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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建筑工程设计前，应依据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
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进行建筑场地土壤中氡浓度检测，
并依据检测结果采取下列防氡工程措施：

1  当土壤氡浓度不大于20000Bq/m3时，可不采取防氡措施；

2  当土壤氡浓度大于20000Bq/m3，且小于30000Bq/m3时，应采取建筑物
底层地面抗开裂措施；

3  当土壤氡浓度大于30000Bq/m3，且小于50000Bq/m3时，除应采取建筑
物底层地面抗开裂措施外，还必须按现行国家标准《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GB 50108中的一级防水要求，对基础进行处理；

4  当土壤氡浓度大于50000Bq/m3，应采取建筑物综合防氡措施，除应采
取上述措施外，还应更换回填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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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壤氡背景概略示意图 土壤氡高背景值的17个城市排序

我国最大的土壤氡

高背景区——
华南-华东高背景区

总平面设计



n（讨论）：土壤氡含量检测有待规范。   建议：图审和评价严格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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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应提高场地空间的利用效率，并应符合下列要求（设计分
值为9分）：

1  住宅建筑的人均居住用地指标应符合表4.2.3-1的规定；

2  公共建筑的容积率指标应符合表4.2.3-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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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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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除因场地区位、地质等条件不适宜开发地下空间的建设项
目外，建筑地下空间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设计分值为4分）：

1  住宅建筑地下建筑面积与地上建筑面积之比应大于0.15；
2  公共建筑地下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之比应符合表4.2.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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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中、小学校等 晋江第二体育中心

在进行功能需求分析和经济技术可行性分析后，认为确实不适宜开发地下空间时，可按不适用执
行，但仍需符合人防等方面的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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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建筑布局和场地设计时应根据典型气象条件下的风环境模
拟预测分析结果，采取合理措施加强夏季和过渡季节自然通风，
避免冬季冷风侵袭，并应符合下列要求（设计分值为5分）：

1  冬季典型风速和风向条件下，建筑物周围人行区风速应小于
5m/s，且室外风速放大系数应小于2；

2  过渡季、夏季典型风速和风向条件下，场地内人活动区不应
出现涡旋或无风区；

3  除迎风第一排建筑外，冬季建筑迎风面与背风面表面风压差
不应超过5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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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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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福州、莆田 厦门、泉州 漳州 龙岩 南平 宁德 三明

气象站名 福州 厦门 漳州 上杭 建瓯 屏南 永安

冬季
风速（m/s） 2.2 4.2 2.8 3.3 0.9 2.5 1.1

风向 NW E SE NW NW NE NNW

夏季
风速（m/s） 3.4 2.5 2.8 1.7 1.6 3.1 2.0

风向 SE SE SE SE W WSW SW

过渡季
风速（m/s） 2.8 2.7 2.8 2.1 1.4 2.8 1.6

风向 NW ESE SE NW WSW ENE NE

建筑风环境模拟分析典型气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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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速＜5m/s，风速放大系数＜2； 2、过渡季、夏季活动区无涡旋或无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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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风面风压

迎风面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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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冬季建筑迎风面与背风面表面风压差不应超过5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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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案例
l 某项目周边存在较大山体，在分析时未做考虑，需重新考虑山体后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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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建筑布局和场地设计时应根据室外噪声模拟预测分析结果，
对总平面布局、建筑功能分区、声屏障布置等方面进行优化设计，
并应确保室外声环境符合表4.2.7的要求（设计分值为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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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功
能区类别

环境噪声限值  
［dB(A)］
昼间 夜间

0类 ≤50 ≤40
1类 ≤55 ≤45
2类 ≤60 ≤50
3类 ≤65 ≤55

4类
4a类 ≤70 ≤55
4b类 ≤7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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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声环境模拟计算分析的要求

l 计算条件（方法1：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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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声环境模拟计算分析的要求

l 计算条件（方法2：噪声源分析）：

18 单一交通噪声可以依据车流量确定噪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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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声环境模拟计算分析的要求

l 声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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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案例

l 案例1：某项目提供的环评报告中提供了环境噪声监测结果，未提供噪声
模拟预测报告，不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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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案例

l 案例2：某项目提供的声环境分析报告中，计算分析区域主要交通主干道建
模不完整，不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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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案例

l 案例3：某项目提供的声环境分析报告中，计算分析后，沿街局部建筑噪声
属于4a类，但采用中空玻璃，室内声环境达标，可认为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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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场地出入口应基于公共交通设施现状及预期规划，并充分
考虑出行的便捷性进行合理设置，且应符合下列要求（设计分值
为6分）：

