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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传统建筑行业正朝着节能

化、数字化、科技化的方向发展，绿色建筑由此诞生并成为现代建筑产业发展的主流趋势。
为了充分掌握绿色建筑在我国的发展方向，为绿色建筑在我国今后的发展铺平道路。本
文总结了自 2006 年以来我国颁布的绿色建筑相关标准、规范，充分梳理了绿色建筑在我国
的发展现状，并对绿色建筑产业在我国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究，从政府、企业、社会三
个层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以促进我国未来绿色建筑产业蓬勃向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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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是为了更高效地利用资源和空间。从整个建筑

引言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进程。随

着近年来不科学的土地开发导致生态环境发生严重
破坏，土地荒漠化、温室效应等生态问题已经威胁到
了人类的生存[1]。如何减少建筑建造和使用过程中的
污染物排放和能源消耗，已经成为我国工程建设领域
的严峻挑战。在这一趋势下，绿色建筑应运而生。由

生命周期来看，绿色技术和设施的采用，能节省一大
笔能量消耗的费用。
绿色建筑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总体来说相对较短。
2005 年“绿色建筑”一词首次出现在国务院文件《关于
进一步推进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的通知》当
中[3]，提出要“积极推动低能耗建筑、绿色建筑的研究、
开发和试点”。至今绿色建筑在我国发展了十五年有

于我国发展绿色建筑的时间较晚，很多人对绿色建筑

余，在此期间，我国陆续建造了一系列包括杭州低碳

有一定的误解，认为绿色建筑所谓的“绿色”，就是指

科技馆、长沙梅溪湖国际新城、上海朗诗绿色街区、无

通常意义上的绿化、屋顶花园等“绿色植物”；还有人

锡魅力之城健康公寓、天津生态城动漫园等在内的标

认为绿色建筑就是各种高科技材料的结合，导致绿色

志性的绿色建筑。由此可以看出，绿色建筑的兴起符

建筑的成本比普通建筑更高，价格更贵。实际上绿色

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是我国未来发展新建建

建筑代表的是一种概念，国家标准对它的定义为：在

筑的主导趋势。本文基于绿色环保和创新发展的新

全寿命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

时代背景，结合近年来我国颁布的与绿色建筑有关的

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

标准规范，对绿色建筑行业在我国的发展现状进行归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 。发展绿色建筑的
*

纳总结，并对今后绿色建筑在我国发展存在的问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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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对策进行剖析。

二

绿色建筑标准发展
自建设部于 2006 发布了我国首部《绿色建筑评价

年度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2006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06

2010

标准》
（GB/T50378-2006），标志着“绿色建筑”的发展

2011

概念正式引入我国，至今以过去十年有余[4]。在此期

2013

间，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绿色建筑发展的
标准规范（见表 1），引领和规范着绿色建筑在我国的
发展方向。其中《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

2014

系列作为我国评价体系中的核心标准[5]，在 2006 年以
“四节一环保”为评价指标对我国住宅和公共建筑建

2015

立了较为完善的评价系统，是当时我国第一部多目
标、多层次的绿色建筑综合评价标准。到了 2014 年，
住建部以 2006 版评价标准为基础，结合当时绿色建筑
在国内的发展现状，颁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
T50378-2014），内容上相对于旧版标准而言“要求更
加严格、内容更加广泛”[6]。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

JGJ/T229-2010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

GB/T50640-2010

烟草行业绿色工房评价标准

YC/T396-2011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GB/T50878-2013

绿色办公建筑评价标准

GB/T50908-2013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

GB/T50905-2014

绿色铁路客站评价标准

TB/T10429-2014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4_

绿色商店建筑评价标准

GB/T51100-2015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

GB/T51141-2015

绿色医院建筑评价标准

GB/T51153-2015_

绿色饭店评价标准

GB/T51165-2016

绿色博览建筑评价标准

GB/T51148-2016

2017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GB/T51255-2017

2018

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

2019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2016

JGJ/T449-2018
GB/T50378-2019

一，将绿色建筑评分方法由旧版标准的指标评分法改

长迅速。其中二星、三星标识建筑在新建绿色建筑中

为分数评分法，以总得分确定绿色建筑的等级；第二，

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表明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正向量

