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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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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的优势
质量保证!
在建筑认证过程中，建筑规划设计方案会得
到仔细全面的审查。之后还会对施工过程相



出超出被动房标准要求范围的过度节能

关文件进行审查，比如气密性检测报告，为
实现项目质量控制提供进一步保证。只有满
足明确的指标要求后才会颁发证书，无一例

措施，从而节省建造成本。




通过独立第三方仔细审查所有相关要素，
可以确保实际项目达到规划的能耗标准。




对于设计师的好处


通过被动房规划设计软件包（PHPP）验
证的能量平衡计算可用于申请补贴资金
（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KfW 低息贷款）。
www.passivehouse-international.org →
Passive House → Legislation & Funding

施工前由外部单位进行彻底核查，可以
避免错误发生，为达到设计师同业主合

提高资产价值。未来的买家可以购买一
栋非常舒适和节能的建筑。

可以将被动房认证标识牌挂在建筑立面
展示该建筑的高能效标准。

外。

对于业主的好处

被动房认证师可以在项目早期阶段检查

同中约定的能耗标准提供保障。


如果负责的项目获得被动房认证，设计
师将有机会成为注册被动房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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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标准

Solln_AWV Architektur Werkstatt Valletin ©Jakob Kanzleiter

被动房
更舒适、更节能
被动房的特点在于舒适度更高而能耗极低。
这主要是通过使用被动房组件（比如，被动
窗、保温、热回收）来实现。从外观来看，
被动房与传统建筑并无区别，因为“被动房”
是一种节能标准而不是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

LCT One Dornbirn picture: Norman A. Müller

为什么选择被动房?


极佳的舒适度



整栋建筑内全年持续的新风供应



结构合理，施工质量耐久



能源成本极低 —— 即使能源价格上涨



环境污染的显著缓解及对于气候保护的
贡献



被动房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可以得到补贴

Frankenberg © Michael Tribus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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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PHit
改造建筑中
被动房标准的优势

被动房研究所为旧建筑的逐步翻新改造提供
了 EnerPHit 节能改造计划(见第 20 页)一书，
并通过预认证的方式为改造提供了质量保证。

对于改造项目，经常会出现不能完全达到被
动房标准的情况，以至于可能会产生不合理
的成本支出。例如，地下室现有墙体存在无

PHI 低能耗建筑

法避免的热桥或者建筑朝向不利。因此，被
动房研究所为旧建筑改造项目制定了与被动
Tochoji Temple © Miwa Mori

房标准非常接近的 EnerPHit 标准。

适用于确实存在困难的项目
PHI 低能耗建筑标准适用于由于各种原因可

EnerPHit 标识代表着该改造建筑已经达到了
最佳的热保护。使用被动房组件获得
EnerPHit 认证的建筑可以为住户提供近乎被

能达不到严格的被动房标准的一类建筑物，
比如：


筑

动房的所有优点，同时也保证了最佳的经济
效益。

位于气候寒冷地区且遮挡严重的小型建



项目所在国家，部分被动房组件很难采
购



虽然将目标项目设定为被动房认证，但

EnerPHit 翻新节能改造包括要对地下室楼板、

由于设计或施工中的一些错误而未能满

外墙和屋顶采取与被动房同等要求的保温层

足被动房要求。

厚度，安装被动窗和具有热回收功能的通风
系统确保稳定的新风。重要的是住户仍可以
打开窗户进行自然通风。同时改造项目还包
括改善建筑气密性，以及尽量避免热桥。

低能耗建筑对能源需求、气密性和舒适性的
要求都略低于被动房标准。但认证过程与被
动房相同，以便对建筑的能源需求作出准确
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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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房、EnerPhit 节能改造和低能耗建筑标准在

五大关键原则
保温

全世界范围内通用。
具体措施视当地气候情况而定。通常，被动房主

被动窗

要采用以下 5 项措施。
一个保温良好的建筑可以在冬季将热量留在
在温带和寒冷的气候条件下，三层玻璃和保

室内而在夏季将热量隔绝在室外。

温窗框可以保证冬季得热。在相对较温暖的

气密性

气候区，双层玻璃通常就足够了。

合适的通风策略
被动房有一个连续的气密层。它可以保护建
筑结构、防止热量流失并提高舒适度。

无热桥设计
被动房配有舒适的通风系统以持续获得新风。
五大关键原则

热交换器保证在没有能耗的情况下将送风温
度预热至与室温相近，不需要额外的加热 —
冷和热被隔离在室外。

特别是在温带和寒冷的气候中，被动房需要
无热桥设计。这可以降低采暖成本并且能防
止建筑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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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 优级”和“Premium 特级”被动房适用于未来可再生能源
利用可再生能源可以很容易地满足被动房的
低能耗需求。

利用 PER 方法实现可持续的能源供应
可再生能源的供应自然会因为太阳辐射强度、

被动房研究所创新性的提出了一种方法，对

风力和降水情况的不同而有差异。对于未来

计划采用可再生能源的建筑进行优化，即以

实现能源 100%由可再生能源供应的预期，

可再生一次能源（PER）需求为基准（见方

需要将部分电力暂时储存起来。在储存过程

框）。PER 的需求越低，建筑所需的太阳能

中必然造成损失。特别是季节性长期储存，

或风能产能所需的面积和规模就越小。这样，

比如通过产生可存储的甲烷气体，最终只有

就可以通过非常经济的方式实现完全由可再

大约三分之一的原始电力可用。PER 需求表

生能源供给，同时也可节省生产新能源所需

示最初需要产生多少可再生能源来满足建筑

的面积。

的整个能源需求，包括储存损失。

除了 Classic 普通级被动房外，PER 需求较低
且有可再生能源产出（例如屋顶上安装了光
伏板）的被动房有机会达到被动房“Plus 优级”
甚至是“Premium 特级”。类似的，适用于旧
建筑节能改造的 EnerPHit 标准也分为了普通
级、优级和特级。
PER 认证方法和被动房等级有关信息详见

www.passipedia.org →Passive House certification → “The new Passive House Classes”

例如：在远离赤道的地区，光伏发电在
夏季是最高的。但是该地区冬季的供暖
需求才是最大的。因此，被动房供暖需
求很低的特点是特别有用的，可以避免
储存损失，从而实现较低的 PER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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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认证的通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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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透明且明确的认证要求

哪里可以找到建筑认证标准?

被动房研究所 20 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节能建筑，

最新版的“被动房，EnerPHit 节能改造和 PHI

并制定了被动房标准。建筑物必须满足这些

低能耗建筑标准”可以在被动房研究所官网

精确要求才能达到高效的被动房标准。2010

上查阅。由被动房研究所正式出版的有德文、

年，被动房研究所还推出了 EnerPHit 标准，

英文和西班牙文版本。这些版本在被动房标

使用被动房组件进行节能改造，2015 年又提

准的规定方面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出了 PHI 低能耗建筑标准。

被动房研究所的国际合作伙伴根据自己的需

任何购买或委托按照这三项标准之一建造的

要将标准翻译成了其他语言。但由于被动房

房屋的业主，都应明确要求该建筑符合被动

研究所还未对这些翻译版本进行复核，因此

房研究所规定的要求--最好有认证证书。一

它们仅可作为参考，产生疑义时不具有法律

方面保证业主购买的房屋符合预期节能目标

约束力。翻译版本不一定包含标准的最新版

且舒适。另一方面，也确保在出现问题时具

本。

有有效的法律保护。
英文版标准可从以下网址下载： www.pas-

sivehouse.com → Certification → Buildings
→ Energy Standards | Criteria
中文翻译版可从以下网址下载：

www.phichina.com → 认证→ 建筑→ 认证
标准

原则上，认证应根据项目初始规划阶段时的
有效标准版本进行。不必执行在项目认证过
程中颁布的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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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概要

使用被动房规划设计软件包

除引言外，认证标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标

(PHPP)进行验证

准条文和“建筑认证技术条例”。

验证项目是否满足标准要求需要使用 PHPP

第二章“标准”是对被动房、EnerPHit 节能改

进行能量平衡计算。PHPP 能够自动检查是否

造和 PHI 低能耗建筑标准要求的完整规定。

符合所选标准的要求(“验证”工作表)。

此外，这一章也包括针对热舒适性、住户满

© GraphicTwister

意度和建筑受损防护的通用的最低要求，这
些要求与能耗无关，适用于三项标准。

由于会不定期对标准进行添加或做细微调整，
所以必须确保使用合适的 PHPP 版本进行验
证。版本号位于标准文本的页脚位置。PHPP

此外，本章还规定了用于 PHPP 计算的边界

版本号的第一个字符与标准的第一个字符应

条件——例如室内温度或热水需求值。除用

该是相同的。例如，9f 版本的标准与 9.6 版

于认证，第二章也可以单独作为三项标准的

本 PHPP 兼容，但与 8.2 版本 PHPP 不兼容。

定义来使用，例如用于建设项目说明。

第三章“建筑认证技术条例”描述了整个认证
过程是如何进行的。除了对认证程序进行了
明确的规定外，本章还包括需要提交给认证
师的所有文档的详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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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房认证师
被动房研究所在德国、奥地利及全球各地提
供认证服务。此外，全球还有许多获得授权
的被动房认证师。被动房研究所通过与认证
师签订合同授权其按照被动房标准进行认证
并使用被动房标识。大多数认证师都是在本
国开展业务。不过原则上，如果熟悉某国语
言并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认证师也可在他
国进行建筑认证工作。对于认证师来说，不
存在国籍上的排他性。
获得授权的认证师应在被动房方面拥有丰富
的实践经验，并需要参加两个阶段的强化培
训。

被动房认证师课程，2017 年，达姆施塔特

被动房认证师大会，2016 年，达姆施塔特

成为认证师的确切要求详见：
www.passipedia.org →Education & Training → Accredited Building Cert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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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选择哪位认证师?



建筑的使用面积



认证可由被动房研究所或获得授权的认证师

项目的大致工期



进行。被动房研究所官网上公布有完整的认

PHPP 初始计算结果（若已有）



证师名单及其联系方式。如果可能，最好聘

（初步）设计图（平面、剖面、立面）



请自己国家的认证师，因为他们对当地的建

简单的项目介绍（用途，建筑类型）



筑技术和法规更熟悉。不过原则上也可以聘

总建造成本



设计师（建筑师和暖通工程师）以前有

请其他国家的认证师。认证师名单后面有他
们进行认证工作使用的语言。
获得授权的认证师名单详见 www.passivehouse.com →Certification → Buildings
→ Building certifiers

哪些被动房经验？


项目的其他特殊特征

如果报价符合预期即可聘请认证师。

认证费用是多少?
认证没有统一的固定价格。认证师可自主报

要求报价

价，以便能够涵盖对建筑物进行细致核查的

选择了某位认证师后，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

师应向被动房研究所支付的费用，该费用为

电话与其联系询问建筑认证的报价。通常，

被动房研究所向认证师提供的工作支持以及

认证师会要求提供以下信息以便计算报价：

相关资源的费用。

所有相关费用。此外，报价中还应包括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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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流程
每栋经认证的建筑物都会出现在世界地图上，但

强烈建议在规划的早期阶段联系认证师，这

结果提交给认证师。在仔细地审查和比

不包括建筑物的确切地址和业主的姓名。这张地

样认证师可以发现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

较能耗计算后，认证师会通知客户需要

图可在以下网址找到 www.passivehouse.com →
Certification → Buildings

的问题，且在规划阶段纠正这些问题会很容

进行哪些必要的变更。如果所有资料都

易。不过一般来说，建筑竣工后也可以申请

没有问题，认证师会确认按照现有设计

认证。

方案实施，项目能够满足能耗标准要求，
之后便可以开始施工。

认证程序通常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初始检查 —— 项目开始
认证师检查该项目是否有特殊情况，并
解释清楚如何在建筑认证中对这些方面



