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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绿色建筑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Brief analysis of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green building
陈可书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山东 潍坊 261205）
摘要：建筑行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但是传统建筑结构单一、建筑方式落后，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环境问题，
如全球气候变暖、资源能源短缺等。绿色建筑正是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而发展出的新型学科。我国也顺应潮流，大
力推进绿色建筑发展。而绿色建筑在我国还处在刚刚起步的状态，并且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本文
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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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the pillar industry of national economy. However, the single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buildings and backward building methods have resulted in a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uch as global warming,
resource and energy shortages. Green building is a new subject developed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China also
conforms to the trend and vigorous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buildings. Green building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in
China and faces many problems i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s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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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是建筑物与构筑物的总称，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
活需求而运用人工手段创造的人工环境。最初，建筑只是
人类居住的场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建筑物衍生了
各种各样其他的形式和功能。但是传统建筑因为其结构单
一、建筑方式落后等缺点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为严重
的是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问题。据统计表明，用于建筑建
造过程中的石料、水、电资源消耗巨大，占到世界资源消耗
的 50%。而且建筑更新换代、建筑工程周而复始，而与之相
比，煤炭、石油等资源则不可再生、逐年减少。因此世界范
围内的建筑师正践行低碳环保的理念，通过应用碳循环理
论减少耗能低、污染少的绿色建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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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主题要求我们发展绿色建筑，绿色
建筑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作为建筑行业的前
沿领域，绿色建筑是指通过科学设计、合理施工所建造的能
够最大限度地节约自然资源、减少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
的建筑。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资源的有效使用，获得健康、
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是绿色建筑发展的最终目的。绿色
建筑是社会发展和环保理念普及的必然产物，更加突出建
筑物与环境、与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因此在绿色建筑的
全制造周期（包括建筑设计阶段、建筑建造阶段以及建筑材
料的选择）中都要分析资源的合理利用，从而实现满足人们
使用需求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 [2]。
建筑业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拉动力量。在我国，
它更是支柱型产业，关系着民生发展和社会经济走势。正
因为如此，发展绿色建筑也能够引领传统产业发展，推动
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新管理等行业，从而拉动社会投
资、促进经济活力、促使传统粗放型经济转型，提高国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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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行业的整体水平 [3]。

2

我国发展绿色建筑面临的问题

绿色建筑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掀起发展的热潮，然而在
我国，绿色建筑还处于刚刚发展起来的状态，并且面临着
许多问题，比如社会和公众对绿色建筑缺乏正确的认识、
缺乏完善的评估标准、缺乏激励政策支持等。
2.1 社会和公众对绿色建筑缺乏正确的认识
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政府和企业对绿色建筑的宣传力
度不够大，使得人们对绿色建筑的认识不足，日常生活中
也较为少见绿色建筑，所以导致了从事这一领域的人较少，
绿色建筑行业难以发展。其次，绿色建筑的概念在我国出
现时间并不长，仍属于建筑界的新事物，因此现在国内绿
色建筑的项目并不多。绿色建筑的发展是长久性的，需要
时间过程来体现其效益水平，而绿色建筑在短时间内的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非常有限，无法吸引消费者和投资者的
兴趣，使得仅有的绿色建筑成果市场遇冷，社会普及度很
差。这就导致了社会和公众普遍对绿色建筑的发展概念不
理解，甚至会误认为绿色建筑就是现代科技在传统建筑中
的应用，忽略了绿色建筑的初衷是为人民创造环保、健康、
绿色的居住环境，忽略了节约的资源能源以及绿色建筑在
生命周期内所带来的整体效益。这些对绿色建筑错误的认
识和理解也阻碍了绿色建筑领域的发展和推广 [4]。
2.2 绿色设计过程缺少多方交流
目前我国的绿色建筑行业缺少活力，在绿色建筑设计、
实施过程中缺乏多方合作。与传统建筑行业相比，绿色建
筑的设计过程将涉及更广的利益群体，只有建筑需求方、投
资方、材料提供商、建筑商共同交流商讨才能达成一致，解
决绿色建筑设计、建造过程的关键问题。但是在我国，建
筑的设计、开发、施工、供料多是由不同单位来承担，沟通
交流存在明显的阻碍。这就会导致绿色建筑的实施不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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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设计阶段的绿色理念在施工中无法实现，或许是设
计阶段忽视了施工的客观因素和条件。这直接影响了绿色
建筑的普及和实现。
2.3 缺乏完善的评估标准
在我国，绿色建筑技术的使用正在逐步普及，但是在
设计人员与开发商进行建筑设计与建筑活动时缺乏一套完
善的评估体系。科研界也缺乏研究成果去判定这些技术的
使用是否会提高建筑物的绿色水平。即使建筑从业人员在
建筑设计过程中运用了绿色环保技术，但目前仍没有一套
健全的评估体系对这些技术是否会提高建筑的绿色水平去
进行判定。现在我国绿色建筑的评估多是依赖专家经验进
行判定，而没有统一的、规范的、科学的、合理的量化评估
标准。这往往会造成一些绿色技术被误评为非绿色技术，
会对开发商建造绿色建筑的热情造成削弱。因此，绿色建
筑领域急需统一的、规范的、科学的、合理的量化评估标准。
2.4 缺乏激励政策支持
目前，我国在绿色建筑配套法规上面多采用强制性、
惩罚性要求，缺少必要的激励性政策。开发商在建造建筑
时首先考虑的必然是他们自身利益，想方设法使其利益最
大化。而绿色建筑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必然会对其利益
造成亏损。如果没有合适的补贴政策，那么很少会有开发
商来建造绿色建筑。其实我国早在 2011 年就颁布了《中国
绿色建筑行动纲要》，提出要使用“以奖代补”的策略促进
绿色建筑行业发展，但是具体的政策目前还没有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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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我国绿色建筑发展问题的对策

