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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Z 中国可持续城镇化、交通运输与能源领域主任金彩尔（Sandra Retzer）前言

金彩尔（Sandra Retzer）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GIZ 中国可持续城镇化、交通运输与
能源领域主任
金彩尔前言
2006 年，中国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
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
（BMWi） 在 中 德 经 济 技
术合作论坛框架下建立能
源政策合作伙伴关系。
2013 及 2014 年间，随着
各项合作备忘录、合作纲
要的签署双方合作进一步
深化，特别是在节能、提
高能效以及发展可再生能
源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
建立安全、经济、环
保的能源供应体系是中德
两国共同的战略性目标。
在能源政策和节能技术方
面中国面临诸多挑战，德
国在这条道路上所积累的
经验教训值得借鉴。中德
能源对话项目立足于政府
层面，同时也整合了中德
两国的企业，支持两国企
业在建筑与工业节能、可
再生能源利用和电网技术
等领域的互惠合作。
为便于在组织和内容
方面更好地服务于双边合
作，德方特成立“中德能
源对话项目”，由德国国
际合作机构（GIZ）负责执
行，与发改委指定的国家
节能中心（NECC）一起在

中国开展合作项目。

性方方面面的问题，如：

中德在建筑能效领域
的合作可追溯到本世纪初
GIZ 受德国政府委托与住
建部、发改委等部门开展
“中德既有建筑节能”项
目、“中德公共建筑能效
（ 医 院 和 学 校 ）” 项 目 、
“低碳城市发展”项目等。
通过这些项目的开展，德
国的建筑节能技术、材料、
管理理念、被动房和主动
产能房的概念被引进到中
国并得到推广。

为什么要重视建筑的
气密性、气密性测试技术、
实现气密性所需的材料和
施工要求、气密性建筑的
通风技术以及德国关于气
密性的法律法规等。

中国建筑能耗约占社
会总能耗的三分之一，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
能耗有继续增长的趋势。
与之相比，德国建筑能耗
占比已达 40%。建筑领域
节能是各个国家实现能效
整体水平提高的重点，随
着对建筑外围结构隔热性
能要求的逐步提高，建筑
气密性将逐步成为设计单
位、施工方和居民关注的
话题。德国建筑气密性专
业协会出版的《建筑气密
性》一书由多位业界专家
联合编撰，集合了该领域
德国最权威专家的知识和
经验，涵盖有关建筑气密
6

目前中国已有针对门
窗的鼓风门气密性测试和
标准，但就整个建筑的气
密性而言还有许多工作亟
待解决，特别是随着
2015 年建筑供热改革的深
化，建筑气密性及其测试
标准已成为以热计量为基
础的新一轮热改必须面对
的问题。这也是“中德能
源对话项目”将本书进行
翻译和在中国发布的根本
原因。我们殷切希望通过
本书的引进可以促成中德
在建筑气密性技术、施工、
测试及标准研究等各个方
面的深入合作。

金彩尔（Sandra Retzer）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GIZ 中
国可持续城镇化、交通运
输 与 能 源 领 域 主 任

奥利弗 苏尔希 改版前言

奥利弗·苏尔希工学硕士
柏林建筑气密性专业协会会长

奥利弗·苏尔希再版前言
12 年来，建筑气密性专
业 协 会 （FLIB） 一 直 致 力 于
建立明确的建筑物外围护结
构气密性－从编制气密性方
案开始，通过认真设计、编
写标书和气密层施工，直到
通过透气性检测进行专业监
督。那种认为利用现有建筑
技术和材料就能自动实现气
密性的假设是不对的。

良好的建筑物气密性对 准备阶段。第二卷不仅会延
提高能效有重要贡献，也是 续第一卷的内容，而且会扩
保持建筑物长期无损伤的必 大专题范围，充实理论分析
要前提。尽管如此，要使气 特别是实践方面的内容。
密性建筑全面开花，仍有许
许多新的课题产生于 协
多启蒙工作要做。
会的日常工作。自从成立以
为此，建筑气密性专业协会 来，协会已经成为建筑气密
在四年前出版了有关建筑气 性外围护结构设计、施工以
密性的第一本德语专著。这 及质量监督方面的热门咨询
本专著对建筑物气密性做了 窗口。协会参与其他专业委
深入浅出的介绍，涉及诸多 员会的工作，负责处理与建
专业领域，提供了大量相关 筑气密性相关的问题。协会
信息。专著的出版受到专业 还将相关知识应用于立法和
界广泛好评，订购者络绎不 标准制定过程，并以专题报
绝。为此，协会决定在第二 告会、培训和发表专业文章
卷出版前对第一卷进行修订。 的形式将知识传播给公众和
过去四年里，一些标 专业人员。
准和规程都进行了修订，比
希望本书 能为广大读 者
如对气密性建筑非常重要的 奉献对日常工作有实用价值
DIN4108-7 和 DIN1946-6“居 的新知识－无论你们是在职
住建筑通风”都出了修订版。 业学校或者大学，在现场工
同时也有了新的法院判例。 地或者在工程师办公室。
所以，作者们利用再版的机
奥利弗 苏尔希
会，对他们的文章进行了修
订，其中气密性检测和居住
2012 年 9 月于柏林
建筑通风两篇文章有较大的
改动。在本书修订过程中，
建筑物气密性第二卷也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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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特·豪泽第一版前言

盖特·豪泽大学教授，工学博士
慕尼黑工业大学正教授
弗伦豪夫建筑物理研究所所长
盖特·豪泽第一版前言
建筑物传热外围护结构气密
性－对提高建筑物能效和防
止建筑物损伤的重要贡献！
减少一次能源消耗
•
•

首先必须提高能效，特
别是建筑物能效
然后应该增加利用可再
生能源

先提高能效，然后再利用可
再生能源

内电动交通工具充电。到了
这一天，建筑物就成为一座
微型发电厂。

在公开讨论中，加强利
用可再生能源处于重要位置， 提高能效的措施
尽管提高能效的措施具有更
高的现实意义。例如，2006 提高能效有多种手段，比如：
年可再生能源在德国的发电
量 为 70TWh， 热 能 生 产 量
•
减少传热损失
为 90 TWh（79TWh 来自于
•
减少通风散热损失
固 态 生 物 质 燃 料 ）。我们的
•
提高得热量
居住建筑仅被动式利用太阳
•
提高热能发生器能效比
能一项每年就可收获 83TWh。
•
增加利用自然采光，提
对于这种利用可再生能源
高灯具电能效率
的 方 式 却 无 人 问 津 。 既有
•
避免空调制冷
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按节能
35%计 算（这在技术上是完
全可行的），就有 640TWh 的
这些措施大多已经在新
节能潜力。也就是说，提高 建建筑和既有建筑现代化改
能效措施拥有十倍于可再生 造中得到广泛应用和实践考
能源的潜力，所以提高建筑 验。但是由于存在诸多障碍，
物能效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 如科研成果向建筑工地的知
识转化，许多措施落实速度
的关键。
很慢，有些还缺少成本合理
当然，这里不应被看成 的系统解决方案。
是对立的两件事，也不可以
制造对立。而是应该明确提
高能效是任何有效措施的基
气密性扮演重要角色
础和根本。可再生能源利用
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气密性不好的建筑 的传
就可以实现产能房这样的现 热外围护结构会产生用户无
代节能建筑。
法干预的室内外空气交换，
导致不必要的热能损失。随
产能房是在一年中生产 着建筑保温标准的提高和细
能量大于消耗能量的建筑。 部节点处理技术的改进，传
2020 年以后建设的新建建筑 热损失不断减少，使得通风
估计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不 散热损失更加突显，所以就
仅如此，这种建筑还能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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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特·豪泽第一版前言
必须采取措施予以控制。

5.

认为无序的空气交换
（也称为渗风）有利于排出
潮气是错误的。只有通过开
窗或利用通风装置才能有效
排出潮气。

可持续建筑认证准则包括：
6.

生态质量

气密性还有更多贡献

7.

经济质量

保障建筑物使用者的
健康和舒适性

8.
社会文化和功能质量
气密性不仅有节能效果，
而且对热舒适性有重要影响。 此外，认证体系还包括：
靠近外墙的冷风嗖嗖是我们
年轻时候常有的事，窗户透 9.
技术施工质量
风产生了“穿堂风”的效应。
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室内空气
建筑外围护结构气密性
温度无济于事。
的重要性也体现在“一次能
源 需 求 ”、“ 热 舒 适 性 ” 和
建筑物气密性不好容易造成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的热工
结构损伤，这种现象很难发 质量和防潮技术质量”等相
现，因此隐蔽而危险。在大 关评价准则中。
风或室内温度高于室外温度
时，建筑物内处于正压状态，
本书从多个角度介绍
湿热空气就会透过不密封部 了建筑外围护结构的气密性，
位进入建筑结构内部，产生 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将为
结露，久而久之就造成建筑 实现建筑物的可持续性做贡
物损伤。大部分木结构建筑 献。
的潮气损伤就是这样造成的。
所以，必须在设计和施工阶
盖特·豪泽 大学教授，工
段采取必要的措施。
学博士
可持续性证书
对气密性建筑以后会颁
发可持续建筑证书作为证明。
联邦交通、建设和城市发展
部（BMVBS）和德国可持续
建筑协会（DGNB）正在加紧
制定相应的德国认证体系。
其目标为：
1.

保护资源

2.

保持自然环境

3.

保护和保持价值

4.

改善周边环境和保护
公共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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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弗雷德•瓦尔特关于建筑气密性专业协会的书 － 第一卷

维尔弗雷德•瓦尔特 工学硕士
斯普林格出版社建筑气密性、湿热性
能物理部专家

关于建筑气密性专业协会的
书－ 第一卷

本书第一章阐述了实现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良好气密
性的理由和基本要求。“建筑
物内空气质量”的题目将视
线引向了“居住建筑有害物
质入侵”的问题，并做了综
合介绍。对这个题目如此广
泛和深入的研究尚属首次。

本书第一卷综合介绍了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的
一些基本知识。本书由建筑
气密性专业协会发起，作者
们愿意把他们的知识奉献给
本书，并对他们的文章负责。
本书也将协会以前发表的一
第二章“气密性历史”
些文章揉合在一起，为市场
从回顾开始，展现了标准制
推出了第一本综合介绍这个
定和各个阶段对气密性重要
课题的著作。
性认识程度的演变过程。对
于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
的要求可以用不同方式来探
寻：标准对此起什么作用？
在有和没有通风装置的条件
下，对建筑物通风有些什么
要求？

对于从事气密性检测的
人员，第三章肯定是最关键
的。本章介绍了按照 DIN EN
13829 检测建筑物外围护结
构气密性的方法，为保证检
测质量提供了良好的指导。
第四章阐述了专业粘贴
和密封的意义、粘贴的原理
和方法，简单扼要地为我们
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基础知识。
这种形式的文章尚属首次。
无论设计人员、施工人员还
是质检人员都可以从中找到
有价值的信息。本书第五章
从冷风渗透入手，揭示了自
10

然通风和机械通风的物理学
关系以及它们对换气次数的
影响。本章不仅深入介绍了
各种通风系统及其设计基础，
也对新修订的 DIN 1946-6 做
了分析。
本书最后一章论述了建
筑气密性的法律关系，为使
用者、技术人员和设计人员
介绍了公法基本知识，各个
历史阶段法律法规的设计，
剖析了 “当时技术水平”和
“公认技术规则”在民法中
的关系。
在此，我们衷心感谢所
有作者和为出版这本非常有
意义的著作提供了精神支持
和帮助的同仁。

维尔弗雷德•瓦尔特
卡塞尔，2008 年 5 月
受建筑气密性专业协会委托

1. 提高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的原因

1. 提高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的原因
托斯顿•勃兰德（Torsten Bolender）、
阿敏•维斯穆勒（Armin Weissmueller）

提高采暖和／或空调建筑
的气密性有诸多理由，相信
住户对此也有切身体会。首
先，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的冷
风渗透一直是我们先辈的心
病。如图 1.1 所示，他们也
曾采取过许多措施以有效阻
止冷风渗透。

为了实现建筑节能法规确
立的目标［2］，在建筑物设
计阶段初期就应该着手处理
气密性问题。首先需要明确
建筑物气密层的走向和使用
的材料。设计师应根据墙体
构造和材料，规定气密层的
位置。

图 1.1：在原木结构建筑上用苔藓和泥土作为密封材料填塞接缝和裂缝
（照片：Eicke-Henning）

本章将扼要介绍实现建筑
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的原因
和背景，也会综合引述本书
相关章节的内容。

DIN4108-7［3］ 给 出 了 可 用
于构造气密层的材料，其中
有各种抹灰、塑料型材、建
筑用毡以及木质或石膏板材。
根据相关标准，这些材料都
可用于制作气密层，以阻止
空气透过建筑构件从外向内
或从内向外渗透。

良好的气密性既可以防止
建筑构件潮湿损伤，也能最
大程度减少通风散热损失。
在中欧气候区，厨卫部分的
气密层大多是作为隔汽层制
作的。
即使如此也必须满足
DIN4108-3［5］的要求。

说明
这里需要强调说明，DIN4108-7 和本书的论述均针对一
般位于外墙内侧的气密层，而不是保温层外面的防风
层。可惜业界经常混淆这两个概念，造成参与建设各
方的矛盾。

应该注意尽量避免穿墙口，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
涉及建筑物理学的诸多领域。 尽量减少节点数量。简单说，
它不仅对建筑物保温、防潮、 如果外围护结构像抹了灰的
防火和隔音有影响，也与居 墙一样密封，这个建筑构件
住舒适性、有害物质屏蔽密 标准断面的气密性就会很好。
切相关，而且可以保证通风
有关耐久性气密层的施工
系统的正常运行。法律法规
和标准也关注这个课题，对 要求可以参阅 DIN 4108-7［3］
于可检测的气密性构造提出 （第四章）。
了 具 体 要 求 ［1］（ 第 二 章
图 1.2: 气密层应该能用一支
图 1.2 展示了气密层的设
2.1 和 2.3 节）
铅笔“走通”，不能中断（参
计原理。
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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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高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的原因
1.1 气密性＝保温
数十年来，标准和法规
对建筑保温提出了要求。有
一项要求就是针对不良的建
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在
气候变化时）造成的无组织
通风散热损失。
根据建筑物所处位置和
使用功能，有不同的力会作
用到建筑物外围护结构上，
从而也会作用到气密层上。
风和内外温差会在建筑物外
围护结构表面产生压差，通
过不密封部位（气密层缺陷
处）向外或向内渗风。
建筑物所处位置（海边
／内陆／山区或谷地）、本地
主要平均风速和建筑物周边
地貌（如城内、联排建筑、
树木等）将决定风在建筑物
上产生的压差和作用力。
蒲 福 （Beaufort）1 表
（表 1.1）和建筑物外围护结
构表面压力分布图（图 1.3）
说明了风速和静压之间的关
系。在估算风压时取平均风
速 3m／s［6］。详细计算公
式参见 DIN EN 13465（B）。

除了用户无法控制的风载
外，采暖／空调引起的温差
和空气密度差会形成第二个
作用力。密度差和有效压差
取决于温差、有效高差和空
气湿度以及渗漏点的分布
（＝气密层的缺陷位置）。根
据空气密度差计算压差。
计算示例：
密度差－压差
公式：
△p
= g ∙ h ∙ (ρ1 – ρ2)
演算示例：
△p
＝ 9.81∙ 1 ∙ (1.29 – 1.21) =
0.8

ρ1
ρ2
g
h
△p

室外温度 0℃时的空气密
3
度，kg/m
室外温度 20℃时的空气密
3
度，kg/m
2
重力加速度， m/s
高度， m
压差， Pa

计算结果为，某个冬日
每米渗漏点高差下的压差在
1 Pa 左右。
举一个简单例子：一扇
户门的门槛部位有一个高度
为 5-10mm 的门缝。从文献
［7］可以得知门缝宽度（门

宽）为 1 m，门缝厚度（门
板厚度）为 70 mm，通过这
个门缝的体积流量可以达到
45-90 m3/h（△p = 6 Pa）。在
温差和压力作用下，这个门
缝会造成不必要的热损失，
并且由于冷风渗透而影响舒
适性。建筑物外围护结构通
风散热损失的定量计算方法
参见 DIN EN 832［8］（第二
章 2.4 节）。
1.2 气密性＝防潮
除了通风散热损失，还
会有空气湿度传输透过建筑
结构（对流传输）。良好的气
密性对于有外保温的建筑结
构是一种保护。空气流动的
驱动力会在“保温”一节介
绍，其作用原理同样适用于
防潮。从建筑损伤图片（见
图 1.4［9］）和计算示例可以
清楚看到气密性的影响。当
温湿空气通过一个渗漏点时，
在一定条件下会在建筑构件
断面结露，损害建筑结构，
危及建筑物的安全，它的潜
在危险是微渗式传输机理的
100 倍。
图 1.5［10］进一步解释
了这种关系。

1

图 1.3: 建筑物外表面的风压分布与风向的关系
（21）。

1

蒲福风级一种估计及报告风速的方法。十九世纪初期由英国海军上将蒲福(Beaufort)所发明。原系根据各种风速对于满帆战舰所
产生的风帆推进效应测量而决定；其后曾作改进。现在国际气象学上应用方式为：(a) 蒲福风级数， (b) 风速，(c) 叙述
词。－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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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高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的原因
对边缘节点用填缝剂封堵
可进一步提高隔音效果：对
于有单层腹板的轻钢结构墙
体（GKB 12.5 mm； 80mm 岩
棉保温材料），良好的气密性
可 以 将 理 论 降 噪 值 Rw 从
45dB 提高到 47 dB［12］。

1.4 气密性＝防火
图 1.4: 由于气密层不够密封而被潮湿
破坏的木质腹板［9］。

1.3 气密性＝隔音
渗漏会使隔音效果变差。
空气流过接缝和孔洞传播噪
音。在多住户建筑上这个问
题更加烦人。必须对每套公
寓进行充分的气密性封堵才
能保证隔声效果。
即使墙面质量很好，砌筑
墙体上存在的缝隙和孔洞也
会使隔音效果付诸一炬：例
如用浮石空心砖砌筑的
240mm 墙体在未抹灰时理论
降噪值为 Rw = 16 dB；在两侧
抹一层薄灰后降噪值可以提
高到 Rw = 49 dB［11］。

消防涵盖了防火、防止烟
火扩散、火灾时的人畜救护，
以及有效灭火的全部措施。
房间分隔墙的气密性对此有
重要作用。按照防火等级，
这类构件的气密性必须达到
一定要求。在发生火灾时，
热量和有毒气体会通过不密
封的墙体迅速扩散到相邻房
间。所以，在按 DIN 4102 审
查建筑构件的防火等级时，
建筑结构气密性是一项重要
考核指标；不密封的墙体会
导致温度快速传播，往往是
房间分隔墙在审查测试时
图
“提前”失效的元凶。当火 和
或烟气通过建筑构件接缝扩
散时，再好的防火构造也无
济于事。

对于按防火等级分类的房
间分隔墙，可以用“棉花球
法”检测气密性。棉花球距
离测试体 20mm，在间隙、
在轻质结构建筑上，良好 接缝或缝隙处放置 30 秒。在
的气密性也可以从根本上改 火灾另一侧有热烟气出现或
善隔音效果：
对房间分隔墙的作用有怀疑
时应该做“棉花球试验”。当
根据渗漏点的尺寸和位置， 棉花球被点燃时，即引燃或
不密封会使轻钢结构墙体降 冒烟时，说明房间分隔墙防
噪效果最多损失 10 dB。
火功能已经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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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两种湿迁移方式的对比：对流
扩 散 比 较 ［10］ 。

图 1.6: 用分隔墙填缝剂密封轻钢结构
墙体可以在建筑声学重要区域改善隔
音效果达 1kHz。单层腹板墙体的理论
降噪值 Rw 可以改善 2dB。

1. 提高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的原因
文献［2］和［3］对建筑
透过渗漏部位扩散有毒烟
气还会危及逃生和救援通道： 物透气性规定了最大限值。
按照标准建筑规章（MBO）， 但是根据文献［3］第四节表
有四户以上居住单元的多层 1，采用热回收新风系统（室
建筑，要求设置疏散通道， 内通风系统）时可以低于上
并必须与楼梯间进行“烟气 述极限值。根据达姆施塔特
隔 离 ”。 必 须 安 装 符 合 住房研究所（IWU）1995 年
DIN18095 标准的专用“烟气 发表的文章［14］，在气密性
隔离门”来满足屏蔽要求。 差的建筑上使用通风系统，
有了这种气密性良好的隔离 从节能角度是没有意义的。
门，不戴防毒面具也可以使 因为与利用通风系统实现必
用楼梯间作为逃生和救援通 要的换气次数时产生的通风
道。
散热损失相比，不密封的建
筑物外围护结构造成的通风
散热损失可能要高好几倍。
如文献［15］所述，在这种
情况下使用通风系统是不经
济的，其运行维护费用可能
超过节约的能源费用。

图 1.7: 按照 DIN4102-2 用棉花球做着
火试验，检查房间分隔墙的消防气密
性。

1.5 有组织通风

充分认识气密性与通风和
通风系统的关系，是实现建
筑物健康节能通风的必要条
件。
1.6 气密性＝舒适性
舒适性描述了一个人对他
周边环境的惬意感受程 度 。
“舒适性”只是一种主观感
觉，没有统一标准。对舒适
性的感觉主要取决于控制人
体热量平衡的冷热感觉器官
的反应。

感觉器官会对低于或高于
温度阈值作出反应。对我们
的研究而言，感觉器官的位
置很重要：冷感觉器官位于
皮肤表面，而热感觉器官位
于脑干前部。所以人体对于
除了节能和运行经济性，
冷风渗透和冷的表面温度有
“防潮”一节也指出了，缝
明显方向感，对高温的不舒
隙渗风，即通过渗漏部位通
适感一般不受人体方位影响。
风还会损伤建筑构件，不是
一种理想选择。又如保温一
人体对于建筑物冷风渗透
节所述，以缝隙渗风作为建 反应特别敏感。“冷风渗透”
筑物通风方式，其效果也会 一般理解为不受欢迎的空气
受制于气候影响。
流动对人体造成的局部冷却。

高的气流速度对人体温度敏
如文献［16］的计算结果
感性和热量平衡有明显影响。
无论建筑物的气密性如何，
所示，只有在换气次数高达
坐着的人对 10-20 m/s 低速
无论采用了何种通风方式
n50 = 20 h-1 时，才能透过缝
气流也会感觉不舒服。而在
（开窗通风／风井通风或利
隙达到充分通风的效果（最
18-24 0C 气温范围，人体皮
用新风机组通风），为了健康
小换气次数 0.4 h-1）。其结果
肤的散热量明显减少，即使
需要，都必须按照佩滕科费
是在冬天换气次数将明显超
在最高 50m/s 风速下，也不
尔（Pettenkofer）2的极限值
过 10 h-1［15］。
会有不舒适感［17］。
（第五章）保证建筑物的充
分通风。至少从 1952 年颁布
DIN 4108［13］以来，“会呼
1952 年版 DIN4108［13］的摘录
吸的墙体”对健康通风没有
4.22 通过墙体呼吸更新室内空气是不成立的。相反，从卫生和建筑技
贡献这一观点已被广为接受。 术角度考虑，希望墙体内侧对水蒸气有一定的吸收能力；常用的内墙

2 Max

von Pettenkofer(佩滕科费尔,18181901)是慕尼黑马科斯冯佩滕科费尔研究所
的奠基人，他设立卫生学教室，是环境卫
生学之父。环境卫生学是预防医学的一个
重要分支学科，也已成为环境科学不可缺
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注

抹灰，以及毡布和类似材料可以满足这个愿望（缓冲层）。为了防止在
室内空气湿度很高时，水蒸气透过缓冲层传输到建筑构件内部，特别
对于多层墙体结构，应该在建筑构件表面设置能尽可能阻隔水蒸气的
防护层（隔汽层）。缓冲层吸收的水分应该在室内空气湿度低时释放给
室内空气。房间通风（开窗、安装通风井和类似系统）可以促进这种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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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气流速度除了会产生
冷风渗透效应，也会改变空
气温度和室内温度分布，影
响热舒适性。
从不密封部位流入的冷
空气会造成室内空气温度和
表面温度分布不均：进入的
室外冷空气形成下沉气流，
降低建筑构件表面温度，在
地板上面形成“冷空气海”。
一个站立人体脚部和头部有
20C 温差时，人体就会有不
舒服反应。同样当建筑构件
表面温度和室内温度相差超
过 40C 时，人也会感觉不舒
服。

物质难以或者可以阻止它们 1.8 标准／法规
通过建筑构件进入房间。这
DIN 4108 － 高层建筑保
种气密层对于隔离氡特别有
温［13］在 50 多年前就提出
效果。不同种类和物性的土
了建筑构件透气性定义。
壤存在浓度不同的氡。所以，
1952 年颁布的这个标准系列
联邦防辐射局(BFS)在［18］
依然存在。在节能概念尚未
文件中要求与土壤接触的建
形成、DIN4108 仅把目
筑物部分（如地下室）必须
光聚焦于“节煤”的那个年
严密。“氡会通过砌筑结构或
代，就已经对气密性给予了
楼板缝隙、建筑构件不严密
高度重视。它对透气性有以
的接缝、未做充分密封处理
下陈述［13］
的电缆或管道穿墙口和建筑
物中其他‘薄弱环节’进入
40 多年后，建筑物外围
建筑物”。对此联邦防辐射局
护结构气密性才正式写进标
有专题论述［18］。
准［19］，立法者也正式采用
了这个名词［20］。关于气密

1952 年版 DIN4108［13］摘录
4 保温的基本要求
房间保温取决于围护结构（墙、楼板）的热阻和透气性（接
缝，间隙等），特别是将房间与室外空气隔离的 墙体的透气
性，以及热存储效果。

4.2 建筑构件，特别是外围护结构（窗和门）的透气
性
4.21 只要进行了抹灰，墙和楼板的透气性一般是很小的，热
损失也相对较小。相反，窗和门的不密封会造成大量热损失；
因此所有接缝都要良好密封，应特别重视窗框和砌筑墙体的结
图 1.8: 里切尔（Rietschel）/赖斯（Raiss）［17］ 构缝和大面积建筑构件（如壁板）拼缝的密封处理。在采用橡
的图表：适用范围：房间间隔墙表面平均温度 胶条密封特别严的窗户时，利用通风挡板等措施实现轻微通风
ϑim =19.5 – 23 0C；相对空气湿度φi = 30 - 70%
是有意义的。

1.7 气密性＝无有害物质
气密性外围护结构可以有
效阻止室外有害物质污染室
内空气（见 1.9 节）。
房间一侧的气密层使有害

即使无法估计是否存在
“损害”，提高建筑物外围护
结构气密性，对于减少有害
物质污染也应该是一种正确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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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外围护结构在各个阶段和
法律意义上的地位可以查阅
本书其他章节（第 2.1 节和
第 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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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高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的原因
奥尔夫冈·比晓夫（WolfgangBischof）

嵩瓦尔（a’Arsonval）甚至 科费尔认为，“任何一种空气，
猜测，呼出的气体有毒性， 只要我们感觉到它和室外空
1.9 空气质量和建筑物气密性 并 在 1888 年 将 其 称 为 气不一样，这种空气就是不
1.9.1 室内空气质量和室外空 Anthropotoxine(人体毒性 )。 干净的”。但现如今，他的这
尽管布朗－西瓦德和安 阿嵩 种说法可能只有在特定地点
气
马科斯·冯·佩滕科费 瓦尔（1888）是这个问题的 和时间才有效。另一方面，
尔（Max von Pettenkofer） 第 一 批 研 究 者 ， 岚 苏 穆 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会随着
1858 年在慕尼黑讲课时指出： （Ransome）在 1870 年已经 空气卫生条件和气象条件、
“绝对不允许让我们的房子 假设，人类主要会通过呼吸 空气污染物理化学特性、建
成为将我们与室外空气隔离 向环境释放有毒气体。在德 筑物通风性能和室外进风量
的一种装置，它应该比我们 国，西根（Seegen）和诺瓦 的变化而改变。
衣服的隔离作用还要小。”弗 克（Nowack）（1879）认为，
详细研究这种多因素联
里德贝格（Friedberger）以 人 体 必 须 呼 出 氢 氧 化 钾
相当生动的方式描述了我们 （Ätzkali）无法吸收的有机 合作用的过程，有助于我们
今天无法想象的住人房间的 物，这些物质在重新被吸入 掌握通风对室内空气质量的
情形。早上起床的时候，房 时是有毒的。卫生专家吴福 实际影响。几十年来，科学
间里测出的 CO2 浓度为 0.23% 满（Uffelmann）在 1888 年 研究常用的成熟手段是室内
（0.12 ~ 0.55%），还有很强 就已经指出，三个人在一个 外空气污染物浓度比 I/A 或
的气味。在狭小房间里，呼 狭小密闭房间里呆上 10 个小 I/O （ Indoor/outdoor ）。 当
吸、出汗、烹饪和洗涤产生 时，CO2 浓度会增加 2.5 倍， 𝐼/𝐴 <1 时，污染物主要来自
的湿气形成结露，造成潮湿 有 机 物 含 量 （ 用 高 锰 酸 钾 室外，提高建筑物气密性有
损伤并产生霉味，使衣物出 kMnO4 溶液测试）几乎以同样 防护作用。当 I/A>1 时，污
染源主要来自室内，提高换
现霉斑。壁纸往往因墙面太 数量级增加。
气次数有助于减少污染物浓
湿而脱落，木板腐烂。对采
从历史的角度看， 佩滕 度。为了可靠采集 I/A 系数，
暖季 147 个房间测出的相对
应该在建筑物附近或者在机
科费尔对居住空间自由通风
湿 度 平 均 值 为 78%
（61~94％）。高的空气湿度 的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械通风装置新风入口处测量
为螨虫提供了理想生长条件， 然而，恰好也是他（1858） 室外空气质量，同时也要检
有时还有衣虫和地鳖虫。凡 对室内空间提出了合理限制 测室内空气污染物来源，特
瓦格宁根（Van Wageningen） 有害物质污染的要求：“如果 别是它们的浓度变化。卡内
等专家（1987）发现，人在 在我房间里有一堆粪便，我 考（Kaneko）等人的测量结
潮湿房间发生呼吸困难的几 会首先将其清除出去，而不 果表明，房间内 NO2 的 I/A
率比干燥房间要高。肛门炎 是增加房间通风。最合理的 值 波 动 非 常 大 ， 在 0.3 和
做法是，人们从一开始就设 33.1 之间。这么大的波动幅
症发病率也提高。
法防止对室内空气的污染， 度表明，单点测量可能导致
以往的研究侧重于呼吸 而不是在事后设法借助通风 重大误判。原因在于，室内
对室内空气的污染。从人体 来消除其影响。”在今天，保 污染物会随时间变化，而室
排泄物（粪便、尿液、皮屑、 证室内空气质量意味着，尽 外空气的污染物浓度也会随
屁等）对环境污染程度来看， 可能使室内主要污染物仅来 风向变化。
无论从不可避免性还是污染 自人类新陈代谢和起居活动。
过 去 也有 人建 议 把 I/A
量角度，嘴鼻呼出的污染物 房间通风也就主要针对这类
都 是 最 严 重 的 。 拉 夫 斯 污染，所以在无人时应该把 的倒数作为保护系数（阿尔
（ Lavoisier）1777 年就认 通风量降到最小。从节能角 桑纳（Alzona）等）。I/A 值
识到，房间通风不良会使人 度考虑这是毫无争议的。而 越小，建筑物外围护结构、
体吸入更多的 CO2 危害身体 且，即使从室内空气质量考 建筑物本身和室内通风装置
健康（维特豪尔（Witthauer） 虑，限制无组织自由通风也 越能保护我们免受室外空气
等 ， 1993 ）。 布 朗 － 西 瓦 德 是有好处的，因为室外空气 有害物质的侵扰。
（Brown-Sequard）和安 阿 会影响室内空气质量。佩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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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气密性建筑的防护作用
室外空气有害物质是如
何进入到室内的？在现场测
试、实验室试验和模拟计算
中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可惜
许多关于 I/A 的文章根本没
有或者只是附带讨论了气密
性问题，而且大多没有换气
次数数据。尽管如此，我们
今天可以列出一系列有害物
质，证明它们对于人类健康
的影响，并且对 I/A 或者建
筑物防护作用作出判断。
欧洲理事会 1996 年 9 月
27 日颁布的指令 96/62/EG
（1996 年公报第 L296 号，
第 55-63 页）为欧洲范围统
一评价和监督室外空气质量
奠定了基础。指令规定，将
由欧盟委员会对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细颗粒物、浮尘、
铅和臭氧（初始阶段），以及
一氧化碳、多环芳香属碳氢
化合物（PAK － 苯并（a）
芘的主要成分）、镉、砷、镍
和汞制定相关规定。在欧共
体区域，将全面规定统一的
极限值（必要时包括偏差范
围）、目标值、长期目标或报
警阈值（2006 年联邦环境监
督局）。

200μg／m3 ，9%的站点超过 相应的抽样数量。需要注意
了 500μg／m3 。测出的每小 的是，对建筑物气密性－ 不
时最大平均值达 1941.5μg 密封／密封／无数据 －的划
／m3 。主要由燃烧过程（交 分原则上依据定性数据而不
通、工业）产生的二氧化氮， 是定量数据，因为在引用的
也超过了 2010 年生效的 200 文章中经常缺少具体的换气
次数和关于用户通风方式的
μg／m3 极限值（图 1.9.2）
阐述。这里还需要指出与参
下面将介绍科学文献公 考文献有关的其他不确定性：
布的一些在室外空气中浓度 不是经常能找到关于所研究
较高的污染物的 I/A 系数与 的某种有害物质的室内来源。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的 这有可能导致 I/A 系数偏高，
关系。从表 1.9.1 可以看到 进而弱化了建筑物气密性的
防护作用。

图 1.9.1: 2003 年德国环境质量检测网点测到的每小时 PM10 最大浓度。

联邦环境监督局公布的
2003 年德国空气质量评价报
告表明，二氧化氮、细粉尘
和苯超过了包括偏差范围在
内的极限值。最严重的是在
不利空间条件和气象条件下
的污染物浓度峰值。图
1.9.1 给出了 2003 年德国细
粉尘的浓度值。表内列出的
是空气动力直径 PM10 每小时
最大平均值。只有 3 个测量
站的日平均值未超标（1％）， 图 1.9.2:
85.6%的监测站达到了 100μ 浓度。
g／m3 ，44.1%的监测站超过

2006 年德国环境质量检测网点测到的二氧化氮年平均值和每小时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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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高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的原因
表 1.9.1 从参考文献查得的 I/A 系数抽样数量、总量和按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
性分类的数据，数据来源于参考文献。

1.9.2.1 细粉尘

文献查得的 937 个数据得出
室外空气对室内空气细 的平均值为 I/A＝0.76，25%
粉尘浓度的贡献受到复杂因 为 0.65， 75%为 0.91。 图
素的影响。除了建筑物外围 1.9.3 表明气密性好的建筑
护结构的气密性，许多因素 物外围护结构对于 PM2.5 有明
如通风行为、室内粉尘沉积、 显防护作用，此时 I/A 平均
楼层和建筑物内的气流工况 系数为 0.63。与此相比，围
都 有 重 要 影 响 （ 弗 鲁 姆 护结构不密封时，I/A 平均
（Fromme）等，2007）。如果 值在 0.83。如果将粉尘浓度
室 内 缺 少 粉 尘 生成过程 － 减少 25%，可以显著减少家
主要是吸烟、炊事（主要是 住繁忙交通道路附近居民的
煎炸）和室内人员的一般生 危害。建议以后多做一些在
理活动，那么室内粉尘浓度 实际居住条件下粉尘影响的
显然受到室外空气的影响。 测量，以便获得经得起医学
据恺姆（Kim）等人的报道， 考验的数据。
根据换气次数，室外空气占
室内污染物浓度的比例在 590%之间波动。此外，也可以
认为，相比于大颗粒粉尘，
室外空气中小颗粒粉尘对室
内环境影响更大。西鲁斯
（Cyrys）等对两个模型房间
进行测试发现，室内粉尘污
染中 PM2.5 占 75%， 而 PM10 只
占 43%，从而证明了上述判
断是正确的。
尽管细粉尘对人体健康
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但在
科学文献中只能找到很少室
内／室外浓度比较的资料。
比如，对于 PM10 就找不到换
气次数和建筑物外围护结构
气密性影响的相关资料。从

图 1.9.3: 室内外粉尘浓度与建筑
气密性的关系（方框表示 25%-75%
的统计数据的区间，方框内的横线
表示 50%的数据对应的情况，方框
外上下两根水平短线表示涵盖不含
极端数据的总数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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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二氧化氮
对室内规定二氧化氮周
平均值 60μg/m3 作为基准值
II（需要采取措施的基准值，
安乐特（Englert））。从 419
个德国监测站测得的二氧化
氮浓度计算出连续的周平均
值，从而计算出超过基准值
II 浓度的比例，最后得出如
下结果：2006 年有 50%的站
点测出室外空气二氧化氮浓
度超过基准值，1/6 站点超
标 10%，43 个站点超标 90%。
图 1.9.4 表明，市中心交通
繁忙区域是重灾区。在交通
繁忙的 152 个站点中，只有
28 个站点（18.4%）未超标。
2006 年 1/5 站点有 6 个多月
浓度超过 60μg/m3。上述实
测数据表明，建筑物采用自
由通风时，污染严重地区的
室内环境基准值很有可能超
标。近年来传染病学研究发
现，与居住在污染少的安静
小区的居民相比，居住在交
通繁忙区域的居民患呼吸道
和心血管疾病的几率要高。
除了二氧化氮，致病污染物
还包括细粉尘和噪声污染。