Map data © 2020 Google, INEGI

此外，建议您在国际被动房项目数据库中输入
更精确的建筑物描述。该数据库经常作为参考
供业主查看，以便为其建筑项目寻找合适的设
计师。被动房数据库：
www.passivhausprojekte.de





认证相关咨询 —— 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
持续进行

进行评估。

对于会影响能耗的规划设计决策，如果

初步审查 —— 设计阶段

对其进行评估，那么就很有必要尽早与

对设计方案、保温和暖通方案，以及

认证师沟通如何在完成认证的情况下评

PHPP 初步计算结果进行评估，以确保与

估这些决策。当被动房设计师经验尚浅，

认证标准的一致性。如果设计团队没有

特别是在大型项目中，这一点尤为重要。

被动房相关经验，这种初步审查，特别

项目进行过程中，如果在实际所需评估

是对于大型项目就很有意义。

时间以外持续与认证师进行沟通可能会

设计阶段审查 —— 施工之前
最好在开始施工前将所有能源相关的设
计文件、建筑产品的技术参数和已经完
成的被动房规划设计软件（PHPP）计算

被动房设计师不确定如何在认证过程中

花费认证师相当多的时间，因此最好在
协议中明确说明报价中是否含有这一部
分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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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审查 —— 施工完成后

误工期或尚未得到认证师的确认就开始施工，

施工完成后的最后审查包括所有规划设

特别是主要审查阶段所需的时间及设计变更

计方案的变更，同时，核查施工质量证

后的审核时间。气密性测试的时间也应做好

明文件（比如气密性测试报告、通风系

慎重的计划，以保证测试时气密层施工已完

统的风量调节文件、施工监理声明）。

成，但仍可对构件进行修补。

Passivhaus in Kasel, Stein Hemmes

检查建筑工程的施工情况 —— 可选

如果所有的标准都已经达到，建筑业主将会

认证工作一般不包括施工现场检查这一程

获得:

序。不过，如果施工管理人员没有建造被动



认证证书

房或进行 EnerPHit 节能改造的经验，则有必



补充手册，其中包括建筑的能耗计算结

要请认证师认可的机构进行施工质量监督。

果以及相关的特征值


将认证程序考虑进项目进度表中
根据认证项目的大小，认证师需要一段时间
Winter Building, Hamburg, © Jörn Hustedt

来仔细的检查规划设计方案。安排项目进度
表时要将这一部分时间考虑进去，以避免延

房屋标识牌 （可选）

被动房研究所将为每栋获得认证的建筑发放
识别码给认证师，以保证证书的真实性。识
别码位于认证证书的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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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和能耗计算
被动房项目规划设计是建筑规划设计的一个

师专门从事被动房建筑的建设，拥有丰富的

重要部分，而被动房规划设计软件包（PHPP）

实践经验。

是完成被动房项目规划设计最重要的工具。
被动房咨询师需使用 PHPP 来计算建筑能耗。

被动房研究所和大多数获得授权的认证师都
提供咨询服务，并进行被动房项目规划设计。

PHPP 模型准确地展示了为实现被动房或 En-

然而，为了确保评估的公正性，获得授权的

erPHit 节能改造的标准需要对哪些措施进行

认证师不得对自己负责规划设计的项目进行

规划和落实。例如，措施可能包括保温层厚

认证。

度、窗户质量以及通风系统。

咨询师还需要就建筑优化提出建议，例如优
化设计图，避免热桥。以便设计师进行设计
时将其考虑进去。然后将设计方案和施工方
案连同 PHPP 计算一起提交给认证师审核。

目前已经有 5000 多名执业被动房设计师或咨
询师，建议委托其中一位进行被动房项目规
划。他们均接受过被动房研究所的培训和考
试。此外。许多职执业被动房设计师或咨询

注册被动房设计师和咨询师名单详见
www.passivhausplaner.eu →Search for Certified Passive House Desig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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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建筑的分步改造.
许多业主不希望将他们的建筑一次性完全改

要获得预认证需要一个细致的 EnerPHit 节能

造，更愿意先对目前需要整修的建筑部件进

改造计划，该计划应表明第一步节能改造的

行翻新。

实施至少可以实现 20%的节能率。具体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可以通过支出较少额外

见认证标准中“分步节能改造的预认证”一章。

成本，使用被动房组件使建筑保温性能达到
持久适用的水平。

预认证为业主和设计师提供了一种保证，即

工程开始之前，应该制定好一个总工作计划

只要按照计划完成所有改造步骤，即可达到

表为目前要做的和以后再做的改造步骤做好
准备。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各步改造能够相互
匹配，最后一步完成后，业主即可获得一个
舒适的、低能耗的建筑。

EnerPHit 节能改造规划设计工具 （可以在
PHPP 的 CD 中找到）为这种改造模式提供了
一个总体的规划设计方法。为了更有质量保
证，被动房研究所为 EnerPHit（或被动房）
项目提供一个预认证形式。

预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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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平台
认证平台
被动房认证师

被动房研究所创建了一个免费的、交互式的、

在该平台上，项目团队与认证师之间的沟通

全方位的在线平台，供设计师和认证师使用，

将围绕一份精心设计的清单进行，该清单涉

用于交流和检查与标准要求相关的所有事项

及两个重点领域的所有重要方面，即：能源

及其在建筑认证方面的进展情况。

效率和质量保证。
对于分步节能改造项目，每个步骤都必须有

1. 为被动房项目咨询师创建一个设计师
账户，并为参与项目的其他人各创建一

创建在线平台的目的是为被动房设计师和认

精确的安排和认真详细的记录，以便为后面

个观察者账户

证师提供认证全过程的指导。采用这种方式，

的改造步骤做好实施和优化的准备。在线认

可以最大程度的提供质量保证，对决策过程

证平台是将信息集中在一起，便于项目团队

也起到了优化作用。

确定最优的改造步骤。开始进行下一步改造

2. 创建一个新项目，根据项目特点自定
义检查清单

时，即便项目团队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可以

3. 审核由被动房咨询师上传的项目文件

在线认证平台的主要特点之一是能够适应所
有项目类型，无论是新建建筑还是分步改造
的节能项目。因此，对确保被动房和
项目设计和咨询团队

EnerPHit 节能改造项目的实施质量很有价值。

从平台上获取已完成工作的信息。
在线认证平台是设计师与认证师在认证过程
中交换的全部信息主干平台，也为整个认证
过程留下了记录。

在线认证平台见：
1. 通过认证平台的自动电子邮件接收登

该平台的架构可以实现交互式的工作流程，

录信息

包括评论、提醒和单个项目工作状态的标记。

2. 进入平台
3. 根据确定好的检查清单编写项目文档

该平台旨在提高质量保证和简化认证过程。

certification.passivehou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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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要提交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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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 “上交材料”一章详细列出了需要提交
给认证师的文件，其中包括建筑围护结构设
计方案、暖通和其他能源相关产品的技术参

© komfovent

© salda.it

数表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认证师将核查提交
的文件中是否包含验证所需的所有信息，以
及这些信息是否与 PHPP 中的数据一致。这
一章小节的顺序与标准和认证平台中小节的
顺序一致。

为了使被动房建筑和 EnerPHit 节能改造得以
实现，细致的规划设计方案对于保证高质量
现场施工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规划设计方

获得认证的被动房组件
广泛使用获得认证的被动房组件可以简化规
划设计和认证相关工作，因为这些组件与能
源相关的性能参数已经获得了独立认证，可
以直接用于 PHPP 计算。原则上可以使用未
经认证的产品；不过，这样会需要更多的工
作时间，也可能很难提供某些技术参数的可
靠证明。
认证组件数据库：
www.passivehouse.com →component
database

案非常详细，不仅成功建成指日可待，实际
上所有认证所需的文件在这个过程中也都已
经准备完成，只需要上传到认证平台即可。
这样，设计师整理和上传文件的工作就会相
对轻松简单。

设计图纸
所有设计图纸都要提交给认证师，文件格式
必须统一并能被认证师清楚的阅读，格式通
常是 .pdf、.dwg 或.dxf 文件。 设计图纸中应
标明比例尺及所有必要的尺寸，以确保可以

提交电子版文件

进行相关测量（TFA 面积，围护结构表面积，

所有文件都是通过网上认证平台提交电子版-

的体现出输入到 PHPP 中的所有立面、窗户

--除非和认证师另有协议。签字的打印文件，

等的面积以便识别。必要时，在设计图纸上

比如气密性测试报告，可以扫描后上传。

连接节点长度等）。在设计图纸中应该清楚

应加上辅助性的标记（有颜色的）及标签或
位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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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房规划设计软件包 (PHPP)
建筑是否达到了被动房研究所提出的能源标

标准要求。但是，规划设计过程中项目，没

准，需要通过 PHPP 能量平衡计算验证。同

必要将正在使用的版本换成新版的。提交的

时，PHPP 对于建筑师和专业规划设计师来说

PHPP 计算应为 Excel 文件（而不是打印文件

是一个清楚的、组织良好的能效规划设计工

或.pdf 文件）。

具。
将通过 PHPP 计算得到的能源需求与大量建
筑实测能耗进行比较后发现二者有很好的一
致性。PHPP 可用于全球各地，目前有 20 多
种语言的版本可用。作为 PHPP 的辅助工具，
3D 规划设计工具 designPH 可以简化设计建
模和数据输入的过程。

使用 PHPP 进行能量平衡计算
建议委托注册被动房设计师进行建筑的 PHPP
计算。但原则上，任何具有资历的人都能为
认证准备 PHPP 计算。如果没有使用 PHPP 的
经验，建议参加 PHPP 培训班。注册被动房
设计师的培训课程也包括 PHPP 基础课程。
开始进行项目的规划设计时，必须使用能够
购买的最新版 PHPP 检验项目是否能够满足

PHPP 培训班的安排见：
www.passivhausplaner.eu →Courses/Examinations → PHPP Workshops
PHPP 和 designPH 的购买网址为：
www.passivehouse.com → PHPP → PHPP /
designPH order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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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P: 认证规则
为了获得认证，必须填写与具体建筑相关的所有
PHPP 工作表，与该建筑能耗计算无关的工作表可
以不填。例如，如果某建筑物不需要主动制冷，
则“制冷单元”工作表可以不填。 “地面”工作表的使
用是可选的。如果没有填写，PHPP 会基于简化算

过来的 PHPP 中的数据导入另一个空白 PHPP

此外，气候数据必须与建筑所在地点相匹配。

中，以排除更改过公式的可能性。

所在地点的地理位置起着关键作用。“气候”
工作表中有辅助计算工具可供使用。不过，

本指南仅仅概述了 PHPP 如何考虑到影响建
筑物能源需求的各个方面。关于如何用 PHPP
建模，详见 PHPP 使用手册。

气候数据
常，这些边界条件已经预设在 PHPP 中，未经认证
师同意，不得修改。

与气候有关的边界条件对确定采暖和制冷需
求以及对系统选型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使
用与建筑物所在位置匹配的气候数据，才能
用 PHPP 计算出切合实际的结果。

同样，认证必须遵守 PHPP 使用手册中关于建模的
规定。比如，手册中关于如何计算能量计算参考
面积----TFA 面积的规定。

PHPP 使用由月平均值组成的气候数据，辅之
以计算采暖和制冷负荷的数据以及各地特定
的 PER（可再生一次能源）系数。

由于 PHPP 是一个 Excel 文件，原则上用户可以选
择更改数学公式。这使计算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例如当目标建筑为具有特殊用途的建筑时。