1  场地出入口到达公共汽车站或城市公共自行车驻车站点的步
行距离不应大于500m，或到达轨道交通站的步行距离不应大于800m；

2  场地及建筑出入口的设置、场地内人行路线设计应能为便捷
出行提供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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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距离与直线距离(与4.2.13  “周边公共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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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捷出行提供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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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1  场地内应合理设置绿化用地，并应符合下列要求（设计分
值为5分） ：

1  新区建设的住宅项目绿地率不应小于30%，且人均公共绿地
面积不应小于1.0m2；或旧区改建的住宅项目绿地率不应小于25%，
且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应小于0.7m2。

2  公共建筑绿地率不应小于30%，且绿地应向社会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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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9

住区人均公共绿地：“宽度不小于8m，面积不小于400m²，并应满足有不少
于1/3的绿地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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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应采取措施降低热岛强度，场地内户外活动场地有乔木、
构筑物等遮阴措施的面积比例不应少于15%；或采用热环境改善
措施，并应满足场地内平均热岛强度预测值不大于1.5℃的要求
（设计分值为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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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活动场地包括：

步道、庭院、广场、游憩场和停车场。

遮阴措施（永久性遮阳措施）：

绿化遮阴、构筑物遮阴（架空层）、建筑日照投影遮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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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8：00
逐时热岛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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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  建筑绿地设计宜综合考虑面积效应、边缘效益、距离效果、
连接效果等，实现新建绿化、水系与周边原有绿化带、水系形成
绿化系统（设计分值为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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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达标的前提是建筑项目应具有较高的绿地率（40%以上），而且绿地能够与周边的绿地或生态系统进行衔接，
提供相关的分析报告，并进行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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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建筑造型应简约，应避免采用纯装饰性构件，或当设计有
纯装饰性构件时，其造价应符合下列要求：（单栋建筑）

1  住宅建筑纯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所在单栋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高于2%；

2  公共建筑纯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所在单栋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高于5‰。        

建筑设计

32
1）不具备遮阳、导光、导风、载物、辅助绿化等作用的飘板、格栅、构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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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纯为追求标志性效果在屋顶等处设立塔、球、曲面等异型构件；             3）女儿墙高度超过3.0m以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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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建筑

功能构件

立面装饰

建筑风格

坡屋顶

几种可不计入装饰性构件的情况：

建筑采用坡屋顶，历史文化街区及公园等采用仿古建筑，以及闽南地区常用的嘉庚风格建筑等，均可不计入纯装饰性构
建。此外，建筑立面的各类涂料、面砖外饰面等设计，也可不计入装饰性构建。

建筑设计



¡ 5.1.8  应依据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对建筑屋顶和东、西外墙隔热性能进行验算。当隔热性能不满足
要求时，应对墙体进行隔热优化设计，并通过验算确保隔热性能
满足标准要求。隔热优化设计时可采取下列措施：

1  增加围护结构的厚度，或增加保温材料等主要隔热材料的厚度；

2  调整材料在围护结构构造中的排列顺序，将轻质材料靠近室外侧布置，重质材料靠近
室内侧布置；

3  隔热材料选用导热系数小、蓄热系数大的材料；

4  围护结构外表面采用浅色饰面材料或热反射型涂料；

5  围护结构中增设空气间层；

6  采用墙体垂直绿化、屋顶绿化等围护结构遮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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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1）我省可暂且统一采用自然通风房间的隔热设计要求，作为现阶段隔热设计的低限标准要求，

待福建省建筑节能相关设计标准提出更高的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和更高的节能率时再按照
空调房间隔热要求进行设计。

（2）由于《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2016未给出莆田、泉州、漳州的用于隔热计算的
气象数据，在隔热计算时，可以采用就近原则：莆田可参照福州气象参数，泉州、漳州可参
照厦门气象参数。

（3）应按最不利原则，选取热阻最小、热惰性指标最小的构造进行计算。当单凭热阻和热惰性
指标无法简单判断哪个是最不利构造时，各种疑似最不利的构造均应进行计算。对于东、西
朝向的封闭式阳台，可取阳台外墙或阳台与功能房间之间的隔墙进行隔热计算，其中任意一
个符合隔热要求即可认为该部分外墙符合隔热要求。

（4）为了简化隔热设计，对于框架结构的热桥梁柱等构造，可不进行隔热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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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  建筑主要功能房间的采光系数应符合下列要求（设计分值
为6分）：

1  居住建筑卧室、起居室的窗地面积比不应小于1/6，或经采光
模拟计算分析，卧室、起居室的采光系数不应低于2.2%；

2  公共建筑的主要功能房间窗地面积比不应小于1/5，或经采光
模拟计算分析，其采光系数符合本标准附录J要求的面积比例不应小

于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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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  
            （1）考虑住宅建筑户型和房间的布置不尽相同，也有部分建筑虽然窗地面积比小于

