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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二○○四年度工程建设城建、建工行业标准制订、修订计
划>通知》（建标［2004］66 号）的要求，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
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总则、2 术语和符号、3 基本规定、4 室内平均温度、
5 外围护结构热工缺陷、6 外围护结构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7 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
数、8 外窗窗口气密性能、9 外围护结构隔热性能、10 外窗外遮阳设施、11 室外管网水
力平衡度、12 补水率、13 室外管网热损失率、14 锅炉运行效率、15 耗电输热比。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增加了检测项目 5 项（外窗窗口气密性能、外围护结
构隔热性能、外窗外遮阳设施、锅炉运行效率和耗电输热比），删除检测项目 2 项（即原
标准中“建筑物单位采暖耗热量”和“小区单位采暖耗煤量”），并对原标准其它各章进行
了全面修订，重新调整了章节构成。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
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
环东路 30 号；邮政编码：1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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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配合居住建筑的节能验收，规范建筑节能检测工作有序开展，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居住建筑的节能检测。
1.0.3 从事节能检测的机构应具备相关资质，从事节能检测的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
1.0.4 进行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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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水力平衡度

level of hydraulic balance

在集中热水采暖系统中，整个系统的循环水量满足设计条件时，建筑物热力入口处
循环水量检测值与设计值之比。
2.1.2 补水率

makeup ratio

集中热水采暖系统在正常运行工况下，检测持续时间内，该系统单位建筑面积单位时
间内的补水量与该系统单位建筑面积单位时间设计循环水量的比值。
2.1.3 室内活动区域

occupied zone

在室内居住空间内，由距地面或楼板面 100mm 和 1800mm，距内墙内表面 300mm，距外
墙内表面或固定的采暖空调设备 600mm 的所有平面所围成的区域。
2.1.4 室内平均温度

average room air temperature

在某房间室内活动区域内一个或多个代表性位置测得的，不少于 24h 检测持续时间内
室内空气温度逐时值的算术平均值。
2.1.5 外窗窗口单位空气渗透量 air leakage rate of opening for exterior window
在标准空气状态下，当受检外窗所有可开启窗扇均已正常关闭且窗内外压差为 10Pa
时，单位窗口面积单位时间内由室外渗入的空气量。
2.1.6

附加渗透量 extraneous air leakage rate
当受检外窗内外压差为 10Pa 时，单位时间内通过检测装置及其密封装置与窗口四周

的接合部渗入的空气量。
2.1.7 红外热像仪 Infrared Camera
基于表面辐射温度原理, 能产生热像的红外成像系统。
2.1.8

热像图

thermogram

用红外热像仪拍摄的表示物体表面表观辐射温度的图片。
2.1.9 噪声当量温度差 noise equivalent temperature difference
12

在热成像系统或扫描器的信噪比为 1 时，黑体目标与背景之间的目标-背景温度差，
也称温度分辨率。
2.1.10 参照温度

reference temperature

在被测物体表面测得的用来标定红外热像仪的物体表面温度。
2.1.11 环境参照体

ambient reference object

用来采集环境温度的物体,它并不一定具有当时的真实环境温度，但具有与受检物相
似的物理属性，并与受检物处于相似的环境之中。
2.1.12 正常运行工况 normal operation condition
处于热态运行中的集中热水采暖系统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则称该系统处于正常运行
工况。
1 所有采暖管道和设备均处于热状态；
2 某时间段中，任意两个 24h 内，后一个 24h 内系统补水量的变化值不超过前一个
24h 内系统补水量的 10%；
3 采用定流量方式运行时，系统的循环水量为设计值的 100%～110%；采用变流量方
式运行时，系统的循环水量和扬程在设计规定的运行范围内。
2.1.13 静态水力平衡阀

hand-regulated hydraulic-balancing-valve

阀体上具有测压孔、开启刻度和最大开度锁定装置，且借助专用二次仪表，能手动定
量调节系统水流量的调节阀。
2.1.14 热桥 thermal bridge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中具有以下热工特征的部位，称为热桥。在室内采暖条件下，该部
位内表面温度比主体部位低；在室内空调降温条件下，该部位内表面温度又比主体部位高。
2.1.15 热工缺陷 thermal irregularities
当围护结构中保温材料缺失、分布不均、受潮或其中混入灰浆时或当围护结构存在空
气渗透的部位时，则称该围护结构在此部位存在热工缺陷。
2.1.16 采暖设计热负荷指标 index of design heat load for space heating of residential building
13

在采暖室外计算温度条件下，为保持室内计算温度，单位建筑面积在单位时间内需由
室内散热设备供给的热量。
2.1.17 供热设计热负荷指标 index of design heat load for space heating of residential quarter
在采暖室外计算温度条件下，为保持室内计算温度，单位建筑面积在单位时间内需
由锅炉房或其它采暖设施通过室外管网集中供给的热量。
2.1.18 年采暖耗热量指标 index of annual heat consumption for space heating
按照设定的计算条件计算出的单位建筑面积在一个采暖期内所消耗的、需由室内采暖
设备供给的热量 。
2.1.19 年空调耗冷量指标 index of annual energy consumption for space cooling
按照设定的计算条件计算出的单位建筑面积在夏季某段规定的时期内所消耗的、需
由室内空调设备供给的冷量。
2.1.20 室外管网热损失率 heat loss ratio of outdoor heating network
集中热水采暖系统室外管网的热损失与管网输入总热量（即采暖热源出口处输出的总
热量）的比值。
2.2 符号
ACC --- 年空调耗冷量指标；
AHC --- 年采暖耗热量指标；