将标准适用范围由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扩展至各类

质齐飞的方向转变。2017 年住建部发布了《建筑节能

民用建筑。2019 年 3 月，随着《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将发展绿色建筑提

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发布，住建部颁发了最新的《绿

高到国家战略高度。
《规划》提出，在近年我国绿色建

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9）[7]。新标准最大

筑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上，"十三五"期间，我国将

的变化在于将原有的“四节一环保”评价指标重新归

进一步推广绿色节能建筑。目标到 2020 年全国城镇

纳为“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

新建民用建筑全部达到节能标准要求，城镇绿色建筑

宜居”五大项[8]，章节分类和条文整合度更高。并且取

占新建建筑比重达到 50%，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达到

消了不参评得分，把原来的 138 项评价指标精简为

40%，全国范围内完成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5

110 项，重新构建了绿色建筑评价技术指标体系。

亿平方米以上[9]。

表1

三

绿色建筑标准发展现状

绿色建筑发展现状
随着政府陆续发布关于绿色建筑的鼓励政策，以

四

绿色建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 绿色建筑发展的法律体系尚需完善

为加快我国绿色建筑发展速度，转变建筑行业发
展方式，我国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绿色建筑的

及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近年来我国绿色建筑

评价标准以及能有效促进绿色建筑发展的国家政策，

的发展如同雨后春笋。根据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网和

有效激发了绿色建筑开发建设和购买的积极性。然

工信部发布的的统计数据，如图 1 所示。截至 2018 年

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作为国家推荐

底，我国累计 15900 多个项目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

标准，并不具备强制效力。同时我国在《民用建筑节

其中 2018 年获得的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建筑项目就

能条例》、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以及《节约能源

有 4500 多个。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自发展绿色建筑

法》中尚未涵盖绿色建筑的发展内容，说明我国针对

产业以来，尽管初期发展较为缓慢，但近三年随着各

绿色建筑推广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

地绿色建筑标识评价工作陆续展开，绿色建筑数量增
2

科技促进发展 ★

目前我国大多数省份发展绿色建筑的依据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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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绿色建筑发展统计图

《绿色建筑行动方案》等相关的部门规章。该方案的

便是在同一省份，以江苏省为例，其绿色建筑的推广

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均是就全国范围而言，然而不同

程度也截然不同。江苏省这几年新建的绿色建筑例

的省份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导致地方政府难以就具体

如无锡万达城太湖公寓、南京康居长桥郡、无锡融创

工作对相关部门进行有效的统筹协调，降低了政策执

理想城市花园、苏州市昆山花桥廊桥嘉主要集中在东

行力度。在 2015 年之前，我国仅有江苏、浙江两个省

南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而江苏北部经济发展相对

份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分别发布了《江苏省绿色建筑

落后的地区绿色建筑的发展还不尽人意。近年来，国

[10]

发展条例》和《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 ，详述了绿色

家针对内蒙古、青海等省份陆续出台了各类优惠政

建筑在规划、设计、建设、运营、改造、拆除等阶段的实

策，促进西北地区绿色建筑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

施要求，以此为依据引领绿色建筑产业发展并取得丰

缓解了地域间的不平衡趋势，但总体而言发展不平衡

厚成果。近几年一些省份也开

的现象依然严重。

始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地方发
展专项条例。例如 2017 年和 2018 年合肥市以及宁夏
回族自治区分别通过了《合肥市绿色建筑发展条例》、