可用于能耗计算的气候数据
只有经过被动房研究所核查和批准的气候数

不过，进行更改必须征得认证师的同意。对于普
通用途的建筑，比如住宅楼、办公楼和学校，一
般无须更改公式。认证师通常会在审核前将提交

沿海和内陆地区、山顶和山谷、城市和乡村。
因此，强烈建议尽早与认证师商定使用的气
候数据。如果 PHPP 中没有可以匹配的气候

法估算通过地面的热损失。

标准中规定的 PHPP 计算的边界条件必须遵守。通

相邻地点的气候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例如

据才能用于建筑认证。在 PHPP“气候”工作表
的菜单中，获得批准的气候数据会在城市名
称前有一个 7 位数的识别码。

数据，认证师可以委托被动房研究所编制一
套新的气候数据，并支付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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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文件
文件格式以及与 PHPP 的关联
正如第 27 页所解释的，输入进 PHPP 的尺寸

仔细的确定 TFA 面积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

和其他参数必须在图纸和其他文件中清楚地

是计算标准规定的能源需求单位面积特征值

列出，这样认证师就可以简单快速的找到并

的分母。如果认证师不得不将计算的 TFA 面

归类它们。

积改小，单位面积特征值就会增加，可能会
导致建筑不能满足标准要求或不能获得认证。

特别是，以下三项重要的测量值必须有平面
图和其他文件（例如，Excel 计算器，CAD 图

在 PHPP 手册中与“面积”工作表相关的章节介

纸等）做支持，即：TFA 面积、气密性测试

绍了如何确定 TFA 面积。每个房间的 TFA 面

的体积和换气次数的体积。

积都要有尺寸和计算依据，计算可以在 PHPP
的“面积”工作表或另一个单独的工作表进行。

示例房间 /非住宅建筑的通道

TFA 面积
TFA 面积是 PHPP 中能量需求的所有特征值所
依据的参考面积。也就是说，总的能量需求，
比如用于采暖的总能源需求，除以 TFA 面积
的平方米数，就得到了单位面积的能量需求
值。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为不同规模的建筑
指定相同的限值，便于相互比较。TFA 面积

楼梯的 TFA 面积

近似等于整个建筑的净室内面积，主要区别
在于 TFA 不包括内隔墙所占面积。

计算表格中使用的房间名称应与房间平面图
中的名称一致。
关于 Vv 和 Vn50 区别的文章可以查阅：
www.passipedia.org → Mechanical systems
→ Ventilation
单户住宅的 TFA 面积和 Vn50 计算 – 请查
看“示例文件“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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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设计图纸
总平面图
如果相邻建筑会对目标建筑造成遮挡，则相邻建筑的高
度及其与目标建筑的距离必须在总平面图上标出。
尽可能的显示出地形特点。

与正北方向的偏离角度

周围的植被或/和其他所有会对目标建
筑造成遮挡的元素都要标记出来，包括
高度和植被类型(如针叶或落叶)。

用于区分认证目标建筑围护结构的图
形标识
J Passive House, Romania | blipsz architecture

文件格式要求和一般要求，请参阅第 27 页

比例尺:

完整地址:

地理坐标:

1:200

Passive House str. 1
Passive City, 12345

44 °00`N, 25°30`E,

北偏西:
206°

海拔高度：
+/-0.00=55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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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图

剖面
lines
尺寸

清晰、准确的墙、窗户和门的图例

每个指定的 TFA 面积的图形识别和计算结
果，以及计算图层和计算中使用的代码名和
百分比

用图形识别房间净高度低于 1 米或 2 米的面
积，以支持 TFA 计算

任何无空调的（即不供暖的）相邻空间必须
有相应的标记和名称

比例尺:
1:50
或
1:100

文件格式要求和一般

J Passive House, Romania | blipsz architecture

要求，请参阅第 27 页
围护结构外部尺寸图例

气密层图例

|28

剖面图

屋面结构 1 — 种植屋面
30 mm 屋顶植被
40 mm 土壤层
金属型材
土工膜
70mm 15-30 g 碎石
排水层
保护层
合成防水膜,抗穿刺
200 mm EPS 坡度保温板
200 mm EPS 保温
防水隔汽膜
130 mm 钢筋混凝土板
石膏天花板

墙壁、窗户、门、屋面和地板的准
确图例
不同构造围护结构的描述（包括非均质层，如木
材/保温）及其特征值：制造商、产品类型、厚
度、导热系数

尺寸

比例尺:
1:50
或
1:100

有关文件格式的求和一般要

J Passive House, Romania | blipsz architecture

求，请参阅第 27 页
外围护结构外部尺寸和图例

气密层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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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图
显示进风口和排风口，格栅类型，距地面的高度

一定要清楚地显示并相应地命名所有非供暖的相

1.立面涂层 – 深灰 NU073
2. 22x40 mm 立面木制嵌板
3. 0.8 mm 钢板，镀锌 – 绿色 RAL
6024
4. 木制/铝制窗框 – 深灰 HM716
5. 外置遮阳装置
6. 绿化屋面
7. 塑形钢材上太阳能板

邻房间。
显示不同类型的表面(饰面、涂料等)

图纸、门窗表和 PHPP 中用到的所有表
面和外窗的名称必须保持一致。

墙壁、窗户、门的准确图例

确保清楚地表示出正负零位置和地下墙体部
分的表面形式

尺寸

比例尺:
1:50
或
1:100

有关文件格式的要求和一般
要求，请参阅第 27 页

J Passive House, Romania | blipsz architecture

外围护结构外部尺寸和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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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连接节点
围护结构的构造及连接位置的详细的施工图
均应准备好，并提交给认证师。热桥节点必
须在 PHPP 中易于识别。

复合层的厚度，单位 mm

描述每个组件的细节（包括复合层），制造
商和组件名字，厚度 [mm]，导热系数

对于砌块/混凝土材料
a| 热阻等级
b| 强度等级
c| 体积密度
比例尺:
1:5
或
1:10
或
1:20

J Passive House, Romania | blipsz architecture

有关文件格式的要求和一般要求，请参阅
第 27 页

外围护结构外部尺寸和图例

气密层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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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审核所需信息


制造商、型号和技术数据报告，特别是

则应使用较高的值进行估算。否则，需要按
照 EN ISO 10211 标准进行热桥计算。

导 热 系 数 很 低 的 保 温 材 料 (< 0.032




W/(mK))。国家产品标准或建筑相关机构

获得认证的被动房墙体及构造系统的相关节

批准的长期有效导热系数测定值可接受。

点热桥都已具备热桥计算书，可以请制造商

在炎热和非常炎热的气候中：审核墙壁

提供这些计算报告。如果实际工程与认证产

和屋顶表面材料的辐射特性。

品的节点匹配度很高，则可以将认证产品的

审核湿度特性(见下文)，特别是在采用内

数据用于实际工程的认证。

保温的情况下，以及项目所在气候区为
炎热、潮湿气候的情况下(当认证师对防
止过多的水分积累有疑问时需要对此进
行验证并提交审核)。

获得认证的墙体和结构系统详见：
www.passivehouse.com →component database

热桥计算

与外部空气和地面接触的连接部位的热
桥计算文件-参见“示例文档”一节。

被动房设计应尽可能做到无热桥以简化被动

热桥目录可以查阅: www.passipedia.org
→ Basics → Building physics – basics

房认证，即保温厚度在连接节点处无减少，
且没有导热系数较高的材料穿透保温层。如
果可以做到无热桥设计，则在被动房能耗计
算时不需要考虑热桥。
使用获得认证的预先确定好连接细节的被动
房建筑构造系统易于实现无热桥施工。
如果热桥不可避免，则必须审核各热桥的热
桥系数 (值)。通常，提交相应结构的参考
值就可以。如果结构略有不同，为保守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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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典型的被动房结构，不需要提供
防潮证明。只有在极少的情况，对建筑组件
的功能是否完备产生质疑时，认证师才会要
求对其进行验证。

采用内保温时的防潮性能审核（在有



不发生水分积累



没有超过建筑材料的临界含水量



建筑组件层的原有内饰面、内保温和新
的内表面产生霉菌的风险非常小。

采暖需求的气候中）

其他情况下的防潮性能审核

在采用内保温的情况下，经常需要提供防潮

可能需要进行防潮措施审核的其他情况为，

相关证明，通常采用湿热模拟是理想的解决

比如，湿热气候下的保温措施，需要供暖的

方式。湿热模拟可以提供建筑组件内湿热作

气候下的某些平屋顶结构。

用过程的综合信息，适于评价建筑的功能有
效性和耐久性。申请建筑认证时，要获得对
建筑构造的正面评价，前提条件是:


耐久性不会因保温措施而降低



构造措施不会引发健康问题，或者以前
有问题的建筑因采用了内保温反而得到
了改善。

防潮性能审核

满足以下条件时可认为其满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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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
在 PHPP 中，各外窗的特征值均应根据其所用

只阐明标准尺寸整窗的特征值（Uw 值）不符

幕墙、透明与非透明门、天窗、采光穹顶、

组件的产品数据进行计算（见下表）。

合认证要求。除外窗的特征值外，还需要对

排烟阀等产品的特征值进行审核。以下说明

窗户组件与待验证特征值总览

也适用于这些产品：

需要审核的内容
组件

产品

特征值

玻璃

制造商和产品

传热系数

被动房认证或制造商根据 EN 673 (Ug) 和 EN 410 (g-值) 进行计算→ 验证

对于小于 1.0 的值，精确至小数点

名称

(Ug 值 )

示例 – 见“示例文件”一章

后两位；仅接受计算值，非实验室

建议

测试值
太阳得热系数 (g 值)
窗框

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

窗框的制造商

传热系数

被动房证书或符合 EN ISO 10077-2 的计算验证 → 验证示例– 见“示例文

对于小于 1.0 的值，精确至小数点

和产品名称

(Uf 值)

件”一章

后两位；仅接受计算值，非实验室
测试值

间隔条的制造

窗框宽度

根据被动房证书或窗框型材的图纸

玻璃边缘热桥

可使用取得 PHI 认证的间隔条特征值，或被动房窗框认证证书中的特征

商和产品名称

值（仅适用于窗框和间隔条组合模式相同的情况），或 → 示例验证 –
见“示例文件”一章→ www.passivehouse.com → 组件数据库 → 间隔条

安装方式

安装热桥

被动房认证证书(如果安装方式与证书一致)，或 PHPP 用户手册中的安
装示例，或其他热桥目录中的安装示例(如果方式一致)，或热桥计算→
示例验证 – 见“示例文件”一章

遮阳措施
整窗

可能的制造商

活动遮阳的折减因数，如百叶或卷

例如，PHPP 用户手册中列出的值，见“遮阳”章节；遮阳控制信息(手动/

和产品名称

帘

自动)

制造商提供的门窗表，包括不同窗口所采用的窗框、玻璃和间隔条的尺寸和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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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表
确保图纸和 PHPP 中使用的名称相同

尺寸

玻璃和窗框的类型
(U 值, g 值)

面积
材料
比例尺：
1:50
或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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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解释

窗框传热系数 (Uf-值)

玻璃传热系数 (Ug-值)

这个值表示窗框的隔热效果。被动房认证只

这个值表示玻璃（不包括玻璃边缘）保温效

果是塑料窗框，则必须将窗框内的所有增强

果。这个值越低，冬季的热量损失和夏季的

能采用计算值（而不是实验室测试值）。如
钢衬考虑在内。

得热就越少。如果数值低于 1.0 W/m²K，应
精确至小数点后二位。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精
确度，认证师会采用较为不利的进位取值。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对该值进行审核：


被动房证书



厂商根据 EN 673 或 ISO 15099 计算的结
果

太阳得热系数 (g-值)
这个数值表示太阳辐射通过玻璃外表面进入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对该值进行审核：


被动房证书



根据 EN ISO 10077-2 计算的结果

玻璃边缘热桥 (Ψglazing edge)
玻璃边缘的热桥值表示由玻璃边缘的间隔条
造成的额外热损失。该值由所采用的间隔条、
玻璃以及玻璃在窗框中的安装方式的热工特

建筑物内部的百分比，这部分热量会成为热

性决定。

源（采暖期）或冷负荷（制冷期）。该值介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对该值进行审核：

于 1（辐射量全部通过）和 0（没有辐射通过）
之间。.

