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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来源

n背景：在2008年，我省颁布了《福建省居
住建筑节能设计使用手册》，极大的方便了
建筑节能设计，得到了我省建筑节能从业人
员的普遍认可。

n但是，随着我省建筑节能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 在《手册》的使用过程中也逐渐体现出一
些局限性，不适应现阶段建筑节能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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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问题：
n建筑节能标准的修订，使得图集的使用有所限制；
n在施工图设计中，不能作为图集引用；
n新型建筑材料未得到体现；
n无法体现墙体平均传热系数；
n未体现导热系数、蓄热系数及修正系数等，不便于节能计算；
n公共建筑只能参照使用；
n玻璃、门窗类型、数量太少；
n遮阳未体现区域和朝向的差异；
n隔热涂料参数不够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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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来源

n2012年1月，福建省住建厅关于下达《
福建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等4项工程
建设地方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闽建科函

[2012]7号）；

n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院作为主编单位，会
同有关单位，编制了本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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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思路

n坚持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原则。既要有普遍适用的原则规定，
又要体现因地制宜的地方特色；既要反映我省建筑节能技术的实践
经验，又要吸纳同行业国内外成熟的做法和可借鉴的经验，集中解
决《手册》在使用过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

n充分考虑与建筑节能现行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协调。
Ø 在技术内容上，细化、延伸节能产品的使用要求及对热工性能的
影响；在使用上，将不同建筑构造配合典型结构形式，直接提供
围护结构的热工参数，便于设计师直接选用；

Ø 衔接《福建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等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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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思路

n主要参考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2015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45-2012
¡《硬泡聚氨酯保温防水工程技术规范》        GB 50404-2007
¡《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GB/T 10801.1-2002
¡《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  GB/T 10801.2-2002
¡《绝热用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              GB/T 11835-2007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GB 11968-2006
¡《建筑保温砂浆》                                   GB/T 20473-2006
¡《建筑绝热用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            GB/T 21588-2008
¡《膨胀玻化微珠保温隔热砂浆》                  GB/T 26000-2010
¡《蒸压加气混凝土建筑应用技术规程》         JGJ/T 17-2008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75-2012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134-2010
¡《胶粉聚苯颗粒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         JG/T 158-2013
¡《膨胀珍珠岩》                                      JC/T 209-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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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思路

闽建科[2015]37 号：
2015 年 10 月 24 日发布，2015 年 11 月 20日起实行



主要章节内容：

1、编制总说明；

2、墙体常用材料及构造热工性能；

3、屋面常用材料及构造热工性能；

4、常用门窗及热工性能；

5、外遮阳构造类型及热工性能；

6、建筑反射隔热涂料的构造及等效热阻值；

7、附录A 封闭空气间层热阻值；

8、相关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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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点

Ø 结合GB 50189、JGJ 134、JGJ 75、DBJ 13-62等最新版本的要求编制，涵盖

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在我省各个气候区的应用；

Ø 将我省适用的新型建筑材料或技术列入本图集，图集内容涵盖墙体、屋面、

门窗、外遮阳、隔热涂料等建筑节能所需的数据，以便使用者选用；

Ø 依据建筑结构形式的不同，通过大量的计算，将提供了大量的墙体平均传热

系数等参数，为设计人员提供参考；

Ø 将自保温墙体材料的当量导热系数、当量蓄热系数引入图集，不仅适用于规

定性指标计算，而且可以作为节能综合评定或权衡判断的依据；

Ø 较大程度地拓展了门窗及外遮阳数据，同时解决了门窗玻璃厚度、不同朝向

遮阳对建筑节能的差异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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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1、编制依据。                    
2、适用范围：福建省新建、改建和扩
建的民用建筑的围护结构节能设计。

3、图集内容。
4、设计选用注意事项：

4.1 图集外墙保温热工性能表中分别列出
了热桥部位传热系数 Kb 和主体部位传热
系数 Kp，用于加权平均方法计算平均传
热系数 Km时选用。
4.2 图集中导热系数与蓄热系数的数值为
计算时所选用值，当实际工程所选材料与
图集选用值不同时， 应以有资质的检测机
构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检测数据为依据
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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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4.3 当建筑外墙节能设计符合本图集的做法时
，直接从表中选取，当建筑的节点构造不符合
所引用标准图集的做法时，应按照建筑实际情
况另行计算。
4.4 本图集中外墙热工性能计算时，保温材料
的导热系数与蓄热系数均为修正后数据，考虑
四种保温形式：