3 建设能力有待加强

传统建筑行业在施工时不但需要消耗大量资源，
对环境造成巨大的污染，而且在使用过程中对自然资

《宁夏回族自治区绿色建筑发展条例》，有效促进了两

源的利用很少。随着现代社会人们节能环保意识逐

地绿色建筑的发展。但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关于绿色

步加强，绿色建筑顺势发展，并一举成为潮流。然而

建筑发展的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建立，地方政府

有一部分“所谓”的绿色建筑，由于不合理的设计、管

的立法工作仍需完善。

理和施工，导致项目花费了巨额资金却未获得预期的

2 绿色建筑地域发展还不平衡

环保效果。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以下两点:第

根据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网公布的数据对我国绿

一，由于绿色建筑在我国发展较晚，导致专门进行绿

色建筑地域分布情况进行分析，江苏、广东、上海这三

色建筑设计的设计师较少。同时我国目前针对绿色

个省份无论是在项目数量还是建筑面积上，都遥遥领

建筑设计师的认定和考核标准还不完善，多数还是由

先国内其他省份。而新疆、黑龙江、甘肃内、蒙古等西

普通的建筑师在从事现在的绿色建筑的设计，导致很

部地区欠发达的省份的绿色建筑数量尚未破百。即

多绿色建筑在设计之初就存在很多的问题。第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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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国大多数绿色建筑项目都是由传统的建筑类企

乏实施力度，导致市场上的绿色建筑的质量参差不

业进行建造的，他们对于绿色建筑的材料和施工工艺

齐。其次，在市场引导方面，除了要促进西北不发达

还不甚了解。项目相关负责人大多以编写和整理申

地区绿色建筑的发展，还需进一步出台针对既有民用

报材料为主要工作，难以有效解决施工过程中遇到的

建筑绿色改造的激励政策，例如采用税收优惠、现金

问题。

补贴、低息贷款等政策提高开发商改造既有建筑的积

4 对既有建筑绿色改造工作开展较少

极主动性。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出台因地制宜的相关

在绿色建筑发展概念引入我国之前，我国绝大多

激励政策，积极引导传统建筑企业向绿色建筑发展方

数既有建筑都没有相应的节能措施。绿色建筑发展

向转型。另一方面，通过讲座、宣传等合理的方式向

概念引入我国之后，包括光伏发电、保温隔热等一系

民众传递正确的绿色建筑理念，了解绿色建筑节能减

列绿色技术主要应用在新建建筑当中，对现有建筑项

排的具体措施，消除民众对绿色建筑的误解。最后，

目的改造很少，实际上这正是制约我国绿色建筑发展

政府部门应该以法律体系为基础建立有效的监管机

的一个重大问题。我国在引入绿色建筑发展概念之

构。目前我国绿色建筑市场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例

前，受限于过去发展理念的局限性，大多靠燃煤或者

如建筑材料质量不合格、相关设备环保性能不达标和

空调来调节室内温度，不仅造成大量自然资源的浪

工程验收程序不规范等。因此政府应该针对不同阶

费，伴随的各种光污染、噪音、垃圾处理问题同样危害

段设立不同的监管小组，配备对应的工作人员，在绿

着人们的生活环境。近几年，我国对既有建筑的改造

色建筑全寿命周期内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确保

主要针对国家大型项目，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改造工

绿色建筑的质量符合相关法律标准，能够产生预期的

程，采用了包括冰蓄冷水空调系统、排风热回收系统、

环保效果。

二氧化碳监控及透水地面在内的一系列绿色措施。

2 企业层面的对策及建议

与之类似的改造项目还包括上海张江集电港办公中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国每年产

心改造、北京凯晨世贸中心、上海电气总部大楼等，但

生的建筑垃圾在持续增加。根据中国市场调研在线

总体来说改造项目的数量仍然较少而且几乎没有针

发布的《2017-2023 年中国建筑垃圾处理现状调研及

对民用建筑的改造。

发展趋势走势分析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产生的建

五

未来绿色建筑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从绿色建筑在我国发展的迅猛态势可以看出，绿

筑垃圾已达到 19.3 亿吨，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以接近每
年 10% 的速度增长。截至目前我国建筑垃圾总存量
已达到 200 多亿吨，但其中进行资源化利用的仅有

色建筑在我国的推广和应用是必然趋势。因此不单

1.19 万吨，大多数建筑垃圾都被随意堆放在空地上，

单是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都应正视绿色建筑在

等项目结束后直接运往郊区填埋，对土壤和地下水造

我国发展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存在的问题采取

成严重的污染。

积极、正确的应对措施，为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

2018 年 12 月，住建部发布了关于《建筑工程绿色

定坚实的基础。

施工评价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表明政府已经

1 政府层面的对策与建议

意识到绿色施工理念的重要性。要从根源上缓解建

从绿色建筑在我国这些年的发展情况看，政府的

筑垃圾问题，对于企业和开发商来说，就是要在源头

支持和领导对绿色建筑的推广起决定性的作用。作

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需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尽量