注： 有时因为隔声、安全、隐私等特殊要求需

要用到有特殊功能的窗户。这些特殊要求通常
会对 Ug 值和 g 值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于认证
来说，在项目的初始规划设计阶段，就要对这
类窗户的技术参数分别进行验证然后再用到
PHPP 中。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对该值进行审核：


被动房证书



厂商根据 EN 410 或 ISO 15099 计算的结
果



“被动房适用窗框”认证证书中有对玻璃
边缘热桥的说明。如果使用的间隔条与
证书中声明的相同，则证书中的值可用
于建筑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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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获得认证的被动房间隔条，证书中

装热桥值会更高。建筑认证要求对精确的安

会体现该间隔条与大量的窗框类型组合

装热桥值进行审核。

时的玻璃边缘热桥值。可以采用与实际

每个窗户的边框(顶部、底部、侧边)、带遮

项目中所使用的窗框最匹配的窗框所对
应的值。


如果有足够的计算余量，则可以采用证
书列表中的值。通常，如果玻璃单元更
厚，或者窗框能够覆盖更多的玻璃，或
者覆盖玻璃的窗框部分进行了更好的保
温，则玻璃边缘的热桥会变小。可以根

玻璃边缘, 凉温气候带

Picture: pro passivhausfenster GmbH



间隔条 (玻璃边缘)
玻璃

间的距离也必须可以在图纸上被识别--这与
计算 PHPP 中的遮阳有关。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对该值进行审核：:


认证被动房适用的组件时,不同安装情况
下的安装热桥也会进行计算。如果证书

的值是否合理。

的安装形式与实际项目的安装形式相符，

具体的窗框、玻璃和间隔条组合的热桥

则可以使用相应的安装热桥系数。

值根据 ISO 10077-2 进行计算。

安装热桥 (Ψinstallation)
窗框与墙体连接处会产生额外的热损失(冬季)
和得热(夏季)，在 PHPP 作为“安装热桥”考虑。
盖，安装热桥会比较小。

窗框

要准备节点大样图。窗侧边缘和玻璃边缘之

据这些规则确定在某一情况下采用表中

如果窗户安装在保温层内且窗框被外保温覆
组件数据库:
www.passivehouse.com → 组件数据库

阳或不带遮阳，只要安装形式有所不用，就

注意：PHPP 中预先设置常规的安装热桥值为
0.040 W/(mK)，该值未经验证不能直接作为
认证使用，仅可在规划设计的初始阶段使用。
该值不是默认值，而是代表安装合理外窗的
安装热桥。如果安装节点没有处理好，则安



目录册中已验证过的数值(如果目录册中
的安装节点与当前项目的安装节点相符)



PHPP 使用手册或热桥目录中提到的可以
采用的其它节点案例

如果通过上述方法无法确定数值，则有必要
计算建筑物中存在的窗口节点的安装热桥。
如果采用简化算法，可以将窗户假设为一个
平板，用窗户的 U 值计算出平板的导热系数，
用于热流计算，不过这种简化的计算方法可
能会引起结果误差，必须与认证师沟通后才
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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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阳
活动遮阳
应提交活动遮阳组件的产品数据表，产品数
据表中应说明产品类型，如果其几何形状对
参数有影响，还要说明其几何形状。可以通
过三种方式审核遮阳系数：

Rocking Horse Nursery, Aberdeen Scotland
Beasweiler high school, Rongen Architekten





其他程序/计算工具的结果不可用于建筑认
证。这里必须始终使用 PHPP 的标准遮阳计
算方法。
三种常见遮阳情况：

PHPP 使用手册中“临时遮阳”一节中表格



水平遮阳

列出的常规系数



窗帮遮阳



突出构件/悬挑遮阳

使用制造商的计算值。采用这种方式时，
实际项目中使用的玻璃的 U 值不得大于
制造商计算时所用的值



计算

关于遮阳计算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PHPP
手册。

根据 EN 13363 计算的结果
或者，designPH2 的遮阳计算也可用于建筑

固定遮阳
对于固定遮阳，应该提交详细的剖面图，说

认证。复杂的遮阳情况可以详细分析并以遮
阳参数导入 PHPP 中。

明与 PHPP 计算相关的遮阳特性。通常指的
是从遮阳构造外边缘到玻璃上边缘的水平距
离和垂直距离。

更多关于 designPH 的信息可查阅：
www.passivehouse.com → PHPP → design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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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Aerex Haustechniksysteme

通风

新风

排风

为了保证良好的室内空气品质，被动房中通

试的温差为室内侧两个风管道（送风管和回

常会安装一台舒适的通风系统持续为建筑物

风管）之间的温差。该数值不适用于建筑物

内的所有房间进行机械通风。在大多数气候

能量平衡的精确计算，因此不允许在 PHPP

条件下，热回收装置可以将通风热损失保持

中使用。

在极低的水平。

对于有被动房认证的设备，热回收效率都是

通风设备

通过精确计算得出的，可以直接用于 PHPP

通风系统的热回收效率对被动房的能量需求

证书规定的范围内即可。

起着重要的作用。热回收效率是指

计算和建筑认证，只要该设备的运行情况在

从建筑内部排出的空气中有百分之多少的热

对于未经认证的设备，可能很难确定允许用

量可以转移到送向室内的新鲜空气中。新型

于计算的热回收效率值。在这种情况下，可

设备的热回收效率可达 90%甚至更高，由此

能需要采用一定的安全系数以确保建筑物能

在冬季损失的热量就会变得很少。

够确实实现被动房的功能。如果使用未经认
证的设备，必须尽早与认证师沟通以便确定

为了用 PHPP 计算出实际的通风热损失，必
须在实验室中测量该设备，即室外侧两个风

回风

送风

管道（新风管和排风管）中的温度，以确定

设备的适用的热回收效率。如果一次性采购
的设备较多，例如用于多层建筑，往往可以
说服通风设备制造商进行产品认证。

所用设备的热回收效率。

通风热回收

除此之外，在测量过程中，热交换器内不得
出现冷凝水。然而在大多数评估方法中，测

大于及小于 600m³/h 风量的通风系统可在组
件数据库中查询 www.passivehouse.com
→component database → Build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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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需要核查通风设备的用电需求，单位

时间和状态; 应提交业主/用户签署的关

为 Wh/m 。该值的计算基础为建筑设计的额

于设备运行模式和时间表设计方案的书

定体积风量，并且应包括设备控制部分的用

面确认书，以备审核。

3

带有送回风及热回收功能的舒适性通风系统的分区

电需求。该值也可以从被动房证书中获取。



所有房间都必须进行机械通风

未经认证的通风设备，可以使用由制造商根



避免空气干燥：供暖期间，避免换气次

据具体建筑的体积风量和压力损失计算得到

数过高导致相对湿度低于 30%的情况 (参

的结果。

考 PHPP 中“通风”工作表)


住宅建筑中，每户住宅的风量都必须可

确定通风系统的规格

以由用户调节（建议设置三种运行模式：

对于建筑认证，设计师必须提交为项目设计

额 定 风 量 / 额 定 风 量 +30%/ 额 定 风 量 -

的通风系统完整的规格尺寸，至少包括以下

30%）。

信息：



流量和总的体积流量

+16.5°C。

对于某些建筑物，认证师可能要求计算

对风量的要求:
住宅建筑: 根据 PHPP 的计算，平均体积
流量为每人 20-30 m³/h,，换气次数不小
于 0.3 /h；PHPP 中使用的是平均体积流
量，而不是最大体积流量（设计值）。


通风系统不可引起不舒适的吹风感。为
了确保舒适性，送风温度不可低于

（包括控制单元的待机需求和用电需求）





标出每个风阀和空气溢流口各自的体积

管网的压力损失和由此产生的电力需求

送风管热成像图

通风量必须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节。在

非住宅建筑: 风量根据具体项目确定，每
人 15-30 m³/h （特殊用途的建筑所需风
量可能更大一些）；应考虑不同的运行

通风方案
必须提交通风系统的完整方案，其中至少应
包括以下信息：


通风管道:
o

位置

o

长度

o

横截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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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有保温措施时，保温材料的厚度、导
热系数和阻汽性能（仅适用于输送冷
空气的管道）





通风口:

Literature & Tools → Tools & Aids
风量调试报告的示例文件 – 见“示例文件”一章



防冻装置 (比如预加热盘管)

o

新风和排风口的位置



后置加热盘管

o

空气溢流口：位置和横截面积



地埋管换热器:

管道配套部件：
o

消声器: 位置和类型

o

如果居住空间内的噪声超过 25 db(A)，

o 热回收效率计算
o 如果采用盐水换热器：必要时需提供
水泵和其他部件的参数数据表

非住宅建筑或居住建筑回风房间内的

检查清单：通风系统正确安装了？相关信息

噪声超过 30 db(A)，则需要对设备房

可查阅：www.passipedia.org → Mechanical

间内的通风装置进行额外的降噪措施。

systems → Ventilation

过滤器：室外新风和回风过滤器的位

风量调试报告

o

防冻装置

o

供热盘管

安装通风系统后，所有风口的风量必须调试

o

其他管道配套部件(防火阀等)

到设计水平。这是确保通风系统按预期工作，
并确保能耗与计算相符的重要途径。



地埋管换热器
o 长度
o 安装深度和方法
o 管材和管径

体积流量测量

数数据表（若含以下部件）：

送风和回风口的位置和类型

置和过滤等级

房通风软件程序详见 www.passivehouse.com →

除通风设备外，还应提交下列部件的产品参

o

o

可以为设计师进行被动房通风系统设计的被动

通风设备的审核和技术数据表

这一程序将由通风工程师记录在风量调试报
告中。PHPP 最终版本中的数值必须与记录在
案的额定运行条件下的风量测试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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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P 附带的文件中包含一个空白的风量调试报告

风量测量的不确定性常常大于测量值的 10%。

模板，名称为“通风系统调试记录”。不过也可以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确保使用的测量装置的

使用其他模板，只要风量调试文档中至少包括以

测量范围与所需测量的体积流量相匹配。

下信息即可：

必须对所有送风和回风阀的风量进行调试并
记录在文件中。



项目名称



建筑所在地址



调试人员的姓名和地址



调试时间



通风系统的制造商和型号



额定运行工况体积流量设计值

风量平衡调试方法有以下三种方式：



调试后的额定运行工况体积流量测量值



室外新风和排风的风量平衡（质量或体积流量）



如果对于某些公共建筑来说无法做到这一点，
则至少应测量通风机组(新风/排风)及其主管
道内的体积流量。

体积流量，适用于风口易于触及的情况

（不平衡度不得超过 10%）


测量的合理准确性。

备选方案 1：在通风机组中含有精度足够
的内置体积流量测量系统。

强烈建议在测量体积流量时，尽可能使用零压力
补偿法的装置，如风量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推荐方法：测量室外新风口和排风口的



备选方案 2：使用调试后的送风量总和与
回风量总和进行校准（仅适用于风口个
数有限的系统）

还应该注意的是，大多数风量测量装置在测量小
体积流量时，只适用于有限的范围，尤其是测量
被动房中送风或回风口的风量，所以要求测量的
体积流量应位于设备有效测量范围之内。

厨房通风
鉴于被动房建筑的高效节能和舒适性要求，
在建筑能量平衡中考虑厨房抽油烟机的正确
设计变得越来越重要。
住宅被动房用厨房抽油烟机系统可查阅：
www.passivehouse.com → Literature & Tools →
Free literature → Research work → Ventilation

夏季通风
在许多气候条件下，夏季开窗通风有助于避
免过热或减少制冷需求。
当认证师对使用该措施有疑虑时，例如位于
交通要道附近的住宅楼采用夜间通风，可以
要求业主或未来住户提供书面确认函，说明
将会按照 PHPP 中确定的夏季通风措施实
施。
这是因为位于交通主干道旁的住宅，由于噪
音的影响，住户在夜间可能不愿为了夜间制
冷而开窗，这时认证师就会对夏季通风措施
存有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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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和生活热水
被动房极低的采暖需求可以使用简单、经济

