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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建筑评价标识-法国HQE“双认证” 

申报材料清单 

材料分类 材料名称 要求说明 

1.Applicant's 

Commitment (§1) 

Analysis of the site A.1  对项目所在地的现场分析报告 

Collecting the needs of 

stakeholders  

收集股份持有者的需求文件 

Collecting regulatory and other 

requirements  

当地法律、法规、规范和其他注意事项 

Assessing investment and 

operating costs  

对投资的评估和计算运营成本 

Targete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profile of the 

project (§1.1) 

项目目标环境效益文件 

Commitment document (§1.2) 申请人承诺保护室外环境质量的相关文件 

Implementation and 

Operation (§2) 

Planning the project (§2.1) 项目规划方案 

Assigning the employees and 

stakeholders' tasks, 

responsibilities and authorities 

(§2.2) 

建立划分员工和股份持有者的任务、责任和

权限的方案 

Assessing the employees and 

stakeholders – Training (§2.3)  

对项目参与人员的培训评估方案 

Stakeholders’ contracts (§2.4) 与股份持有者相关的合同 

Communicating with 

stakeholders and parties 

involved (§2.5) 

股份持有者与相关机关单位的沟通文件 

Management (§3) 

Results of reviews and all 

resulting actions (§3.1) 

项目审查结果与相关方案 

EPB assessments (§3.2) 建筑环境性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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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分类 材料名称 要求说明 

Procedure regarding 

corrections and corrective 

actions (§3.3)  

对关于纠错和制定纠正方案程序的使用方案 

Decisions and actions resulting 

from changes (§3.3) 

对于计划变更的解决方案 

Records regarding non-

achievement of the EPB and/or 

failure to meet a requirement 

of the Projec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identifying 

its cause (§3.3) 

若建筑环境性能不满足要求或项目环境管理

方案不达标，需提供相关记录文件 

Corrective actions 

implemented (§3.3) 

纠错改进措施方案和实施文件 

Capitalisation (§4) 

Final report  降低能源使用和减少能源消耗的项目报告 

Information on the satisfaction 

(or dissatisfaction) of the 

client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客户或股份持有人的满意度调查 

"PROJECT" 

DOCUMENTS 

Low environmental impact 

worksite agreementA.1 B 

对环境低影响的施工协议 

Programme A.2 与项目相关程序使用文件 

Design documents A.3 建筑的设计文件 

Contractual documents 项目合同文件（满足空间光环境要求，声环

境要求，优化自然采光等合同） 

Works contract A.4 项目施工合同文件 

Minutes of worksite meetings 工地会议记录 

Expected upkeep and 

maintenance plan (or 

maintenance notebook) A.5  

项目预期的保养和维修计划或维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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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分类 材料名称 要求说明 

Day-to-day notebook of the 

building A.6 

项目每日记录文件 

Informative documents for 

occupants A.7 
使用人信息文件 

DOCUMENTS FOR 

FUTURE USERS 

 

Future user Specifications A.8 项目未来用户规范手册 

Low environmental impact 

worksite agreement for future 

users A.9 

未来用户需要实行低环境影响的环保措施 

1 基本材料 

1.1 项目审批文件 

1.土地使用证 

2.立项批复文件 

3.规划许可证 

4.施工许可证 

5.施工图审查证明文件 

1.2 建设单位文件 

1.建设单位简介 

2.建设单位营业执照 

3.开发资质证明 

4.申报声明 

1.3 设计单位文件 

1.设计单位简介 

2.设计单位资质证书 

3.设计实例介绍 

4.设计图纸内容确认声明 

1.4 咨询单位文件 

1.咨询单位简介 

2.咨询单位营业执照 

3.咨询实例介绍 

1.5 其他文件 

1.申报书 

2.自评估报告 

3. 绿色建筑评价选定项增量成本列表 

2 规划专业 

2.1 规划图纸 

1.须标有清晰的红线、绿线，以及提供能反映

本地块与周边居住类地块的空间相邻关系的数

据（距离、高度等）。 

2.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说明。 

2.2 环评报告书（表） 
1.场地建设不破坏当地文物、自然水系、湿

地、基本农田、森林和其他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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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分类 材料名称 要求说明 