HB --- 水力平衡度；
Rmp --- 补水率；

qa

--- 外窗窗口单位空气渗透量；

qb ---

采暖设计热负荷指标；

q q --- 供热设计热负荷指标；
NETD ---

trm

---

噪声当量温度差；

室内平均温度；

α ht --- 室外管网热损失率；
14

β --- 能耗增加比；
ψ --- 相对面积；
θ I --- 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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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当居住建筑进行节能检测时，检测方法、合格指标和判定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的有
关规定。
3.0.2 节能检测宜在下列有关技术文件准备齐全的基础上进行：
1 审图机构对工程施工图节能设计的审查文件；
2 工程竣工图纸和相关技术文件；
3 由具有相关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对从施工现场随机抽取的外门（含阳台门）、户
门、外窗及保温材料所作的性能复验报告，包括门窗传热系数、外窗气密性能等级、玻璃
及外窗遮阳系数、保温材料密度、保温材料导热系数、保温材料比热容和保温材料强度报
告；
4 热源设备、循环水泵的产品合格证或性能检测报告；
5 外墙墙体、屋面、热桥部位和采暖管道的保温施工做法或施工方案；
6

与本条第 5 款有关的隐蔽工程施工质量的中间验收报告。

3.0.3 检测中使用的仪器仪表应具有法定计量部门出具的、有效期内的检定合格证或测试
证书。除本标准其它章节另有规定外，仪器仪表的性能指标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有关规
定。
3.0.4 居住建筑单位采暖耗热量的现场检测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 的规定。
3.0.5 当竣工图中居住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的做法和施工图存在差异时，应根据气候区的不
同分别对建筑物年采暖耗热量指标和（或）年空调耗冷量指标进行验算，且验算方法应分
别符合本标准附录 C 和附录 D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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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室内平均温度
4.1 检测方法
4.1.1 室内平均温度的检测持续时间宜为整个采暖期。当该项检测是为配合其它物理量的
检测而进行时，则其检测的起止时间应符合相应检测项目检测方法中的有关规定。
4.1.2 当受检房间使用面积大于或等于 30m2 时，应设置两个测点。测点应设于室内活动区
域，且距楼面（700～1800）mm 范围内有代表性的位置；温度传感器不应受到太阳辐射或
室内热源的直接影响。
4.1.3 室内平均温度应采用温度自动检测仪进行连续检测，检测数据记录时间间隔不宜超
过 30min。
4.1.4 室内温度逐时值和室内平均温度应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p

t rm ,i =

∑t
j =1

i, j

（4.1.4-1）

p
n

t rm =

∑t
i =1

rm ,i

（4.1.4-2）

n

式中： trm ----受检房间的室内平均温度（℃）；

t rm,i ----受检房间第 i 个室内温度逐时值（℃）；
ti , j ---- 受检房间第 j 个测点的第 i 个室内温度逐时值（℃）；
n

---- 受检房间的室内温度逐时值的个数（℃）；

p ---- 受检房间布置的温度测点的点数。
4.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4.2.1 集中热水采暖居住建筑，其采暖期室内平均温度应在设计范围内；当设计无规定时，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 中的相应规定。
4.2.2 集中热水采暖居住建筑,采暖期室内温度逐时值不应低于室内设计温度的下限；当设
计无规定时，该下限温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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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相应规定。
4.2.3 对于已实施按热量计费且室内散热设备具有可调节的温控装置的采暖系统，当住户
人为调低室内温度设定值时，采暖期室内温度逐时值可不作判定。
4.2.4 当受检房间的室内平均温度和室内温度逐时值分别满足本标准第 4.2.1 条和第 4.2.2
条的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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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围护结构热工缺陷
5.1 检测方法
5.1.1 外围护结构热工缺陷检测应包括外表面热工缺陷检测和内表面热工缺陷检测。
5.1.2 外围护结构热工缺陷宜采用红外热像仪进行检测，检测流程宜符合本标准附录 E 的
规定。
5.1.3 红外热像仪及其温度测量范围应符合现场检测要求。红外热像仪设计适用波长范围
应为（8.0～14.0）μm，传感器温度分辨率（NETD）不应大于0.08℃，温差检测不确定度
不应大于0.5℃，红外热像仪的像素不应少于76800点。
5.1.4 检测前及检测期间，环境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测前至少 24h 内室外空气温度的逐时值与开始检测时的室外空气温度相比，其

变化不应大于 10℃；
2 检测前至少 24h 内和检测期间,建筑物外围护结构内外平均空气温度差不宜小于 10
℃；
3

检测期间与开始检测时的空气温度相比，室外空气温度逐时值变化不应大于 5℃，

室内空气温度逐时值的变化不应大于 2℃；
4

1h 内室外风速（采样时间间隔为 30min）变化不应大于 2 级（含 2 级）；

5

检测开始前至少 12h 内受检的外表面不应受到太阳直接照射，受检的内表面不应

受到灯光的直接照射；
6

室外空气相对湿度不应大于 75%，空气中粉尘含量不应异常。

5.1.5 检测前宜采用表面式温度计在受检表面上测出参照温度，调整红外热像仪的发射率，
使红外热像仪的测定结果等于该参照温度；宜在与目标距离相等的不同方位扫描同一个部
位，并评估临近物体对受检外围护结构表面造成的影响；必要时可采取遮挡措施或关闭室
内辐射源，或在合适的时间段进行检测。
5.1.6 受检表面同一个部位的红外热像图，不应少于 2 张。当拍摄的红外热像图中，主体
区域过小时，应单独拍摄 1 张以上（含 1 张）主体部位红外热像图。应用图说明受检部位
19

的红外热像图在建筑中的位置，并应附上可见光照片。红外热像图上应标明参照温度的位
置，并随红外热像图一起提供参照温度的数据。
5.1.7 受检外表面的热工缺陷应采用相对面积（ψ ）评价，受检内表面的热工缺陷应采用
能耗增加比（ β ）评价。二者应分别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n

∑A

ψ =

2 ,i

i =1
n

(5.1.7-1)