此外，还需要不同工况点的制热功率和能效

的技术来实现。由于用于生活热水的能源需

(COP-性能系数)来评估热泵系统。对于采暖

求与建筑采暖需求的量级相当，因此也应重

工况，需要提供不同室外气温（通常为-7℃、

视高效的生活热水制热技术。

0℃和 7℃）下的制热功率和 COP 值。

制热设备
紧凑型热泵机组
使用 PHPP 中的“紧凑”工作表可对此类设备建
模计算。获得认证的被动房紧凑热泵机组的
所有相关数据都可以在证书中找到。

对于生活热水制热（加热和再加热），还必
须提供室外空气温度为 20°C 时的制热功率和
COP 值，以便能够评估夏季的热水运行情况。
总之，必须提供至少三个运行点外加 20°C 室
外温度下热水的测量值。该检测最好由独立
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

如果采用未经认证的设备，内含的通风系统
被动房用紧凑型排风热泵机组原理图

热回收参数对于在 PHPP 的“紧凑”工作表中进

获得认证的紧凑热泵机组详见

行充分准确的计算非常重要。必须提供类似

www.passivehouse.com →component da-

于通风机组参数（见“通风设备”一章）的证

tabase → Building services

Foto: © Bin im Garten
© Drexel&Weiss

明资料。

紧凑型热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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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泵
使用热泵室内供暖
热泵可在 PHPP 的“热泵”工作表中建模。为了获得
足够精确的计算，需要不同热源（空气、土壤、
水）和散热（热水）温度下的热泵的能效参数
（COP 系数）的值。至少应有三个测点的测量值。
最好由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测试；不过，也
允许使用制造商提供的产品数据表中的数据。

锅炉
关于供暖系统的空气-空气热泵和单独的
热泵热水器的说明：

在 PHPP “锅炉”工作表中可以对某些类型的锅

通常，制造商能够提供的热泵的技术数
据都与 PHPP 计算要求输入的不同。在这
种情况下，作为权宜之计，可以使用制
造商提供的数据通过简化的估算法来确
定必要的输入值。

计算。当然也可以使用用户自定义的输入值。

更多信息请联系项目认证师。

炉在标准值条件下的效率和最终能量需求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应将锅炉的产品数据表
提交给认证师。对于用户自定义的计算，产
品数据表中要清楚的体现出输入到 PHPP 中
所有参数。

集中供暖
使用热泵制取生活热水
对于以室内空气为热源的热泵，在需要供暖的气
候中的实际效率取决于所使用的空间供暖类型
（热泵、燃气锅炉等）。

在 PHPP “集中供暖”工作表中，计算了集中供

埋管换热器和地中集热器
如果使用地源热泵（垂直或水平回路），则
必须填写完成 PHPP 中的“地源热泵”工作表。
工程师或施工单位编写的设计文件应提交给
认证师。设计文件中至少应清楚体现出埋管
换热器的长度和数量。“地源热泵”工作表中

暖及其一次能源性能。
如果满足根据传统的一次能源需求（PE）计
算的要求，则必须提供所用热源 PE 系数的相
关证明资料。通常，发电厂必须是 PHPP 中
指定的类型之一。如果与 PHPP 中的标准值
有偏离，则必须事先与认证师沟通达成一致。

的其他输入可以采用预设值。如果要计算精

如果一次能源需求是按照新方法（PER）计

确，也可以将具体项目对应的数据输入进来，

算的，则需要在 PHPP 中进行以下输入：

这些数据可以在提交给认证师的设计方案里
面有。



在“热网”项目下，输入的值为建筑用
地范围以内的集中供暖管网提供的有
效热量占热力提供者供给管网的热量

PHPP 中选定的土壤类型也需要进行核实，例

的百分比。如果输入 70%，意味着 30%

如可以根据当地地热能相关标准进行核实。

的管网损失和仅 70%的可用热量。如
果没有确切的数据，可以通过 PH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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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辅助计算粗略估计管网中的热量损失，

PHPP 中给出的三种标准特征值之一：平板集

自 PHPP9.7 开始有此功能。

热器，改良型平板集热器和真空管集热器。

此外，还需要为热电联产或集中供热和高峰负荷
用锅炉选择能源种类，如果主要的供热方式不能

太阳能储存：见“热水储水箱”部分(本页的后
面部分)。

如，如果现在仍在使用燃油，则应选择 22-EE-甲
醇，如果使用天然气，则应选择 33-EE-天然气。
此外，还应说明夏季时热水器是否也使用热电联
产。如果不使用，则应在下一个方框中选择夏季
热水器使用的能源，然后回答以下问题：夏季热
水的能源是否也由集中供热网提供(考虑管网损失)，
或由项目自行提供（ 例如通过一个循环加热器）。


在“热电联产和高峰负荷用锅炉”一章中，只需
输入热电联产厂和高峰负荷用锅炉（如果使
用）的贡献率。上述所有信息必须由供应商
提供。

效能比或集中供暖中转站的利用率应通过暖通工
程师提供的相关产品数据表来验证（典型值在

用电量可使用 PHPP 中给出的标准值。如果
输入的值更低，则需要提供相关产品的数据

储存和分配

热水储水箱

以下为输入到"热水+分配" 工作表中的内容。

应提供热水储水箱的产品数据表，其中应包

管道

括热损失率（W/K）这一参数。如果只有与
欧盟能效级别相关的信息，则可以使用 PHPP

应提交暖通平面图，平面图中应包括所有空

中“热水+分配”工作表中的辅助计算工具来计

间的供暖分配管道以及热水循环管和分配管，

算热损失率。如果采用欧盟能效分级以外的

所需信息如下：:

分级标准，需要咨询认证师。对于太阳能储



位置



长度



管道标称宽度



保温：种类 、厚度和导热系数

水箱，除了储水箱容积（L），数据表中还
应包括其待机比例（百分比）。

淋浴废水的热回收
如果从淋浴的排水中回收热量，对于获得认

无热桥安装，特别是热水管道的安装，对能

证的设备，只需要考虑选择合适的组件即可，

源需求有很大的影响。在 PHPP 的“热水+分配”

很简单。

90%-95%之间）。

工作表中，如果“配件、管件等的保温质量”

太阳能集热器

的施工质量的示例照片作为证明材料。PHPP

太阳能热水器在“太阳能热水”工作表中建模。其

供暖循环泵、热水循环和储存罐的供给泵的

表来验证能耗。

满足冬季最冷时段的需求，锅炉就会被启用。现
在只能选择 PER 评价体系中提供的能源种类。例

泵

选择的是“中等”或“良好”，则需要提供对应
用户手册中对无热桥安装的措施进行了说明。

也可以考虑使用未经认证的设备。对此，如
果不能做到更为准确的验证，也可以接受以
下评估方式：将按照 NEN 7120（荷兰 KIWA
证书）、CAPE/RECADO-PQE （法国根据 CSTB

特征值通过产品相关的数据表或检测报告验证。

进行的测试，热水和冷水连接的测量值）或

如果没有产品数据，可以按照所用产品类型使用

CSA B55（加拿大测试标准）测得的效率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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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态效率输入。可以假设设备每升水的有效空载

为了减轻正压力的积聚，一些市政区域要求

对于非住宅建筑，应针对具体项目在 PHPP

时间为 10 秒。

管道系统仍要保留一根向外排气的管道。在

中进行热水需求的计算。对于典型的办公室

这种情况下，地面主管道可在进入建筑围护

建筑，如果不进行详细的计算，可以设定为

结构前与室外联通。类似的，围护结构内的

12 l/(P*d)。

获得认证的排水热回收系统详见：
www.passivehouse.com →component database
→ Building services

雨水管应在顶部安装 P 形管。
如果这些解决方案中的一个或多个都不具有

污水管（以及围护结构内的雨水管）

可行性或不允许使用，或雨水下水管在围护
结构内，则在进行 PHPP 计算时一定要考虑

下水道的污水管应该尽可能的在建筑围护结构内

到额外的热损失（参见 PHPP 用户手册，“面

部配备管道曝气器，而不是屋顶的通风设备。否

积”工作表）。

则的话，当使用内排水时，必须考虑 PHPP 计算中
的额外热量损失（参见 PHPP 手册中的“面积”工作
表）。管道保温层的位置、长度和通风/排风以及
类型、厚度和导热系数必须能够在提交的技术规
划方案中被清楚地识别。

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整个垂直管道网都采用
50mm 厚的保温。提交的技术方案中一定要
包括管道的位置、长度和通气类型，以及管
道保温的类型、厚度和导热系数。

当地面管道中的空气温度高于外部空气时，垂直

热水需求

穿过建筑的外部排气管道会因为烟囱效应产生热

住宅建筑的热水需求规定为每人每天 25 升

损失。

（水温为 60℃）。这个标准值不得更改。目

为了避免烟囱效应，如果可能的话，建筑围护结

前尚未考虑住宅用的节水装置。

构内的污水下水管应安装一个管道充气阀而不是
屋顶排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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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
被动式制冷措施，如遮阳措施和夜间通风，

分体式设备（管道型和非管道）：将常规的

在夏季对于许多被动房建筑物是足够的。

SEER（季节能效比）/ESEER（欧洲季节能效
比）值作为季节性能系数过于乐观，不合适。

Rocking Horse Kindrgarten, Aberdeen Scotland

根据气候、建筑特点及其用途，可能需要主
动制冷措施和设备。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限
制用于制冷和除湿的能量需求，具体限值取
决于气候、内部湿热负荷和换气次数（对于
非住宅建筑）。如果制冷需求的值较高，还
需要对冷负荷进行限制。具体要求见 PHPP
的“验证”工作表。

认证需要完整的制冷系统施工方案。

Picture: Mirko Hertel Fotografie, Labor, Nossen

运行模式的证明文件应包括以下信息：


开/关模式：是或否？



即使压缩机关闭，风机仍持续运转？



再循环风量与制冷功率的关系

除非另有规定，应使用 EER（能效比）（室
外温度 35℃和室内温度 27℃条件下的测量结
果）作为季节性性能系数。
欧洲能效标签中已不再使用 EER 这个值，不
过可以从制造商提供的数据表中导出这个值。
功率等级及相应的循环风量流量和调节类型
（可变/固定速度） 也是必须提供的。

水系统制冷，例如毛细管混凝土、冷却天花
板、冷却梁和冷水盘管：35℃室外温度和典
型的冷水温度下的季节性能系数根据制造商
提供的数据表得出。对于自由制冷的情况，
例如，在寒冷、温和的气候条件下通过埋管
换热器制冷，PHPP 计算时必须考虑泵的能耗
并对其进行核查。

此外，必须提交具体制冷设备的能效验证资
料。设备的性能必须根据制造商的数据表确
认。具体来说，必须考虑以下几点：

LCT One Dornbirn Picture: Norman A. Mü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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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体式除湿器：美国常用的能效参数是指在



位置

26.7℃和相对湿度 60%条件下的能效，单位



长度

为 l/kWh，换算为以 kWh/kWh 为单位的数据



管道标称宽度

后(乘以 0.7 kWh/l)即可直接使用。欧洲的能



保温：类型，厚度和导热系数

效参数通常以 30℃/80%为基础，因此不适用；



顺流温度设计值（例如支管供给温度）

将这些数值除以 1.4 即可转换为通用边界条
件下的参数。
PHPP 计算中不考虑位于建筑物内部的单体设
为了证明采用的技术措施可以满足 PHPP 计
算中的制冷和除湿负荷，认证师会需要更多
的证明资料。如果制冷和除湿的功能没有分
开，还要检查安装的设备的显热比（SHR）
是否足以承担常规除湿任务。

制冷分配

Single family home in Pirna © Steffen Spitzner

只有管道位于热围护结构外面时，或者虽然
管网位于围护结构内，但在不需要制冷的温
和的季节仍在运行时，制冷分布系统才会有
热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应提交暖通平面图，
并显示出制冷分配管道的以下信息：

