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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零能耗建筑用产品评价 遮阳产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近零能耗建筑用遮阳产品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评价要求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近零能耗建筑用遮阳产品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T 51350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JG/T 241 建筑遮阳产品机械耐久性能试验方法

JG/T 251 建筑用遮阳金属百叶帘

JG/T 252 建筑用遮阳天篷帘

JG/T 253 建筑用曲臂遮阳蓬

JG/T 254 建筑用遮阳软卷帘

JG/T 255 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

JG/T 274 建筑遮阳通用要求

JG/T 281 建筑遮阳产品隔热性能试验方法

JG/T 399 建筑遮阳产品术语

JG/T 416 建筑用铝合金遮阳板

JG/T 443 建筑遮阳硬卷帘

JG/T 500 建筑一体化遮阳窗

JGJ 26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75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134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T 151 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JG/T 399界定的术语和定义与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近零能耗建筑 nearly zero energy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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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气候特征和场地条件，通过被动式建筑设计最大幅度降低建筑供暖、空调、照明需求，通过主

动技术措施最大幅度提高能源设备与系统效率，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以最少的能源消耗提供舒适室内

环境，且其室内环境参数和能效指标符合《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2019规定的建筑，其

建筑能耗水平应较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和行业标准《严寒和寒冷地区居

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2010、《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2016、《夏热

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2012降低60%-75%以上。

3.2 建筑遮阳产品 solar shading product of building

安装在建筑物上，用以遮挡或调节进入室内太阳光的装置，通常由遮阳材料、支撑构件、调节机构

等组成。

4 一般要求

4. 1 建筑遮阳产品的基本性能应符合 JG/T 274、JG/T 251~255、JG/T 416和 JG/T 443等标准要求。

4. 2 生产企业应按照 GB/T 19001和 GB/T 24001要求分别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

5 评价要求

建筑内外遮阳产品评价要求见表1，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评价要求见表2。

表 1 建筑遮阳产品评价要求

评价指标 单位 基准值

木质材料

甲醛释放量 a mg/m3 ≤0.05

重金属

含量 b

可溶性铅 mg/kg ≤90

可溶性镉 mg/kg ≤50

可溶性铬 mg/kg ≤25

可溶性汞 mg/kg ≤25

织物

甲醛含量 mg/kg ≤300

挥发性物质

释放

甲醛 mg/m3 ≤0.1

甲苯 mg/m3 ≤0.1

苯乙烯 mg/m3 ≤0.005

乙烯基环己烷 mg/m3 ≤0.002

4-苯基环己烷 mg/m3 ≤0.03

丁二烯 mg/m3 ≤0.002

氯乙烯 mg/m3 ≤0.002

芳香化合物 mg/m3 ≤0.3

挥发性有机物 mg/m3 ≤0.5

遮阳产品综合遮阳系数
外遮阳 —— ≤0.3

内遮阳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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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 —— ≤0.3

机械耐久性

外遮阳 —— 3级

内遮阳 —— ≥2 级

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 —— 5级
a该项仅针对木质复合材料。

b该项仅针对表面为色漆的木质材料。

表 2 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评价要求

评价指标 单位 基准值

遮阳产品综合遮阳系数 —— ≤0.3

机械耐久性 —— 5级

中空玻璃光热性能 —— 满足附录 A 的要求

6 评价方法

6.1 生产企业应按第 4章的规定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6.2 综合遮阳系数应按 JGJ/T 151的规定进行，机械耐久性应按 JG/T 240的规定进行，中空玻璃光热性

能应按 JGJ/T 151的规定进行。

6.3采用指标符合性评价的方法。近零能耗建筑用产品应同时满足一般规定和评价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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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中空玻璃光热性能要求及计算

A.1 不同气候区建筑用中空玻璃光热性能应符合表 A.1的要求。

表 A.1 不同气候区建筑用中空玻璃光热性能参数表

气候区 光热比 传热系数 可见光透射比 可见光反射比（室外）

严寒地区 ≥1.2 ≤1.0

≥40.0% ＜20.0%

寒冷地区 ≥1.4 ≤1.1

夏热冬冷地区 ≥1.6 ≤1.1

夏热冬暖地区 ≥1.6 ≤1.3

温和地区 ≥1.2 ≤1.8

A.2 依据 JGJ/T 151检验建筑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可见光反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传热系数。

A.3 光热比的计算：

光热比为建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与太阳能总透射比的比值，用 LSG表示，按式（A.1）计算：

LSG= (A.1)

式中：

LSG——光热比；

��——可见光透射比，%；

g——太阳能总透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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