2.建筑场地选址无洪灾、泥石流及含氡土壤的

威胁，建筑场地安全范围内无电磁辐射危害和

火、爆、有毒物质等危险源； 

3.场地内无排放超标的污染源； 

4.场地环境噪声。 

2.3 场址检测报告或项目立项

书 
存在有毒有害物质，需要提交专项检测报告 

2.4 地勘报告  

2.5 废弃场地利用资料 
场地地形图、相应的环评报告书（表）、检测

评估报告、处理方案等。 

2.6 旧建筑评价分析资料 

场地地形图、旧建筑相关图纸或照片、旧建筑

改造方案及施工资料（图纸和说明）、旧建筑

结构检测报告等。如未利用旧建筑，可免。 

2.7 BIM 技术应用报告 

应包括不同阶段不同专业的的协同工作内容、

软件使用、模型的建立情况及截图、应用范

围、效果（效率和效益）提升等。 

2.8 创新技术分析论证报告及

相关证明 

应包括创新内容及创新程度，应用规模、难易

复杂程度及技术先进性，经济、社会、环境效

益； 

2.9 表层土利用方案 应体现表层土的保护及利用措施 

2.10 植被及水面保护方案 
应体保留场地内全部原有中龄期以上的乔木

（允许移植）和水面 

2.11 生态保护和补偿方案 应说明采用生态补偿的具体措施及效果 

3 建筑专业 

3.1 场地地形图   

3.2 建筑专业施工图纸、设计

说明 

1.建筑总平面图（标明技术经济指标：人均居

住用地指标；绿地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等）； 

3.3 建筑专业施工图纸、设计

说明 

2.绿地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计算图纸：圈

出各块范围并注明面积，注明计算依据及计算

过程； 

3. 各层平面图，其中地下室各层平面图需标明

地下室空间使用功能； 

4.绿化层建筑平面； 

5.户型设计图； 

6.窗墙比、体形系数、最终装修施工图及设计

说明； 

7.建筑立面图； 

8.围护结构做法详图； 

9.门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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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分类 材料名称 要求说明 

3.4 面积比例计算书 

1.双层外墙面积占外墙总面积比例的计算书； 

2.房间窗地面积比计算书； 

3.房间通风可开口面积与地板面积比计算书。 

3.5 建筑效果图 图片像素不小于 300dpi。 

3.6 日照模拟分析报告 
对各栋建筑的日照时间进行模拟计算，提供详

细的计算说明书。 

3.7 项目所在地交通地图 

须是正规交通地图，并标出项目所在地，项目

主要出入口、公共交通线路站点并明确有几条

公交线路。 

3.8 停车场平面图 应体现停车场的位置、停车位大小及数量等。 

3.9 自行车遮阳防雨设施详图 
应体现遮阳防雨设施的构造、尺寸、形式及材

质，自行车停放数量。 

3.10 公共空间、配套设施开放

实施方案 

应包括开放空间的类型、位置、作用、开放时

间及对象，具体管理办法。 

3.11 建筑设计优化方案 
应包括项目所在地域的气候、环境、资源，结

合场地特征和建筑功能，并与相关图纸一致； 

4 景观专业 

4.1 景观施工图纸和说明 包含总平面图。 

4.2 种植施工图 应标明具体的植物名称及数量。 

4.3 立体绿化平面图 应体现绿地位置、面积。 

4.4 苗木表 应与种植图对应，并统计各种植物的数量。 

4.5 场地铺装图 应包含透水地面位置、面积、铺装材料。 

4.6 屋顶铺装平面图 
应体现各类铺装的类型、位置、太阳辐射反射

系数及面积。 

4.7 遮荫面积比例计算书 应包括乔木以及构筑物遮荫面积的详细计算。 

5 暖通专业 

5.1 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设计

施工图纸和相关设计计算书 

1.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窗户气密性； 

2.防结露措施的详细说明及构造做法详图。 

5.2 暖通施工图纸、设计说明 

1.暖通设计说明（室内外设计参数、系统形

式）； 

2.设备列表及性能参数计算说明书（机组额定

工况能效比）； 

3.机房图纸； 

4.暖通平面图纸； 

5.集中采暖空调系统的热量分户计量系统图及

说明； 

6.户式新风系统的新风量说明文字； 

7.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冷热源系统的输送能

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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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分类 材料名称 要求说明 