图 1.9.4:超过德国监测站
二氧化氮周平均值 60μg/M3
的百分比占比与当地污染
负荷的关系。

1. 提高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的原因
围护结构对防止居室受
到室外空气二氧化氮污染有 （图 1.9.6）。这里不仅是因
什么作用呢？图 1.9.5 列出 为减少了渗风，具有很高反
了 根 据 科 学 文 献 计 算 出 的 应能力的臭氧在与室内物质
I/A 系数。可以看到，气密 接触时也会得到降解。科希
性好的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有 纳（Kirchner）在其他条件
很高的保护作用，I/A 平均 相同的情况下，在一个没有
值在 0.26。对相对较大的样 吸附物质的居室测得 I/A 值
板量（n = 209）统计得出的 为 0.2。在放进吸音毡后，
I/A 平均值为 0.65。这些抽 该系数降低到 0.05。
样没有换气次数和建筑物气
密性的相关数据。在围护结 1.9.2.4 花粉和霉菌孢子
构气密性差、因而换气次数
很 大 的 建 筑 物 上 ， I/A 为
房间里生物性有害物质 图 1.9.7: 室内外花粉浓度与建筑外围结
1.09， 超过了 1。说明除了 中，花粉和霉菌孢子一般是 构气密性的关系。
来自室外的二氧化氮，也存 从室外通过渗风进入室内的。
在室内污染源（燃气、吸烟）。 而细菌、病毒和螨虫主要是
在室内滋生的。假定室内没
有污染源，具体说没有霉菌 即使提高换气次数，上述有
1.9.2.3 臭氧
生长的条件或没有产生花粉 害物质的 I/A 中位值还是比
2010 年前，一直努力将 的植物，那么密闭的建筑围 较低，花粉为 0.22，花粉过
臭氧浓度 8 小时平均值控制 护结构可以保护居民不被暴 敏 物 为 0.36 ， 霉 菌 孢 子 为
在小于 120μg／m3。在 3 年平 露在污染物环境中。无论对 0.40。对于敏感人群，通过
均值中，每年允许有 25 个日 于花粉和花粉过敏物质（图 密封围护结构减少在有害物
历日超标。而在 2007 年仍有 1.9.7 和 1.9.8），还是对于 质中暴露的可能，无疑是一
1/4 监测站的数据超标。对 霉菌孢子，这种保护作用都 项重要的预防措施。气密性
于臭氧 I/A 系数的研究表明， 得到了科学文献资料的证实。 好的外围护结构不仅可以减
自然通风房间的 I/A 系数在 在换气次数小的情况下，花 少应时污染，也可以减少季
0.7 和小于 0.05 之间。分析 粉过敏物和霉菌孢子的 I/A 节性过敏物质进入室内的几
发现，气密性好的围护结构 系数中位值为 0.25；而对大 率，从而减少二次飘尘的可
有很高的防护作用
颗粒花粉的防护作用更明显，， 能。
I/A 平均值为 0.03。
1.9.2.5 氡

图 1.9.5: 室内外二氧化氮浓度与建
筑气密性的关系。

图 1.9.6: 室内外臭氧浓度与建筑外
围护结构气密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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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由室外进入室内
的有害物质中，氡占有特殊
地位。土壤气体是室内污染
的最重要来源。表 1.9.2 列
出了居室氡浓度的不同来源
所占份额。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WHO，2005）公布的数据，
室外空气中氡平均浓度为 515 Bq/m3，全球平均室内浓
度为 39 Bq/m3。德国从 5152
个家庭系统性采集了氡测量
值（肯斯基（Kemski）等，
2004）。作者给出的几何（算
术）平均值为：地下

1. 提高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的原因

图 1.9.8: 室内外花粉过敏物浓度与建
筑外围护结构气密性的关系。

室浓度 90（182）Bq/m3 ，底
层居室 61（111）Bq/m3 ，二
楼居室 50（68）Bq/m3 。有
27.9%的测量居室氡浓度超过
200Bq/m3 ，12.7%的居室超过
400Bq/m3 。 在地 质 氡含 量 高
的几个联邦州（图林根，萨
克森），有 5.2%和 5.3%的地
下室氡浓度超过 1000Bq/m3。

图 1.9.9: 室内外空气霉菌孢子浓度与
建筑外围护结构气密性的关系。

邦环境、核安全和自然保护
部（BMU）建议将居室氡浓度
3
目标值定为 100 Bq/m 。超过
该浓度时应该采取降低氡污
染的措施（匿名，2007）。

图 1.9.10: 室内外空气氡浓度与建筑
外围护结构气密性的关系。

以有效防止居室出现高的氡
浓度。显著减少室外空气进
入室内的体积流量，在家里
无人和污染不严重时是完全
合理的，而且为了节能也应
该这样做。但这可能会导致
鉴于氡对人体健康有重
室内氡浓度升高。图 1.9.10
要影响，查找对于氡暴露的
给出了氡的 I/A 系数，它是
主要影响因素就显得异常重
根据科学文献发表的室内浓
要。关于气密性对氡浓度的
度计算出来的。高换气次数
今天，氡被认为是引发 影响应根据其来源分别予以
建筑物的平均值为 9.4，气密
支气管癌的重要诱因。欧洲、 研究：在来源主要为“土壤
性较好的围护结构平均值为
北美和中国的流行病学研究 气体”的位置，提高气密性
31.6，这明显反映了典型的
表明，有 6~15%的肺癌患者 和采取排出氡的辅助措施可
氡污染条件（也可参见表
归因于氡污染。氡浓度每增
1.9.2）。
表 1.9.2: 居室氡的不同来源，摘自匿名资料，2001
加 100 Bq/m3，患肺癌风险
增加 10~16%。75 岁不吸烟人
群在氡浓度为 0、100 和 400
Bq/m3 时肺癌发病率分别为 4、
5 和 7‰。而受到上述污染的
吸烟人群肺癌发病率则增加
到 100、120 和 160‰（WHO，
2005）。目前世界范围推荐的
3
基准值为 150~400 Bq/m 。欧
共体理事会于 1990 年也建议
在现有居室氡年平均浓度超
过 400 Bq/m3 时应采取措施。
新建建筑设计值不允许超过
200 Bq/m3 。最近的研究证明
氡浓度在 100~199 Bq/m3 时，
不吸烟人群发病危险就已经
会显著增加。为此，德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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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高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的原因
由于文献大多给出的是当地
室外浓度，在计算时采用了
平 均 浓 度 10Bq/m3 （ WHO ，
2005）。如表 1.9.3 所示，特
别在一些地质氡浓度很高的
地区，在提高建筑物气密性
的同时，必须采取辅助措施
限制氡污染。与氡进入室内
有关的建筑物结构特性会导
致明显的污染浓度差异。提
高气密性首先意味着预防氡
污染，也就是通过采取密封
措施防止这类有害物质进入
居室。

图 1.9.11 在高湿度房间居住人群罹患哮喘疾病的风险（OR 比值比）与低湿度房
间的比较（在 1988-1998 年时间段开展流行病学研究得出的结果，博纳哈格等，
2001）
。

1.9.3 对于气密性建筑内污染
物排放性能的要求
献（博纳哈格（Bornehag）
等，2001）的综合分析证明，
在湿气重的房间里居住会提
高发病率。在高湿度的房间
里经常出现的疾病主要有过
敏和炎症。图 1.9.11 通过潮
湿房间与不潮湿房间的比较，
反映了流行病学研究得出的
在潮湿房间居住罹患哮喘疾
3
。
病的风险（OR 比值比 ）

通过引用佩滕科费尔 他碳酸排放源的前提下，室
关于“为粪堆通风”的名言， 内空气碳酸含量的增加可以
上文已经对具体要求做了详 用来衡量现有的空气已经有
细描述，也就是只有新陈代 多少存在于房间内人体的肺
谢和人类活动排放的污染物 里。空气参与的所有其他功
才允许成为对室内环境污染 能基本上与呼吸相并行。”居
的主要来源。因此，重要的 室 内 二 氧 化 碳 浓 度 不 超 过
排放物就是湿气、人体排出 1000 ppm 的要求与建筑物气
的微生物和有机与无机气体。 密性无关。遵守这个数值可
对于所有归咎于人体新陈代 以保证人类活动产生的排放
2001 年，德国有 21.9%
谢的污染物，在今天仍然采 物能够被充分地从房间排出。
的住宅存在肉眼可见的潮气
用佩滕科费尔指数（PET）作
损伤，有 9.3%的住宅有霉变
为评价指标。佩滕科费尔要 1.9.3.1 空气湿度
（ 布 拉 西 （ Brasche ） 等 ，
求，室内二氧化碳浓度不得
目前，全世界已公认居 2003）。利用这份对联邦德国
超过 1000 ppm，原因很令人
5530 套住宅调查得出的对德
室内的湿气是危害人体健康
信服：“在房间内存在其
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科学文 国有代表性的数据，来分析
表 1.9.3: 底层居室氡浓度与建筑物不同结构特性的关系，克林格尔（ Klingel），
建筑物气密性对空气湿度的
2008
影响，得出了如下结论：在
门窗有环绕密封的住宅，出
现潮气损伤的概率为 19.3%，
而其他住宅为 24.6%；结露
霉 变 的 概 率 分 别 为 7.9% 和
10.6%。这两种情况的差异是
很大的。对其他影响和干扰
3

OR 比值比对于发病率很低的疾病是
表示危险度的精确估计值。OR 值等于
1 表示该因素对疾病发生不起作用；
OR 值大于 1 表示该因素是危险因素；
OR 值小于 1 表示该因素是保护因素－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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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高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的原因
因素例如湿气侵入、住户开
窗通风、住宅产权、新风系
统等的研究结果同样证明，
围护结构气密性好的住宅对
湿气侵害和结露霉变有预防
作用。

来 自 于 人 类 或 动 物 。 图 的侵害。这里首先是花粉和
9.1.12 以密闭空间的测量为 霉菌孢子，它们在某些季节
例，展示了人体皮肤和黏膜 浓度会非常高。对于在室内
释放菌体的过程以及衣服和 会临时出现浓度峰值的二氧
护肤品对于菌体释放的影响。 化氮和臭氧，提高气密性也
是一项重要的预防手段。对
室内生成菌落浓度与换气次 于由室外空气造成的室内细
作者们把这种因素解读 数有关，并可以通过 CO2 浓 粉尘污染，提高建筑物气密
为现代建筑状态的结果，它 度预测（鲁德内克（Rudnick） 性的防护效果较小，但仍然
代表了大多数同类建筑的特 &密尔顿（Milton）, 2003）。 非常明显。对于此处考察的
点。从对 31836 套住宅和功 当房间里有一个可通过空气 所有有害物质，特别是细粉
能房间进行综合研究的结果 传染的炎症病人时，随着 CO2 尘 需 要 指 出 ， 利 用 现 有 的
表明：不密封的建筑物外围 浓度增加，同一个房间里健 I/A 数据分析与建筑物气密性
护结构不能防止结露霉变和 康人患病的风险会增加。根 的关系还不很可靠，应该继
潮气损伤。这与某些专业文 据 病 原 体 的 传 染 性 得 出 图 续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
献认为气密性好的窗户是居 1.9.13 的关系。当人体获得
气密性好的建筑物外围
室结露霉变罪魁祸首的论点 的室外空气体积流量较大时，
相矛盾。
室内人员被致病性菌落感染 护结构绝对不允许导致居室
的危险降低。特别是人员密 住户通风不良。遵守佩滕科
关键是要创造一种不受 度大的房间（会议室、学校、 费尔 1000 ppm CO2 浓度极限
高湿气危害的健康居住环境， 剧院等）和人员经常变换的 值可以在正常情况下保证及
也就是应该及时排出人类在 地方，适当提高通风强度可 时排出室内湿气，减少感染
居室内活动时释放的湿气。 以预防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 风险。应该尽量减少不是直
接由人类及其活动产生的有
遵守佩滕科费尔准则，一般
害物质。特别是致癌性氡，
就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1.9.4 总结和结论
在地质氡浓度较高的地区，
1.9.3.2 生物气溶胶
气密性好的建筑物外围 应该采取适当的建筑措施尽
护结构可以保护室内人员免 可能减少氡进入室内。
细菌和病毒在室外空气 受室外空气中典型有害物质
中的浓度一般是很低的，因
为这种潜在致病生物原则上

图 1.9.13: 在有病人的房间里停留时，被三种具有不同感染性
图 1.9.12: 一个人在穿不同衣服和使用不同护肤品时对环境 的、可通过空气传播的病原体感染的危险与换气次数的关系
（CO2 浓度）。
空气产生的细菌污染，用每 m3 菌落数表示（K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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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芬格琳 Anne Fingerling

关于鼓风门的一个小故事
据说，古希腊哲学家苏
格拉底（公元前 470 － 399）
曾经断言：“理想的房子应该
是 冬 暖 夏 凉 的 ”（ 胡 姆
（Humm）1990， 第 7 页）。
有两个因素决定室内居住环
境舒适健康程度：建筑物外
围护结构的良好保温和气密
性。
2.1 气密性的历史沿革
纵观建筑历史，可以看
到人类一直在追求尽可能减
少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的透气
性。人们用藓苔或泥土堵塞
原木结构上的缝隙，阻止不
舒服的冷风渗透。
在芦苇或木条墙内侧覆
盖大面积的木板或石膏板，
也是为了降低透气性。在改
造老建筑时经常可以发现墙

图 2.1：在原木结构建筑上用藓苔和泥
土 堵 塞 缝 隙 。（ 照 片 ： 艾 克-海 尼 希
（Eicke-Hennig））

图 2.2: 莱西（Raisch）不再仅仅关注建筑材料，而是整个墙体。这是他用于检测墙
体气密性的试验装置（来源：莱西 1928）。

上和楼板上糊着旧报纸。这
些历史印迹清楚地说明，先
人们用这种极简陋的方法是
为了挡风，而一定不是想以
此给后来人留下点什么时代
信 息 （ 普 莱 斯 希 （Preisig）
1990， 第 4 页）。以前的窗
户都是很不严密的，因为那
时还没有发明嵌槽式密封技
术。为了减少冬季渗风，经
常在两樘窗中间填塞枕头和
卷起来的棉被。现在有时候
还能在老建筑上见到这种简
单的临时性封堵措施。现在
许多生产厂家能够提供各种
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来保
证建筑物外围护结构耐久性
高质量的气密性，而其前提
一定是必须进行高质量、无
缺陷的施工。对于这方面的
介绍可详见第 4 章“粘贴－
材料和工艺”。
2.1.1 会呼吸的墙体？
从 19 世纪开始，室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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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量和卫生逐渐得到重视。
这里不能不到提化学家和健
康学家马科斯冯佩滕科费尔
的名字。他所做的一系列非
常著名的研究（本文不予赘
述），使他作出了这样的假设，
即透过外墙的空气交换对净
化室内空气有重要贡献（佩
滕 科 费 尔 1877）（ 瓦 尔 西
（Walch） 1997）。
然而自 20 世纪初叶以来，
这个理论已经被超越了：
1928 年，艾文莱西证明，健
康学家要求利用‘会呼吸的
墙体’更新室内空气的理由
是不合理的。相反，“不可避
免的漏风门窗”（莱西 1928,
第 489 页）会造成大量热损
失。
莱西在当时就已经认识
到抹灰对于改善砌筑结构气
密性的重要性。他发现，无
论砌筑结构还是轻木结构，
抹 灰 表 面 漏 风 率 q50< 1

2. 对于气密性要求的历史沿革－过去和现在
m3/m2h，尤其是有水泥添加 建造的“标准房”代表了当
剂或有涂料的表面甚至可以 时德国的平均建筑标准。也
达到 q50< 0.1 m3/m2h。（韦尔 就是说，之前几乎所有住宅
纳 （Werner）/策 勒 （Zeller） 都是通过不密封的建筑物外
1993，第 4 页；莱西 1928， 围护结构和窗户进行无组织
第 484-485）
通风。只有在 1974 年 10 月
版的 DIN 4108 增加了“补充
在今天，“密封”意味着 性规定”以后，才开始通过
整个建筑物外围护结构要有 限制窗户的缝隙渗风显著减
像抹灰砌筑墙体一样的气密 少居室的过风量。带有唇形
性。（策勒/比亚辛（Biasin） 密封的气密性窗户开始得到
1998）
推广（奥斯瓦尔德 1995）。

识，大部分被作为“屋面外
部通风试验中的‘垃圾产品’
对待。所以，有时，在关于
冷屋面还是热屋面和建筑结
构外侧的‘正确通风哲学’
的很激烈的辩论中，气密性
问题只是一个陪衬。”（策勒
等 1995，第 7 页）。
只 有 在 1981 年 颁 布 的
ASHRAE 标准中（美国暖通空
调工程师协会；相当于德国
的工程师协会 VDI）才给出
了明确的定义：“今天大家一
致承认，渗风将水蒸气输送
到结露部位（…）的 作用远
大 于 水 蒸 汽 本 身 的 扩 散 。”
（策勒等 1995，第 7 页）。

“能源危机”后，减少
传热损失和通风散热损失被
1973 年是气密性发展史 提到议事日程。不仅窗户密
上决定性的一年；这一年发 封了，而且墙体和屋面也做
生了所谓的能源危机。此前 了保温。瑞士的调查证明，
的建筑，按照现在的准则评 这样做的结果是“室内空气
价属于节能标准很差的建筑， 湿度增加了 10-15%，在建筑 2.1.3 协会纷纷成立
透气性也很高。防潮一直被 结构热桥部位开始出现结露
作为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的一 霉变”（普莱斯希 1990, 第 4
作为对“能源危机”的
项基本任务，而气密性往往 页）。这些现象在德国同样存 反应，飞利浦公司于 1974 年
被忽视。直到 70 年代，还没 在。
在位于亚琛的研发中心建起
有对气密性提出要求。那时
了一栋能源试验楼，即所谓
加拿大建筑科学家普拉 的飞利浦试验楼，用于测试
候，人们对不舒服的冷风渗
透和大风时日暖气不热习以 茨（R.E.Platts）在 1962 年就 各种减少建筑物热损失的措
为常。许多“1970 前盖的建 认识到，与热损失并存的空 施。该建筑设计简单，采用
筑在中等风速条件下，换气 气流“几乎始终是严重结露 快装配结构和尺寸较小的窗
次 数 达 到 每 小 时 8-10 次 ” 现象的根源”（ 策勒 （Zeller） 户，提高了保温厚度和建筑
（ 奥 斯 瓦 尔 德 （Oswald） 等 1995，第 7 页），特别在 物外围护结构的气密性。在
1995, 第 128 页）。窗户是主 轻木结构上这种结露会导致 当时却引来了许多强烈的批
对建筑物的伤害。这些认识 评声。许多建筑师不是把这
要的漏风部位。
在 60 和 70 年代开始慢慢被 种节能建筑看作新的发展机
按照 DIN 4108 －“高层 人们所接受。只要是在德国 遇，而是害怕会限制他们的
建筑保温”（1969 年 8 月版） 实验室和户外试验得出的认 自由发挥。他们把提高建筑
物紧凑性看成是“积木式建
筑设计”的一种威胁（芬格
琳 1996）（ 菲 斯 特 （Feist）
1997）.
就是“建筑物理学上的
气密性”，也受到公众舆论不
公正的负面评价。他们感情
冲动地呼喊：“救命啊，我们
会在密闭建筑物中窒息”或
者“有人想让我们生活在保
图 2.3: 1973 年石油危机前后建筑物的气密性。（来源：质量监督专家工作组，德 温 瓶 里 ”（ 普 莱 斯 希 1990）
本多夫（Duebendorf）/瑞士）
（艾克-海尼希 1994）。
2.1.2 对气密性的认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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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能源危机”
也有完全另一种反应。1974
年，工业发展组织（OECD）
成立了国际能源署（IEA）。
作为第一批项目，国际能源
署在 70 年代下半叶在“建筑
和公共设施节能”分项目框
架内成立总部在英国的“冷
风渗透研究中心”。研究中心
致力于整合国际上开展的空
气渗透研发工作，组织各种
会议，出版了大量技术资料，
为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制定一
系列标准和建议作出了重大
贡献”（策勒等 1995，第 73
页）。1980 年中叶，这个中
心扩大为“冷风渗透和通风
中心（AIVC），增加了“室内
空气流动和建筑物通风”研
究内容。从此时开始，联邦
德国也成为了 AIVC 的成员国
家（策勒等 1995）。
2.1.4 强烈的批评声和误解

图 2.4: 按赛特乐方法测量屋面层透气性的试验构造。（赛特乐 1932）

板进行保温的必要性，并提 2.1.5 开始形成标准
1984 年 2 月 24 日颁布的
出“应该对屋面进行密封以
建筑保温法规（WSVO1984） 防止冷风渗透”，并指出“在
90 年代中期以前，德国
替代了 1977 版建筑保温法规， 起风时，太薄的楼板和透气 基本没有建筑物外围护结构
对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在
性瓦片损失的热量比密封屋 透气性的标准。所以，1995
改造时）提出了最低保温法 面大许多”（赛特乐 1932，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建筑保温
律要求。对外窗和门联窗缝 第 322 页）。
法规（1995WSVO）与之前的
隙提出了渗风系数限制。在
法规有明显的区别。法规第
法规一般规定中写增加了以
虽 然 在 1960 年 5 月 4 章（1）明确要求，在使用
下文字：“传热外围护结构的 DIN4108 颁布后已理所当然 板条式、对接式、搭接式或
其他缝隙必须按照当时技术 的认为缝隙应该是密封的。 板式建筑构件或建筑构件覆
水平进行耐久性密封。”而进 但是在建筑实践中有多少位 盖层时，应该在“整个面上
一步的解释就没有了（科努 置存在缝隙也理所当然地被 设置不透气防护层”。附件 4
布 劳 赫 （Knublauch） 等 “遗忘”了。
第 2 条对气密性要求做了补
1987）。
充说明：“只要在具体情况下
数十年来，“坡屋面冷风 要 求 审 查是 否 满 足第 4 章
对于屋面透气性没有提 渗透”一直是个老生常谈的 （…）的要求，就应 该按照
出过正式要求。早在 20 世纪 话题。因屋面漏风发生过许 公认技术规则进行检查。”此
30 年代，赛特乐（E. Settele） 多纠纷（奥斯瓦尔德 1995）。 外，附件 4 第 2 条第一次提
就进行过“不同屋面构造透 但是一直到 90 年代还有人错 出，在具体情况下可能需要
气 性 ” 的 研 究 （ 赛 特 乐 误的相信“适当的透气性” 进行现场测试，检测是否满
1932）。
可以保证最小换气次数（策 足 气 密 性 要 求 （ 菲 斯 特
勒/韦 尔 纳/克 勒 特 （Kahlert） 1997）。
他证明了对最上一层楼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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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0 年代，研究重点逐
步转向了减少气密性差造成
的通风散热损失。因为随着
保温标准的提高，这部分损
失的占比明显增加。

和 节 能 措 施 （ 尼 尔 森/杜 特
2008）。
“鼓风门”作为科学实验仪
器经受了实践的考验。正如
节 能 公 司 （Energy
Conservatory）的共同创始人
2.1.7 从“风窗”到“风门”
尽管如此，专业人士还
盖里安德森（Gary Anderson）
是抱怨在建筑实践中对气密
70 年代末，国际上开始 所说：“风门最大的威力在于
性关注太少：“DIN4108‘高 采用所谓的“鼓风门”进行 它开创了将房子作为一个系
层 建 筑 保 温 ’（1981 年 版 ） 建筑物的压力测试。
统来理解的先河，并能够借
（在 1996 年才出版了第 7 部
助差压确定和诊断薄弱环节。”
分‘建筑构件和节点的气密
我们所认识的“鼓风门”， （安德森 1995, 第 22 页）。
性’（标准试行版 1996 年 5 1997 年在瑞典第一次使用， 第一代风门测试仪器，是在
月 ）） 和 建 筑 保 温 法 规 不过当时还叫做“风窗”。阿 充满理想主义状态下在北美
（WSVO 1995）对气密性的 肯 布 朗 沙 特 贝 格 （Ake 生产和进一步研发的。一开
轻描淡写与其重要性不成比 Blomsterberg）把这个思路输 始是在家里的车库里倒腾，
例 。”（ 盖 斯 勒 （Geissler）/ 出到了美国。出于研究目的， 安德森回忆说。第一批用胶
豪泽（Hauser） 1996, 第 1 他也于 1979 年到了位于加利 合板和丽盛板制作的风门很
页／也可参见韦尔纳 1996）。 福尼亚州伯克利市的普林斯 笨重，使用很不方便，后来
顿大学。测试系统为理解冷 就越做越轻巧了。
屋面工和木工行业协会 风渗透现象提供了可能。当
总会却在 1991 年就已经将 时还是普林斯顿大学技术员
开始时，北美有三家公
“气密性意义和施工的具体 的肯盖茨贝（Ken Gadsby） 司生产风门测试仪器。节能
意见”写进了技术规程（菲 制作了第一台实用型风门。 公 司 （EnergyConservatory）
斯特 1997, 第 59-60 页）。
因为与窗户相比，门的尺寸 把用得最多的“Minneapolis
是标准的，所以第一次将风 风 门 ” 带 到 了 德 国 市 场 。
机安装在一扇门的填充物内 Infiltec 在 1980 年售出了第一
2.1.6 统一标准
（安德森（Anderson） 1995） 台鼓风门。Retrotec 同样从
位于日内瓦的国际标准 （ 尼 尔 森 （Nelson）/杜 特 1980 年开始进入市场（安德
化组织（ISO）于 1990 年提 （Dutt） 2008）。
森 1995）。
出了一份题为“保温－建筑
物气密性的确定－鼓风门法”
1979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 2.1.8 测试
的 标 准 初 稿 。 该 标 准 草 案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ISO/DIS 9972）包括了测试 （LBNL）第一次使用新开发
在德国，1986/87 在北莱
方法、建筑物准备和测量边 的“鼓风门”。试验发现，隐 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低能
界条件（如室外气象条件） 蔽的漏损所造成的通风散热 耗建筑项目和 1988 年在位于
的相关内容。DIN 4108 附录 损失，比显而易见的薄弱环 斯 特 莱 巴 赫 （Strechsbach）
1 的讨论稿当时就引用了这 节如门窗和电气线路穿墙口 的低能耗建筑上，利用差压
份标准草案。
造成的损失大很多（安德森 方法进行了第一批测试（策
1995）.
勒等 1995）（韦伯（Weber）
1990 年 开 始 ，ISO/DIS
1989）。
9972 成为测量建筑物气密性
“鼓风门”和“房屋 医
的国际标准，并且依据 70 年 生”这些名称可以追溯到普
在 1987 年完成的斯特莱
代中期开发的差压试验方法， 林斯顿大学在这个时期从事 巴赫低能耗建筑项目上，建
通常称为“鼓风门法”（奥斯 的工作。“房屋医生”表示利 筑 工 程 师 曼 弗 莱 德 苏 赫
瓦尔德 1995）（韦尔纳 1996）。 用仪器设备诊断建筑物。借 （Manfred Such） 第 一 次 尝
助这种方法，可以很快找到 试将斯堪的纳维亚的经验用
建 筑 保 温 法 规 （WSVO 隐蔽的缺陷，帮助设计修缮
1995）提出的“个例检查”
也是采用 ISO 9972 的差压法
（ 韦 尔 纳 1996）（ 菲 斯 特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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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德国。这个独栋别墅项目
得到了德国联邦黑森州环境
部的资助，达姆施塔特住房
和 环 境 研 究 所（IWU）进行
了科学跟踪和咨询服务（芬
格琳 1996）。约翰纳斯韦尔
纳 （Johannes
Werner）
（eboek 工程咨询公司）和
图林根物理研究所合作进行
了静态压力测试。当时使用
的还是第一台自己制造的测
试装置（策勒等 1995）。
在测量体积流量时，一
开始使用了压缩刨花板替代
门扇，严丝合缝的装在了门
洞里。由于运输原因分成两
个部分的刨花板上有一
个洞，用于严密地连接风机
管道。风机和文丘里流量计
装在一辆小车上（图 2.6）。
利用文丘里流量计（外径 20
cm）测量流量。流量计前有

图 2.5: 在斯特莱巴赫的低能耗建
筑上使用的第一台自己组装的测
试设备，用了缩短的测量段，风
机 事 先 进 行 了 标 定 。（ 照 片 ：
eboek）

一根两米长缠绕镀锌管作为
稳定段，以防止湍流（韦尔
纳 1989）。这样做虽然可以
获得非常精确的测量结果，
但是系统组装十分费事。
后来撤掉了稳定段，剩
下的仪器在试验台做了标定
（韦伯 1989）。这样测量就
可以不要长长的管道了，尽
管测量精度有所下降。简化
后的系统缩短到了只有 1.2 m
（原来的有 3 m 长），轻巧了
很多。

项目范围内，1989/90 在德
国首次进行了一系列的鼓风
门测量。黑森州对这个项目
给予资金支持，达姆施塔特
住房和环境研究所提供科学
技术服务。测量结果表明 ，
“有些案例（建筑物外围护
结构）气密性比预期差了 10
倍多”；而有些建筑表现良好。
这就说明，“只要认真施工，
好的气密性是完全可以达到
的”（艾克海尼希等 1997，
第 2 页）。
位于斯普林根－诶尔达
克 森 能 源 环 境 中 心 （EUZ）
的建筑＋能源—环境工程师
联合会和位于图宾根的
eboek 工 程 咨 询 公 司 从
1988/1989 年开始利用差压
方法测量，他们属于将风门
用于现场试验的德国第一批
测量公司。和现在一样，最
常用的设备是“Minneapolis
风门“（策勒等 1995）。

80 年代末，在德国开始
销售第一批系列化风门。从
1989 年开始，能源环境中心
在斯特莱巴赫的测量中， （风门责任有限公司）在德
还把刨花板精确裁剪到门洞 国经销“Mineapolis 风门”。
口尺寸，因而只能用于这个 1997 年开始，由 ProTherm
门洞。后来开发了灵活的木 公司推出“INFILTEC E-3 风门
质或铝制安装框，在几何尺 “。从 2002 年开始市场上可
寸上做了重大改进。在“黑 以买到 Woehler BC 21
森 州 30 栋 低 能 耗 房 ” BlowerCheck。

图 2.6: 第一批风门测量仪器很笨重。
1987 年利用这套风门在瑞士材料实
验所 EMPA 进行了测量。（照片：质
量 控 制 专 家 工 作 组 ， 德 本 多 夫/瑞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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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建筑法规定的气密性
建筑实践也会经常遇到
法律问题：外围护结构的
“不密封”在多大程度上不
会被认为是建筑缺陷？换气
次数达到多少才可以被评价
为达到了足够的气密性？

和保障。因为从第一版开始，
法规就把建筑气密性作为一
项义务加以规定；该法规于
2002 年生效，2004 年第一次
修编。2007 年和 2009 年又
进行了两次更新。法规第 6
款（1）要求，“按照公认技
术规则”，对传热围护结构包
括接缝进行“耐久气密性”
施工。
2.1.10 遵循技术规则

直到 90 年代末，专业人
士一致认为德国缺少检测建
筑物外围护结构，特别是既
有建筑气密性的法律规定，
从事建筑私法业务的律
或者抱怨现有标准太不具体， 师 伍 尔 福 科 普 克 （Ulf
因而得不到可靠保证（盖斯 Koepcke）担心设计师和施工
勒/豪泽 1996）。1996 年 11 单位不会完全信赖标准。联
月颁布的 DIN V 4108-7 “高层 邦法院认为 DIN 标准中只是
建筑保温”第 7 部分“建筑 “带推荐性质的私人技术规
构件和节点气密性”试行版， 则 ”（ 法 律 公 告 ：IIV ZR
在修订过程中力争在尽可能 184/97）。“这些规则在某些
短的时间内消除上述欠缺。 情况下或许可以代表公认技
迄今获得的经验和知识以及 术规则，但是这种成文的、
新材料的发展被融汇进了这 因而是固化的规程经常会落
份标准。2001 年 8 月，经过 后于公认技术规则的进一步
修 订 的 标 准 正 式 颁 布 ： 发展”（科普克 2004，第 3
DIN4108 -7/2001 “建筑保温 页）。在发生争议时，以工程
和节能”第 7 部分“建筑物 验收时有效的规则为准，而
气密性，要求、设计和施工 不仅仅考量是否满足了合同
建议以及示例”。2011 年 1 约定（科普克 2004）。
月 开 始 施 行 新 版 标 准 DIN
4108 -7/2011。
此时，像建筑气密性专
业协会这样的独立专业协会
2000 年 4 月，建筑气密 的工作显得越加重要。他们
性专业协会（FLiB e.V）在卡 可以总结来自建筑实践和研
瑟尔成立。其目标是促进研 究领域的最新知识，将它们
究和开发，通过编制技术规 贯彻到标准和立法过程中去。
则提升技术水准，并为立法 只有这样，建设单位和投资
和标准制定提供支持。
方才能获得最大的保障，居
2001 年 2 月 颁 布 DIN EN 民才能获得冬暖夏凉的居所。
13829 “建筑物热工性能，
建筑物透气性测试，差压方
法”。从此，风门测试方法
作者
（透气性测试）在很大程度
安妮·芬格琳
上得到了规范（盖斯勒/博伦
卡瑟尔自由撰稿人和
德（Bolender） 2003）.
节能建筑和节能改造
建 筑 节 能 法 规 （EnEV）
专业记者
终于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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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气密性要求的历史沿革－过去和现在
约阿希姆·策勒（Joachim Zeller）

2.2 过去对气密性的要求

2.2.1 A 部分：以前规程的节选
2.2.1.1 建筑保温法规（WSCHV）

前言
1977 年 8 月 11 日的建筑保温法规
从 1998 年开始，建筑保
温法规、现行的建筑节能法
规和 DIN 4108 第 7 部分对新
建建筑透气性规定了有约束
力的极限值。此前，虽然没
有法定极限值，但也必须达
到一定程度的气密性。至于
当时对建筑物提出了什么要
求，将在下文予以介绍。
A 部分包括相关规程的节
选，B 部分是对这些问题的
观点。

第 3 款限制不密封造成的热损失
（1） 采暖建筑外窗和门联窗的空气渗透系数不得超过
附件 21 规定的数值。
（2） 传热外围护结构内其他缝隙必须依照当时技术水
平进行耐久性密封。
1.2 1994 年 8 月 16 日的建筑保温法规

第 4 款对于气密性的要求
（1） 只要传热围护结构是由板条或对接、搭接以及板型
建筑构件组成的，如果不能用其他方式保证相应气
密性的话，就应该在整个面积上构造不透气层。
（2） 采暖房间外窗和门联窗的缝隙渗风系数不得超过附
件 42…规定的数值。
（3） 传热外围护结构内其他缝隙必须依照当时技术水平
进行耐久性密封。
附件 4
为了限制热损失而对气密性的要求
2. 整栋建筑物的气密性证明

只要要求审核是否符合本法规第 4 款第 1-3 节…的规定，
则可依据第 10 款第 23 节公布的公认技术规则进行检测。
2.2.1.2 DIN 4108 第 2 部分， 1981 年 8 月版
6 冬季保温，冬季节能保温
6.2 限制不密封造成的热损失
6.2.1 外围护结构
6.2.1.1 必须按照当前技术水平对建筑传热围护结构的缝

隙，特别是预制件之间或者在填充墙和承重结构之
间的穿透性缝隙进行耐久性密封（也可参见
DIN18540 第 1 到第 3 部分）。
由零部件（如木条盖板）拼装成的建筑构件或者建
筑构件层，一般必须进行补充密封。
6.2.1.2 应该特别关注窗墙结构缝，必须按照当时技术水平
进行耐久性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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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窗、门联窗和外门
窗、门联窗和外门扇页和框之间结构缝会造成通风
散热损失，应按照 DIN 18055…对缝隙渗风系数 a
的要求加以限制 4。

2.2.1.3 DIN V 4108-7， 1996 年 11 月版
4 一般说明
4.4 气密性证明

按照 ISO 9972 进行建筑物或部分建筑物气密性测试时，
在内外压差 50Pa 条件下测量的空气体积流量与建筑物包
容空气体积的比值（换气次数）：
－自然通风建筑不得超过 3 h-1…；
－有机械通风的建筑（即使采用简单的排风装置）不得超
过 1 h-1…
2.2.1.4 联邦公告第 140 条，1998 年 7 月 31 日，第 10.885
联邦空间规划、建设和城市建设部

对于 1998 年建筑保温法规中公认技术规则的说明
…在 DIN V 4108-7…1996 年 11 月版…对足够气密性的证明

给予了阐述。作为对该标准的补充，对于采用机械通风的
建筑，考虑到建筑公差，只要按照这种方法在内外压差
50Pa 时测出的空气体积流量与建筑物包容空气体积之比
最多不超过标准规定极限 0.5 h-1 时，可以认为达到了足够
的气密性。

2.2.2 B 部分 专业论证和说明
2.2.2.1 公认技术规则？
1996 年 11 月 ， DIN
4108-7 试行版公布了 50Pa
差压下的换气次数极限值。
这些极限值是否具有约束力，
取决于试行版标准在当时是
否属于公认的技术规则。
按照 DIN 820， 试行标
准不属于德国标准的组成部
分。对采用机械通风建筑的
换 气 次 数 极 限 值 和 DIN V
4108-7 试行标准中给出的一
些施工范例，专业界是有不
同 意 见 的 。 因 此 ， DIN V
4108-7 不应该属于公认的技
术规则。
1998 年 7 月，联邦公告
的一份公开文件对建筑保温
法规做了详细解释。该文件
引述了 DIN V 4108-7 试行标
准，但是对采用机械通风的
建筑提高了换气次数极限值。
DIN V 4108-7 无疑因这份联
邦公告而成为公认技术规则，
已无须解释，因为这份联邦
公告已经让换气次数极限值
具备约束力。
2.2.2.2 对于缝隙气密性的要

求
即使 DIN V 4108-7 不属
于公认技术规则，在 1998 年
前至少明显的泄漏已经被视
为建筑瑕疵了，因为它违反
了 DIN 4108 第 2 部分和建
筑保温法规的相关规定。
附注
1
参见 DIN 18055 第 2 部分，1973 年 8 月版
2
参见 DIN18055， 1981 年 10 月版
3
（2）联邦部…在联邦公报中摘引了在本法规中引用的专业机构公布的当时公认技术规
则。
4
关于窗和门连窗的构结特点以及缝隙渗风系数证明 a 可参见 DIN 4108 第 4 部分。