∑A

1,i

i =1

β =ψ

T1 − T2
× 100%
T1 − T0
n

T1 =

∑ (T

1,i

i =1

⋅ A1,i )
(5.1.7-3)

n

∑A

1,i

i =1

n

T2 =

(5.1.7-2)

∑ (T

2 ,i

i =1

⋅ A2,i )
(5.1.7-4)

n

∑A

2 ,i

i =1

∑ (A

⋅ T1,i , j )

m

T1,i =

1,i , j

j =1

∑A
j =1

1,i , j

∑ (A
m

T2,i =

(5.1.7-5)

m

2,i , j

j =1

⋅ T2,i , j )

(5.1.7-6)

m

∑A
j =1

2,i , j

m

A1,i =

∑A
j =1

1,i , j

(5.1.7-7)

m
m

A2,i =

∑A
j =1

2,i , j

(5.1.7-8)

m

式中：ψ --- 受检表面缺陷区域面积与主体区域面积的比值；

β --- 受检内表面由于热工缺陷所带来的能耗增加比；
T1 --- 受检表面主体区域（不包括缺陷区域）的平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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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 --- 受检表面缺陷区域的平均温度（℃）；

T1,i --- 第 i 幅热像图主体区域的平均温度（℃）；
T2,i --- 第 i 幅热像图缺陷区域的平均温度（℃）；
A1,i --- 第 i 幅热像图主体区域的面积（m2）；
A2,i --- 第 i 幅热像图缺陷区域的面积，指与 T1 的温度差大于或等于 1℃的点所组成
的面积（m2）；

T0 --- 环境温度（℃）；
i ——热像图的幅数， i =1～n;
j ----每一幅热像图的张数， j =1～m。
5.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5.2.1 受检外表面缺陷区域与主体区域面积的比值应小于 20%,且单块缺陷面积应小于
0.5m2。
5.2.2 受检内表面因缺陷区域导致的能耗增加比值应小于 5%，
且单块缺陷面积应小于 0.5m2。
5.2.3 热像图中的异常部位，宜通过将实测热像图与受检部分的预期温度分布进行比较确
定。必要时可采用内窥镜、取样等方法进行确定。
5.2.4 当受检外表面的检测结果满足本标准第 5.2.1 条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则应判为不
合格。
5.2.5 当受检内表面的检测结果满足本标准第 5.2.2 条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则应判为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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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围护结构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
6.1 检测方法
6.1.1 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宜采用热电偶等温度传感器进行检测，检测仪表应符合本标准
第 7.1.4 条规定。
6.1.2 检测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时，内表面温度测点应选在热桥部位温度最低处，具体位
置可采用红外热像仪确定。室内空气温度测点布置应符合本标准第 4.1.2 条的规定。室外
空气温度测点布置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F 的规定。
6.1.3 内表面温度传感器连同 0.1m 长引线应与受检表面紧密接触，传感器表面的辐射系数
应与受检表面基本相同。
6.1.4 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检测应在采暖系统正常运行后进行，检测时间宜选在最冷月，
且应避开气温剧烈变化的天气。检测持续时间不应少于 72h,检测数据应逐时记录。
6.1.5 室内外计算温度条件下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应按下式计算：

θ I = t di −

t rm − θ Im
(t di − t de )
t rm − t em

（6.1.5）

式中： θ I —室内外计算温度条件下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

θ Im —检测持续时间内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逐时值的算术平均值（℃）；
tem —检测持续时间内室外空气温度逐时值的算术平均值（℃）；
tdi —冬季室内计算温度（℃），应根据具体设计图纸确定或按国家标准《民用建筑
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93 中第 4.1.1 条的规定采用；

tde —围护结构冬季室外计算温度（℃），应根据具体设计图纸确定或按国家标准《民
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93 中第 2.0.1 条的规定采用。
6.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6.2.1 在室内外计算温度条件下，围护结构热桥部位的内表面温度不应低于室内空气露点
温度，且在确定室内空气露点温度时，室内空气相对湿度应按 6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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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当受检部位的检测结果满足本标准第 6.2.1 条的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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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
7.1 检测方法
7.1.1 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的检测宜在受检围护结构施工完成至少 12 个月后进行。
7.1.2 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的现场检测宜采用热流计法。
7.1.3 热流计及其标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用热流计》JG/T 3016 的规定。
7.1.4 热流和温度应采用自动检测仪检测，数据存储方式应适用于计算机分析。温度测量
不确定度不应大于 0.5℃。
7.1.5 测点位置不应靠近热桥、裂缝和有空气渗漏的部位，不应受加热、制冷装置和风扇
的直接影响，且应避免阳光直射。
7.1.6 热流计和温度传感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流计应直接安装在受检围护结构的内表面上，且应与表面完全接触。
2 温度传感器应在受检围护结构两侧表面安装。内表面温度传感器应靠近热流计安装，
外表面温度传感器宜在与热流计相对应的位置安装。温度传感器连同 0.1m 长引线应与受
检表面紧密接触，传感器表面的辐射系数应与受检表面基本相同。
7.1.7 检测时间宜选在最冷月，且应避开气温剧烈变化的天气。对设置采暖系统的地区，
冬季检测应在采暖系统正常运行后进行；对未设置采暖系统的地区，应在人为适当地提高
室内温度后进行检测。在其它季节，可采取人工加热或制冷的方式建立室内外温差。围护
结构高温侧表面温度应高于低温侧 10℃以上；当传热系数小于 1 W/（m2·K）时，宜高于低
温侧 10/U℃以上，且在检测过程中的任何时刻均不得等于或低于低温侧表面温度。检测持
续时间不应少于 96h。检测期间，室内空气温度应保持稳定，受检区域外表面宜避免雨雪
侵袭和阳光直射。
注：U 为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单位：[W/（m2·K）]。

7.1.8 检测期间，应定时记录热流密度和内、外表面温度，记录时间间隔不应大于 60min。
可记录多次采样数据的平均值，采样间隔宜短于传感器最小时间常数的 1/2。
7.1.9