备的制冷剂管道，因此不需要提交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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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和照明
由于被动房和 EnerPHit 建筑节能改造对供暖
和制冷的需求很小，用于其他用途的能源需
求占一次能源总需求的比例较大。因此，有

Single family home in Pirna © Steffen Spitzner

效率地使用电力更为重要。

计算范围
在 PHPP 中，只考虑了建筑围护结构内的耗
电量。这一考虑同样适用于能耗计算的其它

对于住宅建筑，可以使用 PHPP“用电”工作表
中预先设定的标准值。不需要对各个设备的
特征值进行核查。

注: PHPP 附带的文件中的计算案例所采用
的家用电器的特征值都较低。不能用作
标准值！

特征值，是能耗计算的边界条件。因此，地
下停车场的照明或花园内游泳池循环泵的用
电量不予考虑。不过，对于既可能位于围护
结构内也可能位于围护结构外的一些常用电
器，也有例外情况。例如，即使洗衣机位于
热围护结构之外的非采暖地下室内，其能源

Bonifatius-School Frankfurt am Main

住宅建筑

如果项目所用设备的效率比设定的效率标准
值更高，可以在 PHPP 中输入其特定值。在
这种情况下，需要向认证师提供包括其标准
耗电量在内的设备数据表。

需求也必须考虑在内。具体规则详见“PHPP

公共建筑

计算的边界条件”一章。

与住宅建筑不同，公共建筑的用电量没有标
准值，因此，必须对 PHPP“非住宅用电”工作
表中数据进行逐个核查。

Frankenberg School, Michael Tribus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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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

其他电力需求

如果没有详细的照明方案，则根据所安装的

许多影响建筑物电力需求的因素在评估标准

照明器具和满负荷工作小时数，按照 PHPP

建筑（比如满足建筑规范的建筑）时没有考

“非住宅使用”工作表中的使用工况计算用电

虑，因此往往被忽略。其中包括电梯、家用

量。如果有合适的照明规划方案，并且用户

冷水泵、辅助房间（ 垃圾间、电梯机房）的

自定义的值可以通过核查，也可以用这些值

排风扇。

来计算用电量。

办公设备
所有用电量大的设备，例如配备显示器、复
印机、打印机、服务器等的个人计算机，都
必须在 PHPP 中加以考虑。应向认证师提交
能够体现正常使用和节能（待机） 模式下的
功耗的数据表。

厨房
通常，烹饪和餐具洗涤的用电量可采用每顿
热餐所需能量的 PHPP 标准值。在这种情况
下，不必对烹饪设备进行单独的核查。
不过，如果能够提供烹饪和洗碗机的功耗技
术数据表，且这些特征值更低，也可以采用

项目团队应尽早在设计过程中与指定认证师
合作，以确定影响因素并就其评估方法达成
一致。
对于所有这些电气需求较大的设备，均应提
交相应数据表，以验证 PHPP 输入的特征值。
计算电梯用电量的工具详见
www.passivehouse.com → 文献与工具 →
工具与辅助

使用工况
PHPP（“非住宅建筑使用情况”工作表）中确
定的使用工况必须有建筑使用者的书面确认，
才能作为核查依据。

这些值进行详细的核查。

关于建筑能效服务的小贴士详见

冰箱和冷藏柜，以及其他不直接用于做饭的

www.passipedia.org →被动房认证→建筑
认证

相关设备的用电量不包括在标准值中，因此
有必要分别验证其电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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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
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产出
提高能效的同时利用可再生才可能取得能源

但是，如果产生的可再生能源超过了标准要

革命的胜利。由于被动房和 EnerPHit 节能改

求，则在一定程度上（认证所需）PER 需求

造的能源需求很小，为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提

降低了。反过来说，如果 PER 需求小于限值，

供了最佳的成本效益条件。为了达到被动房

则相应的可再生能源产出可以减少。

和 EnerPHit 节能改造 Plus and Premium 等级，
必须提供可再生能源产出的证明资料。如果

注: 同样的，对于 PHPP 中的验证工作，

没有能源产出，则只能达到被动房的普通等

有多少产出的电能用于项目本身并不重

级。

要。因为将产出的电力并入电网，经过

原则上，产出的可再生能源是不能从能耗需

缓冲或直接被他人使用，和直接用于项

求计算中扣除或者抵消。而且对于 PHPP 计

目本身并没有区别。

算，生产电能的具体用途也没有影响。
回送至公共电网的电能，同时可以被存储或
直接使用，属于用户用电消耗的一部分。

"Plus"等级被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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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的参考面积
在 PHPP 中，用于供暖、制冷和一次能源等
的能源需求是根据 TFA 面积得来的（大致对

注: 因为单位面积可再生能源需求
[kWh/(m²TFAa)] 和 可 再 生 能 源 产 出
[kWh/(m²footprinta)所基于的面积不同， 因
此两者之间不能直接比较。

应于居住面积或使用面积）。这样的话，能
源需求可以描述为每平米有效面积的需求，
是合理的。
可再生能源产出则不同。如果产出也使用基
于居住或有效面积的建筑参数或限值，那么
对单层平房会比对多层建筑更有利，因为对
于前者，居住面积小，而潜在的产能面积
（例如安装太阳能热水器或光伏板的屋顶）

计算建筑投影面积

则相对较大。
然而，相对来说单层建筑的面积消耗更高，
因此采用 PER 评估体系时，不应该比多层建
筑更具优势。这就是为什么在 PHPP 中可再
生能源产出是基于“建筑投影面积”。即等于

Picture: Bjmullan

建筑物的最大外部尺寸，大致相当于光伏系
统可利用的屋面面积，也等于建筑物占用的
基础面积。因此，无论建筑层数多少，其适
用的可再生能源产出的要求是类似的。

什么类型的可再生能源可考虑?
传统式，可再生能源产出最典型的是建筑物
自身或附近建筑屋顶的光伏发电。如果光伏
发电系统很小，成本/效益比未必会很好。
有些建筑物的条件也不利，例如遮挡严重或
方向不利。
因此，作为替代办法，建筑物所有人或(长期
用户)也可以通过投资于与建筑物无空间关系
的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来满足这一要求，
例如参与投资建造风电电场。只有对新系统
投资才能满足这一要求；购买已有的可再生
能源发电系统不包括在内。根据业主/用户
在总投资中所占的份额确定可被计算在内的
电量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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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考虑多种可再生能源，如光伏系统、太
阳能发电厂、风能发电和水力发电。

下列可再生能源不考虑在内：


生物质能的使用(已经在 PHPP 的生物质

屋顶上的光伏板

Picture: Wamsler Baumgärtner

能预算中有考虑, 更多信息参见
www.passipedia.org → 被动房认证 → 新





从数据表中提取的逆变器的效率



光伏模块的数量，例如通过采购收据来
证明这一点



对于非安装在建筑物上的可再生能源产能系
统，必须提交下列资料以供核查：

被动房等级)



所有权的证明

废弃物发电厂和地热能利用 (并不是可持



如果只拥有整个系统的一部分，提供所
有权份额证明

续的“可再生”)


排布、倾斜角度和遮挡相关设计方案

太阳能 (用于产热的部分，可以降低



系统预计年发电量验证资料（模拟计算）

PHPP 的 PER 需求，因此不能再作为可再
生能源产出来考虑。)

未安装在建筑物上的可再生能源产出系
统的确认单示例-请参阅“示例文档”一

可再生能源产出的必要核查
在 PHPP 中输入安装在建筑物上或建筑物总

幕墙上的垂直光伏板

Picture: Thomas Graumann

平面图内的光伏系统的特征值，从而计算逆
变电源后的年发电量。为核实输入 PHPP 的
特征值，必须提交下列文件：


光伏模块数据表
o

额定电流、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

o

短路电流与开路电压的温度系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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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密性测试
围护结构的良好气密性对于保证建筑的低能
耗、热舒适性和结构完整性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气密性必须通过测试(称为鼓风门测试)
来验证。认证时，应提交完整的由测试人员
签署的证明满足限值要求的测试报告(扫描
件)。
气密性测试必须按照 EN 13829(方法 A)进行。

体积计算
计算 n50 渗漏率所需要的热围护结构内的空
气体积 Vn50 应根据各个房间的空气体积进行
确定。报告中应详细记录计算内容，且应与
PHPP 中输入的值一致。应将热围护结构内的
总的空气体积考虑在内（包括楼梯）。从图
1 中可以更清楚的了解该值的特点。

或者，也可以根据 ISO 9972(方法 1)进行测试。
不 过， 在这 种情 况下 ，必 须使 用根 据 EN

无论建筑物的施工进度如何，都应始终使用

13829 确定的净空气体积来计算 n50 值。在

完工时的尺寸(例如，还没进行找平层的施

偏离规范的情况下，需要对正压和负压各进

工)。吊顶以上的体积不计入空气体积。这与

行一系列检测。

是否已经安装了天花板，天花板是否与墙壁
紧密相连，或天花板上是否有各种孔洞(“声

关于 Vv 和 Vn50 区别的文章可以查阅：
www.passipedia.org → Mechanical systems
→ Ventilation

学天花板”)无关。石膏层造成的体积减少不
需要考虑。

单户住宅的 TFA 面积和 Vn50 计算 – 请查
看“示例文件“章节。

图 1：用于计算建筑物气密层内的气体体积的信息。红
色虚线表示气密层。

图 2:体积计算时不考虑窗洞口、门和通道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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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时间

测试方法

应控制建筑物全面完成后的气密性，因此，

方法 A 或 B？

测试应在建筑物完成后进行。然而，这时候
所有的安装、抹灰饰面等的工作都已完成，
许多重要的连接部位和气密层的渗漏部位用
非破损方式已经不能接触得到。如果气密层
中还存在渗漏情况，也就无法进行修复。所
以采用这个时间点不合适。

为了用 PHPP 计算建筑物的能量平衡，建筑
正常运行时的使用工况很重要，因此被动房
的气密性测试必须按照 EN 13829 的方法 A 进
行。不过对于被动房来说，方法 A（使用工
况）和方法 B（建筑围护结构的测试）一般
没有区别。通风系统的进风口和排风口是唯
一特意留的开口，测量时密封即可。为了认

基于这一原因，应在气密层完成后立即测量
渗漏率(如窗户安装、屋顶气密性膜等)，这
用风速计在一个尚未正确调整的窗口测量压力试验期间的空气速度

证进行测试，需要所有临时封堵的准确、全
面的证明资料。

样可以很容易找到渗漏点并进行修复。如果
测量时尚有建筑物围护结构组件缺失，会对

对间歇性运行的非住宅建筑进行气密性测试

检测结果造成影响，使检测结果的分析更复

时，已安装到位的阀门（如 HRV 通风口、烘

杂，如果在施工完成之前进行测试，将组件

干机通风口）必须关闭，但是不用用胶带进

尚有缺失情况下的结果用于认证，只有在特

行额外的密封。

殊情况下才能接受。

其他密封工作
在“施工阶段”完成渗漏测试后，负责施工的

测量时不应对建筑围护结构进行其他密封工

建筑管理人员应确保后续施工不损坏气密层。

作(钥匙孔、非气密窗户、猫眼等)。

只要有理由认为气密层可能遭到了破坏，就
测量过程中通风系统室外空气进气和排气口的临时密封

应该再进行一次测试。正常情况下，一次气
密性测试就足够了。

唯一的例外是对可能影响气密性的尚未安装
的建筑组件用胶带进行临时密封(例如，缺少
门槛，水管中缺少弯头)。同样，应详细记录
这些采用胶带密封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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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密性测试完成报告?
是否所有的一般信息都包括在内了?
- 测试人
- 项目名称
- 测试时间
- 设备
- 室内外温度
- 风速
-流动系数 Cenv
- 渗漏系数 CL