35

DIN 4108-2 提出了冬季
保温的要求。标准要求按照
当时技术水平进行缝隙密封。
在 90 年代，住房和环境研究
所（IWU）关于低能耗建筑的

2. 对于气密性要求的历史沿革－过去和现在
在有风天气，渗风换气次数
会增加 2-3 倍，达到 0.40.6 h-1 。在按 DIN 4107 设
计散热器尺寸时取 0.5 倍的
换气次数值。即在 n50 = 3
h-1 时，采暖功率刚刚够，如
果散热器实际尺寸不是太大
的话。

出版物对当时的技术水平做
了描述。
之所以对不密封抱怨不断，
是因为渗风渗透影响了居住
舒适性。这就说明，无论是
否违反了公认技术规则或违
规，不密封就说明存在使用
性能缺陷。

• 1995 年公布的德国 105 栋低

2.2.2.3 对自由（自然）通风

即使在联邦公告文件颁
布前，甚至在 1996 年 11 月
DIN V 4108-7 试行标准颁布
前，如果换气次数严重超过
50Pa 时的 3 h-1 这个后来规
定的极限值，则一般被认为
存在建筑瑕疵。原因如下：
• 当 50Pa 时的换气次数超过 3

• 联邦德国各州资助项目中要
求换气次数极限值为 3 h-1。

-1

n = n50 ∙ e = 3h ∙ 0.07 = 0.21 h
-1

-1

对于有风机辅助通风的
建筑，即使还没有以联邦公
告形式对气密性提出正式要
求，仅仅从建筑物使用功能
考虑，对于 50Pa 差压下换气
次数提出要求的理由也是成
立的：
如果采用排风装置的建筑不
密封，送风房间的通风效果
就会受到气候影响，因为此
时排风机产生的负压太小，
无法超过气候产生的压力。
例如，在冬天当排风机产生
的负压不能超过热升力产生
的正压时，上面楼层房间就
会通风不良。这就可以认为
建筑物存在功能缺陷。在外
墙通风口关闭或被封堵时，
如果换气次数 n50 远大于 1
h-1，这栋建筑物就存在问
题。（但是排风房间的排风
不受影响）
。

但是，超过今天的极限
值也不在少数。当然只有 10%
的房子换气次数超过 5 h-1。 • 如果采用热回收送／排风装
置的建筑不密封，就会由于
内外渗风增加通风散热损失。
• 90 年代中期就有国家提出了
期望的热回收节能效果就不
气密性量化要求，换气次数
-1
复存在，至少也会大打折扣。
在 2.5 h (瑞典)到 4.5 h
1
(瑞士)。

h 时，有风天气和／或室外
温度很低时的通风散热损失， •
会高于按 DIN 4701 设计散
热器和热能发生器功率时的
通风散热损失取值。房子的
供热能力便不再有保障。
可以大致这样来推算：一栋
n50=3 h-1 的 房 子 ， 按 ISO
13789 在中等风力条件下，
渗风换气次数为：

筑的气密性要求

能耗建筑换气次数测试平均
-1
值为 2.5 h 。71%房子 n50 时
的换气次数达到 3.0 h-1。调 •
查的大部分房子达到当时常
见的气密性水平，可以认为
具有代表性。只有少数例外，
因为这些建筑按低能耗建筑
方式建造，采取了特殊的气
密性措施（参见“建筑物气
密性”，由达姆施塔特住房
和环境研究所（IWU）公布）。
所以说，n50 时的换气次数达
到 3 h-1 并非不正常的事，采
用普通的构造措施就可以达
到。

至于如何评判 哪些泄漏
属于建筑瑕疵，哪些泄漏是
必须容忍的，那是专家们的
事。目前还不了解有没有简
单的评判标准。从 2003 年 5
月 22 日建筑气密性专业协会
的报告会纪要中，可以看到
对于一些观点的考虑“如果
有冷风渗透，并且欧盟插手
的话”。对于老建筑还必须考
虑建筑物年龄。

建筑物气密性的要求

2.2.2.4 对于风机辅助通风建

1996 年 DIN V 4108-7 试行
版颁布后，专业界虽然对极
限值有不同意见，但主要是
针对有机械通风的建筑。对
于自然通风的建筑有时候要
求的极限值会低一些，而不
是更高。

总 结 ： 换 气 次 数 在 n50
在 5 h-1 和以上时，即使在
1998 年 7 月前也被认为存在
建筑瑕疵。换气次数在 4h-1
时需要具体研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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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直到 90 年代中期
对于建筑气密性关系的这种
认识还不很普及（参见 1998
年联邦公告）。
在联邦公告颁布前，是
否允许建设采用通风装置、
但气密性只有平均水平（n50
= 2.0-3.0 h-1）的建筑，或
者在安装了通风装置的同时
是否自然会提高建筑的气密
性，这类问题不应该问专家，
它更多是出于法律的权衡，
本书不予作答。

2. 对于气密性要求的历史沿革－过去和现在
2.2.2.5 总结
Tabelle 1 各相关法律出台时间概览
1977-11

现在规定的 50Pa 差压下空气
体积流量极限值是为了保障
建筑物的功能性和提高能效。

WSchV
（建筑保温
法）
DIN 4108-2

1981-8

（德国工业标
准）
1984-1

WSchV
（建筑保温
法）

1995-1

WSchV
（建筑保温
法）
DINV4108-7
(n50≤3h-1
或
n50≤1h-1)

1996-11

联邦公告 140 号

1998-8

n50≤3h-1

2001-3
2001-8
2002-2

2003-4

DIN 4108-7
n50≤3h-1
或
n50≤1.5h-1

EnEV
（节能法）
n50≤3h-1
或
n50≤1.5h-1

DIN 4108-2

如果一栋建筑功能不好，
比如不热、在漏损点有结露
或脚底下感到冷，就说明存
在瑕疵。在评判时要考虑建
筑物年龄，因为以前对于舒
适性，比如冷风渗透的要求
不是很高的。
然而，尽管建筑物功能
不存在瑕疵，在下列情况下
还可能有气密性不足的问题，
比如

DIN 4108-2

2003-7
2004-12

DIN 4108-2

或
n50 ≤1.5h-1

但是，建筑物的功能 性
在以前也是必要的。当一栋
老建筑极限值超标时，建筑
物的功能性会由于气密性差
而受到影响，这种情况不应
该发生。而区分建筑物功能
良好和功能不好的界线是模
糊的。

EnEV
（节能法）
n50≤3h-1

•

未按 DIN 4108-2 或建筑
保温法规要求对缝隙进
行耐久性密封，

•

或者在 50Pa 差压下换气
次数远大于 3 h-1，因
而没达到通常的气密性
要求。

或
n50≤1.5h-1
2007-10

EnEV
（节能法）
n50≤3h-1
或
n50≤1.5h-1
EDIN4108-7
(n50≤3.0h-1
或
n50≤1.0h-1)

2009-1
2009-10

EnEV
（节能法）
(n50≤3.0h-1
或
n50≤1.5h-1)

DIN 4108-7
n50≤3.0h-1
或
n50≤1.5h-1

2011-1

(n50≤3.0h-1
或
n50≤1,0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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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已竣工的建筑，即从建
筑法的验收时间点开始。

2.3 对于气密性的要求
部分机械通风的建筑
2.3.1 建筑节能法规规定的极
限值
2009 版 建 筑 节 能 法 规
（EnEV 2009）附件 4 对新建
建筑规定了气密性极限值。
它 要 求 ， 按 DIN EN
13829:2001-01 在 内 外 压 差
为 50Pa 时，测出的空气体积
流量与建筑物采暖或制冷空
气体积比值不得超过如下限
值：
• 没 有 机 械 通 风 的 建 筑 3.0
h-1 和
• 有机械通风的建筑 1.5 h-1

上述极限值的规定 始于
1998 年 8 月，并同等适用于
居住建筑和非居住建筑。
2009 年版建筑节能法规
的上述要求与以前不同，只
适用于需要将气密性用于单
位耗能计算的建筑（第 6 款
（1），第 3 句）。对于所有其
他新建建筑，仍然适用第 6
款的定性要求“传热围护结
构包括缝隙应根据公认技术
规则进行耐久性密封”。这样
就给专家和执法人员提供了
灵活空间。
自从 1998-2009 制定了
上述尺度的定量要求以来，
许多人认为，气密性高于
3.0 h-1 或 1.5 h-1 即使在今
天也不符合公认技术规则，
再者 DIN 4108-7 已经给出
了这个极限值（见下文）。
建筑节能法规对于建筑
物的测量准备没有具体要求
（参见第 3 章）。
建筑节能法规的测量要求

所谓部分通风的建筑，
例如在一栋办公建筑内，办
公室通过窗户通风，而会议
室则安装了新风系统。在居
住建筑上（例如集资建房）
可能有的住房有新风系统，
有的没有。
对于这种有的区域有新
风系统、有的区域没有新风
系统的情况，应遵守建筑节
能法规规定的体积权重平均
极限值。对于每个区域是否
还要求遵守各自极限值的问
题，专家们各持己见（参见
3.2.2）。

• 采用逐月计算方法时，换气
次数取 0.6 h-1（DIN 41086， 表 D.3，第 8.1 行）

• 在 能 源 证 书 中 ， 取 DIN V
18599 第 2 部分表 4 气密性
等级 I 的非居住建筑。

气密性证明要求检测整栋
建筑。在多住户建筑内仅检
测个别住房，或者在办公建
筑内仅检测外立面的一个部
分是不够的（参见第 3.2.2
节）
既有建筑
既有建筑的能源证书不
要求进行气密性测试。
但是如果进行气密性测
试并遵守《建筑节能法》对
于新建建筑的极限值，就可
以像新建建筑一样，在能源
证书的采暖能源需求计算中
取较小的通风散热损失。

在一个有新风系统的区
域也可能存在没有专门通风
路径的空间：比如位于送、
回风空间之间的过道属于过
渡区，所以也算作机械通风
2.3.3 DIN 4108-7 的极限值
-1
区域（极限值 1.5 h ）。而
对于忘记接入新风系统的房
DIN 4108-7:2011“现行
间（例如储物间经常被遗忘）
气密性标准要求”一节开头
也不应提高极限值。
就摘引了当时的建筑节能法
规：
2.3.2 测量气密性的义务
“对建筑气密性的标准要求
新建建筑
执行现行的《建筑节能法》
按照《建筑节能法》，如 的相应规定”。例如，如果
果新建建筑已计划安排“气 2012 版《建筑节能法》对气
密性检测”，则允许在能源证 密性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书中计算采暖能源需求时采 这些要求便在标准中自动生
用较低的通风散热损失。一 效。
经写进能源证书中，则必须
在气密性外围护结构完工后
由于 2009 版《建筑节能
进行检测。
法》取消了通用的定量要求，
下列情况要求提供检测证明:
• 按机械通风计算采暖能源需
求的居住建筑（建筑节能法
规附件 1 第 2.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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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中（与草案不同）增
补了一节，以弥补这个缺失：
“如《建筑节能法》没有特
别要求，《建筑节能法》中规
定的新建建筑和对整个外围

2. 对于气密性要求的历史沿革－过去和现在
护结构的气密性进行了改造
的既有建筑，按 DIN EN
13829:2001-02 方法 A 测量
的 50Pa 压差下的换气次数不
应许超过如下数值：
• 没 有 机 械 通 风 的 建 筑 3.0

于是在标准中把这个更严格
的要求作为推荐值，并给出
了物理学上有根据的理由
（参见第 2.4 节）。

专家还认为，可自动调
节的外墙通风口（ALD）不能
进入测量范围，而是应该通
过临时封堵将其排除在外，
与《建筑节能法》不同， 并相应降低换气次数最高限
DIN 4108-7 引 述 检 测 标 准 值。这些考虑的结果列在标
DIN EN 13829 方法 A 的方式， 准表 1 中。该表推荐了建筑
对建筑物的测试准备提出了 测量准备工作，并根据不同
明确要求。对体型系数较小 通风系统推荐了 50Pa 压差下
的大型紧凑型建筑，也对外 的换气次数最高值。
围护结构气密性提出了最低
标准：
不管标准表 1 怎么说，
3
“对于内部体积大于 1500m 都必须按照测量标准 DIN EN
的建筑或部分建筑，需要按 13829 方法 A 做好建筑物的
照 DIN EN 13829:2001-02 评 测量准备工作。
价外围护结构的透气性 q50，
并不允许超过 3.0 m3/(h.m2)。
专家们对于测量过程中
h-1 和
• 有机械通风的建筑 1.5 h-1

对外墙进风口封堵程度的争
2.3.4 DIN 4108-7 推荐的最高 议，通过标准的相应规定得
值
到了部分弱化。标准规定，
德国标准 DIN “气密性” 如采用与 DIN EN 13829 不同
专 业 委 员 会 在 编 制 DIN 的方法封堵外墙进风口，就
4108-7 时认为，采用机械通 应提高表 1 中的要求。
风的建筑物在 50Pa 差压下的
换气次数不应该超过 1 h-1。
表 2.3.1 中列出的通风
这 就 又 回 到 了 第 一 版 标 准 系统不是都合适的：比如采
（ DIN V 4108-7:1996 ） 在 用自由通风的建筑，不可关
1996 年已经给出的极限值。 闭的外墙进风口，根据其尺
但又想避免标准的要求高于 寸设计，在冷天会增加通风
《 建 筑 节 能 法 》 的 要 求 。 散热损失，使室内空气太干

燥；在温和天气又会造成通
风不足。仅开窗通风对许多
用户是不合适的，因为当用
户不在时房间就得不到充分
通风。
2.3.5 特殊证书规定的极限值
对于有(德国质量保证和
认证研究所) “节能建筑”
RAL 质量标识（RALGZ965）
或被动房研究所颁发的“经
过质量检测的被动房”证书
的建筑，适用以下极限值：
• RAL 的能效标准：n50 = 1.0 h1

• 被动房：

2.3.6 定性要求
防止有害的泄漏点
建筑节能法规 2009 第 6
款要求，“对传热外围护结构
包括缝隙按照公认技术规则
进 行 耐 久 性 密 封 。” DIN
4108-2 也有类似定性要求。
在 DIN 4108-7 有这样的
警示：“即使遵守了上述极限
值，气密层的局部瑕疵仍有
可能造成对流性潮湿损伤。
所以，遵守极限值并不意味
着能够充分证明细部构造如
节点或穿墙口得到了正确设
计和施工。”

表 2.3.1：推荐的建筑物测试准备和按 DIN 4108-7 表 1 推荐的 n50 压差下的最高换气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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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0 = 0.6 h-1

2. 对于气密性要求的历史沿革－过去和现在
这类“瑕疵”当然必须
避免，在人员逗留区会引起
干扰性渗风的不密封也必须
避免。

义的。这里可以提供几个例
子：
• 由 于建筑 节能法 规从 2009

建筑实践表明，许多不
密封既不会引起渗风，也不
•
会造成结露霉变。因不密封
造成的损伤一般可以从检测
到的泄漏点找到根源。但是
预测可能的损伤或者可靠排 •
除损伤风险肯定是不可能的。
在 比 亚 辛 （ Biasin ）， 策 勒
（Zeller）的文章中提到了
对于泄漏影响和评价的不同
观点。
那些要求检测是否遵守 •
气密性定性要求的专家们必
须审慎权衡。一栋满足气密
性定量要求的房子不一定就
没有气密性缺陷，也不是测
出的任何气流都代表存在缺 •
陷。
气密层位置
没有哪项规定说必须通
过哪种建筑构件层来实现气
密性。DIN 4108-7 建议在保
温围护结构的房间一侧设置
气密层。

4108-2] „Wärmeschutz und Energie年开始只对“经过气密性检 [DIN
Einsparung
in
Gebäuden
Teil
2:
an
den
测的建筑”提出定量要求， Mindestanforderungen
紧迫建议对其他建筑在合同 Wärmeschutz.“ Beuth Verlag Berlin 2011-10
[DIN 4108-6] „Wärmeschutz und Energie中约定合适的极限值。
Einsparung in Gebäuden - Teil 6: Berechnung des
对于采用机械通风的建筑， Jahresheizwärmeund
des
在 合 同 中 约 定 DIN 4108-7 Jahresheizenergiebedarfs.“ Beuth Verlag Berlin
2003-06
的“推荐最高值”是有意义
[DIN
4108-7:2011]
„Wärmeschutz
und
的。
Energieeinsparung in Gebäuden. Teil 7:
对于《建筑节能法》未规定 Luftdichtheit von Gebäuden – Anforderungen,
und Ausführungsempfehlungen sowie
极限值的情况，业主应该安 Planungs–beispiele.“ Beuth Verlag Berlin 2011-01
排检测证明气密性。检测应
[DIN V 4108-7:1996] „Wärmeschutz im
该在气密层还能接触的时候 Hochbau - Teil 7: Luftdichtheit von Bauteilen und
Planungsund
进行，这样修复费用不会太 Anschlüssen
Ausführungsempfehlungen sowie -beispiele.
高。
Vornorm“ Beuth Verlag Berlin 1996-11
对于被动房应该约定由被动 [DIN EN 13829] „Bestimmung der
房研究所和 RAL 节能建筑质 Luftdurchlässigkeit von Gebäuden –
Differenzdruckverfahren.“ Beuth Verlag Berlin
量协会要求的 n50≤ 0.6 h- 2001-02
1 的极限值，或者根据负责
[DIN V 18599-2] „Energetische Bewertung von
实现被动房标准的设计师的 Gebäuden - Berechnung des Nutz-, End- und
Primärenergiebedarfs für Heizung, Kühlung,
要求取更小的值。
Lüftung, Trinkwarmwasser und Beleuchtung 对于有多个使用单位的建筑 Teil 2: Nutzenergiebedarf für Heizen und Kühlen
Gebäudezonen.“ Beuth Verlag Berlin 2007（如多户居住建筑），除满 von
02
足《建筑节能法》要求外，
[EnEV 2009] „Verordnung zur Veränderung der
对每个使用单位提出补充要 Energieeinsparverordnung – Vom 29. April
求是有意义的。比如可以在 2009“, in Verbindung mit „Verordnung über
energiesparenden
Wärmeschutz
und
合同中规定，每套住宅必须 energiesparende Anlagentechnik bei Gebäuden
遵守建筑节能法规的极限值， (Energieeinsparverordnung – EnEV) - Vom 24.
Juli 2007“
必要时也可以给一个追加量。

•

[FLiB 2002] „FLiB informiert: Beiblatt zur DIN
EN 13829.“ FLiB e.V. Kassel Oktober 2002

没有禁止在房间一侧用
石膏板构筑气密性。但是
DIN 4108-72001 年版指出，
房间一侧的盖板由于经常有
穿墙孔，不适合作为气密层。
最新版标准则要求对穿墙口
和节点采取特殊措施。为了
保证耐久的气密性，需要采
取专门措施防止节点处出现 作者
开裂（奥斯瓦尔德, 阿布尔 约阿希姆·策勒
（Abel））
。
物理学硕士
2.3.7 专门约定
在合同中对气密性及其检测
作出补充或详细约定是有意

[Biasin, Zeller] Karl Biasin und Joachim Zeller:
„Luftdichtigkeit von Wohngebäuden – Messung,
Bewertung, Ausführungsdetails.“ 3. Auflage,
VWEW Energieverlag Frankfurt 2002

气密性、通风、保温、低能
耗建筑和被动房领域自由职
业工程师和咨询专家（比布
拉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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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wald, Abel] Rainer Oswald und Ruth Abel:
„Hinzunehmende
Unregelmäßigkeiten
bei
Gebäuden.“ Bauverlag Wiesbaden und Berlin, 2.
überarbeitete Auflage 2000
[Passivhaus-Institut] „Kriterien für Passivhäuser
mit
Wohnnutzung
Zertifizierung
als
‚Qualitätsgeprüftes Passivhaus’.“ Veröffentlicht
unter www.passiv.de
[RAL-GZ 965] „Güte- und Prüfbestimmungen
für energieeffiziente Gebäude – RALGZ
965“ Ausgabe April 2009. kostenloser download
unter www.effiziente-gebaeude.de
[Zeller 2011] Joachim Zeller: „Anforderungen an
die Luftdichtheit. Die novellierte DIN 4108-7
empfiehlt strengere Höchstwerte.“ Holzbau – die
neue
Quadriga,
Heft
4,
2011

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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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气密性要求的历史沿革－过去和现在
约 翰 内 斯 韦 尔 纳 （ Johannes
Werner ） , 马 迪 耶 斯 莱 迪 希
（Mattias Laidig）

性是功能上的需要（防止建
筑物损伤和冷风渗透，隔音
等）（策勒 2004）。在德国将
其引入建筑法也已经有三十
2.4 关于气密性要求的建议
多年了（DIN 4108-2:1981）。
对于新建建筑，建筑节能法
2.4.1 总结
规 2009 规定气密性上限为
n50 ≤3 h-1 ，对采用机械通风
本文借助 DIN EN 832 的 的 建 筑 规 定 气 密 性 上 限 为
一个公式，说明建筑物外围 n50 ≤ 1.5 h-1 ，而标准对后者
护结构和机械辅助通风作为 明确推荐了更低的数值。由
一个偶合系统是如何影响年 于 DIN 4108-2:2003 提出的
通风散热损失和采暖负荷设 定性要求（“外围护结构必
计的。
须按照公认技术规则进行耐
久性密封”）也适用于老建
• 对采用高效热回收送排风系 筑改造，在改造工作中同样
统的建筑，换气次数上限取
必须注意外围护结构和改造
n50 = 1.0 h-1 是适当的，
部分结构缝的气密性。即使
目标值取 n50 = 0.6 h-1 更
对于老建筑还没有公认的透
有意义。在测量误差为 10%
气性极限值，也应该注意，
时，送回风质量流量必须进
有些建筑类型和建设年代的
行平衡调节。透气率 n50<
建筑本来就很密封（潘茨豪
0.3 h-1 时，建筑措施已不
泽 （ Panzhauser ） 1993 ）
再能够产生重大影响。
• 对采用排风装置的建筑，建 (海因茨（Heinz） 2000)，
筑物外围护结构规定上限值 在改造时不费工夫就能达到
为 n50 = 1.0 h-1 是适当的。 新建建筑的标准。对于不受
如新风分配有良好的稳定性， 用户控制通风措施的设计，
则选目标值 n50≤ 0.6 h-1 引 入 建 筑 法 的 DIN 4108是有意义的。
2:2003 提请参照 DIN 1946• 对采用排风装置的建筑，室
6 2009 版。
外空气渗透量应该至少取设
计工况下排风机输送风量的
75%，取 100%是完全有意义
的。

非常密封的建筑物外围
护结构与设计的通风技术相
结合，无疑为优化室内空气
质量、提高能效和改善舒适
性创造了条件。
2.4.2 气密性是按需送风的前
提条件
2.4.2.1 气密性具有法定性质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

2.4.2.2 保障通风是健康居住

的前提条件
对德国既有居住建筑的
一项有代表性的调查发现
（ 布 拉 西 （ Brasche ）
2003）,21.9%的住房存在可
见的损伤，如湿斑、霉斑或
霉 变 ； 14.2% 的 潮 湿 损 伤 和
5.8%的霉变与通风有关；这
里还未考虑肉眼看不到的隐
蔽损伤。
调查也证明了专业医学
文献中描述的住宅中的潮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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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和霉变损伤对健康的有
害影响；在这种居室中，患
哮喘、过敏或经常性感冒疾
病的风险明显增加。这是一
个在德国住宅上带有普遍性
的问题。
这项研究表明，不受用
户控制的连续通风（特别是
不受用户控制的机械排风装
置）是最重要的、普遍通用
的措施，它可以显著降低通
风不良引起潮湿损伤的风险。
这又再次证明，在不考虑冷
风渗透条件下，从设计角度
采取措施，保障采暖季换气
次 数 的 必 要 性 （ DIN 41082:2007）。今天用得越来越多
的热回收平衡新风系统，在
这个方面至少具有和排风装
置同等的价值。
2.4.3 机械通风和渗风的联合
作用
升力、风（自由通风）
和风机产生的压差是所有空
气流动的驱动力。所以自由
通风和机械通风相互对抗就
不 足 为 奇 了 。 DIN V 41086:2003 从 DIN EN 832 引用
了一个公式，用来模拟内外
渗漏的空气体积流量：V´x 受
到建筑物体积 V、气密性 n50、
屏蔽系数 e 和 f 以及反映
通风设备送(V´sup)、排(V´ex)风
体积流量差的失衡系数 V´dis
的影响。
公式 1

2. 对于气密性要求的历史沿革－过去和现在
通过建筑物的总体积流
量是 V´x 和通风系统体积流
量 V´f 之和。为了描述通风
散热损失，采用了能量当量
体积流量 V´eq
公式 2

ηV 是从乏气传给新风的热回
收率。将公式除以建筑物体
积 V 可以得到与换气次数 n
类似的公式(n = V´/V)。改
写后的公式 2 与改写后的公
式 1 合并成公式 3

系及其影响。
80%)的建筑，借助公式 5 在
这里还应注意，随着送、 图 2.4.1 中介绍了按公式 3
排风质量流量比例的变化， 计算得出的能量当量换气次
热回收率ηV 不再是常数。例 数 neq 和按公式 4 计算得出的
如，质量流量减少时回风的 单位通风散热损失的关系。
冷却就强，相反就弱；新风
存在相同的关系。按照 VDI • 建筑物不同气密性的曲线组
在平衡质量流量平面两侧呈
1994， 排风冷却程度即冷却
几何对称形态（正分叉在这
系数 P1 可以用无量纲温度变
化与送、排风比热容比表示。 里没有表述）；此时，排风
过剩系数（负系数）和送风
若送、排风比热容相近，则
过剩系数（正系数）的能量
体积流量比相当于比热容比。
相等。

• 最小通风散热损失在图上的

公式 5

公式 3

nd 表示送风和排风换气次数
之差（失衡换气次数）。
建筑物在采暖季的通风散
热损失 QV，就可以借助采暖
度日数{(Θi–Θc)· t}做
如下近似计算。
公式 4
QV=HV(Θi–Θc)·t

W1 为排风比热容流率， W2 为
送风比热容流率， k 和 A 为
传热系数和板式热交换器面
积。对加热系数 P2 得出相似
的关系式。对于热回收率η V
必须采用相应的函数来描述
失 衡 运 行 状 态 。（ 韦 尔 纳
2001）和（穆勒（Mueller）
2000）等文献对更详细的关
系做了阐述。对于采用机械
通风（nf = 0.4 h-1 ）和对流
板式换热器进行气气热回收
(
η
V=

位置取决于建筑物的气密性。
在气密性特别好的建筑物上，
当失衡率在±10%以内时，
通风散热损失最小。考虑到
质量流量的现场测量精度在
±10%左右，在平衡质量流
量时达到最佳节能潜力洼地。
随着气密性变差，这个洼地
的范围会扩大。
• 将建筑物外围护结构透气性
控 制 在 不 超 过 n50 = 0.6
h-1，是保证采用热回收通
风系统能效的必要条件。
-1
当 n50 = 0.5 h 时，单
位面积年通风散热损失为
7.5 kWh/m2a; 如 允 许 将 气 密
性界限提高 30%，则达到 n50
= 1.0 h-1 。若提高 65%以上，
则通过热回收减少通风散热
损失和气密性变差增加的热
损失之间没有关联性了。

根据空气比热容 ca 和空
气密度 ϑa 可以计算一栋建筑
的单位通风散热损失 HV
Hv=V´eq·ca·ρa·0.34·V´eq[W/K]

2.4.4 采用热回收平衡新风系
统时通风散热损失
下面将讨论通风散热损
失与建筑物气密性、热回收
率和住宅新风系统失衡的关

图 2.4.1：在建筑物外围护结构不同气密性条件下，送、排风质量流量失衡对能
量当量换气次数和单位面积通风散热损失的影响（nf = 0.4 h-1, η平衡＝ 80%，
kA/W，平衡＝ 4，负百分数表示排风过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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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系统调到完全平 率的上限。
衡，则在考虑测量误差后体
积流量最大偏差为±10%；在
对于利用新风辅助采暖
极端情况下，失衡 20%还不 的被动房，目标值应该取 n50
-1
会对建筑物通风散热损失产 = 0.3 h ,因为在被动房上可
生太大影响。如果失衡更大， 输入的采暖功率被限制在最
2
则即使外围护结构有良好的 大 14 W/m (韦尔纳 2006)。
气密性通风散热损失也会显
著增加；随着热回收率的提 2.4.6 采用排风装置的建筑物
高，曲线的这种走向更加明
显（穆勒 2000）。
2.4.6.1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的

气密性
2.4.5 气密性对采用热回收新
风系统时采暖负荷的影响
在完全平衡的系统上，
公式 3 中的渗风份额就比较
简单。渗风换气次数可用下
式表示

图 2.4.1 所示-100%失衡
率的情况表示建筑物采用了
排风装置；当然 n50 在这里必
须理解为通过开启的室外空
气通道（n50, +ALD）产生的透气
率 。 透 气 率 最 大 为 n50, +ALD=
1.5 h-1 时，能量当量换气次
数 neq = 0.4 h-1 相当于排风
机 产 生 的 换 气 次 数 为 nf =
0.4 h-1。

分布受到气候影响很大。位
置不利房间的新风供应减少，
其他房间的新风量增加。在
韦尔纳 1995 的文章里已经
指出了这方面的影响。
如果尺寸合理的外 墙 进
风口对压力测试结果 n50 的影
响大约为 n50, +ALD ＝ 1.0 h-1 ，
则可认为建筑物外围护结构
本身一定具有非常好的气密
-1
性（n50 ≈ 0.5 h ）。从带排
风装置建筑物的能量平衡和
气候不相关性角度看，DIN V
4108-7 对建筑物泄漏规定的
-1
允许极限值 n50 = 1.5 h 显
然太高了。

对于多层独户住宅的排
风装置，限制通风空间高度
无论如何是有意义的。例如，
公式 6
可以将不通风地下室在底层
高度上进行隔离。通过在底
nx = n50·e
层设置外墙进风口，并且其
此时，建筑物内负压非 通流截面可以随室外温度降
如果在设计采暖负荷时，
将年平均渗风系数提高将近 常大，以至几乎在任何时间， 低而变小，就可以在多层空
2.5 倍 ， 则 单 位 渗 风 损 失 在建筑物外围护结构上所有 气场中减小空气升力的影响。
（设计的和非设计的）开口
q´inf 为
只有空气向内流入。当在特 2.4.6.2 采用排风装置时外墙
定气候条件下，建筑物外立 进风口的尺寸设计
公式 7
面存在较高差压时，可能会
利用 2.4.3 节介绍的关
通过部分开口有空气流出
q´inf=2.5·0.34·n50·e ·dT 设计工况
（仅在此时建筑物换气次数 系，也可以描述排风装置外
当建筑物处于中等挡风 会大于排风机产生的换气次 墙进风口和建筑物外围护结
位置（依据 EN 832e = 0.07） 数）。但是这种现象很少出现， 构泄漏的共同作用。在这种
情况下，排风过剩系数为
和温差为 dT 设计工况= 30 K 时， 在年能量平衡中影响很小。
100%，公式 2 中的热回收率
渗 风 造 成 的 采 暖 负 荷 在 1然而，当透气率 n50, +ALD= 为 0，所以能量当量体积流
16W/m2 之间。
3.0 h-1 时，neq 已经比 nf 大约 量等于机械排风体积流量和
按照《建筑节能法 》标 10%。此时，风机产生的负压 向外渗风量之和。
准，新建建筑设计采暖负荷 在较长时间里已经不能阻止
自由泄漏不能按需分配
为 40W/m2 。根据建筑实践， 附加的向外渗风。它也表明，
取渗风影响占设计采暖负荷 此时外墙进风口之间的风量 到送风区的房间，所以漏入
的室外空气中只有很小一部
的 10% ， 则 在 这 种 条 件 下
-1
分可以计入建筑物的目标通
n50=1.0 h 应该 是 允许 透 气
风量。从过渡区和回风区漏
表 2.4.1: 设计工况下单位面积渗风负荷与建筑物气密性 n50 的关系
入的空气，以短路形式从送
风区的卧室和起居室擦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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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就要求，大部分室外 这样做增加的工作量不是很
空气通过设计的外墙进风口 大。
进 入 室 内 。 然 而 ， 当 DIN
4108-7 允许的气密性偏差在 2.4.7 没有机械通风的建筑物
n50 = 1.5 h-1 时，从设计之
外的不密封处进入的室外空
在窗户关闭时，没有机
气大约占到一半。而当要求 械通风装置建筑物的渗风换
外墙进风口进风份额大于 50% 气 次 数 也 可 按 公 式 2 计 算
时，气密性应该 n50 <1.0 h-1 ， （ηV= 0）。考察同样受到中
只有当 n50 = 0.5 h-1 时，其 度挡风的建筑，便可得到表
份额才能达到 75%，从而保 2.4.2 给出的换气次数；与
证送风区得到可靠通风。功 EN832 的公式相比，设计工
能间的排风受不密封位置的 况下换气次数取 2.5，风力
影响很小。
较小时取 0.5。
随着建筑物气密性的改
善，在有气候干扰压力时的
进风分布稳定性也提高，因
为此时建筑物内的负压大于
气候干扰压力。详细分析可
以 参 见 李 希 尔 （ Reichel ）
1999 的文章。

中就已发现，不可调进风口
是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解决
方案，因为采暖季渗风体积
流量波动在 5 倍以上。菲斯
特教授在详细的流体力学和
热力学模型上得出了相同的
结果［菲斯特 1993］，该模
型在一栋实体建筑上做过检
测。气密性外围护结构与有
针对性设置的进风口（外墙
进风口）相结合，在无机械
通风的建筑上可以取得最佳
效果。

然而，今天一项对德国
假如在无渗风现象、节 既有建筑有代表性的调查结
能和空气清洁之间取一个折 果表明（布拉西 2003），仅
衷，从而将恶劣气候条件下 利用固定式被动通风口而不
窗户关闭时的换气次数限制 辅以驱动式措施，不可能显
到卫生需要的尺度，则得出 著降低通风不良造成潮气损
换气次数上限为 n50 = 3 h-1 。 伤的风险。

所以，没有机械辅助 保
同样可以看到，如果没
所以，把外墙进风口 的 有机械通风的建筑的透气性 证基本通风的建筑，可能已
进风份额设计的高一些是有 太小，就会要求用户增加开 经不符合当前的技术水平。
意义的，而且在气密性良好 窗通风。鉴于此，对于这类
的建筑上本来就是必须的。 建筑就应该增加一项最小透 2.4.8 总结和展望
如果房屋建成后发现有些房 气性要求。所以在现行系统
间的气密性没有设计要求的 标 准 “ 住 宅 通 风 ”（ DIN • 对于没有机械通风的建筑物，
按照《建筑节能法》和 DIN
那么好，也只要把外墙进风 1946-6:2009）中，要求所有
4108-7，将换气次数上限定
口关小一点就行了；否则在 建筑都必须有不受用户控制
在 n50 = 3 h-1 是正确的。
一些气密性好的房间，为了 的可靠防潮通风系统；然而
对于外围护结构气密性好的
保证通风还需要另开通风口。 建筑节能法规只是提到了这
建筑，设计安装外墙进风口
采用排风装置的建筑在设计 份标准，所以该标准本身没
是有意义的。将最小透气率
外墙进风口时，不考虑向内 有被纳入建筑法。
（包括被动式外墙进风口）
渗风一般是有意义的，尽管
定在 2 h-1 是适当的；应在
这与 DIN 1946-6:2009 的要
即使建筑物有较高的透
建 筑 合 同 中 约 定 DIN
求相违背。即使各个房间有 气性（n50 ≈ 0.5 h-1 ），在气
1946:0 的适用性。仅通过
不均匀的渗风，增加外墙进 候作用力较小的情况下，还
被动式通风不能显著减少潮
风口的进风份额仍然可比较 需要用户开窗进行主动通风， 气损伤，所以还需要用户主
动开窗通风；根据现行法律，
合理地分配体积流量。
以防潮气问题。在模型试验
应该给用户提供书面指导。

在对机械通风建筑物进
行必要的压力测试时，可以 表 2.4.2: 自由渗风引起的换气次数与建筑物气密性的关系 n50(e = 0.07)
在外墙进风口开启状态测量
对建筑物功能非常重要的进
风份额，并与外墙进风口关
闭状态下的测量结果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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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标准 DIN V 4108-7:1998
规定的气密性极限值 n50 =
1 h-1，不仅对于有热回收
送排风系统的建筑，而且对
于采用排风装置的建筑，都
比现行标准和《建筑节能法》
规 定 的 极 限 值 n50 = 1.5
h-1 有意义。现行标准作为
建议给出了极限值 n50≤1
h-1；从使用功能上看，应
该争取做到 n50≤0.6 h-1。
所以，在建筑合同中以私法
形式约定功能上需要的极限
值是有意义的。
• 对于与居住建筑有相同换气
次数的其他建筑，上述极限
值和目标值也是有意义的。
• 本文介绍了在考虑空气体积
流量测量误差和机械通风实
现卫生需要的换气次数条件
下，从功能角度推导出必要
的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
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也
可以针对其他必要的换气次
数，计算出对建筑物气密性
的合理要求。
• 对于特殊用途建筑，应该在
设计阶段具体确定对该建筑
的气密性要求。例如，对于
有惰性气体气氛的建筑，应
该在权衡增加惰性气体运行
费用和提高气密性产生的增
量成本后，确定气密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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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物外围护结构
透气性测试
约阿希姆·策勒（Joachim Zeller）

3.1 测量原理
概述
利用一台风机在建筑物
内建立相对于户外大气的负
压或正压。选择风机转速，
建 立 理 想 的 差 压 （ 10-100
Pa）。测量风机输送的空气体
积流量。它和通过建筑物不
密封处漏入的流量相等。该
渗漏流量就是衡量建筑物透
气性的一个尺度。
在正、负压条件下，以
不同的差压值进行测量。通
过平衡计算得出 50Pa 差压下
的体积流量，也就是标准中
所谓的渗漏流量。