1 自保温：填充墙采用自保温墙体材料，剪力墙、
热桥等部位均不加保温处理；

2 热桥保温：填充墙采用自保温墙体材料，剪力墙
、热桥部位外保温或剪力墙内保温处理；

3 内保温：填充墙或剪力墙内表面进行保温处理，
并且应对热桥室内侧(如梁、柱等可见部分)进行
保温处理；

4 外保温：外墙外表面(含填充墙、剪力墙、热桥
等)均加保温处理。

编制说明

1.内饰面

2.水泥砂浆

3.自保温混凝土

  复合砌块(Ⅲa)

4.保温构造层

5.外饰面

1.内饰面

2.保温构造层

3.自保温混凝土

  复合砌块(Ⅲa)

4.水泥砂浆

5.外饰面

6.保温砂浆

1.内饰面

2.水泥砂浆

3.自保温混凝土

  复合砌块(Ⅲa)

4.水泥砂浆

5.外饰面

保温形式

自保温

外保温

内保温

热桥保温
热桥外保温（框架）

热桥外保温（剪力墙）

热桥内保温（剪力墙）



本表括号内的值为热桥保温形式时，仅剪力墙做内保温处理情况下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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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1、编制依据。                    
2、适用范围：福建省新建、改建和扩

建的民用建筑的围护结构节能设计；

3、图集内容。

4、设计选用注意事项：

4.1 图集使用的规定

（1）墙体平均传热系数；

（2）导热系数等的说明；

（3）图集构造与传热系数的使用;
（4）图集中自保温、热桥保温、内保

温、外保温的定义及说明

1.内饰面

2.水泥砂浆

3.自保温混凝土

  复合砌块(Ⅲa)

4.保温构造层

5.外饰面

1.内饰面

2.保温构造层

3.自保温混凝土

  复合砌块(Ⅲa)

4.水泥砂浆

5.外饰面

6.保温砂浆

1.内饰面

2.水泥砂浆

3.自保温混凝土

  复合砌块(Ⅲa)

4.水泥砂浆

5.外饰面

保温形式

自保温

外保温

内保温

热桥保温
热桥外保温（框架）

热桥外保温（剪力墙）

热桥内保温（剪力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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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墙体平均传热系数计算：本图集采用
简化计算公式求得墙体平均传热系数，各
部分面积比按结构体系定义。当传热系数
需精确计算时，以实际比例为准。

¡ 墙体平均传热系数和平均热惰性指标：

Km=A×Kp+B×Kb；   Dm=A×Dp+B×Db

建筑的结构体系
填充墙比例 热桥比例

A B

框架结构体系 0.65 0.35

框剪（异形柱）结构体系 0.45 0.55

剪力墙结构体系 0.30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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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砌体构造作法应同时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应的标准规范的要求。

¡ 4.7 对于干挂石材的外墙，考虑到实际项目中多为封闭空腔结构，

在节能计算中可将空腔部位按封闭空气层的等效热阻值处理，具体

数值参见附录 A。

¡ 4.8 倒置式屋面保温层厚度为计算值，设计人员选用时按计算厚度

增加25%取值，且保温层实际最小厚度不得小于 25mm。

¡ 4.9 本图集仅提供各种保温材料的热工性能，在选用时还应执行现

行的防火安全、结构安全、防水和其他相关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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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图集仅列出典型外遮阳构造的遮阳系数，其他形式的遮阳构

造应依据《福建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J13-62-2014、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2015 等相关标准提供

的方法求得。

¡ 4.11 外窗综合遮阳系数 Sw 计算公式： Sw=SC×SD，其中 
SC 为窗本身的遮阳系数， SD 为建筑外遮阳系数；

¡ 注：公共建筑设置外遮阳构件时，外窗（包括透光幕墙）的太阳得热系数应为外窗（包括透光

幕墙）本身的太阳得热系数与外遮阳构件的遮阳系数的乘积。

¡ 4.12 图集中所注尺寸除注明外均以毫米（ mm）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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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详图索引 屋面详图索引