检查清单可从以下链接下载：www.passipedia.org →
Planning and building a Passive House → Airtight construction

气密性测试是按照 EN13829 (测试方法 A)或者是按照 ISO9972(测试方法 1)进行的？
建筑空气体积是否已经包括了所有房间计算的体积？计算是否正确？
风机的安装位置是否已记录？
建筑围护结构的临时封堵是否已记录
（至少室外进气口和排气口是密封了的）？
是否正压和负压下的系列测量都进行了？
对于每组测量，是否包括了 5 个不同压差的测量点(最高压差±50 Pa)？
流量指数“n”是否介于 0.5 和 1 之间（如果不在，表示由于围护结构变化而存在测量误差，例如窗口打开着）?
自然压差的平均值是否在-5 和 5 Pa 之间（每组测试在测试之前和测试之后要都进行自然压差的测量）？
注: 当风速大于 6m/s 或风力大于 3 蒲福（Beaufort）时，通常会超过自然压差的规定限值。
建议：应在气密性测量前进行负压条件下的渗漏检查，对所有较大的渗漏进行修补，并记录在案。
例外：对于高层建筑的测试（例如，高楼建筑），需要使用特殊的边界条件。请联系您的认证师或者 building.certification@passiv.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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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记录
施工过程中应有能够说明问题的照片作为证
明文件。不过，没必要对所有措施进行全程
摄影记录。照片最好是在安装过程中、还没
有被装饰层等覆盖的时候拍摄。通常，应拍
摄下列部位的照片：


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最好在照片中有
测量尺以显示保温厚度）



o

底板或地下室顶板

o

基脚边缘区域

o

墙体保温

o

屋顶保温

产品数据标签
o

窗框和玻璃

o

供暖和制冷装置

o

通风装置



风管的保温和联结



供热、热水和制冷管道及配件的保温和
联结


举例说明的照片

其他与能源有关的建筑细节，如热桥

建筑认证需要提交的建筑工地照片的检
查清单 – 请查看“实例文件“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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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监理声明
为了控制认证费用，建筑认证不需要认证师
对施工过程进行监督。而是由建筑所有者指
定的施工监督负责人承担确保所有施工均按

Multi family home Frankfurt a.M.

照提交给认证师的文件进行的法律责任，并
且要有施工监理的声明。

项目经理声明的模板见 www.passipedia.org
→ 被动房认证 → 建筑认证 → 需要提交的用
于认证的文教示例

© MBRSC/ Dubai

只要将签名的声明以扫描件的形式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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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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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源
被动房和 EnerPHit 节能改造 -

建设完成的项目

活动

通用信息
Passipedia
基于 20 多年的研究和实践经验，不断扩充的关
于节能建筑和建筑改造的知识数据库。
www.passipedia.org

被动房数据库 Passive House Database
数千栋被动房及 EnerPHit 节能改造项目数据

全世界的被动房在这几天向公众开放。

库，包括项目图片和说明。

www.passivehouse-international.org/index.php?page_id=262

www.passivhausprojekte.de

Active for More Comfort: The Passive House
关于被动房标准和用被动房组件进行节能改造
的基本信息的免费的信息手册。
www.passivehouse-international.org/index.php?page_id=70

被动房、 EnerPHit 节能改造和 PHI 低能耗
建筑标准
被动房研究所的建筑标准及认证程序说明。
www.passiv.de/downloads/03_building_criteria_en.pdf

国际被动房开放日

国际被动房大会

详细的项目文件 Detailed project documentations

最重要的国际被动房活动，将来自世界各地的

已完成的大量的被动房和 EnerPHit 节能改造项

约 1000 名专家聚集在一起。

目的详细的技术文件。

www.passivhaustagung.de/en

www.passivhausplaner.eu/index.php?page_id=294&level1_id=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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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和培训

组织机构

被动房和 EnerPHit 节能改造项目认证
关于被动房研究所质量保证计划的资料。
www.passivehouse.com/03_certification/02_certification_buildings/01_benefits-of-certification/01_benefits-of-certification.htm

被动房施工人员
提供被动房研究所相关培训信息，同时也是最
大的被动房施工人员数据库，拥有数千名的执
业被动房施工人员。

全面的获得认证的适用于被动房的组件数据库。
https://database.passivehouse.com/en/components/

被动房设计师
提供被动房研究所相关培训信息，同时也是最
大的被动房设计师数据库，拥有数千名的执业
被动房设计师。
www.passivhausplaner.eu

独立的研究机构，在制定被动房标准方面发挥
了关键作用。
www.passivehouse.com

www.passivehouse-trades.org

组件数据库

被动房研究所

国际被动房协会
一个连接世界各地专家的全球网络。
www.passivehouse-internation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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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认证时是否可以将建筑物局部排除在外，例如

为获得认证，联排建筑中的每一栋都要满足认

进行认证时，是否只有执业被动房咨询师和设

商住两用建筑首层的商用空间？

证要求吗？

计师才能进行 PHPP 计算？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基本上，要获得认证应

是的，但是认证可以将整排房屋作为一个整体

被动房研究所建议委托执业被动房咨询师或设

该具有完整的保温和气密的围护结构，例如联

进行计算，也可以对各个房屋进行单独计算。

计师进行 PHPP 计算。不过，原则上，任何具

排别墅、公寓楼或办公楼。能量平衡计算时不
允许将建筑物的某些部分排除在外。在偏离这
一基本规则的情况下，可以对下列建筑的局部
进行认证：




一计算结果。

根据被动式房屋研究所标准认证的联排房屋

www.passipedia.org → 被动房认证 →

是否只允许使用获得认证的被动房组件或者满

如果建筑未通过认证，是否可以将其称为被动

建筑认证 →标准补充条款

足组件认证要求的建筑部件？

房？

不是，但是如果整体使用被动房组件有助于规

被动房标准是由被动房研究所定义的，但没有

划设计和认证，因为这些组件经过独立测试的

注册为商标进行保护。即使不进行认证，也可

能源相关特征值可用于 PHPP 计算。不过，采

以由，比如一名能源顾问使用 PHPP 对其是否

用未经认证的产品也是允许的，只是这样就需

满足被动房要求进行核查。如果所有的要求都

要提供性能参数的可靠证明，可能会花费很多

能够满足，即使没有认证，也可以称这座建筑

时间或者很难做到。

为“被动房”。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该建筑不

既有建筑的附件建筑，但它们至少要共
下室顶板
一幢混合用途建筑的上层建筑，不包括
底层的商业或商用空间，具体情况见：
www.passipedia.org → 被动房认证 →
建筑认证 → 标准补充条款



→ 被动房认证 → 建筑认证 → 补充的标准→

备足够资格的人都可以准备并向认证师提交这

联排建筑中的一栋建筑

用一堵外墙、一个屋顶和一个底板/地


详细的认证流程说明见： www.passipedia.org

如果公寓大楼的某些公寓正在进行改造，
那么根据 EnerPHit 节能改造计划进行
预认证是可能的

对于被动房标准、采用能源需求方法的
EnerPHit 节能改造标准和 PHI 低能耗建筑标准，
也可以安装不符合被动房适用组件标准的组件。
前提是不损害热舒适性和防潮性。

能使用带有被动房研究所标志的“获得认证的
被动房”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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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房执业设计师与执业认证师的区别是什

某些特殊用途的建筑，比如游泳馆、超市、医

么?

院等，是否也可以进行被动房认证？

被动房执业设计师或咨询师均获得了被动房研

特殊用途的建筑也可以进行被动房认证。相关

究所的认可，有资格进行被动房相关的计算或

要求可能与普通的被动房认证有点不同，因此

规划设计。现在世界上有数千名执业设计师。

在初期规划阶段尽早向被动房研究所咨询是十

被动房执业设计师名单见：
www.passivhausplaner.eu → 搜索认证的被动

分必要的。某些用途的建筑只能由被动房研究
所而不能由其它认证师进行认证。

房设计师
被动房认证师是需要与被动房研究所签订合同，

受使用功能的影响，某建筑的电力需求很高。

获得被动房研究所的授权，以被动房研究所的

是否也必须满足一次能源限值的要求？

名义、按照被动房研究所的方法论进行被动房
认证。在大多数国家，只有一个认证师或者少
数几个认证师。

如果某些特殊用途的建筑（例如医院）的电力
需求非常高，则在咨询被动房研究所后，可以
突破一次能源需求的限值要求。为此，必须核

获得授权的执业认证师名单见： www.pas-

实所有大型电力设备的电能的有效利用情况。

sivehouse.com → 认证 →建筑→ 建筑认证师

至于具体项目中，哪些设备是“有效利用”，则
需要与认证师沟通达成一致。
功能房间的相关说明见： www.passipedia.org
→ 被动房认证 → 建筑认证 → 标准的补充条款
→ 对超过一次能源标准的非住宅建筑服务器和
服务器机房效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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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换气次数 [1/h]
表示一小时内建筑物内的空气被来自建筑物

层或非渗透性材料（例如钢筋混凝土）组成
的建筑组件构成。

外部的新鲜空气所替代的次数。对于被动房
住宅来说，该值通常为 0.3~0.5 1/h。

制冷和除湿需求[kWh/(m²a)]
用于保持理想的室内空气，制冷所需的有效
能 量 （ PHPP 中 的 标 准 设 计 温 度 最 高 值 为

（能耗）计算边界

25℃，空气湿度为 12 g/kg）。该值未考虑设
备的降温除湿效率。

为了使用 PHPP 进行验证，计算边界由包围着
气密性
建筑围护结构的良好气密性是实现被动房优
异性能的必要条件：低能耗、热舒适性、无
破损的建筑结构。气密性也是通风系统有效

采暖或制冷的建筑体量的保温和气密的建筑
外围护结构构成。进行能耗计算时应考虑在
这个围护结构面上发生的能量流动（例如，
由于导热系数或换气引起的热损失）。

和可靠运作的先决条件。建筑物的气密性通
过差压试验法 （鼓风门试验）确定。

冷色
冷色是对太阳光谱的红外线具有低吸收系数
的颜色。因此，涂上冷色的外表面在阳光下
吸收的热量较少。在采用建筑组件规定进行

项目经理声明

EnerPHit 节能改造中，要求在炎热和非常炎
热的气候中使用冷色。

被动房研究所的建筑认证主要是基于对规划
气密层
建筑围护结构的建筑组件层，用来防止空气
进入围护结构或从围护结构渗出。要实现良
好的建筑围护结构的气密性，应该只有一个

设计文件和 PHPP 的审查。以核实工程是否已
完成、是否根据经过审核的规划设计文件建
造，负责工程的项目经理需要签署一份相关
声明。认证师可以提供声明模板。

制冷负荷 [W/(m²a)]
制冷负荷是指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室外
温度高、太阳光线强），为保证室内空气条

气密层，由其包住整个供暖/制冷的建筑体量，

件满足标准要求，必须从建筑物内移出的热

且没有任何中断。气密层可以由薄板、抹灰

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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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区
被动房研究所将世界划分定义为七个气候区。
为了满足被动房标准的要求，同一气候区的

效率值是衡量地热源换热器效率的一个指标，
表示室外空气与年平均地温之间的温差补偿
的比例是多少。

各 个 地区 通常 需要 采 取类 似 的能 效措 施 。
EnerPHit 的建筑组件规定即是基于气候区提
出了不同的要求。被动房规划设计包(PHPP)