体型系数较为有利，50Pa 差
压下的换气次数都比较小，
而利用透气性也可以评价这
类建筑气密性外围护结构的
质量。

的体积流量小。

在分析测量数据时，需
要将所有体积流量换算到标
准条件（20 0C， 1013 hPa）。
此外，在计算时还需要考虑，
将 50Pa 差压下的渗漏流 通过某一特定开口时，不仅
量（m3/h）减半，得到当量 体积流量，而且质量流量都
渗漏面积（cm2）。在 50Pa 差 与流动空气的密度有关。所
压下，通过一块薄板上该尺 以，作为测量结果给出的特
寸的锋利孔洞流过的空气量， 征值，几乎与测量时间点的
与通过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的 气候条件无关。
空气量相同。当然，实际孔
洞面积往往会大一些，因为 鼓风门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不是一块
薄板，气流通过建筑物外围
一般使用“鼓风门”测
护结构经常有一段较长的路 量。利用可调节的框架将尼
程。
龙布密封地套在大门入口或
阳台门框内。尼龙布上的开
口处有一个弹性领圈，便于
气密性安装风机。风机吸风
侧的开口作为文丘里喷嘴用
于测量体积流量。

特征值
将渗漏流量除以建筑物
净体积，得出 50Pa 差压下的
换气次数（n50）。这个特征值
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国际上是
最常用的。尤其在描写气密
性和通风之间的关系时，例
如在计算气候引起的内渗外
泄造成的换气次数时，这个
特征值是很合适的。

图 3.1: 利用一台风机建立负压。在不
同压力下，同时在风机处测量差压和
体积流量。此时，通过渗风效应可以
使泄漏点暴露出来。

体积流量 － 质量流量

在稳态工况下，即建筑
物内压力不变时，通过建筑
当然，“换气次数”这个
物外围护结构的质量流量
名称存在被混淆的危险。比
（实测值，如 kg/h）与风机
如，在自然气候条件下，由
输送的质量流量相同。在非
于气候对建筑物的压力较小，
稳态工况下，建筑物内的空
缝隙换气次数只有 50Pa 差压
气量会增加或减少。体积流
下换气次数的四分之一到四
量（实测值，m3/h）则不同。
十分之一（参见第 2.4 节）。
比如，如果室内空气温度比
室外高，由于室外空气密度
将渗漏流量除以建筑物
大，楼内处于负压时透过建
外围护结构表面积，得出透
筑物外围护结构流入的空气
气性（q50）。它描述了密封
体积流量就比风机向外排出
措施的质量。大型建筑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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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已安装的鼓风门图（ 照片：
BlowerDoor GmbH）

3.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透气性测试
泄漏

标 准 EN 13829 （ DIN EN
13829）进行测量。该标准被
在 50Pa 差压下，也可利 纳入了德国标准，所以前面
用风速测量仪（热线风速仪） 加了一个“DIN”。在进行与
查找缝隙、接头和穿墙口。 建筑节能法规 2009 和 DIN
寒冷天气下，也可利用热成 4108-7 相关的测量时，均采
像仪对采暖建筑进行渗漏点 用 EN DIN 13829 的方法。建
定位和建立档案。这种方法 筑气密性专业协会(FLiB)发
主要在房间位置很高，手无 表了对该标准的解释和补充
法触碰外部建筑构件，而查 说明（FLiB 2002）。
找面又很大或者法庭审理需
此外，还有国际标准 ISO
要出示影响资料时有帮助。
9972。该标准在编写时以 EN
有时也用示踪气体（“冒 13829 为范本。该标准增加
了一些有意义的补充说明，
烟”的硫酸）查漏。
但有些补充内容由于对一些
极少情况下， 例如能从 参照值定义不明确，会导致
外部够着密封部位时，通过 产生不明确的特征值。该标
在室内正压下释放烟雾，从 准修订版作为 EN ISO 9972
草案将于 2012 年夏季颁布。
外部定位渗漏点。
预 计 ISO 将 来 会 替 代 EN
50Pa 是多少？
13829.
之所以选择 50Pa 作为参
照差压，是因为在此差压下
气候引起的压力差一般可以
忽略不计。而这样的压力又
不会担心对建筑造成损坏。
虽然粘贴的薄膜在 50Pa 差压
下可能会被撕开，但是如果
出现这种情况也只能说明薄
膜粘贴不牢，即使不做压力
测试也维持不了多久。
50Pa 压力相当于：
• 50N/m2 ＝ 5 kp/m2(口语里
叫每平方米 5 公斤)，
33 km/h ＝ 9m/s 风速或
5 级风产生的滞止压力，
• 5 mm 水柱
• 标 准 大 气 压 1013 hPa =
101300 Pa 的两千分之一；
• 往上爬两层楼可以感知的压
差。

•

测量标准

如无专门说明，下文介
绍的测量方法和测量结果分
析均依据 DIN EN 13829。章
节编排和公式编号与标准基
本一致。
3.2 测量方法
3.2.1 测量仪器
首先需要差压测量仪和
体积流量测量装置来测量外
围护结构的表面压差。它们
是常用测量装置（风门）的
组成部分。
按照 EN 13829， 压力测
量仪的精度必须达到±2Pa。
FLiB 建议对压力测量仪每两
年做一次标定，或至少做一
次检测（FLiB 2002）。
一般在一侧布置压力测
量探头，另一侧布置数据采
集装置。

在德国，一般按照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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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EN 13829， 体积流
量测量装置的精度必须达到
±7%。FLiB 建议每 4 年做一
次标定，或者做一次检测
（FLiB 2002）。
在常用的鼓风门上（如
Minneapolis, Infiltec ），
风机吸入侧构成测量喷嘴。
为了测量体积流量，需要测
量在喷嘴和风机吸入侧之间
的差压，并借助换算公式或
换算表将其换算到体积流量。
带不同数量开孔或孔径的流
量孔板可以使测量范围与建
筑物良好匹配。
此外还需要一台温度计，
测量室内外温度，以便将测
量结果换算到标准工况。对
温度计测量精度的要求不是
很严，因为温度对测量结果
的影响很小。标准要求测量
精度为±1 K，FLiB 的说明
书建议每 4 年做一次标定或
做一次检测。
3.2.2 需要测试的建筑物部分
按照 EN 13829， 需要测
试的建筑物部分包括“全部
主动加热、制冷或机械通风
的房间”。但是，也可以和委
托方商量确定需要检测的建
筑物范围。比如对无菌房间
检测时，可仅限于一个房间
（如果对单个房间测试，就
需要使用专用设备，因为用
一台风门检测如此小的体积
流量可能精度不够）。
如果以检查是否遵守建
筑节能法规要求为检测目的，
则检测范围应该包括按建筑
节能法规提供计算证明时包
括的全部房间，即作为系统
边界的传热外围护结构（DIN
4108-6）内的所有房间。这

3.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透气性测试
里特别是指装有散热器、地
板采暖或墙壁辐射采暖的所
有房间，以及在传热外围护
结构内、通过空气连通或户
间传热得到采暖的所有其他
房间。

需要在住人情况下进行建
中推荐了一种实用解决方案：
在压力测试时关闭暖通设备 筑节能改造时，一般无法以
间的门，设备间的体积不计 合理的工作量对整栋建筑进
入建筑物净体积。这种处理 行测量。所以，在目前已经
方式比较合理，因为在建筑 结束的由德国能源署（dena）
物使用过程中设备间的门一 和复兴信贷银行（kfw）主导
的“既有低能耗建筑”示范
般都是关着的。
项目上，确定了一种特殊处
认真设计的建筑，系统
对建筑物进行分段测量 理办法：
边界是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
并具有良好气密性的外围护 是允许的。这为在大型建筑
依此，只需检测 20%的住
结 构 。 这 里 有 两 个 例 子 物的测量提供了方便，因为
它不需要太大的风机功率了。 房，其中至少有一套顶层住
(FLiB 2002)：
不过，测量之中会有一部分 房，一套标准层住房和一套
例子 1: 如果保温层和气密 “内部渗漏”，即有一部分气 底层住房。每栋楼的检测最
层位于吊顶上面的坡屋面层 体会跑到建筑物其他区域去。 多不超过 12 套住房。
内，则该吊顶处于系统边界
内。测量时需要打开吊顶人
只要分段测量得出的加权
按照相应住房体积得出
孔，并将吊顶层上面的体积 平均值低于建筑节能法规要 的换气次数 n50 加权平均值
计入建筑物净体积。
求的极限值，就算满足要求。 必须遵守建筑节能法规的极
而超过极限值时，就难以分 限值，单个数据最多允许高
例子 2: 一个暖通机房（比 析内部渗漏对测量结果的影 出 30%。
如在地下室内）虽然被锅炉 响有多大。虽然利用保护压
和管道余热加热，但是如果 力进行补充测量可以得出内 3.2.3 测量时间点
它位于建筑节能法规定义的 部渗漏的份额，但往往不如
系统边界外边，则不在测量 多用几台风机对一栋建筑做
EN 13829 要求在建筑物
范围内。依据 EN 13829，该 整体测量更简单。
外围护结构完工后检测。建
机房不属于主动采暖。
筑节能法规规定的测量必须
如果建筑物各部分之间 符合标准，即在建筑物外围
当气密性 建筑物外围护 没有连通门，则不能将整栋 护结构完工后进行。
结构的位置不明确，或者与 建筑作为一个区域测量，而
系统边界不一致时，选择哪 必须分段测量（采用或不采
只有当建筑构件气密层
部分建筑进行测试的决策就 用保护压力）。例如采用开放 尚能接触时，才能以适当的
比较困难。比如像坡屋面的 式连廊的居住建筑就是这种 费用进行修复。
吊顶，（FLiB 2002）建议把 情况［Simons］。
吊顶人孔关上，吊顶上面的
理想的测量时间点是，
当由于少算通风散热损 气密性建筑物外围护结构包
空间不计入楼内体积。概言
之：不直接采暖的房间（即 失（有或没有通风装置），建 括所有穿墙口已经完工，但
没有散热器等采暖用具）和 筑节能法规要求检测气密性 地面工程（保温、隔音、地
位于建筑节能法规定义的系 时，就必须对系统边界内的 坪）以及可能已设计的房间
统边界以外的房间，或者位 全部体积进行气密性检测。 一侧的覆板（如石膏板）还
于气密性外围护结构以外的 法规对抽样测量个别房间， 没有做。在采用气密性粘胶
甚至个别外立面区段的可能 （薄膜，密封毡）时，固定
房间，不进行气密性测试。
不予考虑。与投资建筑保温 覆板的支架必须已经安装，
暖通设备间 有一个与外 产生的费用节约相比，测量 这样在负压下粘胶不会被撕
部联通的不可关闭的燃烧空 费用无足挂齿。
裂。
气进风口，而设备间内的锅
炉运行又与室内空气关联。 在住人情况下的节能改造
建筑外部结构内侧的石
FLiB 对于 EN 13829 的解释
膏板和建筑物底层地板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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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 EN 13829 定义的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是有
争议的。但是对于建筑实践
而言，气密层在以后的施工
中受到损伤的危险大不大，
这个问题可能更加实际。如
果该危险不大，在上述状态
下的测量就可以作为建筑节
能法规要求的验收测量。

需做临时封堵。这种检测在
时间点和建筑物准备上不符
合标准要求。
门的缺失
经常有建筑物外围护结构
已经完工，但缺少户门或地
下室门的情况。

只要缺少户门，就不能进
把气密性外围护结构的
施工进度在时间上协调到恰 行建筑节能法规意义上的验
好在完工时所有节点仍然可 收检测。虽然在测量时可以
供使用，在建筑实践中是很 对门进行临时封堵，但有可
难做到的。所以，业主必须 能这种封堵比以后安装的门
决定，是否愿意放弃简单修 的关闭缝和安装缝更严实。
复的可能性，是否准备在测 以后的测量结果也就可能会
量 时 间 点 问 题 上 违 反 EN 变差。
13829 的规定，或者是否愿
意安排两次测量和为此付费
相反，如果只缺地下室的
（当然第二次测量费用要低 门， － 假定地下室的窗在
一些，因为体积计算已经有 一定程度上是密封的 － 则
了，仅限于查找大的渗漏点）。 可采取以下补救措施：由于
缺少地下室门，就把地下室
如果在建筑物外围护结 纳入检测范围。而在计算体
构完工前进行测量，在检测 积时，只计算建筑节能法规
报告中不允许有“按照 DIN 规定的系统边界内的体积，
EN 13829 进行检测”的文字。 也就是不采暖地下室的体积
建议测试人员在商务谈判和 不加到建筑物体积上。如果
检测报告中，提请业主“按 这样做能够满足建筑节能法
照建筑节能法规进行必要的 规要求，整体结果就比较可
验收检测”。
靠。安装门以后结果只会更
好，而不会变差。实际上，
验收检测
发生的变化一般是测不出来
的。
这个词有多重含义。“按
照建筑节能法规进行的验收
检测”必须符合 EN 13829 的
要求，所以只有在建筑物外
围护结构完工后才允许检测。
但是，“验收检测”也可以是
对施工人员完成工作量的纪
录，当后来发生气密层粘胶
损伤时，可以与他前面的工
作划清界线。这种检测只要
气密性粘胶完工就可以进行。
其他工种作业区的不密封处

3.2.4 气候条件
风机产生的压差必须显
著大于测量时风和热升力造
成的自然压差，这个条件对
测量精度非常重要。所以，
EN13829 规定自然压差不允
许大于 5 Pa（参见第 3.2.8
节）。
热升力造成的内外压差
为
∆pTh=0.04Pa/(Km)·h·∆T

式中：
∆pTh:

热升力造成的室内外
压差 Pa
h:
从零压区往上测出的
高度 m
∆T： 室内外温差 K
当高度 h 和温差的乘积
为
h · ∆ T = 5Pa/0.04(Pa/(K m)) =
125 K m 时，

便达到了 5 Pa。 如果零压
区在建筑物的中间高度，则
建筑物高度与温差的乘积最
大为两倍，即 250 K m

图 3.3: 示意图描述了采暖建筑在冬季的压力工况。曲线没有比例关
系：绝对气压约为 100000 Pa,建筑物上下压差为 100 Pa(8.5 m 高度)，
自然压差约为 3 Pa(距离零压区 3 m，△T ＝ 25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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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13829 错认为是 500 K m,
ISO 9972 纠正该错误)。所
以，当温差较大时，建议推
迟检测。

造成由外向里渗风（内渗），
风垂直吹向中部墙体时引
而建筑物上部则由内向外渗 起的静压为
风（外渗）。泄漏点离零压区
2
越远，压差越大，流速越高。
∆Pst = ρ/2 ∙ v

热升力造成的自然压差

在某一高度上存在的室内
外压差被称为自然压差。

大气压力随着高度增加而
降低，而且空气密度越大降
低越快。由于热空气比冷空
气轻，在相同高度上，大气
压力下降幅度在热空气时比
冷空气小。所以冬季采暖建
筑室内压力随高度变化的幅
度比室外小。
在零压区的某个高度上，
静风时室内外压力相同。如
果不是，则通过建筑物外围
护结构不密封处的气流会使
压力恢复平衡。
在冬季，零压区以下建筑
物内为负压，以上为正压。
所以建筑物下部的泄漏会

式中
∆Pst： 静压 Pa
ρ: 空 气 密 度 （ 约 1.2 kg/m3 ）
v:
风速 m/s

零压区的高度取决于渗漏
点的分布。如果大的渗漏点
集中在下面，则零压区也在
下面。例如打开户门时，零 在下述情况下达到 5Pa 极限
压区会自动调整到这个开口 值
的高度，即位于建筑物底层。
原则上，在产生的压差下， v = (2/ ρ ∙ 5Pa)0.5 = 2.9
零压区会自动调节到内外渗 m/s
风质量流量相同为止。
这个 3 m/s 的近地风速
即使在有风时，在产生的 相当于气象风速 6 m/s，相
压差下，建筑物内的压力也 当于四级风（Bft）。标准将
会自动调节到内外气流质量 3 级风力（Bft）作为极限值，
流量达到平衡为止。当然， 大于该风力时应该推迟测量。
在有风时的零压区不在水平
位置，而是会发生某种变形。
重要的是测量人员应该
知道，这个气象条件只是推
荐值。而规定的最大自然压
差 5Pa 是有约束力的。
3.2.5 建筑物的测量准备工作
概述
热能发生器和机械通风
系统（住宅新风系统、抽油
烟机、卫生间排风机等）必
须停用。为了可靠防止烟气
侵害，装在测试建筑部分以
外其他地方的热能发生器也
要停用（例如在另一套住宅
内），位于测试建筑部分的不
使用室内空气运行的热能发
生器同样也要停用。清除开
放式火点的炉灰。

图 3.4: 开启户门时，零压区自动调整到开门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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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测试建筑部分的所
有房门。按照 EN 13829，建
筑物内的压力差不允许大于
所产生压差的 10%。使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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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量为 8000 m3/h 的一台
风门时，基本可以始终遵守
这个条件 － 在一扇全开的
门的位置压降约为 2Pa， 即
为所产生 50Pa 差压的 4%。
所有有意保留的向外开
口（窗、门、烟囱）都要关
闭。
封堵连续运行（例如住
宅）新风系统的进出风口。
也可以对新风主机位置的风
道或室外进风和排风口进行
封堵（这样可能更简单些）。
如果缺少水封或水封还
没有灌水，还需要封堵下水
道。
方法 A 和 B

（如卫生间的排风机，抽油
烟机），标准未予明确阐述。
按照 FLiB 的说明书（FLiB
2002），采用方法 A 时需要关
掉，采用方法 B 时需要临时
封堵。
建筑物状态的文件记录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
上的窗、门和其他开口的状
态，以及测量时做的临时封
堵（不管是谁干的）都要做
好现场记录并写入检测报告。
3.2.6 安装风机和压力测量仪
表
EN 13829 规定，在最低
楼层高度上测量建筑物的压
差，以便可以测量到热升力
造成的自然压差。

EN 13829 介绍了两种测
量方法，它们在建筑物外围
即使对风机安装位置没
护结构上有意保留的不可关 有明确规定，风门还是应该
闭的开口封堵方面有差别。 安装在最低楼层，否则就应
方法 A 简单的被描述为“在 该在最低楼层增加一套建筑
使用状态测量”，而方法 B 则 物压力测量装置（比如在窗
为“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测量”。 缝内装一根毛细传压管）。
这里的使用状态，是指采暖
季建筑物在使用期间，外围
如有可能请将风门装在
护结构上开口的状态。这里 通向露台的门内，这样也可
经常被误解，它不是指“工 以检测户门的气密性。
程进度”。这两种方法都要求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已经完工 如何在某个特定高度位置测
（参见 3.2.3）。建筑物外围 量压差？
护结构内有意保留的不可调
节的开口，例如通往电梯井
对于热升力造成的压差可
的排烟口或烟囱背通风口， 以采用以下办法：测量仪表
保持开启状态，而方法 B 则 始终显示在传压管穿过建筑
要求封堵。
（传热）外围护结构高度位
置上的压力。假如风门位于
采用排风机时的自由通 二楼，而传压管的末端一直
风口和外墙风口在方法 A 上 向下延伸到底层高度，这样
需要关闭，而方法 B 则要求 测到的还不是底楼高度上的
封堵。
压差。在温度变化趋于稳定
的状态，即传压管内和周边
短时间运行的通风装置 环境温度相同时，测到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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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是风门内传压管穿墙高度
位置上的压差。原因是，传
压管内空气柱的压力被传压
管外空气柱的相同压力补偿
了。
在未达到热稳定状态时，
实测压力虽然由于传压管端
部向下延伸而发生了变化，
但是测量值是没有说服力的，
因为它取决于尚在变化的传
压 管 内 温 度 。 所 以 ， EN
13829 建议水平敷设传压管。
总结：为了测量建筑物某
个特定高度上的压差，传压
管必须在此高度上向外引出。
比如可以用毛细管来实现，
它可以弯曲后嵌入窗户凹槽，
然后再关闭窗户。
传压管端部不允许放在
风机气流内。此外，楼外传
压管端部应该通过一个可插
接的 T 接头或者用一个多孔
盒子做防风处理。有风时，
应该与房子和其他障碍物保
持一定距离。
对多个压力测点求平均值
如果在建筑物不同位置安
装多个压力测点，并对测量
值求平均值，就可以减小风
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在
按 3.2.8 节测量自然压差时，
也必须考虑全部压力测点。
为此必须对所有测点的自然
压差测量值求平均，或者必
须对每个测点记录自然压差，
然后按照 3.3.2 节从相应的
测量数据中减去这个数值。
可以在一台压力测量仪上
接多根传压管。它们从外部
引向建筑物的不同位置。这
里非常重要的是，所有传压
管长度和壁厚要相同，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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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短或者最厚的传压管端部 况。发现的大型渗漏点，以 的平均值或负压测量值∆p02－
的压力将起主导作用。这种 及根据委托内容发现的中型 的平均值大于 5Pa，测量无
（必然）相对较长的传压管 和微型渗漏点都要做好书面 效。
要有一定的截面积，以免压 记录。
3.2.9 差压测量系列
力测量受到太大的阻尼影响。
3.2.8 调零和测量自然压差
在风机不同调节状态，
用这种方式测出的压差不
测量建筑物外围护结构压差
是压力的算术平均值，而是
压力测量仪使用前，应 和风机输送的体积流量。按
某种形式的加权平均值：传 检查零点，并根据需要调整。 照 EN 13829 的要求，必须至
压管端部的不同压力，会造 大多数电子式压力测量仪有 少采集 5 个测量点的数据，
成空气在传压管内流动。由 自动调零功能。机械式压力 两 个 测 量 点 间 隔 不 得 超 过
此引起的压降并非一定是在 测量仪可以用改锥调零。拔 10Pa。最大压差必须至少为
所有传压管内相同的：比如 掉所有传压管，让所有入口 50Pa，推荐 100Pa。最小压
当风吹到建筑物外立面上时 （通过室内空气）短路。常 差为 10Pa，或 5 倍的自然压
会产生正压，而经常会在其 用压力测量仪的压力室入口 差，如果自然压差比测量压
他三个外立面上产生负压。 有部分是联通的 － 有时候 差大的话。
此时，其他三根传压管的总 可以在前端辨识，有时候藏
空气量会流过迎风侧的传压 在仪器背后。所以在不确定
对于德国常用的 50Pa 分
管。迎风侧传压管内的压降 的时候，对一个压力室调零 析方法，如果在更高压力下
就特别大，而迎风侧风压对 时可以把其他压力室的传压 测量，测量误差会变小。所
测量结果的贡献就不可理喻 管也拔掉。调零后机械式仪 以在有风或热升力较大的情
的小。
表的位置（即它的斜度）不 况 下 ， 应 该 在 规 定 的 最 高
再允许变动。
50Pa 测量数据基础上，在更
所有传压管应该水平敷
高压力下采集更多的测点数
设，并有遮阳。否则传压管
调零后把传压管重新插 据。
内外空气温差，在不同高差 到仪表上。
下会导致测量误差。
由于负压和正压测量结
测量自然压差时，风机 果经常不一致，不仅应该在
保持关闭状态，关闭风机通 负压下做系列测量，也应该
3.2.7 查漏
道。在 30 秒时间内，以一定 在正压下做系列测量。这样
在大约 50Pa 下进行单点 的时间间隔记录测量的自然 不仅可以补偿具有阀门特性
测量，可以对建筑物气密性 压差。建筑物处于负压状态 的开口，而且可以部分补偿
时，测量值用负号标注。在 风和热升力的影响。
质量获得初步印象。
数据分析计算所产生的压差
在大约 50Pa 负压下，对 时，需要所有测量值的平均 3.3 数据分析
整个建筑物外围护结构走一 值∆p01。
3.3.1 基础尺寸
遍，检查渗漏、有缺陷的临
此外，还需要计算所有
时封堵和未关严的窗户等。
在测量前应计算好数据
这 种 初 步 检 查 是 DIN EN 正压差∆p01＋ 的平均值和所有 分析需要的基础尺寸（建筑
13829 规定的，按规定只需 负压差∆p01－ 的平均值。如果 物体积，以及体积大于 1500
其中有一个值大于 5 Pa，则
定位和记录大的渗漏点。
m3 大型建筑的外围护结构面
按照 EN 13829 的规定就不允
积），以便现场估计测量结果。
但是根据与测量委托方 许进行测量。
的约定，有时也必须定位中
等甚至是微小的渗漏点。纠
正建筑物准备工作中的缺陷
（比如关闭内倾的窗户），并
记录下最终的建筑物准备情

检测报告需要可查验的
在差压测量系列完成后， 基础尺寸计算数据。所以照
测量自然压差。所有测点∆p02 抄 CAD 程序给出的计算结果
的平均值同样是数据分析需 是不够的。
要的。如果正压测量值∆p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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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内体积 V
将建筑物检测部分所有
房间的净地坪面积乘以平均
净层高得出楼内体积。体积
计算结果应做好记录，能经
得起检测。净地坪面积计算
按 DIN 277-1。它是按内尺
寸计算得出的面积。计入净
地坪面积的还有楼梯间、净
断面积大于 1 m2 的管道井、
电梯井和高度小于 1.5m 空间
的面积。

3.3.2 泄漏流量计算和密度修
正
• 密度修正是为了计算标准
分别对负压和正压测量数据
工 况 （ 200C,1013 hPa ）
进行分析。主要有两个目的： 下的体积流量。这里需要
注意，通过某一特定泄漏
• 通过平衡计算得到一条尽
点的体积流量或者质量流
可能与测点相匹配的泄漏
量都与流过该泄漏点的空
曲线，以便能够换算到任
气 密 度 有 关 。 按 照 EN
何压差（也可以专门换算
13829，在修正时不考虑
到 50Pa）。
空气动态黏度。

净空间高度为建筑完工
状态下，地板上沿到楼板下
沿的尺寸，即使测量时还没
有安装吊顶或地坪。
EN 13829 意义上的楼内
体积 V 相当于在 DIN 277-1
中定义的净体积。
按照 FLiB 的规定，托梁
和可见的椽条等不能从楼内
体积中扣除（FLiB）。
外围护结构面积
只要被检测的一栋建筑
物或部分建筑楼内体积大于
1500 m3，在数据分析时也需
要外围护结构的面积。这里
指包容被检测楼内体积的所
有墙壁、楼板和地板的面积。
这里也包括与土壤接触的建
筑构件或者建筑物内房间与
房间的分隔墙，比如与隔壁
联排别墅交界的房间与房间
分隔墙。

图 3.6: 计算外围护结构面积时
采用内尺寸。
图 3.5: 计 算 楼 内 体 积 时 （DIN
277-1 的净体积 NRI）采用内尺
寸。

与按 DIN 4108-6 计算传
热损失不同，这里均采用内
尺寸。所以，外围护结构面
积与几乎始终位于建筑构件
内侧的气密层面积非常吻合。
与外墙连接的内墙或中
间楼板的端面积不从外围护
结构面积中扣除。

图 3.7: 随着风机的运行，楼内压力将减少风机产生的压差部分。将实测压差
减去自然压差（注意前置符号，负压时始终是负号），得出风机产生的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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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每个测点的实测
压差∆pm 减去自然压差（参见
3.2.8）（注意前置符号），得
出风机产生的压差∆p。也就
是将压差计算到零压区的高
度。
∆p ＝ ∆pm–0.5(∆p0.1+∆p0.2)

(1)

根据体积流量测量装置
的测量原理，必须对每个测
点，从体积流量读数 𝑉̇ ϒ 计
算出实测体积流量𝑉̇ m。
(2)

以便获得泄漏系数 CL。
对于正压测量适用公式（6）：

(5)

对于平衡计算的说明
如果按照 DIN EN 13829
参考性附件 C（非约束性）
进行平衡计算，在压力较小
时，对数处理后的测量值对
测量结果的影响大于压力较
高时的情况。为了抵消这种
影响，在平衡计算时可以用
体积流量的平方对测量数据
做权重处理：
对每个测点 i 的测量数
据做对数处理：

举例：测量喷嘴

(2a)

计算权重平均值：
测量喷嘴既不测量体积
流量，也不测量质量流量。
(C.2)

（风机处）实测体积流
量需换算为通过建筑物外围
护结构的体积流量：

(C.3)

对于正压测量适用公式（4）：

于是，流动指数 n 和流
动系数 C 的对数为:

(
(4)
(C.7)

对通过建筑物外围护结
构的体积流量𝑉̇ env 和风机产生
的压差进行对数处理。利用
最小方差法，按照公式（5）
得出流动系数 Cenv 和流动指
数 n。

(7)

式中
𝝆i:
室内空气密度
𝝆e:
室外空气密度
𝝆o:
标准工况下的空气密度

(8)

相应的权重为体积流量的平
方：

压时为𝜌i， 正压时为𝜌e）

(3)

对于负压测量适用公式（7）：

由此，按公式（8）得出泄漏
流量𝑉̇ L:

采用一个测量喷嘴时，适用：

式中
𝝆0： 标准工况下的空气密度
𝝆G： 风机位置的空气密度（负

(6)

(C.8)

流动系数 Cenv 需要换算到标
准工况（200C,1013 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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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一条泄漏曲线在线性标尺中的例子（上）和在通常的双对数表中的例子（下）

57

3.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透气性测试

图 3.9: 一条有疑问的泄漏曲线例子。在上图的线性表述立刻可以看出，正压曲线的曲度是错的。而在下图的双对数图上只
反映出两条直线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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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采用喷嘴测量时的密
度修正
将公式（2a）至（8）合并得
出用喷嘴测量体积流量时的
泄漏流量：
负压测量：

正压测量

式中
𝑽̇L：
𝑽̇r：
𝝆𝟏：
𝝆𝒆：
𝝆𝒐：

式中
pbar： 气压表大气压力
T：绝对温度 K
取距离海平面高度上的气压
表大气压力计算就够了（例
如取施工图底层地坪高度）。
气候引起的高气压和低气压
忽略不计。

实际泄漏面积有多大，然后
可以估计出有多少泄漏点造
成了最后的总泄漏量。

首先按公式（8）计算出
50Pa 时的泄漏流量：

ISO 9972 对“泄漏面积”
给出了一个定义：在相同参
考压力下，与建筑物外围护
结构有相同空气通过量的一
个对流动有利的孔洞面积：

但是，实际泄漏面积是
无法用测量技术采集的。因
为泄漏点的几何形状和流体
力学型态是未知的。不过，
可以用当量泄漏面积作为比
较尺度。它是在测量压差下
3.3.3 推导值／特征值
（例如 50Pa），与建筑物外
在德国，透气性测量结 围护结构有相同空气通过量
果参照国际常用的 50Pa 压差。 的一个孔洞面积。

泄漏流量
体积流量表计读数
室内空气密度
室外空气密度
标准工况下的空气密度

检测报告需要有测点和
计算的平衡曲线示意图。为
了避免示意图和数字结果出
现矛盾，应该在泄漏流量曲
线上，以泄漏流量𝑉̇ 为纵坐
标，产生的压差∆p 为横坐标
来表示。而不是像标准规定
的那样，为通过建筑物外围
护结构的体积流量𝑉̇ env。
泄漏曲线一般用双对数
方式表述。而在分析测量结
果时用线性方式比较有利，
因为这样可以更好的评价流
量指数。
空气密度计算
按 DIN EN 13829，在计算密
度𝜌时忽略水蒸气含量。于是
按照标准附件 B 得出：

(9)

将泄漏流量𝑉̇ 50 除以室内体积
V 或建筑物外围结构面积 AE
（参见 3.3.1），得出常用的
特征值：

(10)

(13)

(ISO

9972:2006 公式 13)

式中
AL： 泄漏面积
CL:
泄漏系数，此处为

或

3

∆pr:
(11)

式中
n50: 50Pa 下的换气次数 h-1
q50: 50Pa 下的透气性 m3/(hm2)
= m/h
室内体积

n

m /s/Pa
参考压力（德国通常为
50Pa）

对于流动有利的孔洞假设
当然是不太现实的。按照另
一种定义，是计算薄板上的
锐角孔洞面积（奥尔默
（Orme）等）：

V:
AE ： 外 围 护 结 构 面 积
（E ＝ envelope）
(14)

FLiB 建议，检测报告结
果用上述两个数值表示。
当量泄漏面积
人们希望知道在测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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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eq: 当量泄漏面积
CL:
泄漏系数，此处为
3

m /s/Pa

n

3.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透气性测试
对于德国通用的参考压差 50Pa，得出：

3.3.4 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必须包含以下内容：
a) 概述：
检测合同规定的工作范围（例如基本测试，
即仅检查大型泄漏；扩大的检测包括查找中
小型泄漏）。
建筑物地址
建设年代（也可以估计）
检测日期
b) 引用的标准：
（如按照 EN 13829 方法 A 测量，参照 EN
13829 方法 A 测量）
在参照 EN 13829 测量时：罗列与标准偏差
的事项。

分区测量
如果对一栋建筑采用分区测量，例如对
于居住建筑按户测量，则整栋建筑的测量结
果是每个单项测量结果的权重平均值：

c) 检测的建筑物部分：
文字介绍（如包括地下室空间，不包括坡屋
顶吊顶上部空间，只有住宅 xx 号）。
采暖、通风和空调设备类型和状态（如采暖
锅炉位于检测体积外面，起居室内不使用室
内空气的壁炉，利用排风机通过外墙透气口
通风…）。
楼内体积，需要时提供外围护结构面积。
可验证的体积和外围护结构面积计算文件。
所有开口的状态（如外墙通风口和排风口已
封堵，外门已关闭，屋面上人孔已关闭，内
门和通往地下室的门处于开启状态）。
文字介绍临时封堵情况（如外墙上留出的抽
油烟机安装孔已做临时封堵，新风机主机位
置新风口和排风口做了临时封堵）。
d) 测量技术
使用的测量仪器
风机安装位置
e) 测量数据
自然压差
室内外温度
风力或风速，需要时提供风压
产生的压差和体积流量
泄漏曲线示意图
流量系数，流量指数，正压和负压测量时的
泄漏系数
50Pa 时的换气次数，测量误差
必要时提供 50Pa 时的透气性或更多的数据
60

3.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透气性测试
3.4 测量精度和误差计算

这里不用测量得出的流
量系数，而是取一个标准值
0.65。

EN 13829 给出测量误差
计算过程不完整。下面给出
的计算过程是作者和 FLiB 同
分析在 50Pa 压差下的测
事 讨 论 后 提 出 的 。 与 FLiB
量误差。如果测量时未达到
书第一卷第一版相比，第二
50Pa，则按照达到的最大压
版做了一个小的改动，现在
差分析误差。
的误差项 b 比原来小了一些。
建议在检测报告中用百
建筑物压力测量误差由
分数（±t %）形式给出测量
建筑物压力测量本身的误差
误差，精确到个位。
和自然压差测量误差组成。
3.4.1 负压或正压时体积流量
V50 测量误差
用下式计算泄漏流量𝑉̇ 50
的总误差（％）：

b
d
e
g

泄漏流量误差百分数
建筑物压力测量误差造成
的泄漏流量误差百分数
泄漏流量统计误差百分数
密度修正误差造成的泄漏
流量误差百分数
可能存在的阀门特性所造
成的泄漏流量误差百分数

每项误差可按以下方式计算：

b: 建筑物压力测量误差造成
的泄漏流量误差百分数
根据误差传递法则，这
里不采用建筑物压力测量误
差百分数，而是它的倍数。
建议：

p = (1.2/2 ∙ 4）𝑃𝑎 = 2.4 𝑃𝑎

d: 泄漏流量统计误差百分数
按照 DIN EN 13829 公式
（C.17）， 对𝑉̇ 的置信区间
长度减半，并除以𝑉̇ ，便可
得到 d。 于是就得出

:

50Pa 是 的 压 力 测
量误差（Pa）， 标
准值为 2Pa
自然压差测量误差

e: 密度修正误差造成的泄漏
流量误差百分数
阵风会造成测量时自然
根据 DIN EN 13829， 在
压差波动。可以取下面的最
计算空气密度时可以不考虑
大值作为自然压差测量误差：
空气相对湿度。由此造成的
• 测量前后自然压差差值的一半
误差在 1%以下（例如在 20℃
• 风压的一半
和相对湿度 100%时为 0.9%）。

式中
v:
测量物体高度上的风速，
可以选择：
－ 直接测量或
－ 从 bft 风力推导出气象
风速，减半后得出 v。

a: 体积流量测量误差造成的
泄漏流量误差百分数
这里可以直接填入制造
厂提供的体积流量测量装置 总计得出
误 差 百 分 数 。 按 照 DIN EN
13829，该误差不得大于 7％。
例如： a ＝ 0.07

v≈ 2𝑚/𝑠

式中

:
式中
s
泄漏流量的误差百分数
体积流量测量误差造成的
a

BfT 风力 3 级时，查表的气
象风速为 4.5m，

根据标准，大气压力可
以不予考虑。在 1000 米高度
测量时密度计算误差为 10%。
测量误差允许在 7%左右。
根据 DIN EN 13829， 不
考虑动态黏度的影响。范例
计算结果为，负压测量时误
差在-1.5%和 3.4%之间。如
果进行负压和正压两项测量，
误差会更小。

建议：
如果在测量期间给出了，
按照 DIN EN 13829， 压力 并在计算中采用了实际气压
测量仪器必须满足如下要求： 表计压力或根据地理高度得
出的平均大气压力，则：
e = 2%
否则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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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5%
进行负压和正压两项测
量的优点是考虑了 g 系数
（见下文）。

致不同专家会得出不同的计
算结果。对此可以用 f 来考
虑这方面的影响：

地坪工程进度的影响了（这
栋建筑不会由于有了地坪构
造而更加密封。）

f = 3%

查找大型泄漏是义务
为了把检测服务报价做
的尽量便宜，一些检测人员
放弃查找渗漏点。但是 EN
13829 要求在选择的最大压
差下（负压时从楼内查找）
对“整个建筑物外围护结构
查找大型渗漏和临时封堵的
缺陷”。

g: 因某种可能的风机特性造
成的误差百分数
负压和正压测量结果往
往存在差异。建议：
在进行负压和正压两项
测量时，取：

如果与 DIN EN 13829 不
同，而是依据 FLiB 的手册或
者《建筑节能法》从外体积
估算内体积，则：

g = 0%

最后得出的总误差
静风时以体积流量测量
误差为主，为 7%。于是，
50Pa 换气次数误差在 8%左
右。在 4 级风力条件下，总
测量误差一般不超过 10%。

否则
g = 7%
3.4.2 平均值𝑽̇50 测量误差
如按 DIN EN 13829 建议进行
负压和正压两项测量，得出
的泄漏流量𝑉̇ 50 是两项测量结
果𝑉̇ 50u 和𝑉̇ 50o 的平均值。于
是，泄漏流量测量误差为：