数据分析宜采用动态分析法。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可采用算术平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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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围护结构主体部位热阻的末次计算值与 24h 之前的计算值相差不大于 5%；

2

检测期间内第一个 INT(2×DT/3)天内与最后一个同样长的天数内围护结构主体部位热

阻的计算值相差不大于 5%。
注： DT 为检测持续天数，INT 表示取整数部分。

7.1.10

当采用算术平均法进行数据分析时，应按下式计算围护结构主体部位的热阻，并

应使用全天数据(24h 的整数倍)进行计算：
n

R=

∑ (θ
j =1

Ij

− θ Ej )

n

∑q
j =1

( 7.1.10)
j

式中： R — 围护结构主体部位的热阻 (m2·K/W)；

θ Ij —围护结构主体部位内表面温度的第 j 次测量值 (℃)；
θ Ej —围护结构主体部位外表面温度的第 j 次测量值 (℃)；
q

j

—围护结构主体部位热流密度的第 j 次测量值 (W/ m2)。

7.1.11 当采用动态分析方法时，宜使用与本标准配套的数据处理软件进行计算。
7.1.12 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7.1.12）

U=1/(Ri+R+Re)
式中： U—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 [W/（m2·K）]；

Ri—内表面换热阻，应按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93 中附录
二附表 2.2 的规定采用；
Re—外表面换热阻，应按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93 中 附录
二附表 2.3 的规定采用。
7.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7.2.1 受检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应满足设计图纸的规定；当设计图纸未作具体规定
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7.2.2 当受检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的检测结果满足本标准第 7.2.1 条规定时，应判
25

为合格，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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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外窗窗口气密性能
8.1 检测方法
8.1.1 外窗窗口气密性能的检测应在受检外窗几何中心高度处的室外瞬时风速不大于
3.3m/s 的条件下进行。
8.1.2 外窗窗口气密性能现场检测操作程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G 的规定。
8.1.3 对室内外空气温度、室外风速和大气压力等环境参数应进行同步检测。
8.1.4 在开始正式检测前，应对检测系统的附加渗透量进行一次现场标定。标定用外窗应
为受检外窗或与受检外窗相同的外窗。附加渗透量不应大于受检外窗窗口空气渗透量的
20%。
8.1.5 在检测装置、人员和操作程序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在检测装置的标定有效期内，当
检测其它相同外窗时，检测系统本身的附加渗透量不宜再次标定。
8.1.6 每樘受检外窗的检测结果应取连续三次检测值的平均值。
8.1.7 差压表、大气压力表、环境温度检测仪、室外风速计和长度尺的不确定度分别不应
大于 2.5Pa、200Pa、1℃、0.25m/s 和 3mm。空气流量测量装置的不确定度不应大于测量值
的 13%。
8.1.8 现场检测条件下且受检外窗内外压差为 10Pa 时，检测系统的附加渗透量（ Q fa ）和
总空气渗透量（ Q za ）应根据回归方程计算，回归方程应采用下列形式：

Q = a (ΔP) c

(8.1.8)

式中： Q -- 现场检测条件下检测系统的附加渗透量或总空气渗透量（m3/h）；
△P -- 受检外窗的内外压差（Pa）；
a,c -- 拟合系数。
8.1.9 外窗窗口单位空气渗透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Qst
Aw

(8.1.9-1)

Qst = Qz − Q f

（8.1.9-2）

q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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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z =

B
293
×
× Qza
101.3 (t + 273)

（8.1.9-3）

B
293
×
× Q fa
101.3 (t + 273)

（8.1.9-4）

Qf =

外窗窗口单位空气渗透量[m3/(m2.h)]；

式中： q a --

Q fa 、 Q f —— 分别为现场检测条件和标准空气状态下，受检外窗内外压差为 10Pa
时，检测系统的附加渗透量（m3/h）；

Qza 、 Qz —— 分别为现场检测条件和标准空气状态下，受检外窗内外压差为 10Pa
时，受检外窗窗口（包括检测系统在内）的总空气渗透量（m3/h）；

Qst -- 标准空气状态下，受检外窗内外压差为 10Pa 时，受检外窗窗口本身的空气
渗透量(m3/h)；

B
t
Aw

---

检测现场的大气压力（kPa）；
检测装置附近的室内空气温度（℃）；

-- 受检外窗窗口的面积(m2),当外窗形状不规则时应计算其展开面积。
8.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8.2.1 外窗窗口墙与外窗本体的结合部应严密，外窗窗口单位空气渗透量不应大于外窗本
体的相应指标。
8.2.2 当受检外窗窗口单位空气渗透量的检测结果满足本标准第 8.2.1 条的规定时，应判
为合格，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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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外围护结构隔热性能
9.1 检测方法
9.1.1 居住建筑的东（西）外墙和屋面应进行隔热性能现场检测。
9.1.2 隔热性能检测应在围护结构施工完成 12 个月后进行，检测持续时间不应少于 24h。
9.1.3 检测期间室外气候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测开始前 2 天应为晴天或少云天气；

2 检测日应为晴天或少云天气，水平面的太阳辐射照度最高值不宜小于国家标准《民
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93 中附录三附表 3.3 给出的当地夏季太阳辐射照
度最高值的 90％；
3

检测日室外最高逐时空气温度不宜小于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93 中附录三附表 3.2 给出的当地夏季室外计算温度最高值 2.0℃；