该指标表示在没有主动制冷的建筑中，一年
中室内平均温度超过 25℃的小时数所占的百
分比。根据被动房研究所的建筑能源标准，

EnerPHit

中项目所处气候区是根据其所在位置的气象

EnerPHit 是被动房研究所为很难达到被动房

资料确定的。

标准要求的既有建筑制定的一种建筑标准。
将被动房组件用于 EnerPHit 节能改造建筑，
使得这些建筑除了能源需求比被动房稍高外，

风量调节记录

超温频率

几乎可以达到被动房的所有优点。

该值不能超过 10%。建议值为低于 5%。

超湿频率
一年中室内绝对湿度超过 12 g/kg 的小时数所
占的百分比。

在安装通风系统后，应根据设计的风量调节
所有送风和回风阀处的体积流量。此外，还
应检查通过通风系统进入建筑物的空气总量

EnerPHit 节能改造计划

与排出建筑物的风量是否一致。这一过程也

EnerPHit 节能改造计划（ERP）是一个提供给

称为调试。对于被动房研究所认证的建筑，

业主的文件，其中包含了精心设计的逐步提

必须提供一份已签署的、完整的调试备忘录，

高建筑能效的整体概念。该计划考虑到了不

以核实是否进行了调试。

同的节能措施之间重要的关联关系。采用逐
步改造的方式，可以保证在所有步骤完成后

fRSI:温度系数
温度系数是室外空气温度与室内最低表面温
度的比值，无单位量纲，可作为判断霉菌和
冷凝形成风险的指标。该指标应用方式如下：
温度因子越高，室内表面温度越高，产生霉
菌或冷凝的风险就越小。

实现最佳效果，且需要付出的努力也是可控
地埋管/地热源换热器的效率: ȠGHE [%]
地埋管/地热源热交换器对进入建筑物前的室
外空气进行冬季预热或夏季预冷。最简单的
一种方式是室外空气流经埋于地下的管道。

的。完成 PHPP 计算后将其导入 PHPP 文件中
的 ERP 文件，即可生成 EnerPHit 节能改造计
划的基本大纲。

g值
太阳能总传热系数，简称 g 值，是指透明建
筑组件传递的能量，比如玻璃。g 值是太阳的
直接辐射热与第二次辐射和对流造成的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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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热量的总和。因此，g 值为 1 表示 100%

以确保正确的热物理计算。以其他方式确定

的热量进入了室内。对于新型的三层玻璃配

的值一般不适合于被动房验证。

置，g 值约为 0.55。

采暖需求 [kWh/(m²a)]

所需的有效能量。不包括产热器（例如锅炉）
的损耗以及发热和分配所需的辅助电量。

热负荷[W/(m²a)]
热负荷是指供热系统发出的热量，该热量必

功能。湿回收效率是指传递的绝对湿度与最

筑热围护结构间管道的热损失可以计算出通

大可传递湿度的比值。

风系统的有效热回收效率。
被动房
IHG: 内部得热

起和环境友好等特点。“被动房”不是一个品牌，

热量。冬季，内部得热有助于建筑物的供热，

它是一个建筑理念，人人可以使用。25 年间，

而在夏季，则成为不希望其存在的热负荷，

世界上已建成了数以万计的被动房，被动房

增加制冷需求。对于住宅楼及某些类型的非

标准在这些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住宅楼，PHPP 中已经设定了内部得热的标准
值用于建筑认证。
被动房等级

外寒冷/没有太阳辐射) 的条件下也能保持所

热回收效率 [%]

被动房同时具有超低能耗、舒适、可负担得

内部得热包括建筑内人员和设备所释放的总

须提供给供暖的房间，以确保即使在不利 (室
需的室内温度。

一些通风设备除了热回收外，还具有湿回收

用通风机组的热回收效率减去通风机组与建

采暖需求是指将建筑围护结构内的房间温度
保持在理想温度状态（ 标准设计温度 20℃）

湿回收效率 [%]

最低保温隔热措施

被动房普通级等级本身就非常节能。而“Plus”
和“Premium”等级的被动房，因为对光伏等可

最低保温隔热措施是指建筑物或建筑围护结

再生能源的有效利用和产出而得到了进一步

构为了满足建筑结构完整性(冷凝/霉菌)和热

的提升。EnerPHit 也采用了类似的分级标准。

舒适性的最低要求而必须遵守的标准。一般

简单地说，通风单元的热回收效率描述了通

而言，被动房和 EnerPHit 节能改造因其极佳

风系统中通过回风的气流热量通过换热器传

的保温隔热标准，自然能够满足这些最低要

送到送风气流，从而不会损失的热量百分比。

求。被动房研究所的建筑标准包括最低保温

被动房认证所用的确定热回收效率的方法可

隔热措施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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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房组件

PHI 低能耗建筑

建筑投影 面积

指适用于被动房或 EnerPHit 节能改造的建筑

PHI 低能耗建筑标准适用于由于各种原因不能

供热的或有空调的建筑围护结构在水平平面

产品，如窗户、保温、通风系统等。被动房

完全达到被动房标准的建筑。对能耗限制需

上的正交投影，表示建筑物所占用的地面面

研究所规定了被动房组件的要求，并对提交

求及热舒适性要求比被动房要求低。和被动

积。建筑投影面积可作为评估可再生能源产

过来的组件的性能评估资料进行审核完成组

房 建 筑一 样， 需要 采 用被 动 房规 划软 件 包

出的参考面积，因为它基本上相当于可用于

件认证。目前已有近千个被动房组件通过了

(PHPP)进行验证。

太阳能产能的区域。

PHPP: 被动房规划设计软件包

Psi-value: 热桥系数 [W/(mK)] or [W/K]

PHPP 是一个结构清晰、易于使用的能耗计算

对于根据 ISO 10211 标准进行的被动房验证，

软件。用于对被动房研究所提出的能耗相关

热桥系数或Ψ值(psi 值)根据外部尺寸（必须与

的规划设计及其标准进行核实。大量工程实

建筑围护结构的参考尺寸一致）进行计算。

可再生能源的供应取决于太阳辐射、风能和

践证明，采用 PHPP 得到的计算结果与实际建

热桥系数表示与不间断的常规建筑构件相比，

降水量。对于能源 100%由可再生能源供应的

筑能耗指标具有很好的相关性。PHPP 可以从

在组件连接（(线性热桥）或点状穿透处产生

想法，需要将部分产能暂时储存起来。这种

被动房研究所的网站上订购。

的额外热损失。

压力测试换气次数 n50 [1/h]

太阳能得热 / 太阳能负荷

在被测试建筑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压差不小于

在采暖期，希望能够通过窗户得到的、可以

50Pa 的情况下进行一系列测试，包括负压和

减少供暖需求的太阳辐射。在制冷期间，不

正压。将测得的结果除以室内净空气体积，

希望从窗户、屋顶和墙壁进入室内的、以太

得出的为 50Pa 下的换气次数，即 n50 值。对

阳能负荷的形式增加制冷需求的太阳辐射。

于被动房来说，该值不得超过 0.6 1/h。

根据 EnerPHit 标准建筑组件规定，对于有主

认证，这些组件都有可靠的特征值，使得计
算得到建筑的能源需求更符合实际情况成为
可能。

PER: 可再生一次能源 ([kWh/(m²a)]

储存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损耗。特别是在季节
性长期储存的情况下，例如由于生产可储存
的甲烷气体，最终能够获得的能量只有原产
能量的三分之一。PER 需求表示的是为满足
建筑物的总的能源需求，最初必须产生的可
再生一次能源的量。也就说 PER 需求包括了
存储损失。PER 方法是由被动房研究所开发
的，以便在规划设计阶段可以通过可再生能
源利用对建筑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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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制冷的建筑物，通过玻璃表面进入建筑的
太阳能负荷有最大限值要求。

SRI: 太阳反射指数

导热系数 [W/(mK)]

U 值 [W/(m²K)]

导热系数（也称为 λ 值）表示材料传导热量的

传热系数（U 值）是指某物体两侧存在温差时，

能力。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很低，因此可以

通过一层或多层材料的热流量。从 U 值的单

防止不必要的热传导，例如通过供暖建筑物

位(W/m²K)可以看出，该值为物体两侧温差为

的墙向外传热。

1k 时，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面积传递的热量。

SRI 是针对建筑外表面的一个参数，表示暴露

该值越小，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效果越好。

在阳光下的建筑物抗拒太阳热能的能力。该
参数考虑了表面的吸收率和发射率。SRI 值越
高，表面升温幅度越小。在 EnerPHit 建筑组
件规定中，对于炎热和非常炎热的气候，SRI
是有要求的。

热舒适性
热舒适是身体的主观感觉，根据一个人在周
围环境中是否感到舒适而定。除其他影响因
素外，室内空气温度、建筑组件的表面温度
和空气速度都会影响舒适性（或无不适感）。
被动房研究所的建筑标准包括了对热舒适性
的最低要求，特别是对窗户 U 值的要求。

传热损失
指通过外部建筑组件的热流量，与温差（单
位：k）有关。该值越小，建筑围护结构的保

Uf：窗框的 U 值 [W/(m²K)]
窗框的 U 值表示通过窗框的能量损失。

温效果就越好。
Ug:：玻璃的 U 值 [W/(m²K)]
能耗计算相关建筑面积 （TFA）

玻璃的 U 值表示透过窗户玻璃的能量损失。

指建筑物内需要供暖及制冷的空间净面积。

根据被动房的核查要求，该值应精确至小数

TFA 面积约等于内部楼面总面积，两者的主

点后两位。

要区别在于，TFA 面积不包括内墙占用的面
积。因此，该面积是指建筑物的净使用面积。
根据房间的使用情况，其权重有所不同--100%
或 60%。PHPP 用户手册中介绍了如何确定
TFA 面积。

Uw:：窗户的 U 值 [W/(m²K)]
窗户的 U 值(UW)表示整个窗户的能量损失，
该值不能提供关于窗框热工性能的准确信息。
需要进一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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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w installed [W/(m²K)]
根据具体的安装条件，考虑了安装热桥后的
窗户传热系数。

通风热损失
采暖期间由于与室内外空气进行交换而造成
的热量损失---由于通风系统或开窗通风造成
特定的热交换，或由于室内热空气由建筑围
护结构的渗漏点逸出而造成的意外热交换。
在被动房中，由于通风系统的热回收功能和
气密性极佳的建筑围护结构，通风热损失被
降到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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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房研究所介绍
被 动 房 研 究 所 (PHI) 是 由 沃 尔 夫
冈·费斯特博士创建的一个独立的
研究机构，拥有不断壮大的跨学
科员工团队。在被动房理念的发
展过程中，PHI 扮演了特别重要
的角色。

自成立之初起，被动房研究所在研究和发展节能建筑
相关的建筑理念、建筑组件、规划设计工具和质量保
证体系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被动房研究所致力于将其研究成果广为传播。因此，
无论是被动房标准、认证和培训计划，还是规划设计
工具的销售，例如 PHPP 和 designPH，都不会被任
何国家的任何地方机构所垄断。被动房研究所不会签
订任何独家合同。只要满足所有先决条件，被动房研
究所愿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国家与适当的合作伙伴合
作。如有有关专业人士、建筑物及建筑组件的认证问
题及相关咨询服务问题，可直接与被动房研究所联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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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文件
通过以下链接可以找到认证所必须提交的最重要的文件的示例。这些示
例文件是对本指南中提及的文档要求的说明性补充。
具体示例文件见：: www.passipedia.org → Passive House Certification
→ Building Certification → Examples of documents that need to be
submitted for certification


已完成的住宅建筑的被动房规划软件包 (PHPP)， PDF 格式



单户住宅详细的 TFA 面积和 Vn50 计算



与室外空气相接节点部位的热桥计算证明文件



与地面连接节点部位的热桥计算证明文件



玻璃的数据表



根据 EN ISO 10077-2 进行的窗框 U 值计算的证明文件



窗户安装热桥计算的证明文件



根据 EN ISO 10077-2 进行的玻璃边缘热桥计算的证明文件



基于“通风运行校准记录”完成的风量调试的证明文件



气密性检测的记录



施工经理声明的模板



建筑工地照片检查清单



已完成的 EnerPHit 节能改造计划---逐步改造以实现 EnerPH 标准



未安装在项目现场的可再生能源产能系统的确认单

其他语言的建筑认证指南可查阅：www.passipedia.org →
Passive House Certification → Building Certification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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