式中
sges: 平均值误差
su： 负压测量误差
so： 正压测量误差
3.4.3 推导值的误差
一个推导值的总误差
（n50, q50 或 w50）可按下式
计算：
式中
t:
推导值的误差百分数
f:
基础尺寸的误差百分数
（V, AE 或 AF）

测量误差与几何尺寸计
算没有关联。即使考虑了建
筑尺寸偏差，也不会有太大
的误差。但是，对于某些特
定面积和体积是否可以纳入
计算范围存在异议，从而导

f = 12%

3.5 对于测量人员的提示
3.5.1 对于经常发生的误解的
更正

不做这种渗漏 检查，会
存在风险，例如窗户没有关
严或者施工队偷偷盖住渗漏
点。
即使采用方法 B，建筑物外
围护结构也必须已经竣工
方法 A 和 B 的差异不在
施工进度，而在于如何对待
设计的通风口。这一点已经
在 3.2.5 节做了详尽介绍。

对体积计算建档是义务
许多检测服务商会认为，
假如建筑物外围护结构
把委托方提供的建筑物内体
积写入检测报告就够了。但 尚未竣工，则这种测量原则
是根据 EN 13829 第 7 节，检 上不符合标准要求。
测报告必须包括可验证的体
积计算数据。这项规定究竟 即使采用方法 A，通风机组
有多大意义，有例为证：不 也必须封堵
测量标准第 5.2.2 节介
同检测人员给出的体积最大
绍了“建筑构件”的处理方
偏差达两倍。
式；第 5.2.3 节介绍了“采暖、
通风和空调系统”的处理方
地坪构造不可计入体积
在保温标准很高的建筑 式。如果谁只读了 5.2.2，可
上如被动房，最下面采暖楼 能会认为采用方法 A 时不需
层的地坪构造占了相当大的 要对通风系统封堵。而实际
体积。如果在做地坪前做气 上根据第 5.2.3 节规定，不管
密性试验，有些检测人员采 采 用 何 种 方 法 ， 都 要 封 堵
用了检测时的净尺寸，而不 “机械通风装置的通风口”。
是设计净尺寸。也就是他们
把设计的地坪构造体积计入
了建筑物内体积。
最好还是取竣工后的尺
寸，这样测量结果也就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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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测量服务人员必须封堵泄
漏
有时候在测试报告中说
明，已对发现的渗漏进行了
封堵。但常常没有说清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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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临时封堵还是耐久性
封堵。
如果用粘贴胶条方式进
行了耐久性封堵，则在测试
报告中不需提及。否则有人
就会问，为什么检测人员担
负了施工任务？
如果是临时封堵，则检
测结果没有多少价值。这种
测量无论如何是不能证明已
遵守了标准要求的。必要时
应该计算出，采用这种封堵
方式时，每个渗漏点对测量
结果的贡献（“逐步封堵”的
测量方法）。
封堵应该有文字记录
检测报告中虽然按规定
写明了采用方法 A 或者 B，
但经常没有文字说明测量时
有哪种形式的封堵。于是测
试报告就不可验证了。
按照标准规定进行逐项
封堵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
为如何按方法 A 或 B 进行封
堵是存在意见分歧的。

决于渗漏查找规模及其文件 数值，即从 10Pa 开始测量，
记录。事先约定渗漏检查范 就需要一个允许测量 1/20 最
围是个好办法。这样就可以 大体积流量 VH 的测量装置。
比如约定“基本检测”，该检
所以常用的鼓风门往往
测仅包括规定的大型不密封
点的查漏。“在扩大的检测” 无法测量单个房间（如无菌
中，也可以包括查找中小型 室）。
渗漏。反复出现的同类渗漏
（比如阳台门下部安装缝的 封堵通风装置
在主机位置封堵进气和
进气）可以只进行归总记录。
排气口，比封堵每个房间的
第三级是带有 鉴定性质 送回风口要简单。用气球方
的测量。这里经常需要澄清 法比较好，把瘪的气球放入
一些特殊问题，比如出现霉 风口，然后充气。
变的原因或修复渗漏点的工
作量。这类检测的工作量一 委托方进行不允许的临时封
开始是无法预估的，所以只 堵
有的委托方在测试日期
能按实际工作量结算。
前自己对估计的渗漏点进行
了封堵。在定量测试前，应
必要的风机功率
在报价前必须澄清，是 该告诉他们，这种状态下的
否可以用现有的检测设备进 测量不符合测量规定，建议
行测量。首先要估计需要的 拆除已做的封堵。
最大风机功率。可以按下式
如果他不同意，则测量
计算：
照常进行。把不允许的封堵
和与标准的偏差写进检测报
式中
告，并指出这种条件下的测
:
需要的风机最大 量结果缺少说服力。

3.5.2 对于测量服务人员的其
他提示

V：

服务范围和薪酬标准

n50,max:

气密性检测的工作量在
项目与项目之间差别很大。
当已经存在通风系统或者在
外围护结构竣工前进行测试
时，检测人员往往很难估算
建筑物测试准备工作量。所
以建议按照建筑物测试准备
工作量结算或者让施工单位
完成准备工作。后一项是必
须的，如果通风系统已经安
装，并且检测人员不能操作
的话。
工作量在很大程度上取

体积流量
建筑物内体积
（报价时大致估
计）
50Pa 差压下最大
允许换气次数

但是也需要考虑，能够
测量的 50Pa 差压 n50,max 下最
小换气次数是多少，并由此
得出最小体积流量：

式中
𝑉̇ L:

可测量的最小体
积流量

例如，如果希望还能够
按照标准测量极限值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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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找到开着的窗户
启动风机后如果发现体
积流量超大，或者根本达不
到要求的 50Pa 压差，则说明
存在大型渗漏。经常是有窗
户开着或者未关严。
为了找到不密封点，可
以让风机开着，然后到每个
房间的门前，如果是多住户
建筑就到每个户门。在开门
时脸朝着房间方向，一般根
据气流情况能感知到门后的
房间有没有大型渗漏。例如
在户门处有抽风时，可以到
房间里继续寻找，如果感觉
不到气流就查下一个户门。
记录测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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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用可调节测量范围
的测量装置时（例如在常规
风门上安装流量孔板），就存
在向数据分析软件输入错误
孔板数据或读错刻度而造成
虚假测量结果的危险。所以
紧迫建议将使用的流量孔板
单独记录在手写报告中，这
样可以在办公室审核检测结
果的数量级。
正压测量时不要忘记在风机
吸风侧方向安装软管
采用 Minneapolis 风门做
正压试验时，必须从风机压
力测量装置向外，也就是朝
着风机吸风口方向引出一根
软管。
像测量范围一样，应该
将软管连接写在记录本上，
因为事后很难再回忆是否安
装了软管。

作者
约阿希姆·策勒
物理学硕士
气密性、通风、保温、低
能耗建筑和被动房领域
的自由职业工程师和咨询
专家（比伯拉赫）

测量值又太大。而这种系统
误差又不一定能从测量曲线
上识别。

[DIN V 4108-6] „Wärmeschutz und EnergieEinsparung in Gebäuden - Teil 6: Berechnung
des
Jahresheizwärmeunddes
Jahresheizenergiebedarfs.“ Beuth VerlagBerlin
2003-06

所以建议，不按逐步上
升或下降的压力顺序测量，
而是交替调节风机电压的升
降。此时，如果没有等待足
够时间，从测量值的离散度
就可以看出来。

[DIN
4108-7]
„Wärmeschutz
und
Energieeinsparungin Gebäuden. Tei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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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zenergiebedarfsWohngebäude
(enthältBerichtigung AC:2002); Deutsche
FassungEN 832:1998.“ Beuth Verlag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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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全自动测量装置时
情况更加复杂，需要加倍小
如果发现忘了接软管， 心。因为它是通过改变体积 [DIN EN 13829] „Bestimmung der
Luftdurchlässigkeitvon
Gebäuden
–
则还用计算方式修正测量结 流量将压力调节到额定值的。 Differenzdruckverfahren.“Beuth Verlag Berlin
果。此时必须从风机压力读 使用者必须参照操作手册或 2001-02
数中减去当时的建筑物压力。 者向制造厂咨询，明确如何 [FLiB 2002] „FLiB informiert: Beiblatt
zurDIN EN 13829.“ FLiB e.V. Kassel
保证只有当建筑物压力达到 Oktober2002
不按顺序调节楼内压力
[ISO 9972] „Thermal performance of
稳定时才开始测量。
buildings– Determination of air permeability
在气密性好（即 n50 较小）
ofbuildings – Fan pressurization method.“CH
的建筑上，改变风机电压后 参考文献
Geneva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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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对于使用热式风速仪查漏
的说明概述

间）。
极端值

热式风速仪测量原理

按照伯努利（Bernoulli）
热式风速仪是一种在通 定理，渗漏位置流速的理论
风技术领域用于测量空气流 上限取决于差压值。在建筑
的仪器。在气密性检测时使 物 50Pa 负压条件下，在渗漏
用风速仪查漏，首先是为了 点直接测到的流入空气的流
发现可能存在的气流。此时， 速最高约为 9m/s。这个风速
实测或在仪表上显示的流速 只有在渗漏点几乎没有干扰
没有用处。
的直线流体上才会达到（注
只有在分析下述影响因
素时，才将风速用于对泄漏
点的分析。


泄漏点的尺寸和形状
在一个开口处的高风速
（喷嘴效应）并不一定
会造成高的泄漏流量，
反之亦然。



风速仪与泄漏点的距离
两者距离越大，风速越
低。



风速仪与主气流方向的
相对位置
对于受狭小空间限制的
气流，略微改变探头位
置就会导致显示风速大
幅变化。



温度平衡与气流的关系
测量风速时风速仪也需
要测量空气温度（参见
测量原理）。由于温度测
量与流体探头有一定距
离，在受狭小空间限制
的气流上有时会测不到
相关的温度。这样风速
仪显示的流速是不正确
的。



风速仪的反应速度
为了获得流速的正确显
示值，探头在气流里的
保持时间必须至少是探
头的反应时间（适应时

热线风速仪的流速敏感
探头是一种电气组件，其电
阻与温度有关。电流会将探
头加热到明显高于测量环境
的温度（与生产厂家有关，
最高到 100 0C）。当气流从探
头带走热量时，调节回路提
高加热电流，使温度保持恒
定。调节电流与风速成正比。

意影响因素！）。
按照伯努利定理计算最大流
速：

式中
v:
流速 m/s
∆p:
压差 Pa
ρ:
空 气 密 度 kg/m3(在
1013 hPa 和 20 0C 时： 1.2
kg/m3)

图 3.10: 使用中的热球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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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走热量的大小也与空
气温度有关。因此需要测量
空气温度。温度测量一方面
应尽量靠近探头，但又必须
在空间上保持一定距离，以
免受到被加热探头的影响。
所以温度探头的位置始终是
一种妥协。特别在测量小流
量时（< 0.2 m/s），这种影响
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

3.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透气性测试
提 示 ： 如果也利用风速
仪测量空气温度，并用于按
EN 13829 分析气密性测量值，
最好摆动探头以便假造一种
气流，使探头相对看来好像
一动不动地停在空气中。

作者
马库斯雷恩博士
1959 年出生。在爱尔兰根大
学获物理学博士
1993-1995 希根大学 从事科
研工作，重点在建筑物理测
量技术。1996 年开始成立自
己的气密性、保温和能源咨
询工程师办公室

图 3.11: 热球探头（1），热线探头（2）

1. 热球探头
被加热的电阻位于一个
金属球体内（D 3 mm）。








鉴于金属球的质量，反
应时间比较长（约 4 s）。
球头必须保持在气流中，
不允许接触物体表面
（接触时也会失去热量）。
球头全方位对气流敏感
（与气流方向无关）。
由于球的直径很小，可
以伸入缝隙内或在缝隙
附近测量。
温度测量在球下方约 1-2
cm 的棒内。

2. 热线探头
被加热的电阻位于一个保
护结构内，并自由悬挂在非
常细的线上。






反应时间短，因为电阻
极小（约 0.5 s）。
探头不会接触到物体表
面。
保护罩只允许在特定角
度范围让气流流过电阻
（与方向相关）。
在保护罩的下边缘测量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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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 福格尔（Klaus Vogel）,马库
斯 雷恩（ Markus Renn）

时可以考虑气密性证明”［4］。
即提供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
内容
3.7 气密性检测
密性证明，可以在计算采暖
能源需求时取较小的通风散
在检测建筑物气密性时，
热损失或者考虑机械新风系
应根据具体任务做好检测对
统的热回收份额，对一次能
象的前期准备。由于在标准
前言
源需求计算结果是有利的。
和建筑节能法规中对于如何
导言
法规附件 4［3，4］引用
做好“正确”准备工作的详
适用范围
了检测标准 DIN EN 13829。 1
细问题是个空白，所以建筑
引用标准
此外，该附件还提到了气密 2
气密性专业协会（FLiB）以
性要求，如果不考虑对没有 3
专业术语 1）
说明和检查清单的形式对这
通风装置建筑的详细要求， 4
仪器设备
些问题做了解释。
法规对气密性极限值的规定 5
检测方法 2）
本节将深入介绍各种检
一直未变。
6
数据分析
测方法、按照建筑节能法规
7
检测报告 3）
提出气密性证明的要求和一
取决于采用什么方法！
8
测量精度
些发展动态。并以表格形式
汇总了不同单位发表的检测
附件（供参考）和参考
DIN EN 13829 对于现场
准备工作和建筑物准备工作
文献
按差压方法检测建筑物或部
的内容和注意事项。
表 3.7.1：DIN EN 13829 目录[5]
分建筑透气性提出了详细要
但是这里需要说明，为
求，见表 3.7.1。检测区分
气密性检测人员按照建筑节
方法 A 和 B。两种方法在数
能法规进行“最终测量”提
据采集和测量时间方面没有
供详细并被普遍接受的准备
泄漏流量：
差别。差别主要在检测前的
工作清单的过程尚未结束。
通过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的空气体积流
准备工作。方法 A 强调在使
量。
为此 FLiB 正在开展新的努力，
建筑物内体积：
用状态检测建筑物气密性。
希望通过成立“跨行业工作
一栋建筑或部分建筑屋内有意采暖、制
所以只需关闭“建筑物或部
冷或机械通风的体积。它们是检测对
组”来实现上述目标［1］。
象，通常不包括坡屋顶顶层楼板、地下
分建筑上有意留出的对外开
室或建筑附着物。
口（窗、门、烟囱）”［5］。
参照压差下的单位体积泄漏流量：
《建筑节能法》
在建筑物外围护结构表面参照压差下的
方法 B 主要关注建筑物外围
2002 年建筑节能法规生
泄漏流量除以建筑物内体积（一般为
护结构的气密性。“为此需要
50Pa: n , 单位： 1/h）。
效［2］，并先后于 2004 年、
透气性：
关闭所有可以调节的开口，
2007 年和 2009 年进行了修
在建筑物外围护结构表面参照压差下的
封堵所有其他有意留下的开
泄漏流量除以外围护结构净面积（一般
订或者重新编写。
为 50Pa： q ，单位：m3/(h.m )。
口”［5］。
按照 2001 年 11 月 16 日
单位净建筑面积泄漏流量：
例如对于电梯井通风或
在建筑物外围护结构表面参照压差下的
法规第 5 款， “新建建筑在
泄漏流量除以净建筑面积（一般为
排烟用的可关闭的开口，两
建设中应该按照当时技术水
50Pa： w ，单位：m3/(h.m )。
种方法会提出不同要求。按
方法 A（在使用状态检测建筑物气密
平对传热围护结构包括接缝
性）
照方法 A，这类开口保持开
进行耐久性密封”［2］。现行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状态与不同季节开启
启状态；按照方法 B，这些
采暖或空调时建筑物的使用状态相同。
法 规 ， 即 2007 年 ［ 3 ］ 和
方法 B（检测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
开口必须封堵。这种不同的
2009 年［4］的法规在第 6
性）
准备条件必然会对检测结果
按照标准要求关闭或封堵建筑物外围护
款也有类似要求。但是，将
结构上所有有意保留的开口。
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
“按照当时技术水平”改为
最少数据（举例）：
建设项目有大有小。除了这
被检测建筑物的特征数据，与标准的偏
了“按照公认技术规则”。对
离，检测对象和检测设备描述，检测数
些差别，两种方法也有共同
于这个技术用语的含义在本
据和检测日期。
之处。例如要求对送风和排
书第 6 章做了详细介绍。法
风装置的进出风口进行封堵，
规第 6 款还说：“气密性检测
以及前面说的测量时间点。
如果符合附件 4 第二条的要
两种方法都要求，“在建筑或
求，则在计算采暖能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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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透气性测试
部分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竣工
后再进行检测”［5］。
关于选择“正确方法”的问
题
如前所述，如果对建筑
物气密性规定了必须遵守的
极限值，就必须明确采用何
种气密性检测方法。
从表 3.7.2 给出的建筑
节 能 法 规 ［ 3 ， 4 ］ 和 DIN
4108-7 2001 年老版本［6］
和 2011 年现行修订版［7］
的气密性要求可以看到，对
于 50Pa 下的气密性要求 n50
没有差别。迄今为止，建筑
节能法规对检测方法没有规
定。而无论老版本还是新版
本，标准都明确引用了方法
A。当然，现行标准在 n50 最
高值方面有一点是新加的，
即对于不同通风系统推荐的
建筑物检测准备可以与 DIN
EN 13829 方法 A 的准备有所
不同。由于在建筑节能法规
和 DIN 4108-7 中（2001 年
旧版标准与当时正在准备中
的建筑节能法规有关联）都
提到了同一个 n50 值，所以在
一开始时就认为，在按建筑
节能法规提出气密性证明时
也应采用方法 A。
建筑物气密性专业协会
FLiB 公开代表了这种观点。
所以一直到大约 90 年代中期，
在按建筑节能法规进行证明
性 检 测 时 主 要 采 用 DIN EN
13829 的方法 A。由于这个标
准没有回答详细问题，文献
［ 8 ］ 给 出 了解释（推荐意
见），其中也包括了按方法 A
进行“验收检测的检查清单”。
建设部长会议“建筑技
术”专业委员会（该委员会
也参与《建筑节能法》的设
计）在《建筑节能法》框架
内采用检测方法的问题上，
从 2004 年 3 月开始就认为

“应该采用 DIN EN 13829 的 必须封堵和不需要封堵开口
方法 B（检测建筑物外围护 的例子（比如不可以关闭的
结构）”。此外，“应该在建筑 电梯井通风口和排烟口必须
物竣工后（与气密层相关的 封堵，猫洞保持不变），可以
全部工作完成后）对建筑物 清 楚 地 看 到 ， 可 以 采 取 与
气密性提出证明”［9］。在之 DIN EN 13829 方法 B 不同的
后几年，对于与气密性相关 准备工作。
那究竟该怎么办呢？即
的专门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规
定。对于按［10］对建筑物 将修订的《建筑节能法》将
准备的现行要求见表 3.7.3。 明确要求采用方法 B。
仔细考量上述规定中提到的

表 3.7.2: 气密性要求［2，3，4］和［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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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3: 检查清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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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透气性测试
表 3.7.3: 检查清单比较续表

xubi

对检查清单的解释：
在比较检查清单时，应该参照文献［11］“《建筑节能法》最终检测检查清单”的结构和
措施。本文的检查清单又在建筑气密性专业协会的“按方法 A 进行验收检测的检查清
单”［8］基础上做了加工，主要是对个别项做了汇总，重新编排了各项的顺序，并扩大
了针对通风技术装置的措施。在“按方法 A 进行验收检测的检查清单”中对于大立柜门
（无措施）和缺少窗户把手（封堵，在检测报告中记录）等精准提示，没有包括在
“《建筑节能法》最终检测检查清单”中。两种检查清单的主要差别在于对外墙通风口
（ALD）的处理方式。 按照“《建筑节能法》最终检测检查清单”，需要对此进行封堵；
按照方法 A 进行验收检测的检查清单只要求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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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检查清单
在按《建筑节能法》进 [1]Solcher,O.(2012): Gebäudepräparation bei
行证明性检测时，特别需要 Gebäuden mit Lüftungsanlagen –
Bericht
über
den
FLiB-Workshop
一份详细的可验证的建筑物 Auswirkungen der Gebäudepräparation in der
V 18599. Vortrag anlässlich 7th
准备工作检查清单。只有通 DIN
International BUILDAIR-Symposium am
过以下工作，才能制定这样 11./12. Mai 2012 in Stuttgart.
的清单，
[2]Energieeinsparverordnung-EnEV
(2001):Verordnungüber
energiesparenden
 进行比对测量
Wärmeschutz
und
energiesparende
bei
Gebäuden.
 对参与建设人员给予保 Anlagentechnik
Bundesgesetzblatt Teil I Nr. 59.
障
[3]Energieeinsparverordnung-EnEV
 统一执行《建筑节能法》。 (2007):Verordnungüber
energiesparenden
表 3.7.3 中列出的一系
列要点，需要根据采用的方
法，在日常检测中给予统一
规范。对不同检查清单的比
较遵循文献［11］“《建筑节
能法》最终检测检查清单”
的结构和措施。本文的检查
清单又在建筑气密性专业协
会的“按方法 A 进行验收检
测的检查清单”［8］基础上
做了加工，主要是对个别项
做了汇总，重新编排了各项
的顺序，并扩大了通风技术
装置的措施。作者根据 DIN
EN 13829 文字的意义推导出
针对方法 B 列出各点项的相
应措施。这些措施也被“建
筑技术”专业委员会引用，
只要在参考文献［10］没有
与此偏离的表述。当然并不
一定保证建设部长会议“建
筑技术”专业委员会对每一
项以同样的方式和方法给予
阐释。本表 3.7.3 可以作为
文章开始提到的“跨行业工
作组”的一个工作基础。

Wärmeschutz
und
energiesparende
Anlagentechnik
bei
Gebäuden.
Bundesgesetzblatt Teil I Nr. 34.
[4]Energieeinsparverordnung-EnEV
(2009):Verordnung
zur
Änderung der
Energieeinsparverordnung.Bundesgesetzblatt
Teil I Nr. 23.

作者
克劳斯·福格尔博士
自由职业者，主要
作为气密性领域的
专家和传媒人

[5]DIN EN 13829 (2001): Wärmetechnisches
Verhalten von Gebäuden. Bestimmung der
Luftdurchlässigkeit
von
Gebäuden.
Differenzdruckverfahren (ISO 9972:1996,
modifiziert), Deutsche Fassung EN 13829:
2000.
[6]DIN 4108-7 (2001): Wärmeschutz und
Energie-Einsparung in Gebäuden. Teil 7:
Luftdichtheit von Gebäuden, Anforderungen,
Planungs- und Ausführungsempfehlungen
sowie-beispiele.
[7]DIN 4108-7 (2011): Wärmeschutz und
Energie-Einsparung in Gebäuden. Teil 7:
Luftdichtheit von Gebäuden, Anforderungen,
Planungs- und Ausführungsempfehlungen
sowie –beispiele.
[8]FLiB (2002): Beiblatt zur DIN EN 13829.
Fachverband Luftdichtheit im Bauwesen e. V.
(FLiB), Kassel.
[9]Deutsches Institut für Bautechnik
(Hrsg., 2004): Auslegung zu § 5 i.V.m.
Anhang 4 Nr. 2 (Luftdichtheitsprüfung) der
Fachkommission Bautechnik der Bauminis terkonferenz, 9. März 2004.
[10]Deutsches Institut für Bautechnik
(Hrsg., 2009): Auslegung zu § 6 i.V.m. Anlage
4 Nr. 1 (Luftdichtheit) und Auslegung zu § 6
i.V.m. Anlage 4 Nr. 2 (Luftdichtheitsprüfung)
EnEV 2009 der Fachkommission Bautechnik
der Bauministerkonferenz, 9. Dezember 2009.
[11]Vogel, K., Renn, M. (2005): Überprüfung
der Luftdichtheit. Fachverband Luftdichtheit
im Bauwesen e. V. stellt neue Checkliste vor.
AIRTec 3, 13-16.

71

作者
马库斯·雷恩博士
1959 年出生。在爱尔
兰根大 学获 物理 学博
士
1993-1995 希根大学从
事科研 工作 ，重 点在
建筑物 理测 量技 术。
1996 年开始成立自己
的气密 性、 保温 和能
源咨询工程师办公室

企业介绍

72

4.粘贴——材料和加工

4 粘贴－材料和加工




收边条
“粘结剂”，而把另外“两个
液体胶
伙伴”忘了。需要说明，使
乌尔里希·何宁（Ulrich Hoeing）
这类材料可用于条形薄膜 用板状材料作为对常用胶带
或板状材料的互相粘贴，与
的补充是允许的，也符合现
今天，业主期待他的房
子不仅有舒适的居住环境， 其他建筑材料或基底连接处 行标准。但在节点区域和穿
而且要既不太潮湿又不太干 的粘贴或者构造气密性穿墙 墙口需要做特殊处理。
可惜今天市场上有些产
燥。气流和风应该存在于自 口。这种材料粘贴后（几乎）
然环境，而不应该出现在自 可以剥离。还有一类用于结 品的表面特性属于难以粘贴
己温馨的家里。制作耐久气 构连接的不可剥离的粘结剂， 的类别，比如纤维状的、带
密层对实现这一愿望有重要 它们主要用于木材拼缝、飞 尘的和破碎的表面。下文给
贡献。本文将重点介绍制作 机、船舶和汽车工业，但不 出了一个风险矩阵（表 4.1）
气密性建筑物外围护结构需 适合用于吸收建筑物内的持
4.2 粘结世界的简要入门
要的材料、工艺和相关知识。 久载荷。
4.1 制作气密层的材料
常用粘贴材料
人们一般首先会想到单
面胶带，其实还有许多构筑
气密层的粘贴材料。简单提
一下，不一定完整：
 有或没有罩面纸的单面
或双面胶带
 经过浸渍处理的预压缩
膨胀密封条
 埋入式密封带
 橡胶或塑料型材

粘结天天都会发生。我
胶带、薄膜、纸、无纺布、
们从第一次做游戏开始，就
板材（所谓的基底或基础材
一直在使用粘结。关于粘结
料）
可以写一本书。下面将集中
如前面的章节和本节标
介绍用于制作气密层的粘结。
题所述，我们将某种东西与
为了能够更好的理解粘结过
另一种东西一起粘贴到某种
程，这里先对粘结的技术术
基底上。原则上我们和三个
语做一解释。
“伙伴”打交道，一方面我
们必须把它们称为部分构件，
内聚力和粘结力
另一方面每个构件都为成功
内聚力是指一种粘 结 剂
做贡献－组成耐久性粘贴。 的内部强度（内聚），即粘结
可惜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把这
层内自身的强度（例如例如
种关系忽略了。一般就说

最佳胶带宽度
还要对最佳胶带宽度说一句话。现在 50mm 宽的胶带还
有零星使用，经常是出于价格考虑。但是市场上 60mm
宽的胶带卖的很好。这种胶带比较好，因为两边都有
30mm 的覆盖宽度。不要忘记，每增加 1cm 宽度，保险
系数就相应增加。如果在外侧居中粘贴接头，则意味着
每少 1cm 就会损失 33%保险系数（相当于 3cm 宽的胶带
损失了 1cm）。这就是为什么生产厂家提供不同宽度胶带
的原因。而且接缝宽度也会占用胶带的有效宽度。在粘
贴板的端部节点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端面一般是不适
合粘贴的，因为胶带在密度板、夹芯板和刨花板等粗糙
和纤维状端面的粘结力很差。现在从通常的 60mm 宽的
胶带扣除板的厚度，每一侧就只剩下 2cm，这显然是不
够的。建议使用 75mm 或以上的胶带。建筑构件层面的
错位或安装误差都可能要求更宽的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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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必要的胶带宽度取决于
基底构造和粘结性能，此处需
要 75mm 宽的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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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小窍门
不用廉价聚乙烯胶带的 4 个理由
 聚乙烯的表面能量一般很小，所以基本上很难粘牢。
 在温度波动时收缩和扭曲变形量很大。
 有生产过程留下的分离剂。
 存在静电积灰的危险。





聚氨酯（PUR）
改性聚酯
反应系统（AB 胶）
根据基本材料的配 置 情
况，强力胶也可称为或分类
为水性（用水做溶剂）、
溶剂型或固含量 100%的产品
（High solids）。大多数情况
下这类粘结剂不是以单物质
形态出现，而是一种有添加
剂（树脂、软化剂、增稠剂）
的改性物质，使其符合专门
用途的需要和优化性能。因
为“广谱抗生素”在粘结行
业里还没有出现，对某项性
能的改进一般会在其他方面
产生负面影响。

液态会结晶的蜂蜜）。粘结力
如果使用的条形薄膜表
则不同。它表示一种粘结剂 面能量很低，使得粘结剂在
和其他基底材料的粘结能力。 表面的浸润度不够，粘结就
粘结力与粘结剂和基底材料 会不牢。所以条形薄膜（基
有关。
底）要有尽可能高的表面能
量。可惜很少有条形薄膜表
表面张力（液体）和表面能 面能量的数据，这类产品的
量（固体）
相关标准和 CE 标识也没有这
该定义用于理解粘 结剂 方面的规定，不能为施工人
在基底上的附着力。大家都 员提供适当的指导。FLiB 的
知道，自来水会在玻璃或漆 检 测 和 标 识 （PKV） 规 定
板表面形成椭圆形水滴，而 2007-11 版第 4 点建议，检
油或甲醇则会形成很大的斑。 测用基底的表面能量不得小 粘结剂的软性和涂抹
如果在水中加入肥皂，水滴 于 40-42 mN/m。目前正在编
就会在基底上扩散。洗涤过 写 的 DIN 4108-11（ 草 稿 ）
粘结剂在胶带上的涂抹
程就利用了这种效应，即利 “用胶带和粘结剂制作气密 量（g/m2）会显著影响其粘
用洗涤剂减少表面张力以改 层时对粘结连接耐久性的最 结性能和质量。涂抹量大虽
善水在布料或基底上的浸润。 低要求”，对于检测基底要求 然对不平整纤维状基底有好
粘结剂和基底都有表面 条 形 薄膜 的 表面 能 量 ≥ 40 处，但是它会像软粘结剂那
能量。为了让粘结剂尽可能 mN/m。 然 而 市 场 上 供 应 的 样，对于持久拉应力或高的
全面的浸润到基底表面，形 条形薄膜的表面能量远远低 外部温度比较敏感。涂抹量
成尽可能大的接触面积，就 于上述极限值。这就意味着， 小虽然便宜，但是对于粗糙
需要让粘结剂的表面能量小 在其他基底上的检测结果会 表面，由于粘结质量太少而
于基底的表面能量。用光学 差很多。
不能浸润基底。粘结剂的调
方法（接触角度测量仪）测
配也会影响其性能。比如软
量比较费事，用比对墨汁比 几种用于制造粘结剂的原材 的粘结剂会渗入表面，但内
较简单。表面能量单位为 料
聚力较小，在撕拉时倾向于
有许多原材料可以制造 在粘结剂中心分离，胶带圈
mN/m 或 dyn/cm。提供几个
用于气密层的粘结剂。下面 端面还容易有胶水渗出。相
参考值：
列出最主要的几种：
 PTFE（聚四氟乙烯）19
反，调制得比较硬的粘结剂
 PP/PE（聚丙烯／聚乙烯）  天然橡胶和丁基橡胶
虽然一般有较高的内聚力，
29-33
 丙烯酸酯
但低温粘结比较困难。简单
 强力胶 约 30
 强力溶胶
 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

二酯）41-42


铁

2550

图 4.2: 表面张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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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粘结剂涂层越厚越软，
在建筑产品表面的粘结力就 “漏斗”形水槽，导致不密
越大。而另一方面则会损失 封。用无纺布做载体的好处
内聚力和温度稳定性。“用大 是，这种材料有很高的抗撕
拇指”试验粘结力的做法只 拉强度，对温度、紫外线和
能得到对粘结力的主观印象， 潮气引起的变形不敏感。用
因为它仅仅感知了初始粘结 下面的例子就很好解释，棉
力，而决定性粘结力是在几 花球受热时不会明显收缩，
至多在温度太高时会融化。
个小时后才达到的。

而丧失内部强度，使粘结点
失效。所以需要在实践中加
以注意。应高度关注施工质
量，不能忽视现场施工条件。
鉴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建议
采取附加机械保护措施。
4.3 加工

衬里、面纸、覆盖用纸、保 人－材料－环境
护用纸和分隔纸
粘结点的质量和耐久性
在制作气密层时，胶带 主要取决于粘结材料本身、
就像粘结剂原材料一样， 一般有一层盖住粘结剂的纸 被粘结部位的质量（表面、
承载粘结剂的载体也有不同 或衬里。在实践中往往被认 运动、吸收性能和老化过程）、
的材料。比如以聚乙烯为基 为是不必要的垃圾。然而如 施工质量和粘贴时和粘贴后
础的塑料载体、聚丙烯、纸、 果胶带没有衬里而自己卷在 的环境条件（湿度，温度）。
油纸、合成纤维纸、铝和最 一起，那么载体面层就要进
近出现的无纺布。双面胶一 行处理（做硅化处理），使胶 外部影响
般由与粘结剂一体化的网格 带不会粘在一起。使用这种
假如能够全程跟踪一个
布替代载体材料。需要注意 胶带做十字粘贴时，交叉部 建筑工地的气候条件，就可
下列事项：首先载体要和今 位会粘不住，无法形成密封 用于评论“建筑工地的微气
后的用途相匹配（比如适合 的气密层。由于市场上有诱 候”。季节变化对温湿度条件
在室外使用），因为往往是载 人的廉价产品，所以这里要 的影响经常被低估或忽略。
体的耐水性决定胶带的耐水 特别指出它们的薄弱环节。
再加上施工作业，如抹灰或
性，而不是粘结剂本身。其
做地坪带来的潮气，就更应
次，载体将决定胶带的主观 用于边缘节点的粘结剂和胶 加倍小心。如果粘结作业还
粘结力。如果它很有延伸力， 水
要在无遮挡的户外进行或者
除了胶带，边 缘节点粘 受到天气的影响，那么就一
则大部分拉力被延伸力用掉
了，这会使使用者觉得粘结 结剂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将条 定要选用制造厂明确推荐和
力很大，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形薄膜的边际节点粘贴到相 同意在这种条件下使用的粘
载体（无纺布、合成纤维布、 邻的建筑材料上。这种粘结 结材料。
塑料）与粘结剂的附着力决 物质一般为水性或溶剂型胶
定胶带的强度。匹配不当时， 粘剂。
潮气
需要说明的是，这类粘
载体会和粘结剂分离（粘结
必须注意，绝大部分强
剂在载体上的粘合力太小）， 结材料可能需要好几天才能 力胶不能粘结到湿或潮湿的
凝固，特别是将两种渗透型 基底上，因为被粘结材料表
使这种胶带不可实际应用。
致密材料互相连接时。凝固 面的水膜（如冰晶或凝结水）
之前，粘结点可能会受到外 会产生隔离作用。所以在潮
载体材料的收缩性能
在潮湿、温度和老化收 部因素（风、机械作用力） 湿基底上的粘结一定要加倍
缩引发的双金属材料效应下， 的干扰而脱开。
小心。在实际工作中，这种
可惜也会经常发生这样 粘结方式经常被诟病。但埋
胶带会垂直于胶带走向的方
向缩紧。纸质胶带更甚。这 的情况，已经凝固的粘结仍 怨也没有用，还是需要注意。
是最烦人的，特别在室外粘 会受潮气渗透或气候的影响。
潮气也会透过载体、粘
贴时，水平粘贴的胶带会形 水性弥散剂趋于重新弥散， 结剂边缘和基底（粘结点背
也就是重新吸收水分
成一个
常用载体材料和一种粘结技
术上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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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法规，法律
气密层设计

现场条件
气密层施工

对气密性建筑方式必要性的
认可
员工培训

使用产品的功能
注意制造厂提供的信息和推
荐意见

图 4.3: 对气密性施工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如何粘贴木材，如何和
强力胶一起使用？
我不想先入为主。但是
我想先问：进行正确的木材
粘贴需要什么？每个粗木工
或细木工都会很容易的回答
这个问题：
 选择合适的胶水
 材料表面要清洁、干燥、
刨平、无灰、无油、无
树脂
 施加足够的夹紧力（螺
纹夹具）
 合适的温度（明显高于
0℃）
 留出足够的固化或松夹
时间

面吸水引起渗透）侵害粘结 剂），可低温使用，载体有足
效果。出现后一种情况时， 够的抗紫外线老化性能。
粘结剂和基底间会形成隔离
层，最终导致粘结失效。这 温度
首先要区分施工温度和
里也需要说明，对于最近开
始使用的潮气选择性或适配 耐温性能以及温度作用时间。
在粘贴胶带时也需要注
性隔汽层，应特别注意它们 施工温度一般只需保持在一
的可粘结性。因为这类材料 定的温度范围。许多粘结剂 意这些问题。下面将给予详
很软，初始粘结力很强，可 细介绍。
可以吸收和输送水分子。也
就是说，根据建筑工地条件 以在低温下施工，可惜在高
它们会或干或湿，从而又会 温下的耐温性很差。好的丁 关于清洁度
大家应该知道，而且我
对可粘结性和粘结力产生负 基粘结剂的最低施工温度在
面影响。所以还是建议使用 零度左右，而丙烯酸粘结剂 们的经验也说明，本文介绍
供货商提供的配套产品，从 在－5℃。水性粘结剂的加工 的粘结剂不可以用于油性的、
源头上杜绝可能出现的问题。 温度一般要求明显高于冰点 有肥皂的、有灰、潮湿或者
市场上有耐水粘结剂和 温度。好的产品的耐温性在 甚至有水的基底。DIN 41087/2011-1 第 7.2.1 节提请注意：
在潮气影响下会发生变化的 －40℃到＋90℃范围。
“粘结基底必须清洁、干燥，
粘结剂（膨胀和收缩）。受潮
无灰、无油脂和其他会降低
后呈牛奶状的粘结剂（“白色 施工建议
下面的建议来自作者和 粘结力的物质，并有足够的
流挂”）将水分子带进了粘结
剂里，可能会造成两个粘结 作者雇主的多年经验，应该 承载能力。”对此大家要注意。
必要时可以采用硅烷做基底
体之间的粘结强度变差，所 对施工人员有所帮助。
处理。
以应该将这种变化视为一种
警告信号。
设计窍门
虽然气密层一般都位于建
气密层必须围绕建筑物外围结构，没有中断。应避免错位
筑物内侧，但还是可能会涉
和不平整。应特别注意工人的施作条件。一些关键部位应
及粘结剂是否适应外部条件
有节点大样，并和施工人员交底。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
的问题（例如椽条间的保温
理。
或者从外部进行建筑节能改
造）。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注意
的是：粘结剂必须适合外部
使用（不会二次弥散的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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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手的基底
当粘结材料不能在基底
上生根时，就需要对建筑材
料做预处理。在采用强力胶
时（丁基、丙基胶水），只要
基底粗糙、疏松、砂化或者
呈纤维状，或者基底的表面
强度很小时，就必须进行预
处理。混凝土、砖、石膏、
砂浆、石膏纤维板，特别是
软木纤维板，如果不做预处
理，一般是不能用胶带粘结
的。所以说，是粘结材料的
表面强度，而不是粘结剂本
身对粘结强度起决定作用。
一定要注意制造厂给出的基
底处理要求和刷胶的间隔时
间。
液体胶因其浓稠的性状
一般不要求做基底处理。但
是，一定要在刷胶让粘结剂
渗入表面和对胶水进行不合
适的平板挤压引起延性损失
之间把握好分寸。