4

检测日工作高度处的室外风速不应超过 5.4m/s。

9.1.4 受检外围护结构内表面所在房间应有良好的自然通风环境，直射到围护结构外表面
的阳光在白天不应被其它物体遮挡，检测时房间的窗应全部开启。
9.1.5 检测时应同时检测室内外空气温度、受检外围护结构内外表面温度、室外风速、室
外水平面太阳辐射照度。室内空气温度、内外表面温度和室外气象参数的检测应分别符合
本标准第 4.1 节、第 7.1 节和附录 F 的规定。白天太阳辐射照度的数据记录时间间隔不应
大于 15min，夜间可不记录。
9.1.6 内外表面温度传感器应对称布置在受检外围护结构主体部位的两侧，与热桥部位的
距离应大于墙体（屋面）厚度的 3 倍以上。每侧温度测点应至少各布置 3 点，其中一点应
布置在接近检测面中央的位置。
9.1.7 内表面逐时温度应取内表面所有测点相应时刻检测结果的平均值。
9.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9.2.1 夏季建筑东（西）外墙和屋面的内表面逐时最高温度均不应高于室外逐时空气温度
最高值。
9.2.2 当受检部位的检测结果满足本标准第 9.2.1 条的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则应判为
29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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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外窗外遮阳设施
10.1 检测方法
10.1.1

对固定外遮阳设施，检测的内容应包括结构尺寸、安装位置和安装角度。对活动

外遮阳设施，还应包括遮阳设施的转动或活动范围以及柔性遮阳材料的光学性能。
用于检测外遮阳设施结构尺寸、安装位置、安装角度、转动或活动范围的量具，

10.1.2

其不确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长度尺：应小于 2mm；

2

角度尺：应小于 2º。

10.1.3 活动外遮阳设施转动或活动范围的检测应在完成 5 次以上的全程调整后进行。
10.1.4 遮阳材料的光学性能检测应包括太阳光反射比和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光反射比
和太阳光直接透射比的检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
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GB/T 2680 的规定执行。
10.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10.2.1 受检外窗外遮阳设施的结构尺寸、安装位置、安装角度、转动或活动范围以及遮阳
材料的光学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10.2.2 受检外窗外遮阳设施的检测结果均满足本标准第 10.2.1 条的规定时，应判为合格，
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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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室外管网水力平衡度
11.1 检测方法
11.1.1 水力平衡度的检测应在采暖系统正常运行后进行。
11.1.2 室外采暖系统水力平衡度的检测宜以建筑物热力入口为限。
11.1.3 受检热力入口位置和数量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热力入口总数不超过 6 个时，应全数检测；

2

当热力入口总数超过 6 个时，应根据各个热力入口距热源距离的远近，按近端 2
处、远端 2 处、中间区域 2 处的原则确定受检热力入口；

3

受检热力入口的管径不应小于 DN40。

11.1.4 水力平衡度检测期间,采暖系统总循环水量应保持恒定，且应为设计值的 100%～
110%。
11.1.5 流量计量装置宜安装在建筑物相应的热力入口处，且宜符合产品的使用要求。
11.1.6 循环水量的检测值应以相同检测持续时间内各热力入口处测得的结果为依据进行计
算。检测持续时间宜取 10min。
11.1.7

水力平衡度应按下式计算:
HB j =

G wm , j

(11.1.7)

G wd , j

式中： HB j ---- 第 j 个热力入口的水力平衡度；

G wm , j ---- 第 j 个热力入口循环水量检测值（m3/s）；
G wd , j ---- 第 j 个热力入口的设计循环水量（m3/s）。
11.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11.2.1 采暖系统室外管网热力入口处的水力平衡度应为 0.9～1.2。
11.2.2 在所有受检的热力入口中，各热力入口水力平衡度均满足本标准第 11.2.1 条的规定
时，应判为合格，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32

12 补水率
12.1 检测方法
12.1.1 补水率的检测应在采暖系统正常运行后进行。
12.1.2 检测持续时间宜为整个采暖期。
12.1.3 总补水量应采用具有累计流量显示功能的流量计量装置检测。流量计量装置应安装
在系统补水管上适宜的位置，且应符合产品的使用要求。当采暖系统中固有的流量计量装
置在检定有效期内时，可直接利用该装置进行检测。
12.1.4 采暖系统补水率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Rmp =

ga
× 100%
gd

g d = 0.861 ×
ga =

(12.1.4-1)

qq

(12.1.4-2)

ts − tr

Ga
A0

(12.1.4-3)

式中： Rmp —— 采暖系统补水率；

g d ——采暖系统单位设计循环水量[kg/（m2.h）]；
g a ——检测持续时间内采暖系统单位补水量[kg/(m2.h）]；
G a ——检测持续时间内采暖系统平均单位时间内的补水量（kg/h）；
A0 ——居住小区内所有采暖建筑物的总建筑面积（m2），应按本标准附录 B 第 B.0.3
条的规定计算；

qq

—— 供热设计热负荷指标（w/m2）；

t s、t r ——采暖热源设计供水、回水温度（℃）。
12.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12.2.1 采暖系统补水率不应大于 0.5%。
12.2.2 当采暖系统补水率满足本标准第 12.2.1 条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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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室外管网热损失率
13.1 检测方法
13.1.1 采暖系统室外管网热损失率的检测应在采暖系统正常运行 120h 后进行，检测持续
时间不应少于 72h。
13.1.2 检测期间，采暖系统应处于正常运行工况，热源供水温度的逐时值不应低于 35℃。
13.1.3 热计量装置的安装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 第 B.0.2 条的规定。
13.1.4 采暖系统室外管网供水温降应采用温度自动检测仪进行同步检测，温度传感器的安
装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 第 B.0.2 条的规定，数据记录时间间隔不应大于 60min。
13.1.5 室外管网热损失率应按下式计算：
n

