回路、□单独计量的外供电回

路、□特殊区供电回路、□制冷机组主供电回路、

□单独供电的冷热源系统附泵回路、□集中供电的

分体空调回路、□照明插座回路、□电梯回路、□

其他

是否对以下分项能耗进行计量：

□照明插座用电（包括□照明和插座用电、□走廊

和应急照明用电、□室外景观照明用电等子项）；

□空调用电（包括□冷热站用电、□空调末端用电

等子项）；

□动力用电（包括□电梯用电、□水泵用电、□通

风机用电等子项）

□满足/□

不满足

电

气

3.5.7 垂直电梯应采取群控、变频

调速或能量反馈等节能措施；自

动扶梯应采用变频感应启动等节

能控制措施。

□满足

是否设有电梯，□是、□否

垂直电梯，具有群控、变频调速拖动、能量再生回

馈等至少一项技术，实现电梯节能，□是、□否

是否设有自动扶梯，□是、□否

对于扶梯，采用变频感应启动等节能控制措施，□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电

气

3.5.8 采取提升建筑部品部件耐

久性的措施，使用耐腐蚀、抗老

化、耐久性能好的管材、管线、

管件。

□是、□否
电

气

3.5.9 不得采用国家和地方禁止

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

鼓励采用国家及地方推荐的绿色

建材。

□满足

不得采用国家和地方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

制品：□是、□否

采用国家及地方推荐的绿色建材：□是、□否

□满足/
不满足

电

气

3.6 其它

3.6.1 场地应避开滑坡、泥石流等

地质危险地段，易发生洪涝地区

应有可靠的防洪涝基础设施；场

地应无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危

险源的威胁，应无电磁辐射、含

氡土壤的危害。

□满足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3.6.2 应具有安全防护的警示和

引导标识系统。
□满足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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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室内空气中的氨、甲醛、苯、

总挥发性有机物、氡等污染物浓

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

气质量标准》 GB/T18883 的有关

规定。建筑室内和建筑主出入口

处应禁止吸烟，并应在醒目位置

设置禁烟标志。

□满足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3.6.4 建筑、室外场地、公共绿地、

城市道路相互之间应设置连贯的

无障碍步行系统。

□满足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3.6.5 场地人行出入口 500m内应

设有公共交通站点或配备联系公

共交通站点的专用接驳车。

□满足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3.6.6 建筑规划布局应满足日照

标准，且不得降低周边建筑的日

照标准。

□满足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3.6.7 室外热环境应满足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满足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3.6.8 配建的绿地应符合所在地

城乡规划的要求，应合理选择绿

化方式，植物种植应适应当地气

候和土壤，且应无毒害、易维护，

种植区域覆土深度和排水能力应

满足植物生长需求，并应采用复

层绿化方式。

□满足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3.6.9 场地的竖向设计应有利于

雨水的收集或排放，应有效组织

雨水的下渗、滞蓄或再利用；对

大于 10hm
2
的场地应进行雨水控

制利用专项设计。

□满足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3.6.10 建筑内外均应设置便于识

别和使用的标识系统。
□满足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3.6.11 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垃

圾容器和收集点的设置应合理并

应与周围景观协调。

□满足 □是、□否
□满足/□

不满足

注：所有项均需满足，视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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