机械保护－是一个永久话题
过去几年对这个话题反复进行了讨论，几乎已经到了信任
战争的状态。作者多年从事气密层粘贴技术的研究。下面
对于机械保护的理由来自沉痛的施工经验：
 使用期的持久性迫使寻求长久解决方案。
 潮气、污染物和冷的基底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后来的潮气渗透会造成原来良好的粘贴连接失效。
 运动、潮湿和／或温度会造成参与基底的长度变化。
 由于胶粘剂、薄膜和基底材料的变化会产生粘结力问
题。
 大部分胶粘剂需要时间建立粘结力。液体胶需要好几
天才能干透。在此期间不可以对粘结点施加载荷，并
且需要机械保护。
 现行标准 DIN 4108-7/201101 允许使用没有机械保护
的 收 边 胶 粘 剂 ， 但 是 却 说 了 不 下 13 遍 的 “…但
是…！”。所以对工匠们给予忠告，一定要仔细看好
了，不要一条腿站在法庭上！
密性封边。最后用合适的剪
切技术－好的旧剪刀是最好
的工具－将薄膜尽量贴紧穿
墙口并粘贴。如果薄膜与穿
墙口距离较大，可能需要安
装卡件。形状复杂或者大的
穿墙口用硬质垫板施工效果
更好。

湿气会渗入基底结构，所以
建议用胶带粘住钉眼。这样
也可以防止固定材料腐蚀而
损坏薄膜。根据引用的标准，
利用尖形固定物（钉子、间
隔螺栓等）将薄膜固定到基
底结构上时，只有当它会产
生压紧力或覆盖作用时才是
密封的。请注意！

对工序的建议
应该用气钉将气密性薄
膜固定到基底结构上。在铺
设时应尽量无皱褶，便于后
来粘贴接缝。要注意气密性 气钉位置是否还要粘贴？
经常有人问气钉位置是 对粘结处的持续载荷
薄膜不应受到拉压应力作用。
根据切身经验，我们知
气密性薄膜不得连续承受保 不是还要粘贴。从气密性来
温材料的重量。否则会使气 说可以忽略不计，实际测量 道从塑料物体上撕下标签的
密层鼓胀，危害强力胶的粘 已 经 有 证 明 了 。DIN EN 最好办法，是用恒定的力气
结效果。卷状薄膜或袋装薄 13829-1/2011-1 第 6.1.2 指出， 慢慢地撕。强力胶的表现同
膜一定要直线裁剪，波形线 薄膜不允许打孔，但是明确 样如此。所以一定要避免对
边很难粘贴。薄膜也不可以 表示气钉和固定物体产生的 粘结位置连续施加小的拉应
铺在地上裁减，防止灰尘沾 孔除外，这就表明气钉孔是 力。胶带是用于制作气密层，
污。接头在房间中间位置向 合法的。然而如果钉口有撕 而不是用于对结构件进行连
两边展开。这样可以将皱褶 裂或存在损伤的危险，那么 接固定的！
危险减少一半。胶带沿接头 贴一块胶带也无妨。如果气
中心线粘贴。粘完后一定要 密层同时必须担负隔汽层的 气密性和吹出纤维素纤维
这本来应该属于前面的话
再压一遍－可以用手掌压直 功能（桑拿室、工业厨房、
到“手掌发烫”，也可以用起 洗浴中心），则是另一回事。 题。但是这在前段时间一直
此时，在高的蒸汽压差下，
钉锤压。然后用胶带进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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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窍门
保温材料敷设完成后应尽快制作气密层。因为在冬季休
业期间或者在做完地坪或抹灰后会有大量湿气渗入结构
构造内。如果无法确定，就最好测量其他构造层建筑构
件的湿度。
气密层制作完毕后，立即用风速仪，也可以用烟棒或者
绑在锚栓上的鸭绒做简单的气密性测试。用打火机做试
验存在起火的可能。可惜，这些试验需要一定的风压。
在查找圆形线脚、拐角和难以够着的部位时，奶奶打毛
衣的棒针可以帮助你。
气密层有损伤的部位一定要修补好。这里要求项目经理
进行监督检查并安排修理。

是说气密层会接触外部气候，
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所以，
任何一种隔汽层都担负不了
这项任务。此处需要采用有
足够耐候性的稳定产品。选
择的粘结材料应该适合用于
室外环境，这一点也非常重
要。其次，条形薄膜一般敷
设在承重结构的上面或者外
面，必须与墙体内的气密层
材料相连接。如果在正常的
室内装修时要求设计气密层，
那么在这里是必须的。详细
周密的细部节点设计和注意
安装顺序是十分必要的。

是投诉的热点，所以专门安 在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改造 4.4 粘结材料的检测
排一节来介绍。利用压紧条、 中，如果追求高的保温标准，
已知的检测方法
小间距气钉和间距为 65cm x 那么椽条保温就不能忽视。
粘结材料行业有不同的
65cm 的横向压条可以承受吹 在这种建筑结构上，在保温 检测方法。这些方法是由下
入压力和保温自重产生的持 层的暖侧也需要设计和敷设 列机构颁布的：
续机械作用力。这种隔条应 气密层。但是这项工作有两
 AFERA （欧洲粘结剂产
该在按照保温材料前就安装 个难点：首先，气密层是在
品协会）： 24 种检测方
好。边缘节点和可能存在的 安装正梁期间或者在刚安装
法标准。
穿墙口要在机械设备帮助下 完正梁后就要敷设的。也就
仔细施工。在引用标准第 5
点有相关提示，对设计和施
工也提出了宝贵的要求。在
出现事故索赔时，这里经常
是鉴定专家和法官的藏宝地。
泡沫、型材和必要的压紧力
这里需要再一次指出，
普通的发泡剂不能作为气密
层材料使用。用弹性材料制
作的型材，以及圆形嵌绳，
比如丙基材料的绳子，需要
一定的压紧力才能产生作用
和实现气密性。制造厂给出
的压紧力要求一定要铭记在
心。
椽条保温的特点
椽条保温已经受到重视。
图 4.4: 椽条保温的根部节点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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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M （美国检测和 材 圈并放到一个基底上，在接
料协会）：适用于美国市 触基底后重新垂直撕下，并
场的检测标准。
测量粘结力。耐温性－也称
 PSTC（压敏胶带协会）： 为极限温度－的检测方法是
适用于美国市场的标准。 将一个有明确定义的粘结物
 FINAT（ 全 球 不 干 胶 标 （胶带粘在一个基底上并挂
签制造商协会）：24 种 上一个静态载荷）置于逐步
检 测 方 法 标 准 ， 称 为 升高的温度下，测试粘结失
效时的温度。从图 4.5 可以
FTM。
 DIN （德国标准研究所）： 看到这样一个测试装置。左
针对胶带的不同标准， 边的测试物体几乎无接触的
但是一般在钢材或玻璃 被加热元件包裹，载荷（装
了物体的塑料袋）自由的悬
上做检测。
挂在粘结物上。右边则没有
可惜对于气密性粘结材 加热元件。
料，这类检测几乎无一例外
是在实验室条件下并且在非 4.5 粘结连接的耐久性
建筑基底上进行的。
这是一个现在谈论很多的
话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
为人们最终要求粘结连接与
建筑物同寿命。可惜人们把
许多事情混淆了（耐久性、
抗老化性能、耐候性、

图 4.5: 静态剪力试验（长期温度试
验）

一般检测什么内容？
首先是测试粘结力。此
时对胶带用剪力或剥离方式
（900 或 1800）从基底上撕
下。由于选择的基底、剥离
角度和撕拉速度对测试结果
影响很大，在比较时经常会
问：是如何检测的，检测精
度如何？
粘结性或初始粘结力可
以用滚球测试或者纸卷测试
方法检测。第一种方法是让
球在一个斜面上滚过粘结层，
测量球到停止时走过的距离。
第二种方法是用胶带做一个

按 DIN 53387 在气候实验室
制造人造气候影响、在实验
室和现实条件下测量），以致
缺少有根据的结果。目前，
已知的并认为需要注意的对
粘结连接耐久性有影响的因
数主要有：
 紫外线对粘结剂和基底
的光学分解
 高温
 高的空气湿度
 在建筑物使用状态下的
拉应力
 粘结材料存放过程中受
到的沾污和高温影响
 粘结剂的存放条件
建筑物气密性专业协会所做
的努力
建筑物气密性专业协会
从 2000 年开始就对上述问题
开展研究。作为阶段成果，
在 2007 年颁布了检测和标识

选择粘结材料的几个诀窍
对粘结材料、薄膜和板材的标准化可以帮助排除根本性
的材料问题。但是产品质量绝对不可替代结构设计和施工质
量。好材料也无法防止建筑外围结构气密层的施工缺陷导致
索赔、增加修复费用或能耗的可能。原则上建议施工人员选
用有长期使用经验的名牌厂家的好产品，更应该优先选择体
系供应商。同时也应该仔细设计气密层，认真施工，在建设
过程中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工种对待，并进行相应的检测和
验收。
比较一下气密性结构的制作费用和施工缺陷造成的能源
损失费用和增加的修理费用，就会得出惊人的结果：气密性
构造是值得的！请不要让爱德华 A. 墨菲言中：“人们从来没
有时间从一开始就把事情做正确。人们却拥有世界上的全部
时间去重新修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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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胶带－加工和气候的风险矩阵（参考性）

规定草案（PKV）。该规定描
述了在接近于建筑物实际条
件下的检测方法，对老化试
验和分类提出了建议。但是
对于最后两点业界尚未达成
一致，所以最终版的颁布还
遥遥无期。
4.6 气密层粘结剂的标准编制
工作

除了某些
特定的应用，而且尚未纳入
某个标准（例如室外应用或
紫外线载荷）。最后需要强调，
虽然正在编写粘结剂的标准，
但是现有的薄膜和板材标准
不包含可粘结性的任何要求。
这显然是标准工作的一个空
缺，同样需要在今后加以弥
补。

现行 DIN 4108-7/2011-1 参考文献
详细描述了气密层的设计和
DIN4108-7/2001-08
施工，并具有教科书的性质。
目前正在对检测条件、检测 DIN4108-7/2011-1
方法、对气密层材料的要求 Entwurf der Prüf- undKennzeichnungsvorschrift für Haftklebebänder in derI nnenan准则和分类进行增补和修订， wendung, Fachverband Luftdichtheit im
Stand: 5. November
有可能因此产生对于胶带和 Bauwesene.V.(FLiB),
2007.
粘结剂的新标准 DIN 4108Auszüge aus Fachprospekten der Firma
11/（草稿阶段）。标准题目 Ampack AG,Rorschach,Schweiz.
为“对于使用胶带和粘结剂
制作气密层的粘结连接耐久
性的最低要求”。但是需要注
意，新的标准中排除了某些
82

作者
乌尔里希·何宁
工程硕士
瑞士安派克（Ampack）股份公
司
技术和开发部主任
多个专业协会和 DIN 4108-7 标
准委员会成员
建筑物理和气密性专题报告演
讲人

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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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气密性居住建筑内
的通风

在调查的住房中
 1213 套 住 房 （21.9%）
至少有一处潮气损伤
艾 恩 弗 雷 德 · 海 因 茨 （ Ehrenfried
（相当于大约 830 万个
Heinz）
居住单元）（德国总共有
5.1 建筑物和房间通风的必要
2900 万个居住单元）
性
 787 套住房（14.2%）存
在与通风有关的损伤
2009 年 10 月 1 日最新一
（相当于大约 540 万个
版建筑节能法规（EnEV）生
居住单元）
效。与以前的建筑保温法规
和后来的建筑节能法规一样，  513 套 住 房 （9.3%） 有
结露霉变（相当于大约
2009 版建筑节能法规为了可
355 万个居住单元）
持续地限制新建建筑和建筑
物专项改造（现代化改造）  320 套 住 房 （5.8%） 的
结露霉变与通风有关
时的能源需求，不仅规定了
（相当于 220 万个居住
制作不透气外围护结构（“新
单元）。
建建筑在建设时，传热外围
护结构包括接缝必须按照公
这里“与通风有关的损
认技术规则进行耐久性密封。”
（第 6（1）款）），而且要求 伤”也包括那些不一定与居
“外窗、门联窗和屋顶窗户” 室通风措施不充分或用户开
必须遵守缝隙透气性极限值。 窗通风不够有关的损伤。采
但是，在建筑物最高允许透 暖温度不够以及保温不够引
气性方面，与 2007 版相比， 起室内气温偏低或内表面温
度偏低同样属于以上定义范
原则上未作任何改动。
在专业界内外目前已普 畴。
但是，在采用气密性外
遍认识到并且承认，气密性
良好的建筑不仅有节能效果， 围护结构的住宅，不仅仅室
还有其他好处（参见第 5.3 内湿气排出不充分会带来问
节）。尽管如此，仍然有声音 题 。 在 自 由 通 风 明 显 减 少
出于通风技术的原因，对气 （例如由于内外渗风受到限
密性太好的建筑表示担心。 制），并由此造成排风不充分
居室内太多的结露霉变使得 的条件下，有害物质和异味
他们的担心似乎是有道理的。 也会造成各种形式的伤害。
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经过修 所以，在 90 年代初，联邦议
缮、现代化改造的建筑上， 会作出了进一步防止室内空
也少量出现在气密性较好的 气污染的决定，试图让人们
新建建筑上。在 2000/01 冬 更加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下
季的半年时间里，对联邦各 面摘选一些通风对人体健康
州随意选择的 8000 套住宅中 影响的内容供大家参考（“摘
的 5530 套进行了结露霉变方 录”自 1992 年 9 月 25 日第
面有代表性的调查（ZIV03， 2 章（ASR））：
HEINZ04）。在内容广泛的问  “每两个 15 岁以下儿
童中就有一个呼吸的空
卷调查基础上，得出如下结
气中有香烟的烟雾。可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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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认为，被动吸烟对健
康的潜在威胁远远超出
空气中的其他有害气体
的影响。
联邦德国每年死于肺癌
的案例中，估计有大约
10%是 因 为 吸 入 了 建 筑
物内的分解物－氡。
室内尘埃中的微生物、
菌孢和过敏物质如菌孢、
螨虫对所谓的致病综合
症疾病负责。
洗涤剂和护理剂、颜料、
胶水和其他居家用品和
业余爱好用品，会释放
易挥发性有机物，在短
期内造成急性中毒烦躁
型健康干扰。
建筑材料、家具、纺织
品和其他装饰材料以及
木材保护用品和杀虫剂
会长期污染室内空气”。

尽管已经 20 年过去了，
上述观点的现实性迄今未变。
相反，如果要求通过减少
“最小”通风量来获得节能
效果，那么在实践中越来越
成功的提高建筑物气密性的
措施，加上居家范围内继续
增加以及新增加的有害物质
和异味，将导致上述问题的
进一步加剧。所以联邦议会
决议（ASR94）得出了如下结
论：“由于防止噪音而造成的
室内空间通风不畅”， 例 如
“交通繁忙道路两旁的居住
建筑”以及“为了节约采暖
能源”，可能导致通风不足，
增加上述有害物质的浓度。
这一点也涉及“明火的使用，
它们会使刺激性烟气达到危
险浓度”。
2009 版《建筑节能法》
和前面版本一样，提出了这

5.气密性居住建筑内的通风
方面的问题并且规定，“新建 建筑。
气排放情况（参见表 5.1）。
建筑在建设时应该保证采暖
在 90 年代初，在城市多住户
5.2 满足通风或送风要求的新
和健康要求的最低换气次数”
出租公寓里，至少有 70％到
风量
（第 6（2）款）。应用和遵
80%的租户有使用干衣机的
守《建筑节能法》并非意味 5.2.1 对通风量的要求
习惯［HEINZ94/95］。
蒸发的水分有一部分由
着通过有害地减少通风来实
为了排出房间湿气、有 通风排出室外（一般不超过
现建筑节能。无论新建建筑
害物质和异味，需要规定最
20% － 50%，取决于通风系
还是现代化改造的建筑都必
小新风体积流量。下面分三
统），剩余部分主要储存在围
须在采取气密性措施的同时，
个部分介绍。
护结构和家具内（吸收），并
保证要求的最小通风量，并
且在以后必须重新释放出来
且基本上不受用户的影响
5.2.1.1
保护住户和建筑物免
并同样被排出室外（间接）。
（参见 DIN 1946-6［1］）。如
果不这样做，就会不必要地 受房间高湿度的损害
通过外围护结构（所谓“会
增加潮气损伤的风险（参见
呼吸的墙壁”）渗透的居室潮
住房内的湿气主要来自 气份额≤3%，可以忽略不计。
图 5.1）。
本文将介绍哪些措施有助 于 烹 饪 、 洗 涤 和 干 燥 过 程 利用通风直接或间接排出潮
于减少风险以及检测气密性 （主要是自由排空的干衣机）、 气的方式，只有当新风量与
的重要性。文章主要针对居 盆浴和淋浴过程、暴露的水 产生的湿气相匹配，并且送
住 建 筑 和 类 似 用 途 的 建 筑 面（如没有盖的鱼缸）和室 入的新风根据室内外温差能
（如各类公寓）。由于这类建 内盆栽以及人体本身。在一 够充分吸收潮气时，才有明
筑中不可避免的会有各种污 套有三人居住的公寓内，每 显效果。
染排放物，住户在居室逗留 天平均向居室空气释放 5.6
如果室内产生的湿气不
的时间最长，而且他们的各 － 7.5 升水分［HARTM01/07 能充分排出，在采暖季就会
类活动是不可预见的，所以 和 DIN 专 题 报 告 4108- 在内表面凝结，造成建筑结
在居住建筑里人们受到健康 8:2010-09］。 数 值 上 的 差 异 构损伤，并在肮脏的表面生
危害的风险要高于其他用途 取决于自由排空干衣机的湿
长霉菌。
的

图 5.1: 潮气损伤和结露霉变的风险因素
＊

）多元逻辑模型，并按建筑类型和是否有宠物情况做了调整。参考建筑（风险＝1）：产权房，有良好的窗户通风，没有
辅助机械通风措施。
ns – 不重要（误会的概率≥5%）； 1 －房间数目／用户数目； 2 －每平米居住面积每天 100g 以上； 3 －用户不可控制的
连续基本通风或最小通风； 4 －通风设备运行时间主要由用户控制，例如通过照明开关控制； 5 －整套公寓或单个房间
有送／排风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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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续 5 天每天房间里有
12 小时建筑构件表面相对湿
度在 75% － 80%，就会开始
发霉［HARTM02， KRUS06］。
由于采暖温度不够或者根本
没有暖气或者保温不好（新
建建筑热桥效应或保温缺陷）
造成表面温度偏低时，再加
上通风不足就更会造成结露
霉变。与冷区交界的墙角、
家具和窗帘背后的墙体以及
粘贴质量差的墙纸部位通风
循环不畅，是结露霉变的重
灾区。
5.2.1.2 保证室内空气清洁
为了保证室内空气清洁
卫生，需要利用通风将室内
释放的有害物质排出室外，
将浓度降低到允许的水平。
为了尽量减少通风能耗，首
先应该将家具、纺织品、墙
纸和墙体涂料以及地板的有
害物质排放降到最低。
下面列出德国联邦环保
局批准的常见有害物质极限
浓度（2008 年 1 月）：
 VOC：
0.2－0.3
mg/m3，挥发性碳氢
化合物的连续有效作
用 总 量 （TVOC： 有
机挥发物总量）；
 一 氧 化 碳 （CO）：
1.5 mg/m3， 最 多 连
续 8 小时；
 二 氧 化 氮 （NO2）：
0.06 mg/m3，连续一
周，但必须立即采取
降解措施；
 甲 醛 （HSHO）：0.1
ppm;
 氡，按照德国防辐射
委员会规定：年平均
200 Bq/m3;

表 5.1: 居室内典型的湿气来源[HARTM01/07 和 DIN 专题报告 41088:2008-09]



二 氧 化 碳 （CO2）：
0.16 体积％或 1600
ppm（DIN
EN
13779:2007-09 规 定
的最大标准值），对
居室建议：遵守所谓
的 PETTENKOFER 值
0.1 体 积 ％ 或
1000ppm，因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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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可以防止其他有
害物质超标（详细说
明见［HEINZ11］）。
此外，通风还担负以
下任务，即减少室内空
气菌孢（如细菌、菌子
和病毒）以及尘埃中过
敏物质（如螨虫、菌孢

5.气密性居住建筑内的通风
和花粉）的含量，并尽快将
（来自厨房和厕所的）异味
排出室外。



压，产生冷风渗透干
扰；
由于存在不密封或者
停运燃烧装置炉门未
关，通过吸入冷风而
在多层烟囱处产生渗
风干扰；
通风井和排烟道尺寸
匹配错误，特别在和
总排风井和集合排风
井联合使用时；
由于中央排风装置或
单台风机的运行可能
对现有烟囱的拔风作
用产生负面影响，使
居室产生负压。

根据发展趋势，大房子里住
的人也不会比小房子里的多。
假定在通风产生效果时ε≥1
（排风的污染物浓度等于或
大于生活区室内空气的平均
污 染 物 浓 度 ）， 大 约 每 人
30m3/h 的换气量能够满足健
康标准的要求，那么随着使
用单元面积的增加，换气次
数就应逐步减小。
不管选择何种换气次数
应始终按照室外空气体积流
量设计通风设施的尺寸（参
见公式（2））［3］。室外空气
总体积流量 qv,总 由通风措施
（自由通风或机械通风）输
送的体积流量 qv,LtM（设计用
体积流量），可以计算的（有
效）内外渗风体积流量（以
后仅称为渗风）qv,inf,wirk 和可
以计算的部分或临时开窗发
生 的 体积 流 量 qv,Fe,wirk 组 成
（公式（1）：

5.2.1.3 保证向室内火炉送风
常见的液体、固体、气体
燃料火炉和壁炉在燃烧时都
需要氧气供应。在利用火炉

采暖和烧热水（如火炉、壁
炉、锅炉和直热式热水器）
的所有建筑物内，燃烧空气
的输送取决于建筑物外围护

结构的透气性。所以燃烧空
气供应同样是通风系统的一
项间接任务。如果燃烧空气
供应不充分，就会由于不完
全燃烧而造成有害物质浓度
超标。其中一氧化碳（CO）、 5.2.2 居室和其他类似用途单
氮 氧 化 物 （NOx） 和（ 主 要 元对室外空气的需求
在木材燃烧时产生的）多环
芳香族碳氢化合物（PAK）将
居室对室外空气的总需
成为危害健康的主要危险因 求取决于之前提到的各项要
素。
求。为此需要给居室房间送
当火炉在运行时产生的 入“新鲜”室外空气，排出
输送燃烧空气的压力（差压） “用过”的乏气。对此也称
qv,ges=qLtM+qv,Inf,wirk{+qv,Fe,wirk}
不足以克服在建筑物外围护 为换气或换气次数。
结构内和火炉及其烟道内的
（1）
在成功修订 DIN 1946-6
流动阻力时，就会出现燃烧 （2009 年 5 月）后，德国的
不完全，增加污染物的浓度。 技术规则针对要求的室外空 由 此 得 出 设 计 用 体 积 流 量
根据燃烧装置法规，与燃烧 气体积流量或换气次数提出 qv,LtM 为：
装置连接的烟囱尺寸必须在 了 4 种运行方式。在选择运
qv,LtM=qv,ges(qv,Inf,wirk{+qv,Fe,wirk}).
不利气候条件下也能至少产 行方式时，应该保证正常使
生 4 Pa 的输送压差。建筑物 用的居室既防潮又健康。表
（2）
外围护结构的透气性必须能 5.2 给出了每套公寓／使用单
够在任何时间保证上述压差 元（NE）或每个房间，在不
下需要的补气量。为此需要 同运行档和公寓面积条件下，
设置不可关闭的外墙进风口 每小时室外空气总体积流量
在计算时可以而且应该
（ALD）［2］（ 参 见 5.4.1.2）。 一览表 （q 总 ［m3／（h.NE）］
v,
考虑采暖季渗风体积流量
或［m3/(h.房间)］。
qv,Inf,wirk。用户自主开窗产生
当居住区域燃烧装置尺
图 5.2 给出了相应的换 的体积流量（q
v,Fe,wirk）无 法
寸设计不合理和运行不当时， 气次数范围。与以前的规定
量化，所以在设计时忽略不
会出现诸如有害物质聚集等 不同，换气次数随使用单元
计。
其他问题：
面积的增加而减小。为了减
按 公 式 （3.1） 或 （3.2）
 如烟囱升出屋面太少 少计算时的麻烦，居住人数
使得烟囱出口处冒正 没有随居室面积等比例增加。 计算有效渗风体积流量
qv,Inf,wirk（参见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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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压力指数（规定值 n
＝ 2/3 或测量值）
fwirk,Komp 设计通风设备尺寸时
假设的系统和设备（有效）
渗风量修正系数
（3.1）
fwirk,Lage 与建筑物位置相关的
有效渗风份额修正系数，按
或
公式（13）计算，标准值为
1。
在要求的室外空气总体
积流量方面，通风系统的运
行档分为减量通风（包括防
（3.2） 潮通风）、额定通风和强力通
式中
风（公式（4）－（8）和表
VNE
使用单元体积，m3
5.2）。可按照 DIN 1946-6 做
n50
规定值（按 DIN 1946-6） 如下描述：
或 50Pa 差压时的换气次数
h-1
防潮通风：
∆p 设计用差压，Pa(按 DIN
根据建筑物保温水平，
1946-6)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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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防止发生霉变和通
风不良造成的潮气损害而需
要的通风（防潮最低运行模
式）。
运行方式：连续运行，用户
不能控制。
减量通风：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和在
较低的湿气和有害物质浓度
下，为保障最低健康要求并
保护建筑物所需要的通风
（健康最低运行模式）。
额定通风：
有用户在室内时为保障
健康和保护建筑物所需要的
通风（正常运行模式）。
运行方式：用户在室内时，
通风系统基本不受用户控制，
并偶尔开窗辅助通风。

5.气密性居住建筑内的通风

强力通风：
有时需要提高通风量以
降低有害物质浓度峰值的通
风（高负荷运行模式）。
运行方式：用户在室内时，
采用机械通风或开窗通风，
为了节能，运行时间一般不
超过 1-2 个小时。
按照 DIN 1946-6，额定通
风时一个使用单元要求的室
外空气总体积流量 qv,总,NE,NL，
按公式（4）计算（单位为每
平米使用单元面积 ANE 的通
风量 m3/h）：
qv,ges,NE,NL= - 10-3 ·A2NE+
1.15 ·ANE+ 20
（4）

其他运行档的室外空气总体
积流量以额定室外空气量的
百 分 比 形 式 按 公 式 （5） －
（8）计算：

如 仅 全 部 更 换 了 窗 户 ），
1996 年前建成的建筑。

qv,总,NE,NL= 0.4 ·qv,总,NE,NL

防潮通风：
保温标准高：
1995 年后的新建建筑或全面
改造后保温水平至少达到 95
版《建筑保温法》标准的既
有建筑：

（6）

最小通风：

qv,总,NE,RL = 0.7 ∙ qv,总,NE,NL

qv,ges,NE,NL= 0.3 ·qv,总,NE,NL
（5）
保温标准低：
没有或部分改造的建筑（比

（7）
强力通风：

qv,总,NE,IL = 1.3∙ qv,总,NE,N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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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有代表性的调查表 燃烧空气的供应。完全燃烧 额定热功率的燃烧空气供应
明［ZIV03，HEINZ04］，不管 需要的空气体积流量取决于 是充分的，如果每个燃烧装
选择何种通风系统（图 5.8）， 燃烧装置的类型和燃料种类。 置所在的房间
在不受用户控制的条件下， 图 5.3［MEYR87］给出了燃  至少有一扇通向户外的
门或一扇可以开启的窗
保证采暖季“防潮通风”或 烧空气需求量和燃烧热功率
者“最小通风”是有意义的。 的关系曲线。不同燃烧装置
（房间通过窗户与户外
相 通 ）， 并 且 至 少 有 每
与参考状态（通风良好的产 的曲线表明，4 kW 热功率的
权房，没有任何通风技术措 燃 煤 炉 大 约 需 要 2.1 m3/
kW 额定热功率 4m3 的
施）或有用户可以控制的排 （h.kW）燃烧空气；燃气炉
房间空间，
3
风装置（如仅通过电灯开关 需 要 1.6m /（h.kW）； 壁 炉  与符合第 2 句条件的其
或独立开关控制的风机）的 在 1.2－3.2m3/（h.kW）之间
他通向户外的房间连接
住宅相比，出现潮气损伤或 （烧木材或煤）。
（联合送风）或者
燃 气 装 置 技 术 规 程  有一个通向户外的净断
结露霉变的风险显著降低
面至少 150 cm2（不可关
（ 失 误 概 率<5%）， 最 多 达 ［TRGI G 600/08］有以下规
50%。这一点也适用于满足 定：
闭）的开口或者两个各
75 cm2 的开口或者有通
2009 年建筑节能法规气密性
条件（第 6（1）款）的住宅。 “只要燃烧装置所在房间相
向户外的流量同等截面
对于户外的负压不超过 0.04
的管道。”
按照 DIN 1946-6，自由通 mbar（4 Pa）[…]，使用室内
在［M-FeuV］第 2 句中
风或机械通风系统必须保证 空气作为燃烧空气的 B 型燃 对于联合送风又有如下规定：
最小运行模式（防潮通风） 气装置和固体和液体燃料燃
并且应该保证不受用户影响 烧装置，每 kW 额定热功率 “设备间和与户外连接的房
实现连续减量通风（自由通 有 1.6 m3/（h.kW）的补气量 间之间的联合送风［…］，必
风时作为整个采暖季的平均 时，可以认为有充足的燃烧 须通过两个房间之间（不可
值）。除此以外，它们还应该 空气供应。”
关闭的）内径至少 150 cm2
能够在部分或仅通过用户控
的开口来实现。属于联合送
燃烧空气供应的特点是， 风房间的总体积必须至少为
制的条件下，实现正常运行
模式（额定通风）和尖峰运 有义务证明其供应是得到保 每 kW 热功率 4 m3[4]。不和
证的。根据［M-FeuV］第 3 户外联通的房间不得计入总
行模式（强力通风）。
采用自 由通风模式时， 条第一句，“对于 35 kW 以下 体积。”
只有当建筑物外围护结构上
的通风口按照 DIN 1946-6 或
DIN EN 12792 作为外墙进风
口 （ALD） 或 作 为 《 建 筑 节
能法》意义上的通风装置加
以标识、设计和施工时，才
能使通风基本不受用户影响。
增加通风井可以显著改善使
用单元的通风技术性能。采
用机械通风时，通过使用通
风装置或通风系统，或者在
送排风装置上辅以外墙进风
口，可以实现不受用户影响
的通风。
不管是否为了保证健康
标准和排出多余的湿气，只
要居室里装有靠居室空气运
行的燃烧装置，就必须保证 图 5.3: 各种燃烧装置对燃烧空气的需求量［MEYR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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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建筑物周边环境和建筑物
外围护结构对通风的影响
图 5.4 给出了对建筑物表
面和周围压差或差压（△p）
和对建筑物自由通风有影响
的各种因素。总差压△p 总 由
风压△pWi 和热升力△pthA 组成
［HEINZ 11］。
在差压影响下，即使有机
械通风的建筑，透过残余不
密封部位的渗风或临时开窗
造成自由通风是无法完全避
免的。所以在选择通风系统
或设计自由通风或通风装置
时，必须认识主要由建筑物
周边环境和建筑物通风技术
性能产生的影响因素。
5.3.1 建筑物周边环境
风吹过建筑物时，在建
筑物迎风面产生正压，背风
面产生负压（见图 5.5）。可
以根据风速 vWi,ist 和空气密度
𝜌 L，按公式（9）计算有效差
压△pWi：

图 5.4: 自由通风（包括渗风）的作用原理示意图

（9）
Cp 是空气动力学压力系数，
与建筑物形状、风的入流方
向和建筑物周边环境的形态
有关。迎风面和背风面的压
力系数计算非常复杂，一般
只能取经验系数。参考文献
中一般只能找到在简化流体
力学模型上获得的数据。DIN
EN 15242:2007-05 列出了不
同的数值。贴近建筑物位置
的风速 VWi,ist 和最近一个在空

图 5.5: 建筑物表面的压力分布（简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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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hA 表示建筑物内的有效热
升力高度 m，g 为重力加速
度 9.81 m/s2。

也就是说，建筑物或所考察
使用单元的 n50 越小，利用
通风技术措施（LtM）对每个
房间按需送风的精度越高。
在风力和热升力联合作 不仅在有机械辅助送风的建
用下形成的不断变化的压差， 筑上是这样，自由通风的建
有多少对空气流动和换气次 筑也一样（参见 5.4.1.2 节）。
数产生作用，取决于（设计 只有尽可能高气密性的建筑
的）外墙进风口尺寸，也取 物外围护结构才能保证在整
决 于 建 筑 物 外 围 护 结 构 上 个采暖季消耗尽可能少的通
（非设计的）（残余的）不密 风热量，而同时又不必减少
5.3.2 建筑物的通风技术特性
为降低有害物质浓度而需要
建筑物高度或公寓在建 封和整栋建筑的施工质量。
的室外空气体积流量。此外，
筑物内的高度包括建筑物的
海拔高度会直接影响作用于 5.3.2.1 外围护结构不密封或 高的气密性对于有效利用新
风热回收效果也是必不可少
建筑物的风速 vWi,ist 和由此建 透气（外墙和屋面构造）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 不密 的。高的气密性也对减少气
立的差压△pWi（公式 9），而
象条件对通风系统的干扰以
封的缺点和密封的优点在本
建筑物朝向（通过变换风向）
和外部形状（通过总风压系 书其他章节已做了详细介绍 及减少冷风渗透和异味干扰
数△Cp）具有间接影响。除了 （比如第一章）。所以，此处 有好处（后者主要是通过居
建筑物内部构造（如通风井 仅再一次强调与通风技术有 室或不同使用单元之间的渗
结构和标准层布局）包括现 关的观点：太不密封不仅浪 透发生的，见 5.3.2.2）。
在设计通风技术措施时，
有 的 通 风 井 和 过 渡 风 口 费采暖热量，而且由于泄漏
（UEDL）外，建筑物高度和 点在建筑物外围护结构上分 应按照公式（2）考虑残余不
楼内外空气温差和空气密度 布不均匀，会导致每个房间 密封引起的渗风体积流量。
差（ρau – ρi）是热升力压差 的室外空气供应量失衡。所 参照 DIN 1946-6 按公式（3.1）
的主要影响因素（公式 10）： 以，尽可能提高建筑物外围 计 算 渗 风 体 积 流 量 。 公 式
∆ pthA=g· (au-i)L· ∆ hthA 护结构的气密性是保证有组 （3.1）和（3.2）中的项
织室外空气供应的基本条件。
（10）
旷场地至少 10 m 高度上的气
象站测出的数据 vWi,met 极少
相同。其中的差异主要是建
筑物高度、建筑物海拔高度
以及建筑物周边地貌的影响
所致。后者也称为建筑物周
边环境的地表粗糙度。风速
修正系数 也可参 阅 DIN EN
15242:2007-05。

（公式（11））相当于防风系
数 或 屏 蔽 系 数 ewind。 根 据
DIN EN 13790 和 DIN V 41086 的关系式（3.0）计算渗风
体积流量 qv,x：

（3.0）
在自由通风或送排风平衡运
行时，可以利用公式（11）
的 ewind
图 5.6: 公寓内或独栋别墅内过渡风口的布置和施工图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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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将公式（3.1）和（3.2）简化
为

qv,Inf,wirk=VNE· n50· eWind
（3.1a）
或

nInf,wirk=n50· eWind

在根据气密性检测结果 这种流动工况。所以，这类
n50 计算渗风时，通风系统类 住 房 未 加 评 估 的 换 气 次 数
型也起重要作用。在单层使 n50 反映出与实际压力条件不
用 单 元 中 ， 在 风 的 作 用 下 同的通风状况。而装有排风
（主要是在多层建筑上主要 装置或通风井的住房则不同，
是）产生横向通风。在窗户 这里主要为负压。在这类住
关闭情况下室外空气通过一 房上，负压下实测换气次数
部分表面积流入室内（负压）， n50 至少在性质上接近于一个
并以同样数量通过剩余表面 使用单元的实际运行工况。
(3.1a)
在计算渗风时，必须考
积流出室外（正压）（图 5.5）。
所以人们把这种自由通风称 虑在实际压力工况下，不同
为横向通风。在有送／排风 通风系统也有不同的流动场，
并利用（通风系统）修正系
装置平衡运行的住房里也是