α ht = (1 − ∑ Qa , j / Qa ,t ) × 100%

(13.1.5)

j =1

式中： α ht — 采暖系统室外管网热损失率；

Qa , j —检测持续时间内第 j 个热力入口处的供热量(MJ)；
Qa ,t —检测持续时间内热源的输出热量 (MJ)。
13.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13.2.1 采暖系统室外管网热损失率不应大于 10%。
13.2.2 当采暖系统室外管网热损失率满足本标准第 13.2.1 条的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
则应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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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锅炉运行效率
14.1 检测方法
14.1.1 采暖锅炉日平均运行效率的检测应在采暖系统正常运行 120h 后进行，检测持续时间
不应少于 24h。
14.1.2 检测期间，采暖系统应处于正常运行工况，燃煤锅炉的日平均运行负荷率不应小于
60%，燃油和燃气锅炉瞬时运行负荷率不应小于 30%，锅炉日累计运行时数不应少于 10h。
14.1.3 燃煤采暖锅炉的耗煤量应按批计量。燃油和燃气采暖锅炉的耗油量和耗气量应连续
累计计量。
14.1.4 在检测持续时间内,煤样应用基低位发热值的化验批数应与采暖锅炉房进煤批次一
致，且煤样的制备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锅炉热工试验规范》GB10180 的有关规
定。燃油和燃气的低位发热值应根据油品种类和气源变化进行化验。
14.1.5 采暖锅炉的输出热量应采用热计量装置连续累计计量。
14.1.6 热计量装置中供回水温度传感器应靠近锅炉本体安装。
14.1.7 采暖锅炉日平均运行效率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η 2,a =

Qa ,t

× 100%

(14.1.7-1)

Qi = Gc ⋅ Qcy ⋅ 10 −3

(14.1.7-2)

Qi

式中：η 2,a ---检测持续时间内采暖锅炉日平均运行效率；

Qi ---检测持续时间内采暖锅炉的输入热量（MJ）；
Gc ---检测持续时间内采暖锅炉的燃煤量（kg）或燃油量（kg）或燃气量（Nm3）；
Qcy ---检测持续时间内燃用煤的平均应用基低位发热值（kJ/kg）或燃用油的平均低
位发热值(kJ/kg)或燃用气的平均低位发热值（kJ/Nm3）。
14.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14.2.1 采暖锅炉日平均运行效率不应小于表 14.2.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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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1 采暖锅炉最低日平均运行效率（%）
锅炉额定容量(MW)
锅炉类型、燃料种类

燃煤

烟煤
燃油、燃气

0.7

1.4

2.8

4.2

7.0

14.0

＞28.0

Ⅱ

-

-

65

66

70

70

71

Ⅲ

-

-

66

68

70

71

73

77

78

78

79

80

81

81

14.2.2 当采暖锅炉日平均运行效率满足本标准第 14.2.1 条的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则
应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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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耗电输热比
15.1

检测方法

15.1.1 耗电输热比的检测应在采暖系统正常运行 120h 后进行，且应满足下列条件：

1 采暖热源和循环水泵的铭牌参数应满足设计要求；
2

系统瞬时供热负荷不应小于设计值的 50%；

3

循环水泵运行方式应满足下列条件：
1）对变频泵系统，应按工频运行且启泵台数满足设计工况要求；
2）对多台工频泵并联系统，启泵台数应满足设计工况要求；
3）对大小泵制系统，应启动大泵运行；
4）对一用一备制系统，应保证有一台泵正常运行。

15.1.2 耗电输热比的检测持续时间不应少于 24h。
15.1.3 采暖热源的输出热量应在热源机房内采用热计量装置进行累计计量，热计量装置的
安装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 第 B.0.2 条的规定。循环水泵的用电量应分别计量。
15.1.4 采暖系统耗电输热比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HRa ,e =

3.6 × ε a × η m
∑ Qa ,e

(15.1.4-1)

当 ∑ Qa 〈 ∑ Q 时，

∑Q

a ,e

= min{∑ Q p , ∑ Q}

（15.1.4-2）

当 ∑ Qa ≥ ∑ Q 时，

∑Q
∑Q

a,e

p

= ∑Q

（15.1.4-3）

= 0.3612 × 10 6 × Ga × Δt

∑ Q = 0.0864 × q

q

（15.1.4-4）

× A0

（15.1.4-5）

式中： EHRa ,e ---采暖系统耗电输热比（无因次）；

εa

---检测持续时间内采暖系统循环水泵的日耗电量（kWh）；

ηm

---电机效率与传动效率之和，直联取 0.85，联轴器传动取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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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e

---检测持续时间内采暖系统日最大有效供热能力（MJ）；

∑Q

a

---检测持续时间内采暖系统的实际日供热量（MJ）；

∑Q

p

---在循环水量不变的情况下，检测持续时间内采暖系统可能的日最大供热能力
（MJ）；

∑Q

---采暖热源的设计日供热量（MJ）；

Ga

---检测持续时间内采暖系统的平均循环水量（m3/s）；

Δt

---采暖热源的设计供回水温差（℃）。
15.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15.2.1 采暖系统耗电输热比( EHRa ,e )应满足下式的要求：

EHRa ,e ≤

0.0062(14 + a ⋅ L)
Δt

（15.2.1）

式中： EHRa ,e --- 采暖系统耗电输热比；
L

--- 室外管网主干线（从采暖管道进出热源机房外墙处算起，至最不利环路末
端热用户热力入口止）包括供回水管道的总长度（m）；

a---系数，其取值为：当 L≤500m 时,

a=0.0115;

当 500m＜L＜1000m 时，a=0.0092；
当 L≥1000m 时，

a=0.0069。

15.2.2 当采暖系统耗电输热比满足本标准第 15.2.1 条的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则应判
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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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表A