为公信力最强的单位，政府发布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直

采用可再生和可循环利用的建筑材料，对于建筑生产

接决定绿色建筑的发展方向。因此，在立法方面，政

过程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边角料和建筑垃圾，采用适

府应该进一步完善绿色建筑法律体系，针对现有法律

当的方法对其分类、粉碎后进行重复利用。例如可以

的漏洞之处补充相应的法规条款，明确相关的责任制

利用废弃的混凝土、废砖等材料生产粗细骨料用于制

度和处罚措施。我国目前与绿色建筑相关的的标准、

作公路路面基层。其次，企业应对不同施工阶段定制

规范数量很多，但是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促进这些标

详细的绿色施工方案和绿色施工管理方法，针对绿色

准的实施，缺少强制性，使得关于绿色建筑的规范缺

建筑周围的环境，采用适当的方法降低扬尘、噪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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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等对建筑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同时积极学习

各大高校几乎没有与绿色建筑有关的相应的对口专

国内外先进技术，主动向绿色建筑发展方向转型。事

业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因此在社会层面上，

实上，我国目前大力推行的装配式建筑和 BIM 技术就

高校可先开设与绿色建筑相关的选修课程，在教学资

跟绿色建筑的发展十分契合。装配式建筑不仅能大

源基本具备后开设小班试点，逐步完善加强绿色建筑

幅缩短施工周期，还能有效降低建筑物周围的扬尘、

相关的课程体系，这对未来绿色建筑在我国的发展起

噪音。利用 BIM 模型能够对建筑物材料的用量、性

重要作用。

能、分配进行全过程动态跟踪，在建筑内部进行碰撞
检测，实现对施工成本的有效控制。
3 社会层面的对策及建议

四

结语
绿色建筑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全面

目前我国消费者普遍对绿色建筑还存在认识误

推广绿色建筑已经成为全世界建筑行业发展的共同

区。许多人还简单的认为有园林绿化和屋顶花园的

目标。我国虽然绿色建筑发展时间较短，但是一系列

小区就是绿色建筑。在这种错误的理解之下，让消费

研发、设计和建造的科学产业体系正逐渐形成，新建

者去投资绿色建筑必然是困难重重。无论政府、企业

的的绿色建筑质量日益提高，总体水平上正稳步向发

做出多少努力，如果消费者不能理解绿色建筑发展的

达国家看齐。建筑业作为我国一个历史悠久且传统

意义，不了解绿色建筑带给他们的回报和长远收益，

的行业，不管在设计、建造还是使用阶段的不合理都

那么发展绿色建筑的也就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己。

会造成大量不必要的能源消耗以及废弃物排放。因

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绿色建筑技术发展方向较十

此要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政府、企业和

年前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从过去单方面借鉴发达国

社会要共同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齐心协力全方位推进

家的技术转变为结合我国国情的技术创新和集成研

绿色建筑相关的技术和产品创新，最大程度上实现人

究。这意味着对我国绿色建筑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

类与环境的和谐共生，推动我国绿色建筑事业健康科

的要求，然而目前我国针对这方面的人才储备并不乐

学发展，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做出贡献。

观。据《中国建筑行业绿色职业发展状况调查研究报

**蒲万丽，西南石油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副

告》预测 ，未来我国绿色建筑行业发展将面临大量

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钢结构原理、设计等；朱

的人才缺乏。绿色建筑工程师、绿色建筑设计师和绿

明华，西南石油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硕士研究

色建筑管理人员等职位将出现“人才荒”。目前国内

生，研究方向：结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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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odern green
building in China
PU Wan'li, ZHU Ming'hua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Our country
is developing the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energy conservation, digitization and
technicalization. Green building becomes the mainstream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order to fully grasp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green building and pave the way for the future,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standards of green building since 2006 and sufficiently comb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addition, we
deeply studi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government,enterprise and society,in order to promote and accelerate the future of green building industry in China.
Keywords: Construction business; Green building; Green building assessing standard;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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