（3.2a）
在利用公式（3.0）计算
时，需要采用不可验证的经
验值 0.04≤ewind≤0.1（或 E
DIN EN 12831 第一篇给出的
0.02≤ewind≤0.05）［5］。 而
利用公式（3.1）或（3.2）可
以根据实测风速计算实际压
力工况，并能够在设计时更
准确的考虑当地条件。
此 外 ， 公 式 （3.1） 和
（3.2） 利 用 系 数 fwirk,komp
（公式 12）和 fwirk,lage（公式
13）

fwirk,Komp=fSys· fInf

（12）

fwirk,Lage=εH·εA
（13）
式中
εH
按照 DIN EN 12831 设
计外墙进风口尺寸时考虑的
高度修正系数
εA
按照 DIN EN 15242 的
屏蔽等级，设计外墙进风口
时采用的屏蔽修正系数
不仅可以估算在使用单元中
实际有效的渗风份额（系数
finf ），也可以考虑建筑物高
度ε H 和屏蔽ε A 产生的影响
（参见 DIN 1946-6 表 1.3 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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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fsys 修正计算结果。在选择
修正系数时（表 5.3）需要考
虑，在至少有两个朝向因而
有横向通风的使用单元中，
只有一侧是迎风的。所以应
该假定，每一侧只有总漏风
量的一半（fsys＝ 0.5）。
在只有一个朝向的使用
单元上（“一个迎风面”），在
风的作用下室外空气就好像
从使用单元的一侧进入，从
另一侧排出。由于此时建立
的差压很小，所以通过使用
单元的风量也很小。在按公
式（3.0）计算时，需要减少
到 25－30%（0.01≤ewind≤
0.03）。 按 照 DIN 1946-6，
“在只有一个迎风外立面的
使用单元上”，fsys 应减半计
算。也就是说，外墙进风口
的尺寸要比有一个以上迎风
面的使用单元大一倍，才能
获得相似的通风效果。

在多住户建筑上测量每个使 至接近 2/3 的空气不是室外
用单元时，不仅应该检查外 空气，而是经过污染的邻居
围护结构气密性，也应该尽 家的乏气！
公寓或独栋别墅相当于
可能检查内部不密封，并对
测量结果进行相应分析评价。 一 个 使 用单 元 （NE）， 应 该
这就意味着在选择 fsys 时，在 把它们作为一个通风技术单
多住户建筑内对装有排风装 元考虑。采用通风井或排风
置的使用单元上，应至少打 装置（图 5.11-5.14）时，流
10%的折扣。这样，就可以 入居住区（新风进入区域）
在只检测一个使用单元的气 的室外空气或者通过送风装
密性，而不顾及使用单元之 置 进 入 居 住 区 域 （ 图 5.15间的压力平衡时，将从（即 5.18）的室外空气，必须从
使采取了封堵措施的）相邻 厨房和卫浴室（排风区）排
使用单元或区域吸入的空气， 出。只有当气流不受阻碍，
因而不是纯室外空气的情况 在自由通风且压力损失很小
考虑进去。如果使用单元通 时，空气才能最后到达排气
过管道井互相联系，那么根 口。为此，套内的门下面可
据经验［REICHEL 98］，内部 以留一条缝。由于通流面积
渗漏会更大（应打 20%折扣： 一般不够或者用户会无意间
fsys＝ 0.8）。有排风井的使用 （门槛或地毯）或故意堵塞
单元的内部渗风介于有横向
通风和有排风装置的使用单
元之间（折扣 30%：fsys＝ 0.7）
（表 5.3）。
自由通风和排风装置的
5.3.2.2 内 部 不 密 封 或 透 气
正常功能主要取决于，在多
（隔墙和楼板）
不仅建筑物外围护结构， 住户建筑上每户吸入的空气
而且建筑物内围护结构都存 体积流量是否确实是室外空
在不密封问题。在多住户建 气，还是室外空气和其他使
筑中，这种不密封会造成户 用单元渗风的混合物。内部
间和其他使用单元间不希望 渗漏越大，进入的室外空气
发生的空气流通。在使用单 越少。建筑物外围护结构越
元之间的楼板和隔墙上的线 密封，这种配比错误就越严
缆穿墙口／设备井以及建筑 重。工业预制多住户建筑气
构件和材料接缝处，容易出 密性调查报告表明从这方面
现渗风或空气短路。其结果 改 善 建 筑 质 量 是 何 等 重 要
是造成异味扩散，并在一定 ［REICHEL98］： 在 初 始 状 态
-1
情况下增加通风散热损失。 （n50,vor = 2.5 h ）流入居室
后者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乏气 的室外空气平均只有 44%。
不再能够或者只能部分通过 在 进 行 部 分 现 代 化 改 造 后
居住区域被抽走，从而迫使 （主要是更换了窗户，结果
-1
用户开窗通风，增加换气次 是 n50,nach = 1.56 h ），室外空
数。如果用户不是以这种方 气进入份额只有 33%。于是，
式作出反应，那么住房内不 通过内墙和管道井从其他使 图 5.7 改造前后，即更换窗户前后，工
是进入“室外的干空气”，而 用单元吸入的空气份额占到 业预制多住户建筑通过外墙和内墙以及
是从其他住房或楼梯间进来 56%或 61%（图 5.7）。这就 管道井的 实测漏风 n50 份额[REICHEL
98]。
是说，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
饱含湿气的空气。
在检测建筑物气密性时， 密性改善后，一半以上，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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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缝（密封装置）从而减少
或者完全堵塞气流通道，所
以最好设计所谓的过渡风口
（UELD）。图 5.6 给出了过渡
风口的设计和安装方式。过
渡 风 口 净 通 流 面 积 按
DIN1946-6 计算。
如果一定要在公寓或独
栋别墅里安装利用室内空气
运行的燃烧装置，就应该满
足补充燃烧空气的条件，其
中包括在设备间和与联通的
房间之间形成联合送风
（5.2.2.节 和 ［TPGI
G
600/08］）。
5.4 通风技术方案
说明
建筑物通风从工作原理
分为自由通风和机械辅助通
风两种（图 5.8）。到 2000 年
末，德国大约 3800 万套居住
单元中，只有大约 21%全部
或者部分配备机械辅助通风
装置［HEINZ04］。在 79%采
用自由通风的居住单元中，

大 约 15%采 用 外 墙 进 风 口 （“自行”）通风，那么经常
（ALD） 或 通 风 井 等 通 风 技 只有通过开窗来保证要求的
术措施。剩下的 85%除了开 换气次数。这就要求用户的
窗通风外没有其他通风手段。 主动行为，也就是说通风的
从这个统计来看，为所有家 责任更多的转嫁给了用户。
庭改造或安装良好的通风设 为 了 能 够 有 效 ， 即 既 充 分
施，从而让用户将开窗只是 （毫无问题）又节能的通风，
作为一项辅助性手段还需要 就必须对下列问题提供可实
很长时间。迄今为止，在编 施的答案：
制通风技术方案时，不仅调  根据不断变化的边界条
查了有机械辅助通风的家庭，
件，每天必须什么时候、
也询问了自由通风的家庭。
多少次、每次多长时间
没有通风方案或通风技术措
通风？
施的住房，都需要住户自己  采用何种方式方法（平
动手获得充分的通风。由于
开还是内倒）通风？
涉及近 2/3 的德国住房，在  如何在夜间进行卧室充
分通风？
编制通风技术方案时也应该
把“无组织通风”这个领域  当卧室受到外部噪音严
重干扰时怎么办？
加以研究。
 白天长时间没人或外出
5.4.1 自由通风
度假时怎么办？
5.4.1.1 无组织通风（取决于
 家里没人而窗户开着时，
用户行为）
保险公司会怎么说？
在按照《建筑节能法》
建设的气密性良好的建筑内，  城市出租房在冬季半年
时间里在哪里和如何晾
如果没有或者没有充分的通
晒衣服？
风技术措施来保证足够的

图 5.8 住宅通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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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频繁出现的建筑物
损伤表明，不仅（太多）许
多用户没有能力完成通风任
务，而且就是通风专家也无
法对前面的大部分问题给予
满意的答复［HEINZ02］。为
了消除潮气损伤，经常把临
时开窗通风作为“包治百病
的良药”。可是这种开窗方式
主要取决于用户习惯（表
5.6），所以很少能够证明它
的效果。即使经常给出的定 图 5.9：以气密性良好的新建建筑卧室为例，在不同室内温度条件下，通风行为和
量建议，比如“每天开两到 总 通 风 时 间 长 度 对 于 防 止 结 露 霉 变 需 要 的 换 气 次 数 的 影 响 ［HARTM02，
四次窗，每次 5-10 分钟，最 HARTM99］。
好把所有窗户打开（所谓的 内倾位置来通风。卧室在夜
“横向通风”），也不可能照 间本来也就没有其他更好的 机械辅助通风能够可靠保证
顾 到 如 此 众 多 的 边 界 条 件 办法。但是这样做至少是不 （不受用户控制的）连续通
（表 5.6 和图 5.4）［6］。为 节能的。
风，达到相同的保护效果
了找到“临时开窗通风”的
总之，由于不断变化的边 （没有结露霉变），而能耗又
合理尺度（例如按照图 5.9）， 界条件，“精确命中”既有效 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如
不仅作为通风技术外行的用 又节能的通风行动范围几乎 果略打点折扣，那么利用有
户，而且通风专家也只能凭 是不可能的。为了可靠保证 组织的自由通风措施也可以
“感觉”行事：当外面天气 住房内没有潮气和结露霉变， 达到这种基本通风的效果。
很冷、下雨或者刮风时，或 就必须为主要靠开窗通风时 5.4.1.2 有组织通风
者建筑物／房间受到噪音干 增加通风量而增加的能耗买
如 5.3 节所述，自由通风
扰时，不管是否有必要都会 单。为此应该考虑，是不是 的驱动力是仅由风和热升力
减少通风。为了节省采暖费 通过机械辅助通风让开窗通 引起的差压。如果再结合有
用，也会减少通风。为了通 风仅作为一项辅助手段，来 明确尺寸设计的透气性外围
风 每 天 挪 开 窗台上的摆设， 保证有计划的基本通风。图 护结构（外墙进风口）（也可
（即使从法律意义上）也是 5.9［HARTM02/99］ 给 出 了 以作为不受用户控制的临时
无法接受的。此时，如果确 一个例子。与涉及各种麻烦 开窗措施），并且在不同房间
实要开窗的话，也只有放到
的临时开窗通风过程（换气 （如独栋别墅或二层小公寓
次数在 0.33-1.03 h-1 之间）不 式居住单元）的外墙进风口
同，
之间设计一定的高差，就可

表 5.6：对住户通风行为的影响［ENDER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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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内外渗风实现建筑物
内部通风。图 5.4 在给出了
本身的驱动力以外，还列出
了可能对自由通风起帮助或
阻碍作用的更多影响因素
［HEINZ11］。
由于除了驱动力，还有
上述许多影响因素都从属于
或然率范畴，自由通风不仅
不可控，而且在一年中受季
节变化和气候的影响，通风
量有很大的波动。所以自由
通风系统对于节能型按需送
风是不适用的。所以只能想
办法，在关键的采暖季节，
在不受用户影响下（见 5.2
节和表 5.2），向使用单元和
其中的每个房间送入适量室
外空气并让其重新排出，来
保证防潮和满足健康的最低
要求。此时，需要在新建建
筑或在既有建筑现代化改造
时，合理布置适当尺寸的外
墙进风口（ALD 和 UELD），
有可能的情况下增加通风井
（DIN 1946-6）。这种有组织
的透气性应该替代在不太密
封建筑上存在的不可控制的
“渗风”，如果需要的话也可
以是一种补充。此时，剩余
不密封漏入的空气体积流量
也是可以接受的，但要尽量
控制得小一些。在这个意义
上，也可以称为以通风技术
措施为主的通风方式。也就
是外墙进风口的尺寸能够保
证通过它们进入和流出的空
气量远远大于通过建筑物不
密 封 处 进 出 的 空 气 量
［HEINZ06］。
表 5.7 给出了在不同体量
的独栋或多户建筑上，在不
同气密性 n50 条件下和在平
均风力下（建筑物受到弱风

表 5.7: 外墙进风口通风主导性：利用通风技术措施（外墙进风口）进行横向通
风或横向加热升力通风时，进入室内的空气体积流量占最小或基本通风总体积
流量的比例，以及与建筑物气密性、风力、户型和体量的关系；按照 DIN 19466 计算

和强风影响），通过外墙进风 规要求更密封的建筑（气密
口 （ALD） 的 风 量 占 室 外 空 性尽量小于 n50 < 1 h-1）会更
气总体积流量的比例（也就 加有保障。也只有这样，即
是外墙进风口的通风主导性）。 使在自由通风时也可以尽量
以多户普通住房的横向通风 减少潮气损伤的风险，而不
或独栋别墅或多住户二层小 依赖于偶然分布的不密封或
公寓的横向通风和热升力通 不可预知的用户行为。
自由通风系统可以分为
风组合为例，按照 DIN 19466 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 通过外墙进风口的横向通风
如预期的那样，随着建筑物 （风作用下的通风）或无组
不密封程度的增加，外墙进 织渗风（图 5.10 和 5.11），
风口通风的份额下降。与住 以及通风井通风或热升力通
房体量存在着相同的关系。 风。后者也是通过外墙进风
如外墙进风口仅按最小通风 口或无组织渗漏进入的（图
设计，在气密性 n50≥3 h-1 的 5.11）。需要注意的是，通过
大户使用单元上，强风天气 外墙进风口集中进入室外空
仅通过渗风便足以满足减少 气时，在舒适性方面可能会
潮气和健康风险所需要的新 有问题。所以，在选择、设
风量。但此时不应忽视，由 计和布置外墙进风口时要注
于泄漏的不均匀分布，极少 意，在房间人员逗留区域不
可能使所有房间都得到很好 要出现冷风渗透效应（也可
参见 5.5.1.1 节）。
的通风。所以，建设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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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井必须采用单管形式，
在设计外墙进风口的尺 它作为在建筑物表面建立的
以防使用单元之间窜风。每 寸时，必须保证采暖季的最 差压的一部分（ △pWi,总 ，公
根排风管只允许一户或一个 小通风量，并不受用户的影 式（14）），又与实际有效风
使用单元的排风室（如厨房、 响。在额定通风和强力通风 速 νWi,ist 有关：
卫浴）接入。除了排风管的 时，则需要用户开窗辅助通
驱动力，多层住房（二层小 风。如果外墙进风口按照额
公寓）或多层独栋别墅上还 定通风设计，则可以更好的
有热升力作用。前提是不仅 满足通风要求，并且不受用
所有房间而且所有楼层都是 户的影响。通过采用外墙进
式中
通过空气管道联通的。在房 风口限流装置，可以在大风
门关闭时，只有当房间之间 时有效减少常见的灌风现象
有过渡通道联通时（UELD） ［HEINZ11］。
如果为了保证最小通风
才有效果（见 5.5.1.1 节和图
5.6）。在单层使用单元上， 或额定通风而需要外墙进风
（9.1）
也只有通过过渡通道，才能 口，在尺寸设计时必须了解
让迎风面的气流不受阻碍地 （采暖季）预期出现的平均
和
差压△pALD(公式(15)和图 5.5）。
流向背风面。
∆ pint= ∆ pÜLD 依 据
DIN1946-6

图 5.10: 在独栋别墅上利用外墙进风口横向通风（平面图）或横向加热升力通风
（剖面图）时的气流组织示意图［BPh-05］。图上符号说明见下文。

图 5.11: 在独栋别墅上利用通风井和外墙进风口实现联合通风时的气流组织示意
图［BPh-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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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机械辅助通风
在德国，机械 辅助通风
主要采用排风和送／排风系
统，很少采用送风系统。
5.4.2.1 排风系统
排风系统又分为中央风
机系统（图 5.12 和 5.13）和
分散风机系统（图 5.14）。平
面图反映了多住户建筑上的
情况。独栋别墅的排风系统
很相似，在 DIN 1946-6 中有
具体介绍。
目前，在独栋别墅和多
住户建筑上大多采用无热回
收的中央风机系统。中央风
机装在屋顶区域或屋面上
（即流动方向始终在系统末
端），通过一根共用排风管
（主管道）或通过一个集合
排风井和专门的排风出口从
住房的排风室将乏气吸出。
如果配以热回收，则可以由
热泵将乏气热量回收用于加
入生活热水（图 5.13）或用
于辅助采暖。此时，热交换
装置最好安排在风机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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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区域），而热泵可以安
排在楼宇换热站内（地下室）。 机为基础，当通过主管道或
乏气余热通过中间媒介水被 通风井的热升力达到能够保
输送到热泵，热泵利用余热 证最小通风时，风机自动停
将生活热水系统或采暖回路 运。风机的控制取决于制造
里的水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温 厂或设计师规定的室外温度
度水平。为了减少输送散热 或最小驱动差压。
损失，送回水管道应尽可能
布置在热区，并根据周边温 分散式风机系统（EVA）
分散式风机系统的风机
度水平做好保温。
所有排风系统和布置在 分别装在住房的排风室（即
系统末端的中央风机一起不 气流方向始终在系统起始端），
仅在整个通风系统内相对于 通过不同的排风管道将乏气
居室建立负压，而且在使用 直 接 从 住 房 的 排 风 室 抽 出
图 5.13：在多住户建筑上采用中央排
单元内相对于室外建立负压。 （图 5.14）。
房间里的气流组织（平 风装置并利用热泵回收排风热量的系
从而使室外空气通过设计的
统。在一根中央风管上接入厨房和卫
外墙进风口进入送风房间， 面图）与中央通风系统相同 浴，利用外墙进风口补风［BPh-05］。
并且通过外围护结构上的剩 （图 5.12）。两者差别仅在于
余不密封进入所有其他房间。 风机台数和安装位置（分散 中央系统（图 5.16）和多住
此处需要注意，室内负压不 系统：每个排风室一台风机， 户建筑（图 5.17）每户一套
得大于△p ≤ 8 Pa(最大 10 中央系统在排风室只有排风 风机或独栋别墅自用一套风
Pa)。否则在不可避免的渗漏 口；中央系统：所有住房或 机（图 5.18）。
处会出现扰人的风噪，而且 排气室共用一台风机），以及
在某种情况下在房门处也会 管网内的压力工况（相对于 中央新风机组（ZVA）
中央新风机组的全套
周边环境：分散系统：正压；
感觉到很大的差压。
新风输送和处理设备一般位
中央系统：负压）。
于使用单元的外部（图 5.15）。
综合通风系统
在使用单元内只有进出风口
综合通风系统是机械辅 5.4.2.2 送／排风系统
助通风的一种特殊形式（排
送／排风系统可以分为 和过渡风口。室外空气通过
风装置）。这种系统以中央风 中央风机系统（图 5.15），半 地热换热器在冬季将新风预
热或者在夏季用于新风冷却，
或者在外立面区域被吸入室
内：夏季运行时从北侧吸入，
采暖季运行时从南侧吸入。
在选择室外新风口位置时，
应注意尽量减少污染物被吸
入室内的可能（参见 DIN EN
13779 的提示）。无论如何不
推荐从地平面处或者从坑里
吸气，那里存在生成真菌和
细菌病灶的危险。

图 5.12: 在多住户建筑上采用中央风机的居室剖面和平面图（气流组织）［BPhK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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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中央新风机组
半中央新风机组主要以
中央新风机组方式运行，即
进出口风机均布置在使用单
元外面，一般装在屋面。所
有其他设备部件，除新风过

5.气密性居住建筑内的通风
滤器外，均位于居住区内。

图 5.14：在多住户建筑上每个使用单元安装一台风机，有不同形式的排风管和住户接入形式［BPh-05］。

和中央新风机组一样，可以 别墅（图 5.18）的使用单元 种系统上，经过地热换热器
通 过 独 立 的 新 风 管 道 （ 图 内。在多住户建筑上，室外 和热回收装置预热的新风需
5.16）或“同心管”主管道 空气通过风机和外立面之间 要进行补热，以平衡建筑物
系统将室外空气吸入使用单 的水平分支管进入室内。乏 的所有散热损失。此时，最
气可以通过相同的分支管从 好将新风加热装置布置在每
元，并将乏气排出体外。
后一种方案是将缠绕式 外立面排空，或者通过主管 个房间，以便能够根据采暖
镀锌管同心包裹在用防火材 道从屋面排空（图 5.17）。与 负荷控制进风温度，来最佳
料制作的保温管道内。这样 分支管相比，通过主管道排 调节室内温度。利用新风体
室外空气在进入布置在每个 气的优点是乏气不会被重新 积流量调节温度的办法不太
房间的热回收装置前，根据 吸入或者通过开着的窗户进 合适。因为，此时当住户需
楼层高度，已经通过乏气余 入邻居家。两种系统都要做 要 在 夜 间 调 低 卧 室 温 度 时
好保温，以便有效防止热量 （希望感觉上有“更新鲜”
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预热。
的空气），就必须减少新风体
采用分散式风机（在系 回收后的乏气结露。
使用单元内的新风机组 积流量。这恰恰与夜间卧室
统连接的每个使用单元有一
套风机）和集中余热回收的 可以装在厨房或卫浴室。选 需要增加新风量的需求相违
半中央系统，和被动房上已 择安装位置时要注意噪声干 背。
近年来为了降低造价而
经应用的情况一样，此处不 扰（两台风机的电动机都在
做赘述。这种系统的问题是， 使用单元内）和造价。管道 采用的中央（分户）新风温
许多小风机的使用带来的缺 越短、需要的保温越少，系 度调节方式，无法从设备技
点（效率低，维护工作量大， 统造价就越低（能耗也越低）。 术上有效地适配每个房间的
居室消音器费用高）是否会 与 每 个 房 间 一 台 风 机 相 比 温度。为了至少减少一些这
盖过调节和操作简便的优点。 （图 5.19），独栋别墅采用中 方面的缺点，下列建议希望
央新风系统更好（图 5.18）。 得到设备制造厂和设计人员
分散式新风系统或机组
的重视：设计新风系统或机
分散式新风系统的全部 新风采暖系统
组时，应该配置用户可以控
新风采暖系统是一种送 制的旁路，使新风要么走分
新风输送和处理设备都在多
排风系统的特殊形式。在这
住户建筑（图 5.17）或独栋
户中央加热系统，要么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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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中央送排风系统，主机布置在屋面，有送风和排风主
管道［BPh-K05］。

经过该加热装置，让新风进
入温度需要低一些的房间如
卧室。采用这种方式，在极
少增加设备的条件下，可以
降低卧室温度，而不会像连
续开窗通风那样增加采暖热
需求。相反，在建筑物学允
许

图 5.17: 分散式送排风系统，风机布置在
厨房／卫浴区域，新风从外立面上的进
风 口 进 入 ， 乏 气 从 屋 面 排 出 ［BPhK05］
。

图 5.16: 半中央送排风系统，主机布置在屋面上，有新风
和乏气主管道，采用分散式热回收装置［BPh-K05］。

的范围内降低卧室温度可以
减少采暖热需求。
新风采暖系统主要推荐
用于保温非常好而散热损失
非常小的建筑。新风温度应
该降低到在人员逗留区域尽
可能不出现垂直温度梯度的

图 5.18: 独栋别墅中央新风系统的风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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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需要的新风温度越低，
室内新风的舒适性就越好
（人员逗留区没有垂直温度
梯度），出风口的气流干扰声
就越小（通过减小送风脉冲
量）。
与普通的热水采暖系统

图 5.19: 一个使用单元内每个房间的
单台新风机组。

5.气密性居住建筑内的通风

5.5 通风系统设计、施工、验
收和维修说明

相比，新风采暖系统在室内
温度调节方面更胜一筹。在
温度很低的时段，新风采暖
通过快速变化的进风温度对
室内和室外负荷变化作出快
速反应。这不仅有利于改善
热舒适性，同样有助于减少
采暖热需求。
如平面图所示，新风采
暖的气流组织与送排风系统
的完全相同（只对使用单元
的一个房间送风时除外）（图
5.20）。
5.4.2.3 送风系统
与横向通风和送排风系
统在建筑物外围护结构处交
换建立正压和负压不同，纯
图 5.20: 采用送排风系统或新风采暖系
送风系统在运行期间，建筑 统时的气流组织［BPh-K05］。
物内始终处于正压状态。由
于在北侧建筑结构内存在结
露危险，这种系统用得不多。
为了尽量避免这方面的
损伤，通过外墙进风口或通
风井送入房间或使用单元的
新风应尽可能无阻力的重新
排出室外。此外，出于卫生
和防火原因，在多住户建筑
上使用时，必须采用特别密
封的户门和管道井，以尽可
能防止空气扩散到其他使用
单元或通过户门进入楼梯间。

图 5.10－5.20 的符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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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按照 DIN 1946-6，当使用
单元或多住户建筑的整栋建
筑上可以计算的渗风量
qv,Inf,wirk 小于在相应保温标准
下的防潮通风量 qv,Fl 时，就
必须设计和安装通风技术措
施：qv,Inf,wirk< qv,Fl（图 5.21）。
对于所有其他情况也推荐采
用通风系统，以尽量减少潮
气和结露霉变危害，并以尽
可能低的能耗为住户提供健
康空气。在决策过程中始终
应该注意，人工开窗方式基
本上不可能实现良好又节能
的所有通风要求。
5.5.1 自由通风
5.5.1.1 设计和施工
自由通风的设计和施工
仅限于实现不受用户影响的
最小或基本通风所需要的建
筑物外围护结构透气性。此
时需要考虑现有的（既有建
筑）或需要实现的气密性
（DIN 1946-6 或 DIN 4108-7
规定的气密性 n50）。为此所
需要的外墙进风口、过渡风
口和必要时需要增设的通风
井 （ 表 5.8） 可 以 按 DIN
1946-6 设计。
外墙进风口（ALD）
采用外墙进风口时应注意
（5.4.1.2 节），只有在设计方
案和安装位置上满足下列要
求时，才能为用户所接受：
a) 能 够 根 据 适 当 的 控 制 值
（差压，室内空气湿度或
室外温度）自行限制流入
的空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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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室外空气进入起居室和卧
室人员逗留区域时没有灌
风现象［MARKF03］；
c) 迎风面和背风面相互协调
的运行方式（例如相同的
差压相关性）；
d) 增加配置可调节或关闭气
流通道的装置，最好配备
遥控器，以便根据需要调
节起居室和卧室白天和夜
间的新风量；
e) 不得低于外墙通风口或窗
户和外墙通风口的隔音标
准；
f) 做好保温，防止进风口结
露或结冰，保证凝结水的
排出；
g) 可以在既有建筑上以简单
价廉的方式补装进风口，
比如可以组合在窗户断面
上或者直接组合在窗的构
造中；
h) 防暴雨，不漏水；
i) 防虫；
j) 在排风装置上，在特殊情
况下也可以在进风口安装
空气过滤器（减少花粉问
题）。
目前，市场上还没有一
种产品能够满足上述全部要
求。主要在 a）到 g）项有欠
缺。所以，在该领域还需要
进一步开展研发工作。
过渡风口（UELD）
只要仅由可计算的内外
渗风不能满足最小通风或额
定通风需要的风量，就始终
需要外墙进风口。而过渡风
口是始终必须设计和施工的
（5.4.1.2节）。这里需要注意，
排风侧过渡风口始终应该和
进风侧过渡风口一样对待
（5.5.2.1节）。当温度较低的
空气从（例如）过道流向浴
室时，过渡口应该布置在上

图 5.21: 渗风体积流量与防潮空气体积流量的比较，以及
它们与建筑物位置（风压△pWi）、气密性（n50）、保温水
平和使用单元面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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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 1/3 高度区（图 5.6）。 接入排风井的回风口应该采
由于空气分层，从上部进入 用风阻尽量小的不可关闭的
的空气温度较高，就不会在 隔栅。
敏感的关节部位出现冷风渗
透现象。在降噪方面应该注
5.5.1.2 验收和维修
意，安装过渡风口以后的隔
在自由通风措施验收前
音效果不可以比没装时差太
（表 5.8），应该检查所有通
多。
风口和通风井是否清洁，必
通风井
要时进行清理。验收时应该
通风井布置在厨房或卫
证明是否完成了所有计划的
浴区（排风室），并采用单井
措施。
方式。应该垂直布置。除了
同时，应该向 业主 或用
不可避免的情况，朝水平方
户 提 交 以 下 材 料 （DIN EN
向的倾角不得小于 600。施
14134）：
工时应注意尽可能的密封。
 介绍交接设备构造和功
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异味进入
能的说明书
使用单元的其他房间或邻居
 设计资料
家里。燃烧装置的烟囱可以
 操作和维护手册
用作排风井。这里应注意防
 设计的和实际的透气性
火技术规程［TRGI G600/08］。
检测结果文件（在运行
调试或检查时进行的测
回风口（AbLD）
量）。
由于驱动力相对较小，
现场测试受到经常变化
表 5.8: 不同新风系统采用的通风设备和部件（按 DIN 19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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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候条件的影响（风和热
升力），无法获得可复制的测
试结果，所以对自由通风不
要求进行功能检测和测量。
只检查用于评价建筑物或使
用单元通风性能的气密性。
通过这项检查，可以了解到
现有的不密封是否足够大或
者 外 墙 进 风 口 （ALD） 加 剩
余不密封是否可以达到不受
用户影响的最小通风效果。
测量过程中，建筑物外围护
结构上的新风口和燃烧空气
进风口保持开启状态。只有
通风井上的回风口需要封堵，
否则在实际压力条件下计算
的新风体积流量或按公式
（3.1）和（3.2）计算的新风
换气次数会虚高。
检查、维护（包括清洁）
和修理（DIN 31051，DIN EN
13306，5.5.2.2 节）是一个整
体，它们对通风技术措施的
功能和效果有重大影响。疏
于维护必然会产生卫生和建
筑保护方面的问题，而且也
会影响用户的接受程度，同
时还会增加能耗。为了正常
维修，需要向用户转交相关
资料，需要维护的设备部件
必须处于可达范围内、易于
拆装，并且应在系统上预留
检查和清洁口。以口头或书
面方式向用户说明维修的必
要性和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自由通风系统上，检修工
作仅限于外墙进风口、过渡
风口和回风口（格栅）（ 表
5.8），主要是根据情况及时
清扫风口和通风井。外墙进
风口必须能够从房间里进行
清理。回风口应该容易拆卸，
以便清洗格栅、风口或连接
管道。
每两到三年检查一次建
筑物透气性，必要时加以纠
正（维修）。检查结果也能反

5.气密性居住建筑内的通风
映出外墙进风口的工作状态。 （送风温度偏低时），不会造
成过高的垂直温度梯度（送
风温度偏高时），也不会产生
5.5.2 机械辅助通风
风噪。送风口应该与回风和
5.5.2.1 设计和施工
机械辅助通风系统设计 过渡风口相协调，保证送风
和施工同样应符合 DIN 1946- 量与回风量的平衡（平衡送
6 的 要 求 。 在 按 照 DIN 风或等压运行）。在运行中，
18017-3“无外窗卫浴室的通 回风量一般会比送风量略大
风，利用风机”进行设计时， 一些（≤ 10%）（见送风系
如果使用单元存在潮气损伤 统）。
危 险 ， 也 一 定 要 注 意 DIN
1946-6 的 相 关 规 定
［HEINZ11］。
应该注意不能在邻居之
间串味或传播粉尘。所以，
在多住户建筑上也要注意楼
内气密性。应特别注意对管
道穿墙口和设备井进行密封
处理。
由于机 械辅助通风系统
种类繁多（表 5.8），下面只
提出一些主要的建议和注意
事项。
外 墙 进 风 口 （ALD） 和 过 渡
风口（UELD）
见 5.5.1.1 节。
回风口（AbLD）
在运行调试和检查时对
回风口做一次调整。为了能
够按需调节风量，回风口可
以像外墙进风口一样进行人
工调节，或者通过某个控制
量自动调节。它们对于室内
气流组织几乎没有影响。尽
管如此，应该注意在回风口
和过渡风口或送风口之间没
有直接短路。
送风口（ZLD）
在送／排风系统上，室
外空气在到达房间前经过了
过滤和预热（通过热回收装
置或辅助加热系统）。室外空
气通过送风口进入房间。送
风口的位置和尺寸应保证在
人员逗留区没有灌风现象






通风管道
通风管道必须至少达到
EN 12237 的密封等级 A。这
一要求更适用于正压管道。 
如果通风管道所处的区域会
使管道内表面或外表面低于
周边空气露点温度（建筑物
内新风管道表面的室内空气
温度，热回收后排风管道的 
周边空气温度，传热围护结
构外面管道内较热的空气），
就应该做好充分保温防止结
露。

主管道（用于厨房排气， 
也包括支管）内表面必须尽
量光洁，尽量采用圆截面。
为防止沾污，水平管段尽量
避免三通、鼓风门以及其他 
断面收缩。
如果不采用主管道，也
可以采用通风井（也可以作
为集合通风井）。出于卫生和
检修原因，推荐使用耐磨材
料。同时应遵守对通风装置
的防火要求（M-LueAR）。

风机／单台设备
风机和单台设备的设计
和施工应侧重于它们的驱动
系统和能耗控制：
虽然自由通风不需要驱
动能耗，但是机械辅助通风
总体上可能更加节能。通过
下列措施可以获得需送风和
热回收带来的节能潜力：
 将机械辅助通风和不可
避免的自由通风（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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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风以及开窗）产生的
新风量限制到必要的程
度。为此
应该实现有针对性的气
流组织：从厨房和卫浴
室排出乏气（回风室），
将新风直接送入起居室
和卧室（送风房间），
在送风和回风区配置低
阻力过渡风口，
在污染区直接排出乏气，
比如在厨房炉灶上方利
用高效抽风罩（对热量
和湿气的收集度> 50%），
根据通风系统形式，按
照 DIN 4108-7 和
DIN1946-6 选 择 、 制 作
和证明建筑外围结构气
密性或透气性，
在多层建筑上，选择尽
可能气密性的户门以及
管道穿墙口（设备安装
区域），
选择风机直流电机，
风机的选择和通风管道
的尺寸设计（原则上按
额定通风工况）应尽可
能接近风机最佳效率点，
通风管道内的风速应尽
可能低（在多层建筑上，
一根主管道最多接 6 层
楼（不超过 8 层）：按
DIN 1946-6 的基准值是：
集合管道最大 5m/s，其
他管道 3m/s，
应避免弯头、截面变窄
（如主管道中的防火隔
离挡板）造成的附加阻
力损失，也应尽量避免
管道内表面粗糙（如某
类伸缩管）和多根管道
合并造成不利的流体工
况，
在送排风系统上，采用
热回收率> 80%的热回收
装置，一定要保证围护
结构的气密性（推荐：
n50<< h-1）。

5.气密性居住建筑内的通风
与设计体积流量的
偏 差 应 在 ±15%范
围内。
如果为了修正实测
空气体积流量需要
的话，还需测量和
记录在选择的送风
和排风口位置形成
的差压。

性措施。“设备剩余寿命是指
用户行为对能耗影响
在设备生产、检修或改造基
很大。应该向租户反复介绍
础上，设备获得的在规定条
通风系统的用途、功能和维

件下完成其功能的潜力”。维
护方法，阐明疏于维护或人
护内容包括检查、二次调节、
为改变系统设置可能产生的
更换零部件、增加新设备、
通风不足的后果。告诉他们
加润滑油、保养和清洁。
应根据通风系统运行情况开
对于机械辅助通风系统，
闭窗户和调节暖气。
在清洁以外（通风管道、热
（按 DIN 1946-6）检修和
交换器、通风口），可能还需
此外，还推荐进行以下 要更换系统或设备零部件。
清洁对于长效节能也十分重
测量：
要［WERN95］。应及时清理，
此时应注意不要改变系统和
 在通风系统最小流 设备的原始设定。
避免因空气管道、过滤器以
量或额定流量运行
及主机或单台风机沾污而增
为了在使用期内使空气
时，房间里的风噪； 滤清器保持与其过滤等级相
加阻力损失，从而防止机械
 风机在不同运行档 应的过滤效果，需要根据沾
辅助通风不足使用户回到开
的吸收电功率；
窗通风的老路上。
污情况或者在超过允许压差
 采用可调节的中央 或达到使用周期时进行更换
通风系统或单台风 或清洁。使用新的过滤器或
5.5.2.2 验收和维修
机时，整修后通风 滤芯时，应注意过滤器框／
相对于自由通风所增加
井的气密性；
滤芯和机壳内壁之间的密封。
的验收内容是检测机械辅助
 在人员逗留区域预
应委托专业人员进行定
通风系统的功能并进行相应
计会感受到外墙进 期检查和维护。他们可以是
测量。甲乙双方应有约定，
风口、过渡风口或 负责热能发生器或换热站检
并委托第三方测量。
送风口作用的位置， 修的设备安装公司和热力公
在建筑方面，和自 由通
测量风速和风温。
司的技术人员，也可以是烟
风一样，应该检查建筑物或
囱清扫工。应尽量让用户参
使用单元的气密性／透气性，
检修内容与自由通风基 与维护工作，比如定期更换
确定不密封带来的透气量。
容易够着的设备部件如滤芯
采用排风系统时，还建议根 本相同。
在检查 范围内，需要确 和通风口，或者清洁相关设
据设计的建筑物外围护结构
定和评价通风系统的实际状
备而又不会改变原始设定。
透气性计算换气次数。后者
态和建筑物性能，包括确定
如果疏于检查和维护
跟通风井通风一样，所有外
设备老化的原因，对今后运
（包括清洁），设备和系统的
墙进风口应保持开启位置，
行提出改进建议（DIN
31051
功能会逐渐变差。这主要是
所有回风口应该封堵。
此外，还应测量和记录 和 VDMA 24176）。应至少每 沾污、运动部件的自然磨损
设备、房间和建筑物的下列 年检查一次所有机械辅助通 造成的，但也有可能是无意
风系统和设备部件如热交换 （或有意）改动了在可达范
参数：
 在额定通风模式下， 器、风机及其配件的沾污、 围内的一些设备部件（如在
在选择的风口处的 腐蚀和受损情况（例如按照 清洁时改变了通风口的状态）
送风和回风体积流 VDI 3801 或 DIN EN 14134 的 造成的。其后果是风量太小
规定）。在设备技术方面，应 或太大、增加噪声干扰、出
量：
只在中央通风系统 重点检查额定通风模式时的 现灌风现象，这又会引起用
上有必要。当房间 空气体积流量。当发现有不 户的反应，在不利情况下使
通风器和抽油烟罩 正常现象时，可能也需要测 功能进一步恶化。为此，需
要定期测量检查上面提到的
有产品性能证明时 量检查噪声或灌风问题。
根据 DIN 31051，维护是 一些参数。
可以不做。在扣去
按照 DIN 31051，检修包
渗风份额后，相同 “充分利用设备剩余寿命，
空气密度下实测值 延长设备退役期限”的预防 括“使设备恢复功能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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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衣）时窗户玻璃上 样 ， 而 且 根 据 调 查 结 果
根据通风系统相关设备
的水雾会很快消失； ［REICHEL98］， 在 现 代 化 改
部件的标定或实际寿命，结
 能耗尽可能小。
造措施中建筑物也越来越密
合使用时间和维护认真程度，
封。
此外，技术设备应该维
从这方面讲，气密性试
每隔一定时间不仅需要对零
护简单，使用方便。
验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部件甚至整体设备进行修理，
测试结果可以让设计师在他
而且可能需要完全更新。其
向用户交底，与用户互 的作品（没有通风措施的建
判定原则除了目测和“道义”
动
筑物）完成后知道，在没有
磨损［7］，还包括故障率、
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是 用户主动配合时，在多大程
噪声放大量，必要时也包括
向用户介绍通风技术措施的 度上能够实现保证无潮气和
无法接受的高电耗。
意义和必要性。在系统或设 结露霉变风险需要的最小自
备装好以后，必须向用户讲 由通风量。从图 5.21 结合建
5.6 结语
解它们的工作原理。除了口 筑物位置、体量（面积）和
通风技术措施可以包括
头介绍，还应提供书面材料， 实测的气密性 n50（图上为
从外墙进风口的设置到机械
便于用户查阅。其中包括介 n50 = 1.0 h-1；1.5 h-1；2.0 h辅助通风系统的安装。在新
绍设备构造、工作原理和操 1 和 3.0 h-1；可以内推）可
建建筑或既有建筑现代化改
作方式的说明书，以及（有 以读取，仅采暖季预期的平
造中进行通风系统设计和施
测试数据的）验收报告和必 均渗风体积流量是否足以至
工时，必须让用户能够完全
要的维护规定。
少减小潮气损伤的风险。此
接受。
设备安装并交代了节约 处还应区分保温良好（至少
只有用户接受了，安装
采暖能耗效果后，用户还需 符合《建筑保温法》95）和
的系统才不会受到抱怨，才
要改变通风习惯。由于这种 保温不太好的建筑。
能产生承诺的效果。
改变不会自己发生，所以也
如果“有通风措施的建
这里主要包括以下相关
应该有文字材料进行深化教 筑”按照自由通风或排风系
内容：
育。
统设计和施工，可以借助气
 让用户感觉到尽管
如果建筑设计师决定不 密性检测来
窗户关着仍然能够
采取通风技术措施，那么他
证明，除了《建筑节能
呼吸到“新鲜”空
就有义务向用户讲明由此可 法》要求的纯建筑物外围护
气；
能存在的风险。随着建筑物 结构的气密性以外，与通风
 没有或者只有极小
气密性的增加和由此造成的 系统相关的通过外墙进风口
的很快会被忽略的
建筑物自由通风性能的降低， 来实现的透气性是否也得到
异味干扰；
这种风险会越来越大。设计 了保证。为此，需要在建筑
 在连续运行中没有
师不可以放心的认为，采用 物和通风设备安装完成后，
干扰性噪声（风机
自由通风时《建筑节能法》 再一次检测气密性。此时，
噪声和风噪）（只有
允许的换气次数 n50 = 3.0 h- 外墙进风口应保持开启状态，
在人为调高风量时
1 会通过相应的经常的充足 排气室（厨房、卫浴室）的
－大多调到最高一
的渗风就能得到保障。因为 回风口应该关闭或者封堵。
档风量（强力通风），
可能还没有一家建筑企业会 在 按 系 统 特 点 将 测 试 结 果
用户才会接受暂时
按《建筑节能法》建造如此 （50Pa 时的空气体积流量或
的噪声增加，此时
不密封的建筑，以致于没有 n50）换算到实际预期的、与
他可能会以开窗通
通风措施就能“良好通风”。 建筑物位置和高度相关的差
风时“习惯”了的
相反，每个建筑企业，不管 压时，可以利用表 5.5 中的
室外噪音来感知
有没有通风系统－他们本来 △p 或 fwirk,komp 或者按照
“通风系统确实在
也不懂－都会把建筑物建造 DIN 1946-6 的详细计算说明，
工作”）；
得尽量密封，以致于气密性 采用公式（3.1）或（3.2）进
 没有灌风效应；
经常“达到”n50< 1.5 h-1 的 行计算。按最小或额定通风
 在增加湿气排放
范围。不仅在新建建筑是这 （额定值）设计空气体积流
（蒸煮、洗澡、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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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时，应该与经过修正的气
密性测试结果进行比较。当
两者不吻合时，可以并且应
该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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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和脚标

[2] Außenluftdurchlass (ALD) ist die nach
DIN 1946-6 geltende Bezeichnung.