1/6，但通过合理的户型布局和优化设计，也能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的规定，因此本条提出采光模拟计算分析的要求。 
（2）公共建筑提出了窗地比的设计指标。
与住宅建筑不一样，不同类型的公共建筑的
采光系数要求不同，而且公共建筑房间外窗
布置及开间、进深设置情况大相径庭，所以
要提出一个通用的、合理的窗地比设计指标
是非常困难的。

说明：尚无依据表明公共建筑窗地比大于
1/5时就一定能够满足采光要求，

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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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  
            （3）在进行采光模拟计算分析时，对符合采光要求的面积计算判定应以建筑房间为最

小单元，把符合采光要求的房间面积进行累加后除以建筑有采光要求的空间的面积之和，得
出的比例应不小于60%。

                        建筑分隔对采光的影响                                          计算模型与图纸的一致性

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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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案例
l 案例：某项目在采光模拟计算分析时，通过采光

顶及天井加强自然采光，使得项目94.4%主要功
能房间的采光系数满足GB 50033的要求。

采光屋顶效果 双侧采光效果

建筑设计



¡ 5.2.14  应采取措施改善建筑室内天然采光效果，并应至少符合下
列要求之一（设计分值为3分）：

1  主要功能房间应采取合理的措施控制眩光，且不舒适眩光指
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的规定；

2  建筑内区采光系数满足采光要求的面积比例不应小于60%；

3  地下空间采用下沉广场（庭院）、天窗、导光管系统等措施
改善室内采光，且地下空间中平均采光系数不小于0.5%的面积与首

层地下室面积的比例不应低于1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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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4  
            第3款中，对于地下空间中地下车库等较大面积的区域，可允许该区域局部满足平均采

光系数要求的面积计入符合采光要求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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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5  应优化建筑空间、平面布局和构造设计以改善自然通风效
果，并符合下列要求（设计分值为19分）：

1  居住建筑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房间面积的10%或外窗面积
的45%；

2  居住建筑每户至少应有一个居住房间通风开口和通风路径的
设计满足自然通风要求，或通风路径设计不能满足自然通风要求时，
应设置动力通风器；

3  公共建筑在过渡季典型工况下，主要功能房间平均自然通风

换气次数不小于2次/h的面积比例不应低于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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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条件：房间→户内的公用空间、夹角不小于90 ° 。
44

通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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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

餐厅

起居室

卧室

主卧室

书房

卧室
北阳台

南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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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室

主卧室

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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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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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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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

¡相关案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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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围护结构节能设计的热工性能指标应优于现行国家、行业
建筑节能相关设计标准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之一（设计分
值为2分）：

1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比现行国家、行业建筑节能相关设计
标准的规定提高幅度不应低于5%；

2  采用综合评价法或权衡判断法计算得出的建筑能耗比现行国
家、行业建筑节能相关设计标准要求降低幅度夏热冬冷地区不应低于

5%，夏热冬暖地区不应低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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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1）第1款，前提条件是外墙、屋顶、外窗（幕墙）均符合建筑节能设计的规定性指标要求。在
满足上述前提条件下，要求外墙、屋顶、外窗、幕墙等围护结构主要部位的传热系数K、外窗
/幕墙的遮阳系数SC（居住建筑）或太阳得热系数SHGC（公共建筑）低于国家现行相关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的要求。我省夏热冬暖地区重点可只关注透明围护结构遮阳系数或太阳得热系数
的提升。

（2）第2款，需要基于两个算例的建筑空调全年计算负荷进行判定。第一个算例取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规定的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参数，第二个算例取经过优化设计后的实际设计的建筑
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参数，但需注意两个算例所采用的暖通空调系统形式一致，然后比较两
者的全年计算负荷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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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  除旅馆、教学楼、医院等建筑类型外，公共建筑中可变换
功能的室内空间应采用灵活隔断设计，且采用灵活隔断或大开间
的面积占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面积的比例不应低于30%（设计
分值为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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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隔断  办公空间的面积大于100m2 其他空间的面积大于5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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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  建筑外窗宜选用取得“建筑门窗节能
性能标识”认证的产品，且外窗使用地区应
与标识推荐的适宜地区相一致（设计分值
为2分）。

        

52

建筑设计



¡ 5.4.8  应采取合理的隔声措施提高楼板撞击声的隔声性能，并应

符合本标准附录G中三星级要求的规定（设计分值为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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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A N K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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