仪器仪表的性能要求
仪器仪表的性能要求

序号

检测参数

功能

扩展不确定度（k=2）

1

空气温度

应具有自动采集和存储数据功能，

≤0.5℃

并可以和计算机接口
2

空气温差

应具有自动采集和存储数据功能，

≤0.4℃

并可以和计算机接口
3

相对湿度

应具有自动采集和存储数据功能，

≤10%{[0～10）%RH@25℃}

并可以和计算机接口

≤5%{[10～30）%RH@25℃}
≤3%{[30～70）%RH@25℃}
≤5%{[70～90）%RH@25℃}
≤10%{[90～100]%RH@25℃}

4

5

6

供回水温度

供回水温差

循环水量

应具有自动采集和存储数据功能，

≤0.5℃（低温水系统）

并可以和计算机接口

≤1.5℃（高温水系统）

应具有自动采集和存储数据功能，

≤0.5℃（低温水系统）

并可以和计算机接口

≤1.5℃（高温水系统）

应能显示瞬时流量或累计流量、

≤5%[Qmin～0.2Qmax）

或能自动存储、打印数据、

≤2%[0.2Qmax～Qmax]

或可以和计算机接口
7

补水量

应能显示瞬时流量或累计流量、

≤5%[Qmin～0.2Qmax）

或能自动存储、打印数据、

≤2%[0.2Qmax～Qmax]

或可以和计算机接口
8

热量

宜具有自动采集和存储数据功能，

≤10%（测试值）

并可以和计算机接口
9

耗电量

应能显示累计电量或能自动存储、

≤2%FS

打印数据、或可以和计算机接口
10

11

耗油量

耗气量

应能显示累计油量或能自动存储、

≤5%[Qmin～0.2Qmax）

打印数据、或可以和计算机接口

≤2%[0.2Qmax～Qmax]

应能显示累计气量或能自动存储、

≤3%[Qmin～0.2Qmax）

打印数据、或可以和计算机接口

≤1.5%[0.2Qmax～Q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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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耗煤量

-

≤2%FS

13

风速

宜具有自动采集和存储数据功能，

≤0.5m/s

并可以和计算机接口
14

太阳

宜具有自动采集和存储数据功能，

辐射照度

并可以和计算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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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S

附录 B 单位采暖耗热量检测方法
B.0.1

单位采暖耗热量的检测应在采暖系统正常运行 120h 后进行，检测持续时间不应少

于 24h。
B.0.2 建筑物采暖供热量应采用热计量装置在建筑物热力入口处检测，供回水温度和流量
传感器的安装宜满足相关产品的使用要求，温度传感器宜安装于受检建筑物外墙外侧且距
外墙外表面 2.5m 以内的地方。采暖系统总采暖供热量宜在采暖热源出口处检测， 供回水
温度和流量传感器宜安装在采暖热源机房内，当温度传感器安装在室外时，距采暖热源机
房外墙外表面的垂直距离不应大于 2.5m。
B.0.3 单位采暖耗热量应按下式计算：

q ha =

Qha 278
⋅
A0 H r

（B.0.3）

式中： q ha -- 建筑物或居住小区单位采暖耗热量（W/m2）；

Qha -- 检测持续时间内在建筑物热力入口处或采暖热源出口处测得的累计供热量
（MJ）；

A0 —— 建筑物（含采暖地下室）或居住小区（含小区内配套公共建筑）的总建筑面积
2

(该建筑面积应按各层外墙轴线围成面积的总和计算)（m ）；
H r —— 检测持续时间（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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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年采暖耗热量指标
C.1 验算方法
C.1.1 受检建筑物外围护结构尺寸应以建筑竣工图为准。
C.1.2 受检建筑物外墙和屋面主体部位的传热系数应采用现场检测数据；当现场不具备检
测条件时，可根据围护结构的实际做法经计算确定。外窗、外门的传热系数应以施工期间
的复检结果为依据。其它参数均应以现场实际做法经计算确定。
C.1.3 当受检建筑物有地下室时，应按无地下室处理。受检建筑物首层设置的店铺应按居
住建筑处理。
C.1.4

室内计算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计算温度：16℃；

2

换气次数：0.5 次/h；

3

不考虑照明得热或其它内部得热。

C.1.5 室外计算气象资料宜采用国家现行标准规定的当地典型气象年的逐时数据。
C.1.6

年采暖耗热量指标宜采用动态模拟软件计算，当条件不具备时，可采用简易方法计

算。
C.1.7 年采暖耗热量指标计算的起止日期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C.1.8 参照建筑物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1 参照建筑物的形状、大小、朝向均应与受检建筑物完全相同；
2

参照建筑物各朝向和屋顶的开窗面积应与受检建筑物相同，但当受检建筑物某个
朝向的窗（包括屋面的天窗）面积超过我国现行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时，参照建
筑物该朝向（或屋面）的窗面积应减少到符合我国现行有关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

3

参照建筑物外墙、屋面、地面、外窗、外门的各项性能指标均应符合我国现行节
能设计标准的规定。对于我国现行节能设计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部分，应按受检建
筑物的性能指标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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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C.2.1 受检建筑物年采暖耗热量指标不应大于参照建筑物的相应值。
C.2.2 受检建筑物年采暖耗热量指标的验算结果满足本附录第 C.2.1 条规定时，应判为合
格，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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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年空调耗冷量指标
D.1 验算方法
D.1.1 受检建筑物外围护结构尺寸应以建筑竣工图为准。
D.1.2 受检建筑物外墙和屋面主体部位传热系数应采用现场检测数据；当现场不具备检测
条件时，可根据围护结构的实际做法经计算确定。外窗、外门的传热系数应以施工期间的
复检结果为依据。其它参数均应以现场实际做法经计算确定。
D.1.3 当受检建筑物有地下室时，应按无地下室处理。受检建筑物首层设置的店铺应按居
住建筑处理。
D.1.4