3.1 加强绿色建筑知识的普及宣传
只有让大家都了解绿色建筑，才能增加对绿色建筑的
热情，才能有更多的人来从事、研究这一行业。一方面，政
府和建筑龙头行业要加大在社会各方面的宣传，通过网络、
广告、明星代言等多维手段宣传绿色建筑理念，让更多的人
正确认识绿色建筑的内涵，摒弃绿色建筑等同于高科技高
成本建筑的错误观点，从而激发社会对绿色建筑的热情和
接受程度；另一方面，要重点加强对传统建筑缺点的宣传，
使社会意识到传统建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程度，并让公众
获知如果能够在建筑设计时因地制宜，绿色建筑的实现并
不会增加很多成本。通过种种手段，促使绿色建筑消费市
场的形成。此外，建筑从业人员的素质和绿色意识也是影
响绿色建筑行业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教育引导和知识培
训，提高材料制造商、建筑设计方、建筑建造方各参与人员
的环保意识、绿色建筑实施技能，促进绿色建筑行业发展。
3.2 健全绿色建筑的评估体系

目前评估多采用定性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存在着主观
因素过多的问题，因此在健全评估体系时首先要选用合适
的评估办法，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办法进行评估将更为
科学合理。我国目前的评价体系很古板、僵硬，只有统一的
硬性评价标准，完全没有考虑建筑的实际情况，比如建筑
所在地的环境、建筑的使用年限、建筑的功能等等，非常不
符合实际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完善绿色建筑的评
价体系时，就要细分建筑类型，考虑建筑周边的气候和环
境等外部因素，建立一个灵活的符合我国现状的评价体系。
在设定绿色建筑评价体系时，应综合使用定性指标和定量
指标，并突出定量指标的地位和权重。定量评价指标可以
是建筑设计、建筑制造、建筑使用过程中的材料使用量、能
源使用量。
3.3 增加激励性的经济补贴
开发商设计、建造绿色建筑，是有一定利益亏损的。而
绿色建筑的好处及作用，最终会体现在国家和社会的层面。
因此如果要顺利推进绿色建筑发展、推广绿色建筑应用，建
立有效的激励政策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对于开发商来
说，可以通过财政激励、财政补贴、税务减免、低息贷款相
结合的方式，促进其对绿色建筑的热情。对于消费者来说，
可以在其购买绿色建筑时给予一定的贷款利率优惠，提高
消费者对绿色建筑的接受程度。相信，通过对开发商和消
费者的双重激励，绿色建筑市场必定展现出很高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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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绿色建筑是世界建筑行业的潮流和趋势，我国社会和
公众对绿色建筑的认识和理解也正在逐步加深。但是绿色
建筑对我国而言依旧是新生事物，处于发展初期，存在社
会对绿色建筑认识不够、缺乏完善的行业评估标准、缺乏
激励政策支持等问题。虽然我国有关绿色建筑的各方面还
都有许多的不足与落后，但只要政府能够重视起来，完善
相关政策，我国的绿色建筑一定会取得重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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