8.热回收系统设计说明、效益分析、系统施工

图； 

9.末端系统的调控说明； 

10.遮阳系统设计施工图纸及说明。 

5.3 节能计算书及模型文件 

节能计算书应以国家批准或备案的建筑节能标

准中的参照建筑作为比较对象。说明书中应明

确说明能耗模拟中的详细设定，包括热工参

数、人员作息、设备作息、室内热扰等的设

定。 

5.4 供暖空调全年计算负荷报

告 

应体现软件名称、版本、计算工况、参数设

置、计算结果与分析等内容。 

5.5 暖通设备清单及冷热源机

组产品说明书或检测报告 

应包括相关设备性能参数的完整详细说明及型

式检验报告 

5.6 专项计算书 

集中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泵的耗电输热比、风机

的单位风量耗功率和空调冷热水系统的输送能

效比的计算书，应有详细的计算过程。 

5.7 空调冷源机组 IPLV 计算书 
应体现 25%、50%、75%及 100%负荷工况下的

性能系数及计算过程。 

5.8 暖通负荷计算书及水力平

衡计算书 
应包括详细计算过程。 

5.9 排风能量回收系统经济效

益分析报告 
应包括设计方案、经济效益及回收期。 

5.10 蓄冷蓄热系统专项报告 

应包括设计日的空调逐时冷负荷计算，冷负荷

分布图，蓄冷介质和蓄冷方式，冷系统的运行

控制策略，冷水机组和蓄冷设备的容量，系统

技术经济分析。 

5.11 余热废热利用可行性论证

报告 

包括设计日的蒸汽负荷、供暖负荷或生活热水

负荷计算，可资利用的余热或废热的资源量及

品质，系统的形式及设备容量和运行控制策

略，系统进行技术经济分析； 

5.12 遮阳设计说明与可控遮阳

覆盖率计算参数表 

应对建筑透明围护结构总面积、有太阳直射部

分的面积及采取可调节遮阳措施的面积进行分

项统计，并体现可控遮阳覆盖率的计算过程。 

5.3 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

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

能、海洋能等等）设计文件 

可再生能用利用专项分析报告，应体包括系统

规模、利用方案、投资、经济效益及回收期。 

5.14 分布式热电冷联供系统图

纸、设计说明及计算报告 

应包括系统形式、设备选型、及系统能力等；

应包括负荷预测、系统配置、运行模式、经济

和环保效益、系统全年能源综合利用率计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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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分类 材料名称 要求说明 

6 给排水专业 

6.1 水系统规划方案及说明、

非传统水源利用方案 

包含用水定额的确定、逐月水平衡计算、给排

水系统设计、节水器具、污水处理、非传统水

源利用等。 

6.2 给排水施工图、设计说明

（包含设置防止管网漏损措施

的设计说明） 

1.给排水系统施工图及设计说明（包含室内外

给排水系统，须写明管材、管件、接口、阀

门、水表、节水器具等的选用，管道敷设、试

压等工程措施）； 

2.雨水/中水系统施工图及设计说明（包含系统

图、水量平衡和雨水/中水系统室外总图，须在

总平面图上标注雨水/中水系统位置）。 

6.3 给排水管网防漏损相关产

品、节水器具产品说明 
 

6.4 景观用水设计说明 
应有对当地水资源状况、地形地貌、气候特点

的分析。 

6.5 绿化灌溉施工图、设计说

明 

设计说明中应明确绿化灌溉方式、灌溉设施

等。 

6.6 雨水/中水系统方案及技术

经济分析 

应包括水源选择，系统设计容量的分析计算，

初期投资、运行成本、回收期分析计算等。 

6.7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计算说

明书 

应参照《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 计

算。 

6.8 节水器具产品说明书或检

测报告 

应体现流量和用水量参数，并与设计说明一

致； 

6.9 节水器具承诺 

非土建装修一体化设计施工的项目应提交确保

业主使用节水器具的承诺、约定、方案和措

施。 

6.10 设计控制雨量计算书 
应包括当地降雨统计数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详细计算过程。 

6.11 分级水表设置示意图 
应标明水表的编号、位置及所计量的内容，并

与图纸及设计说明一致。 

6.12 浴室节水产品说明书或检

测报告 

应体现流量和用水量参数，并与设计说明一

致。 

6.13 节水喷头、土壤湿度感应

器、雨天关闭装置产品说明书

或检测报告 

应体现设备参数，并与设计说明一致。 

7 电气专业 

7.1 电气施工图纸及设计说明 

应说明用电分项计量的设计情况，配电系统图

应体现对冷热源、输配系统、照明、其他动力

系统、热水等不同能耗设置独立电表进行计

量，对不同租户的用电分别设置电表，应提供

电表型号及统计列表 

7.2 照明施工图纸及设计说明 
需详细说明各功能房间的照度设计值、照明功

率密度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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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分类 材料名称 要求说明 