室内计算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计算温度：26℃；

2

换气次数：1.0 次/h；

3

不考虑照明得热或其它内部得热。

D.1.5 室外计算气象资料宜采用国家现行标准规定的当地典型气象年的逐时数据。
D.1.6

年空调耗冷量指标宜采用动态模拟软件计算，当条件不具备时，可采用简易动态方

法计算。
D.1.7 年空调耗冷量指标计算的起止日期应符合当地空调季节惯例。
D.1.8 参照建筑物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1 参照建筑物的形状、大小、朝向均应与受检建筑物完全相同；
2 参照建筑物各朝向和屋顶的开窗面积应与受检建筑物相同，但当受检建筑物某个朝
向的窗（包括屋面的天窗）面积超过我国现行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时，参照建筑物该
朝向（或屋面）的窗面积应减少到符合我国现行有关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
3 参照建筑物外墙、屋面、地面、外窗、外门的各项性能指标均应符合我国现行节能
设计标准的规定。对于我国现行节能设计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部分，应按受检建筑物的
性能指标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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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D.2.1 受检建筑物年空调耗冷量指标不应大于参照建筑物的相应值。
D.2.2 受检建筑物年空调耗冷量指标的验算结果满足本附录第 D.2.1 条规定时，应判为合
格，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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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外围护结构热工缺陷检测流程

E.0.1 外围护结构热工缺陷检测流程应符合图 E.0.1 的规定。

外表面普测

N

有异常
Y
详细检测

Y

有缺陷
室外缺陷分析

N
内表面普测

N

不合格

有异常
Y
详细检测

Y
有室内缺陷
室内缺陷分析

N
测主体部位传热系数

图 E.0.1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热工缺陷检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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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室外气象参数检测方法
F.1 一般规定

F.1.1 室外气象参数测点的布置位置、数量、数据记录时间间隔应满足本附录的规定，检
测起止时间应满足室内有关参数的检测需要。
F.1.2 需要同时检测室外空气温度、室外风速、太阳辐射照度等参数时，宜采用自动气象
站。
F.1.3 室外气象参数检测仪的测量范围应满足测量地点气象条件的要求。
F.2

室外空气温度

F.2.1 室外空气温度的检测，应采用温度自动检测仪逐时检测和记录。
F.2.2 室外空气温度传感器应设置在外表面为白色的百叶箱内，百叶箱应放置在距离建筑物
（5～10）m 范围内；当无百叶箱时，室外空气温度传感器应设置防辐射罩，安装位置距外
墙外表面宜大于 200mm，且宜在建筑物 2 个不同方向同时设置测点。超过 10 层的建筑宜在
屋顶加设（1～2）个测点。温度传感器距地面的高度宜在（1500～2000）mm 的范围内，且
应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和室外固有冷热源的影响。温度传感器的环境适应时间不应少于
30min。
F.2.3 室外空气温度逐时值应取所有测点相应时刻检测结果的平均值。
F.3 室外风速
F.3.1 室外风速宜采用旋杯式风速计或其它风速计逐时检测和记录。
F.3.2 室外风速测点应布置在距离建筑物（5～10）m、距地面（1500～2000）mm 的范围内。
当工作高度和室外风速测点位置的高度不一致时，应按下式进行修正：

V = V0 [0.85 + 0.0653(

H
H
) − 0.0007( ) 2 ]
H0
H0

式中： V --- 工作高度（ H ）处的室外风速(m/s)；

V0 --- 室外风速测点布置高度（ H 0 ）处的室外风速(m/s)；
H --- 工作高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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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2)

H 0 --- 室外风速测点布置的高度（m）。
F.3.3 当使用热电风速仪检测时，测头上的小红点应迎风向。
F.4 太阳辐射照度
F.4.1 水平面太阳辐射照度应采用天空辐射表逐时检测和记录。在日照时间内，应根据需
要在当地太阳时正点进行检测。
F.4.2 水平面太阳辐射照度的检测场地应选择在没有显著倾斜的平坦地方，东、南、西三
面及北回归线以南的检测地点的北面离开障碍物的距离，宜为障碍物高度的 10 倍以上。
在检测场地范围内，应避免有吸收或反射能力较强的材料的存在。
F.4.3 天空辐射表的时间常数应小于 5s，分辨率和非线性误差应小于 1％。
F.4.4 天空辐射表的玻璃罩壳应保持清洁及干燥，引线柱应避免太阳光的直接照射。天空辐
射表的环境适应时间不应少于 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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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外窗窗口气密性能检测操作程序

G.0.1 对受检外窗的观感质量应进行目检，当存在明显缺陷时，应停止该项检测。检测开
始时应对室内外空气温度、室外风速和大气压力进行检测。
G.0.2 连续开启和关闭受检外窗 5 次，受检外窗应能工作正常。
G.0.3 检测装置应在受检外窗已完全关闭的情况下安装在外窗洞口处；当受检外窗洞口尺
寸过大或形状特殊时，宜安装在受检外窗所在房间的房门洞口处。安装程序和质量应满足
相关产品的使用要求。
G.0.4

正式检测前，应向密闭腔（室）中充气加压，使其内外压差达到 150Pa，稳定时间

不应少于 10min，其间应采用手感法对密封处进行检查，不得有漏风的感觉。
G.0.5 检测装置的附加渗透量应进行标定，标定时外窗本身的缝隙应采用胶带从室外侧进
行密封处理，密封质量的检查程序和方法应符合本附录第 G.0.4 条的规定。
G.0.6 应按照图 G.0.6 中减压顺序进行逐级减压，每级压差稳定作用时间不应少于 3min，
记录逐级作用压差下系统的空气渗透量，利用该组检测数据通过回归方程求得在减压工况
下，压差为 10Pa 时，检测装置本身的附加空气渗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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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7 将外窗室外侧胶带揭去，然后重复本附录第 G.0.6 条的操作，并计算压差为 10Pa 时
外窗窗口总空气渗透量。
G.0.8 检测结束时应对室内外空气温度、室外风速和大气压力进行检测并记录，取检测开
始和结束时两次检测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环境参数的最终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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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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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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 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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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GB 10180

工业锅炉热工试验规范

GB 5001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176-93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T 2680-94 建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
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
JG/T 3016

建筑用热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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