4.13 详图索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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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保温材料（仅列出常用保温材料的性能及构造做法，如需采用其他保温材料，请查阅相关标准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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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材料的修正系数

材料 使用部位
修正系数a

夏热冬冷地区 夏热冬暖地区

聚苯板、
室外 1.05 1.10
室内 1.00 1.05

挤塑板
室外 1.05 1.15
室内 1.00 1.05

聚氨酯
室外 1.05 1.10
室内 1.00 1.05

岩棉、玻璃棉
室外 1.20 1.30
室内 1.15 1.25

加气混凝土、泡沫混凝土
室外 1.15 1.20
室内 1.10 1.15

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
室外 1.15 1.20
室内 1.10 1.15

无机保温砂浆
室外 1.10 1.15
室内 1.05 1.10

泡沫玻璃
室外 1.05 1.10
室内 1.05 1.05

KK无机不燃防水保温板
室外 1.10 1.15
室内 1.05 1.10

多功能微空超纤建筑隔热浆料
室外 1.10 1.15
室内 1.05 1.10

注：所有无机类保温砂浆的修正系数均按表中无机保温砂浆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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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围护结构保温构造做法

¡ 6.1 屋面常见保温构造做法见屋面选用表。

¡ 6.2 外墙保温构造做法见表 6.2-1～表 6.2-6， 但墙体构造中保

温层厚度不宜小于 15mm，保温砂浆的厚度不宜大于 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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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遮阳系数计算取值

7.1 各朝向偏差在 30°以内

可按相应朝向处理，超过 

30°时应按不利朝向处理；

7.2 当外遮阳设施相应参数与

外遮阳系数表不吻合时，

查表时应按照：A 按内插

法、 B 取邻近较大尺寸；

7.3 活动外遮阳系数设计值可

采用最小值。如：某活动

外遮阳系数0.2～ 0.7，

则设计时 SD 可取 0.2。 

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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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常见的自保温
产品的以下参数：

1）主要成分

2）产品性能表

3）常用尺寸规格

4）产品示意图
   

第二章   墙体常用材
料及构造热工性能

主要技术内容



不同结构体系、不同保温形式下，其组成墙体的平均传热系数、热惰性指标给出

了具体数值；列出导热系数不同三种保温砂浆：0.06、0.07、0.085。

加气混凝土砌块(3种）
自保温混凝土复合砌块(10种)
淤泥多孔砖
煤矸石烧结砖
自保温一体化板
共计16种典型墙体

主要技术内容



第三章 屋面常用
材料及构造热工
性能

倒置式屋面
平屋面
坡屋面
蓄水屋面
种植屋面

主要技术内容



玻璃：
列出60多种典型
玻璃的节能设计
参数

第四章  常用门
窗及热工性能

主要技术内容



门窗：
列出近180多
种典型窗的
节能设计参
数

主要技术内容



第五章  外遮阳
构造类型及热
工性能

主要技术内容

水平遮阳
垂直遮阳
综合遮阳
挡板遮阳
水平百叶遮阳
垂直百叶遮阳
小尺寸水平百叶
小尺寸垂直百叶



第六章  建筑反
射隔热涂料的
构造及等效热
阻值 

主要技术内容



第六章  建筑反射隔热涂料的构造及等效热阻值 

主要技术内容

4.1.15  居住建筑的屋顶和外墙宜采用下列隔热措施：
1  反射隔热外饰面（如浅色粉刷、涂层和面砖等）；

2   ……。
按规定性指标设计，计算屋顶和外墙总热阻时，上述各项节

能措施的当量热阻附加值，可按表4.1.15取值。反射隔热外饰面
的修正方法应符合本标准附录B的规定。

5.0.7  当建筑屋顶和外墙采用反射隔热外饰面时，其设计建筑的计
算用太阳辐射吸收系数应取按附录B修正之值，且计算用太阳辐射
吸收系数不得小于0.4，并不得重复计算其当量附加热阻。

注：
1  ρ为修正后的屋顶或外墙面外表面的太阳
辐射吸收系数，按本标准附录B方法计算；
2  屋面种植层与蓄水层的当量热阻附加值
不包含其构造层热阻；
3  当量热阻附加值仅在规定性指标中使用。



附
录
 
A 
封
闭
空
气
间
层
热
阻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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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勘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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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地址：http://www.fjhxlj.cn/

主要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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