7.3  室内空气质量监控系统设

计文件 
包括 CO2参数的监控和通风系统的联动。 

7.4 照明功率密度计算书 
应对不同区域的照明灯具的数量、功率进行统

计，并计算照明功率密度和照度。 

7.5 电梯及自动扶梯设施图纸

及设计说明 

应包括电梯和自动扶梯的选型参数表，系统图

及控制系统图应体现体现群控和启停控制等节

能控制措施。 

7.6 电梯产品说明书或检测报

告 

应包括性能、型号、参数等内容，并与设计说

明一致 

7.7 人流平衡计算分析报告 应包括详细计算过程。 

7.8 电气专业图纸及设计说明 

应包括与变压器选型设计、无功补偿、谐波治

理相关的电气设计说明，低压配电系统图及平

面图等； 

7.9 变压器负荷计算书 应包括详细的计算过程； 

8 建材专业 

8.1 建筑材料表 

应体现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和幕墙材

料、防水材料等建筑材料做法，并明确未采用

国家及地方禁止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且满

足国家和地方对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的

要求； 

8.2 结构设计说明和材料清单 

应体现混凝土等结构材料设计情况，并明确未

采用国家及地方禁止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

且满足国家和地方对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

品的要求； 

8.3 地方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建

筑材料及制品目录 
如当地有相关目录，应提供； 

8.4 结构施工图、设计资料 

1.结构设计总说明、各层结构平面图。 

2.高性能混凝土、高性能钢使用说明文件及比

例计算书，关于所采用的混凝土、钢材合理性

论证材料； 

3.建筑结构体系（包括各水平、竖向分体系，

基坑支护方案）优化论证资料。 

8.5 建筑工程造价预算表及装

饰性构件造价比例计算书 
如无装饰性构件可不必提供。 

8.6 土建和装修设计施工的设

计书、施工图 

1.明确是否采用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施工，

采用了几套方案； 

2.工厂化预制的装修材料或部件重量占装饰装

修材料总重量的比例计算书。 

8.7 建筑工程造价预算表 应说明材料名称及相关型号等。 

8.8 建筑形体规则性判定报告 
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 第

3.4.3 条进行形体规则判断，并形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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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分类 材料名称 要求说明 

8.9 节材优化论证报告 

对项目可选用的各种结构体系进行定性定量比

选论证，并给出结论，须加盖单位公章及总工

签字； 

8.10 可重复使用隔断（墙）节

点图及比例计算书 

应详细标明可拆卸节点；应明确各层的可变换

功能空间及面积、可重复使用隔断（墙）围和

的建筑面积，并在各层平面图中进行标注，汇

总计算项目总的可重复使用隔断（墙）比例。 

8.11 预制构件用量比例计算书 
应体现预制构件的应用位置、应用的量，并与

概预算清单中的数据一致 

8.12 选用产品清单 
应体现选用的整体化定型设计的厨房和卫浴

间，并与图纸一致。 

8.13 预拌混凝土、砂浆证明文

件 
 

8.14 所采用的高强度材料用量

比例计算书 

混凝土结构应提供高强钢筋的使用比例计算

书、竖向承重结构高强混凝土的使用比例计算

书；钢结构中高强度钢的比例计算书；混合结

构应提供高强钢筋的使用比例计算书、竖向承

重结构高强混凝土的使用比例计算书和高强度

钢的比例计算书。 

8.15 高耐久性混凝土材料用量

比例计算书 
应说明高耐久性的高性能混凝土的使用比例。 

8.16 可再利用材料和可再循环

材料利用比例计算书 
内容应与图纸及工程概预算材料清单一致。 

9 其他材料 

9.1 室内背景噪声计算文件及

模型文件 
  

9.2 建筑构件隔声性能分析计

算报告及模型文件 
  

9.3 室内采光分析计算报告及

模型文件 

对不同朝向、不同楼层的典型户型室内自然采

光效果进行模拟计算，提供照度、采光系数的

计算说明文档。 

9.4 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计算

书 

包含自然通风条件下的房间的屋顶和东、西外

墙内表面的最高温度的计算结果。 

9.5 场地环境噪声分析计算报

告 
  

9.6 结露验算计算书 
应详细计算围护结构各构件的内表面温度及露

点温度，并给出是否结露的结论。 

9.7 高大空间重要功能区域气

流组织模拟报告 

应包括模拟的工况、边界参数设置、模拟结果

等。 

9.8 幕墙设计说明 
应包含玻璃幕墙或镜面式铝合金装饰外墙的光

污染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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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分类 材料名称 要求说明 

9.9  自然通风模拟分析报告及

模型文件 

对于利用风压、热压进行自然通风的建筑，需

要对其自然通风效果进行模拟计算，提供自然

通风换气次数计算说明文档。 

9.10  室外风环境模拟分析报

告及模型文件 

应包括冬季典型风速和风向条件下建筑物周围

人行区距地 1.5m 高处的风速和风速放大系数，

以及夏季、过渡季典型风速和风向条件下的风

环境的分析。 

9.11 建筑声学专项报告 
应包括建筑声学设计及扩声系统设计（如设有

扩声系统）的过程。 

9.12 建筑声学与扩声系统图纸 

应反映有声学要求房间的专项设计措施；建筑

声学设计主要应包括体型设计、混响时间设计

与计算、噪声控制设计与计算等方面的内容；

扩声系统设计应包括最大声压级、传声频率特

性、传声增益、声场不均匀度、语言清晰度等

设计指标，设备配置及产品资料、系统连接

图、扬声器布置图、计算机模拟辅助设计成果

等； 

9.13 视野分析报告 

结合规划和总平面图，以及建筑功能空间布

局，分析主要功能空间的中心点 1.5m 高位置的

视野情况。 

9.14 碳排放计算分析报告 
应说明采用的标准、计算方法和依据、采取的

具体减排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