[4] Bezüglich des Mindestrauminhalts sollte
umso großzügiger verfahren werden, je dichter
die Gebäudehülle ist. Das gilt
besonders für Etagenwohnungen in massiven
neuen oder modernisierten Gebäuden (siehe
auch [REICHEL98]).
[5] Für NE „mit mehr als einer dem Wind
ausgesetzten Fassade“
[6] Fachlich fundiertere Angaben zur
Stoßlüftungsdauer finden sich in [HARTM99
und HAUS07].
[7] „Moralischer“ Verschleiß ist dann zu
verzeichnen, wenn gleichartige Komponenten
oder Geräte mit merklich verbesserten
Eigenschaften zur Verfügung st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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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在建筑公法和私法中的体现
6.1 公法中的建筑物外围护结
筑物能效提出了更严格的
6.建筑物外围护结构 要求，所以德国的相关法律 构气密性
气密性在建筑公法和 也必须在近期进行修订（特 6.1.1 节能法（EnEG）是基础
别是通过正在编写的建筑节
法律的渊源
私法中的体现
能 法 规 “EnEV2012”。 但 是
迄今为止，1976 年生效
根据最新消息，这份法规在
的节能法仍然是用以保证建
伍尔福·科普克（Ulf Koepcke）
2013 年才会颁布）［1］。
筑物节能建造和使用的法律
在法律技术层面， 业主
自 1995 年 1 月 1 日建筑
基础。该法律最近进行了修
保温法规第三次修订版生效 和产权人是相关法律标准提 订，并在 2005 年 9 月 1 日联
以来，新建建筑传热外围护 出 的 建 筑 物 能 源 质 量 要 求 邦公告上公布［3］。按照该
结构耐久气密性施工成为德 （参见节能法第 1 款第 1 句） 法第 1 款，新建建筑必须进
国建筑法的强制性规定。今 的“执行对象”［2］。尽管如 行保温设计和施工，以减少
天，这项规定在建筑节能法 此，在建筑实践中，遵守这 建筑物采暖和制冷时可以避
规第 6 款第 1 段对气密性有 些规定原则上会对设计人员、 免的能源损失。节能法第 2
具 体 规 定 （ 建 筑 节 能 法 规 专业设计师，而且并不少见 款要求，在建筑物暖通技术
2009 年版）。建筑节能法规 的也会对施工企业增加负担。 方案设计、选型和施工时就
从属于建筑法，因而也属于 在签订相关民法买卖合同和 应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消耗；
建筑公法的组成部分。建筑 承揽合同时，这种情况仿佛 第 3 款对此类设备的节能运
法包括对通过基本法第 2 章 被“默认了”。由于违反公法 行提出了要求。最后，通过
到第 14 章保障的建筑自由的 强制规定而建设的每栋建筑 规定按实际消耗采集和分配
法律限定。为了重要的公共 物，在买卖法和承揽合同法 建筑物使用中产生的能源费
利益，土地所有人和业主必 意义便已经“犯了错误”，所 用（节能法第 3 款）以及编
须接受这些法律限定。特别 以对于是否遵守国家规定的 制和使用能源证书（节能法
是建筑节能法规，作为在节 责任认定，在法制国家会转 第 5a 款），使法律方案达到
能法（2005 年颁布）基础上 移到业主和受其委托的承揽 圆满。
颁布的联邦政府法规，追求 人的民法责任认定。
2004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
于是，国家基本上放弃
节约和生态可承受的能源消
“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 法 ”
耗和气候保护的崇高目标。 了对实际建筑施工中是否达 ［4］是对节能法的重要补充。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家利 到法律要求的建筑物能源质 该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
用建筑节能法规向公民规定， 量的政府监督；特别是对建 气候、自然和环境，保障能
建筑物必须至少达到什么样 筑物气密性，完全没有这种 源供应的可持续发展，通过
的能效性能。现行的建筑节 监督。相反，立法者依靠民 长期利用外部力量减少能源
能法规于 2009 年 10 月 1 日 法和民事诉讼法进行市场和 供应的国民经济成本，防止
生效4。这个法规和节能法和 行为调节，即此处主要依靠 化石能源争端，促进可再生
可 再 生 能 源 热 能 生 产 法 民法行事。然而，当为了遵 能源利用技术的发展。这项
（EEEWaermeG, 2009 年 1 月 守比例原则而偏于保守的公 法律有助于实现可再生能源
1 日生效）一起，成为现阶 法规定，与建设参与方在民 占 德 国 电 力 供 应 的 比 例 到
段相关法律措施的最终部分。 法合同中约定的建筑物能效 2010 年提高到至少 12.5%，
利 用 这 些 措 施 ， 将 欧 盟 于 要求不一致时，这种调节机 到 2020 年提高到至少 20%的
2002 年 12 月 6 日颁布的建 制迟早会出问题。
战略目标。
本文阐述了公法和民法
筑物整体能效指令转化为联
邦德国的法律。但是，由于 中关于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 6.1.1.1 与欧洲法律的关系
欧洲的建筑能效指令已经在 密性的共同点和差异，并由
迄今版本的节能法主要
2010 年 5 月 19 日有了新版 此提出了在实际工作中避免 服务于从国家层面落实欧洲
本，而且这个新版指令对建 误解，特别是规避责任风险 议会和欧洲理事会 2002 年
的意见和建议。
4

最新的建筑节能法规已于 2014 年 5
月生效。第 6 款对于气密性的规定未
作变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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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颁布的建筑物总 中，除了应考虑建筑物热工 月德国既没有做出修订建筑
能 效 指 令 2002/91/EG［5］ 性能，也应考虑其他日益重 节能法规 EnEV2012 的决定，
（所谓的“欧洲建筑能效指 要的因素，如采暖系统和空 更没有对外颁布。
令”）。欧盟希望通过这项指 调装置、可再生能源利用、
令提高建筑物能效，使成员 被动式采暖和制冷、遮阳、 6.1.1.2 依据法律法规实现国
国能够完成在京都议定书中 室内空气质量、适当的自然 家内部治理
承诺的义务。指令与 1993 年 采光和建筑物的结构形式。
德国宪法授予联邦政府
9 月 13 日欧洲理事会颁布的 计算方法应该考虑建筑物全 颁布补充性法律规定的权力，
通 过 有 效 利 用 能 源 （SAVE） 年总能源效率，而不仅限于 所以建筑节能法规具有重要
［6］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指 采暖能耗。计算方法还应遵 法律地位。联邦议会不再参
令 93/76/EWG 直接对接，因 守现行的欧洲标准（权衡原 与这类法律法规的编制工作，
为后者随着技术进步和世界 因见第 9 条）。根据指令附录 但这类法规必须得到联邦参
能源市场格局的变化，已显 1 “建筑物总能效通用计算 议院的批准，因为建筑法原
得不够具体了。
框架条件”，至少必须考虑以 则上属于联邦州的事务。宪
德国颁布的涉及建筑能 下因素：
法规定，议会有权依据法律
建筑物包括楼内建筑 途径，对公民建筑自由和对
效和楼宇技术的全部法律和 a）
法规，是将欧洲法律纳入国
构件的实际热工性能 基本法规定的普遍行动自由
家立法轨道具体表现。因为，
（具体包括“热容量、 和财产保障进行干预（基本
保温、被动式采暖、 法第 2 章）。根据联邦宪法确
在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于
制冷单元、热桥）；
2010 年 5 月 19 日颁布新的
定的法律保留原则，议会可
欧洲建筑指令后，德国（和 b） 采暖和热水制备系统， 以通过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
包括它们的保温性能； 赋予执法者规范执法的权利，
所有欧盟其他成员国家）就
c）
空调装置；
必须修订本国法律。
并同时对基本权利干预的方
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 d） 自然或机械通风，也 式和界限作出明确规定。节
可以包括气密性；
2010 年 5 月 19 日颁布的建
能法（EnEG）的制定正是执
固定安装的照明（主 行了这条立法路线：
筑物总能效指令 2010/13/EU e）
要针对非居住建筑）；
是对 2002 年 12 月 16 日指令
联邦政府根据节能法第
建筑物造型、位置和 1-4 章明确的授权，首先于
的全新改版。新指令第 9 章 f）
朝向，包括室外气候 1977 年 8 月 11 日颁布了
第 1 句提出的绝对优先远期
条件；
目标，将保证从 2021 年 1 月
“建筑保温法规”（WSchV）
被动式太阳能系统和 ［8］，继而于 1982 年 2 月
1 日开始，成员国的所有新 g）
遮阳；
建建筑都只允许是“超低能
24 日颁布了“采暖装置和生
耗建筑”；对于国家所有的政 h） 室内气候条件，包括 活 热 水 装 置 节 能 法 规 ”
室内额定气候条件；
府建筑，将提前从 2019 年 1
（HeizANIL）[9]，并于 1989
内部热负荷。
月 1 日开始执行这项要求。 i）
年 1 月 20 日颁布了“按照实
根据指令第 2 章第 2 条的法
际消耗结算采暖和热水费用
欧洲建筑指令也没有对 法规”（HeizkostenV）［10］。
律定义，“超低能耗建筑”是
指“符合附件 1 规定、具有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提 采暖费结算法规迄今仍在执
很高总能效的建筑；主要通 出强制性要求，而是留给各 行。而保温法规和采暖装置
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包括 国自行决定，是否在计算建 法规已经为于 2001 年 11 月
就地或附近生产的可再生能 筑物总能效时考虑气密性。
16 日颁布、并于 2002 年 2
各
成
员
国
必
须
最
迟
于
源的利用，实现近零能耗”。
月 1 日生效的“节能保温和
2012
年
7
月
9
日前颁布相关
此外，指令还要求在计
节能设备技术法规”（建筑节
算建筑物的总能源效率时采 法律法规，并最迟于 2013 年 能法规－EnEV）所取代［11］。
用统一的方法。虽然这种方 7 月 9 日生效，以落实欧洲 最新版建筑节能法规于 2009
法存在各国和地区之间存在 建筑指令的主要规定。德国 年 4 月 29 日颁布［12］，从
差别，但必须遵循在欧洲范 显然没有遵守这项欧洲法律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围统一行动的目标。在计算 行动计划，因为到 2012 年 7 新 版 法 规 是 联 邦 政 府 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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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2 月 5 日制定的综
合能源和气候保护综合计划
促成的。这项计划不仅对
2009 年提出了更高的建筑物
能效要求，而且也为 2012 年
的第二部计划做出了安排
［13］。
6.1.1.3 节能法第 5 章的经济
性考量设定了法律干预的界
限
建筑物是长期投资品。
在建造或购买时的经济性计
算一般不考虑建筑物后期改
造的费用。所以节能改造的
强制性规定是不能被社会所
接受的［14］，在法律上也是
不允许的：尤其是当国家干
预现存的法律地位时（例如
不动产权）。立法和以法律为
基础的行政干预手段更应该
服从宪法规定的比例原则，
也就是最多可以要求公民做
适当的和可以承受的事情。
这两项原则在节能法第 5 章
有明确的法律描述：在节能
法基础上颁布的以提高建筑
物和设备能源利用效率为目
的的法律规定，“必须按当时
的技术水平是可以实现的，
并且对于同类和相同用途建
筑是有经济代表性的…”。这
里的经济性是指，完成法律
规定所产生的费用不得高于
建筑物生命周期内可能获得
的节能回报（节能法第 5 章
第 1 段）［15］。节能法第 5
章第 2 段同时还包括了一个
普遍性保留条款，要求立法
者对个别经济性特差的构成
要件给予免责处理。
6.1.2 各个时期建筑节能法规
对气密性的要求
节能法对建筑物外围护
结构气密性虽然没有具体文
字表述，但按节能法第 1 章
第 2 段颁布的法律法规完全
允许对此加以规定。因为节

能法第 1 章从整体上要求对 在整个外围护结构表面制作
“建筑物及建筑构件”进行 一个气密层”（参见 1995 版
节能保温。按照节能法第 4 建筑保温法规第 4 款第 1 段
章，气密性要求也适用于既 和第 7 款）。而对各种缝隙的
有建筑，只要这些要求是允 透气性规定基本保持不变。
许的话。法律一方面要求限 所以，从节能法第 5 章引伸
制传热系数和通风散热损失， 出来的基本要求，即“按照
另一方面要求保证良好的室 当时技术水平”建立缝隙气
内环境。对通风散热损失的 密性得到了保留。
规定并不局限于传热外围护
此外，在 1995 版建筑保
结构， 而是要求考虑 “…通 温法规中，首次提出采用差
风装置、门窗和建筑构件接 压法测量换气次数来定量评
缝气密性”的整体影响（节 价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
能法第 1 章第 2 段第 4 句）。 的方法：“只要在具体情况下，
这项要求迄今未变。
要求采用检测方法”，来证明
外围护结构、外窗和门联窗
6.1.2.1 建 筑 保 温 法 规 以及其他缝隙是否满足法规
对气密性的要求，就应该按
（WschV）中的气密性
建筑保温法规对建筑物 照 1995 版建筑保温法规第 4
外围护结构气密性的重要性 款第 4 段和第 7 款，使用本
有非常直接的表达。在前两 法规附件 4 规定的专门方法。
个版本中［16］，法规不仅对 该附件第 2 条有以下规定：
正常室内温度的建筑物，而 “只要根据具体情况要求证
且对温度较低的建筑物，并 明建筑物是否符合本法规第
且对体育运动和集会用建筑 4 款第 1-3 段或第 7 款的有
物，都提出了相应要求，不 关规定，则可根据第 10 款第
仅规定了采暖房间外窗和门 2 段中公布的公认技术规则
联窗缝隙的渗风系数（相应 进行检测。”按照 1995 版建
版本建筑保温法规第 3 款第 筑保温法规第 10 款第 2 段的
1 和第 6 段，第 1 和第 9 段 规定，联邦交通、建设和住
以及第 1 段［17］），而且对 房部部长有权在联邦公告上
所有列出的建筑类型均要求 以引荐专业机构公开发表的
“…传热围护面积上 的其他 文章的方式，来引入相关的
缝隙（…）必须按照 当时技 公认技术规则。1998 年的联
术 水 平 进 行 耐 久 性 密 封…” 邦公告对 1995 版建筑保温法
（相应版本建筑保温法规第 规中提出的气密性检测方法
3 款第 2 和 6 段，第 2 和 9 给予了追认［19］。该公告引
述了在 DIN V 4108-7 第 4.4
段以及第 2 段）。
1995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 节提及的 ISO 9972:1996 标准
第三版建筑保温法规［18］， “保温，建筑物气密性压力
不仅从建筑法的角度，而且 测试方法”中规定的检测方
在建筑技术方面指明了方向。 法。这就是德国引入公认技
它第一次针对传热外围护结 术规则的做法。
1998 年 7 月的联邦公告
构专门提出了的气密性要求：
“只要传热围护结构采用模 是引起法律误解的导火索。
板、或拼接、搭接、板式的 由于公开出版物在互联网上
建筑构件，并且没有其它方 的传播［20］，这个错误至今
法可以确保气密性，就必须 仍冥顽不化［21］。在相关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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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文章中，有人坚持认为， 是完全放开的：法规没有规 第 1 段第 2 句），对建筑物外
1998 年 7 月的联邦公告已经 定必须检测建筑物外围护结 围护结构气密性没有作出其
将 DIN V 4108-7 承认为公认 构的气密性。在 1995 版建筑 他特殊处理。“新建建筑在建
技术规则，因而是气密性建 保温法规第 12 款引入的采暖 造时，应该按照当时技术水
筑物外围护结构设计和施工 热需求证书中，气密性亦未 平，对传热围护结构包括缝
（唯一和有约束力）的依据 担当相关角色。1995 版建筑 隙进行耐久性密封”（建筑节
［22］。这种拿来主义在很多 保温法规第 12 款颁布的一般 能法规 2002 第 5 款第 1 段第
方面是错误的，需要做如下 管理规定［23］，只允许将按 1 句）的规定，即按照“当
照标准进行的气密性检测报 时技术水平”进行设计和施
纠正：
联邦公告不是针对 DIN V 告作为附件附在采暖热需求 工的规定，被建筑节能法规
4108-7， 而 是 仅 针 对 ISO 证明的后面。所以要问，法 2004 年第一次修订版原封不
9972:1996 规定的测试方法。 规制定者利用 1995 版建筑保 动地继承了。
如果进行建筑物外围护结构 温法规第 4 款第 4 段的规定
的气密性检测，就应该按照 想要形成什么样的局面。由 6.1.2.3 DIN EN 13829 规定的
法规制定者的意愿，采用这 于建筑保温法规对气密性检 气密性检测在建筑节能法规
种标准方法。它从一开始就 测没有提出强制性要求，那 中的地位
认为，只有 ISO 9972:1996 规 种可能“需要”审核气密性
建筑节能法规也提到了
定的差压法才是 1995 版建筑 的猜想也就无从谈起了。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差
在相关文件和联邦议会 压检测方法；在 2002/2004
保温法规所指“公认技术规
或参议院的文件中都找不到 版建筑节能法规第 5 款第 1
则”。
而联邦公告对于 DIN V 相关说明。所以只能猜测， 段第 3 句有相关规定：“如果
4108-7 这个国家标准仅仅作 在 1995 年法规制定者虽然原 按第 1 句和第 2 句检测气密
为文献摘引了一下，因为该 则上承认 ISO 9972:1996 标准 性，便应遵守附录 4 第 2 条
标准引用了 ISO 9972:1996 标 检测方法的适用性，但是考 的规定。”而如此被摘引的附
准中规定的测试方法。所以， 虑到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 录 4 第 2 条则又规定在进行
认为 1998 年 7 月的联邦公告 性的设计和施工条件［24］ 这 样 一 种 检 测 时 ， 应 采 用
提及了 DIN V 4108-7，因而 尚不成熟，所以没有将这种 DIN EN 13829：2001-02 的方
就推断该标准所述的气密性 检测方法和气密性要求纳入 法 ， 并 规 定 在 内 外 压 差 为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设计和施 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建筑法规 50Pa 时测出的空气体积流量
工建议成为了私法建设法或 框架。因为法规制定者必须 与建筑物采暖空气体积之比，
按民法典 BGB 或德国建筑工 遵循节能法第 5 章的规定， 在没有通风系统的建筑物上
程施工一般合同条件 VOB／ 即只允许要求公民采取经济 为 3 h-1，有通风系统时为 1.5
B 承揽合同法意义上的“公 上可承受的和技术上（可靠） h-1。
认技术规则”，显然是错误的。 可行的措施。从后来的建筑
上述条款排除了建筑保
此外，1998 年 7 月的联 节能法规对该题目的规定来 温法规中存在的不确定性，
邦公告仅仅针对在当时有效 看，这种猜测应该是可信的。 即法规制定者究竟想给予这
的建筑保温法规，而该法规
种气密性检测什么样的法律
在 2002 年 1 月 31 日以后已 6.1.2.2 2002/2004 版建筑节 地位。建筑节能法规中的这
经完全失效了。所以，1998 能法规中的气密性
项新规定虽然法律用语不够
年 7 月的联邦公告不但仅限
2002 年 2 月 1 日生效的 精准，但观点是明确的：
于 ISO 9972:1996 标准，而公 “节能保温和节能设备技术
是否安排气密性检测，
告本身也已经在 2002 年 1 月 法规”（建筑节能法规－EnEV） 由法规适用对象的业主自己
31 日以后失去了法律效用。
取代了建筑保温法规［25］。 决定。从建筑法的角度强制
有意思的是，无论 1995 建筑节能法规在第 5 款第 1 进行气密性检测缺少法律依
版建筑保温法规，还是 1998 段对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 据。相反，法规制定者主张
年 7 月的联邦公告，对于在 性的规定，沿用了对外窗和 在建筑节能法规系统内建立
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下需要按 门联窗缝隙透气系数的规定 一种鼓励自愿检测的机制。
照公开的测试标准进行检测 （建筑节能法规 2002 第 5 款 这方面的规定见诸法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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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附录规定了在计算保持正 节能法规引入的能源需求证 变 动 。2002/2004 版 建 筑 节
常室内温度的新建建筑的一 书 （2002/2004 版 建 筑 节 能 能法规第 5 款第 1 段第 1 句
次能源年需求量和单位散热 法规第 13 款）来进行管理。 要求按照“当时技术水平”
损失最高值时，必须采用的 为建筑节能法规第 13 款制定 对建筑物外围护结构进行密
计算依据和计算方法。如果 的一般管理规定，对能源证 封 处 理 ， 而 法 规 制 定 者 在
按建筑节能法规第 5 款第 1 书中的强制项和可选项做了 2007 版建筑节能法规第 6 款
段第 3 句和附录 4 开展气密 详细规定［28］。按照该管理 第 1 段第 1 句要求，“…传热
性检测，则可以适当放宽对 规定的第 4 款第 6 段第 5 条， 围护结构包括缝隙应按照公
上述最高值和计算方法的要 正常室内温度新建建筑的能 认技术规则进行耐久性密封。”
求。例如，在计算有机械通 源证书必须提供如下信息， 此项新的调整，使建筑节能
风建筑物的一次能源年需求 即在能源证书中是否包含建 法规对于气密性的要求首次
量时，只要按标准提供了气 筑物外围护结构的气密性证 偏离了节能法第 5 章“按照
密性证明（附录 1 第 20 条）， 明。和建筑保温法规一样， 当时技术水平”的准则，而
就可以把热回收份额或者通 该管理规定第 3 款第 2 段第 节能法本身迄今未做任何修
过调节系统减少的换气次数 1 条也允许将气密性检测文 订。
计算进去。此外，作为选择 件作为附件附在能源证书的
性前提条件，只要按标准提 后面。
6.1.2.5 2009 版建筑节能法规
供了气密性证明，就可以按
中的气密性
简化方法，以较低的单位通 6.1.2.4 2007 版建筑节能法规
与 2007 版建筑节能法规
风散热损失，计算居住建筑 中的气密性
相比，2009 年 10 月 1 日生
的采暖热需求（附录 1 第 3
2007 年 10 月 1 日生效的 效的建筑节能法规，虽然对
条；表 2 第 3 行）。
新版建筑节能法规沿用了这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的
当然，这种法律调节机 一 法 律 调 节 体 系 ， 即 按 照 规定在内容上未作改动，但
制不仅对于设计人员，而且 DIN EN 13829:2001-02 进行建 对所谓有约束力的气密性极
对于建筑节能法规适用对象 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检测 限值作出了明确无误的表态。
的 业 主 都 是 一 件 新 鲜 事 物 仍基于自愿和可选择原则。 因为，在建筑节能法规第 6
［27］。因为，只要在计算能 相关计算方法以及参照值和 条第 1 段第 3 句现在是这样
源需求时考虑将按标准进行 极限值也无变化。
写的：“如果按照第 1 句和第
气密性检测，那么就必须安
2007 版建筑节能法规对 2 句检测气密性，只要遵守
排这种检测，并按建筑节能 能 源 证 书 作 出 了 新 的 规 定 了附录 4 第 2 条的要求，则
法规提出气密性证明。如果 （2007 版 建 筑 节 能 法 规 第 可以在按第 3 款第 3 段和第
检测的气密性结果因超标而 16-21 款），原来的一般管理 4 款第 3 段计算时考虑气密
无法提供相应证明，就必须 规定随之失效。新版法规不 性证明。”
采取有效改善建筑物外围护 再强制要求说明，在为能源
这里摘引的建筑节能法
结构热工性能的措施，或者 证书计算能耗时，是否将建 规第 3 款和第 4 款的规定，
必须提高外部建筑构件或采 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检测 包含了对居住建筑和非居住
暖系统的热工性能，才能够 作为前提条件，而是只需要 建筑一次能源年需求的要求
证明能源需求符合建筑节能 提供传热围护结构单位面积 和计算方法，附录 4 第 2 条
法规的要求。
散热损失数据［29］。这就不 则要求参照 DIN EN 13829，
将气密性检测引入建筑 允许推断认为气密性证明属 对上述两个极限值提出证明。
节能法规，就意味着除了设 于强制性要求。根据 2007 版
现在终于明确了，气密
计和能耗计算，还必须进行 建筑节能法规第 17 款第 4 段 性极限值只是一个计算系数
气密性检测。在实际工作中 第 2 句，仍然允许在自愿的 选 项 。 如 前 所 述 （ 参 见
是否真正做到了，则是另一 基础上将气密性检测结果作 6.1.1.1）， 这 就 与 现 行 的
回事。
2010 版欧洲建筑节能指令完
为附件附在能源证书后面。
法规制定者希望不是通
新版法规第 6 款对建筑 全吻合。
过政府监督，而是采用间接 物外围护结构提出的规范性
的方式，即通过 2002 版建筑 原则要求是一项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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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面采用的重要技术定义 用，在得到实践考验后可以
不止两个，而是三个。除了 成为公认的技术规则。
前面提到的“当时技术水平”
三级理论的第三级用
和“公认技术规则”这两个 “达到了当时的科学和技术
定义外，法律上常用的定义 水平”来定义。与“当时的
还有“科学和技术水平”。司 技术水平”不一样，这个定
法裁判和文献公认这三个定 义不仅包含最新的技术知识，
义存在一种等级关系［32］， 也包括所有相关学科的研究
每一个定义都有明确的涵义 成果。在自然科学研究成果
［33］。但这些定义不仅在建 和工程科学经验的基础上，
筑实践中，而且在文献中经 只要从理论上证明这项技术
常使用不精确甚至被曲解。 可以应用，就达到了这一级。
2007 版建筑节能法规第 6 款
“公认的技术规则”和
第 1 段第 1 句就是一个例子， “科学技术水平”的定义毫
这里只提到了“承认的技术 无疑问有利于减少风险：对
规则”，实际上是指“公认的 于建造者来说，由于公认的
技术规则”。“公认的技术规 技术规则以实践经验为依托，
则”处于三级模型的第一层。 因而可以充分相信，只要完
从 1910 年 10 月 11 日帝国法 全遵守这些规则，就不会产
院对建筑损伤罪状作出的重 生建筑损伤。但是从另一个
大判决开始，公认的技术规 角度说，如果按照公认的技
的规定做了修改，将“按照 则被定义为，“建筑设施设计 术规则建造建筑物，就意味
当时技术水平”改为“按照 和施工时采用的技术规则。 着将在很大程度上摈弃已经
公认技术规则”。公认技术规 这些技术规则在理论上的正 存在的更为先进的技术。越
则不仅要考虑标志当时技术 确性和稳定性为科学界所承 认真执行“公认的技术规则”，
水平的技术可行性，还要考 认，并为新技术的主要使用 建筑物的使用性能就越落后
虑经济性。它也符合建筑节 者和经过培训的技术人员所 于技术可能性。如果固守于
能法规的通用要求水平。”
熟悉，并且经过连续实践证 “公认的技术规则”，技术创
除 此 以 外 ， 没 有 见 到 明其在技术上是适用的、适 新就几乎不可能得到实施。
（公开发表的）关于新版法 当的和必要的。”这个定义至
如果希望一个建筑项目
规中此项改动目的的其他说 今仍是相关司法裁判中的固 在技术上有所创新，就会由
明。“ 按照公认技术规则…也 定用语，理论界对此也没有 于新技术缺少实践考验，“可
要考虑经济性 ”的文字描述 争议［35］。
能出错”的风险增加，于是
虽然让人想起节能法第 5 章
这里需要区别作为第二 就需要进行更加严格的（理
的经济性要求，但经济性要 级的“当时的技术水平”。它 论）风险评估。联邦宪法法
求对于公认技术规则的定义 所描写的是比公认的技术规 院对快中子增殖堆核电技术
和内容根本不起作用。
则更先进的发展水平。只要 做出的卡尔卡决议而创造的
如果人们试图按照常规 技术方法的有效性能够基本 “按照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
的思路来解释， 2007 版建筑 得 到 实 验 证 明 ， 就 达 到 了 这个概念并非出于偶然［37］。
节能法规第 6 款第 1 段第 1 “当时的技术水平”，而不以 如果在法律上规定，一个核
句对气密性的新规定会对建 实际运行考验为前提条件。 反应堆项目能否获得批准应
筑实践产生什么作用，那么 所以，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考 取决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
就必须先弄明白“当时技术 虑，也可以把“当时的技术 平”，就意味着：
水平”或“公认技术规则” 水平”看作“公认的技术规 “立法者通过与科学水平挂
的确切定义。
则”的“前奏”［36］。一项 钩，更强力地迫使法律规定
技术革新必须经过“当时的 跟上科学和法律进步的步伐。
6.1.3.1 定义解释（ 3 级模型） 技术水平”阶段，直到它被 必须采取最新科学知识认为
在立法、司法裁判和合 理论和实践所认可和得到应 有必要的事故预防措施。如
6.1.3 “按照当时技术水平”
和“按照公认技术规则”意
义上的气密性
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
法规制定者从 2007 版建筑节
能法规开始，在建筑物外围
护结构气密性方面，不再采
用“按照当时技术水平”的
概念，而是改为“按照公认
技术规则”。对于 2007 新版
建筑节能法规第 6 款第 1 段
的官方解释没有说清楚。官
方对此所出的解释在语言表
述上是失败的，其内容也是
令人费解的。现全文摘引如
下：
“ 对气密性和最小换气次数
的要求由原来的第 5 款改为
了现在的第 6 款。欧洲建筑
节能指令［31］对此没有规
定。本法规对第 1 段第 1 句

116

6.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在建筑公法和私法中的体现
果这类措施在技术上还不能 （即：按照当时技术水平）
实现，就不允许颁发批准证 和经济承受能力（即：节能
书；所以，必要的预防措施 投资回报）。所以，从立法者
不受限于当时的技术可行性。” 鼓励引入新技术的动机来说，

于动态调整法律使之适应正
在变化的事实条件。前文提
到的三种技术定义（“公认的
技术规则”，“当时的技术水
联邦宪法法院的陈述非 “按照当时技术水平”是最 平”和“当时的科学技术水
常明确的说明，“科学技术水 合体的法律表述。
平”）就是这类不确定的法律
平”、“当时的技术水平”和
概念，也就是需要根据案例
“公认的技术规则”这三个 6.1.3.2 在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的事实条件来确定其含义。
定义的等级，在不同的法律 框架内的技术规则
只要在这种动态元素下，
应用背景条件下是可以互换
对技术进步的多种兴趣 法律内容仍然保持有足够的
的：如果使用这些定义是以 和反对声，对立法者提出了 可确定性，那么这种法律处
建筑工程的使用耐久性和可 更高要求。即使从科学角度 理技术就是不违宪的。需要
靠的质量为目的，那么“公 认为一项新技术是有意义的， 考虑的只是调节对象的特殊
认的技术规则”就起决定作 并且已经达到可以应用的成 性和调节强度［38］。当事情
用。相反，如果是以防止任 熟程度，但应用这项技术是 存在多种可能性［39］，或者
何一种理论上可以想象的技 否可以产生效用还是会造成 在快速发生变化时［40］，可
术风险，达到最大安全性为 损失，只有实践才能证明。 以提出较低的要求。
目的，则“科学技术水平” 同时，在一个多元社会里，
建筑技术同样 存在多样
就起决定作用。
究竟按何种准则来评判技术 性且一直在发展变化。因此
“按照当时技术水平” 创新的效用和损失也是有争 对于建筑技术，就要以使用
的定义介于两者之间，概念 议的。即使在一个民主法治 性能和安全性作为核心准则。
虽然不太精准，但是如果想 国家，决策权依然主要掌握 对于下列情况，将主要考虑
象一下技术进步的通常过程， 在立法者手中。只有立法者 建筑技术的使用性能和安全
这个定义实际上非常清楚地 有权在宪法规定的价值秩序 性：立法者对将会危及人的
描述了什么是技术上可行的， 框架内，通过法律和法规来 生命或生活，对建筑项目按
什么在实际应用中还不能完 规范技术行为，明确什么是 刑法 StGB 第 319 条以“建筑
全排除风险。所以，“按照当 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法 危害”罪加以处罚时；建筑
时技术水平”是引进创新技 院和行政部门都将受到法律 法根据施工是否会产生危害
术过程中的必要阶段，其风 约束。
对项目进行审批和发送使用
险虽然是可控的，但也应该
但是，如果要求对每个 许可时；民法根据建筑物存
防止不了解某种技术的风险 具体的技术应用都制定详细 在的功能问题进行法律判决
而盲目应用的行为（“盲从”）。 的法律条文，同样是荒唐的， 时；确定建筑风险的可保险
节能法、建筑保温法规 也是不可能的。对于此类情 范围时。在这种情况下应作
和现行的建筑节能法规对建 况，只要制定相应的标准就 出何种判决，也取决于建筑
筑物热工性能的特殊要求， 可以了。这些标准对技术发 功能是否达到了保证其使用
不是建筑行业自己提出的目 展的限定，必须控制在为了 性能和安全性所必须的质量
标。这些要求具有政治动机， 完成国家保障公民尊严、自 要求。但是，针对以上各种
是立法者通过民主合法的途 由和不受伤害的崇高义务时， 情况，立法者并没有规定定
径给予规定的。它们对建筑 被认为是绝对必要和恰当的 性极限值，而是更多地采用
行业的市场行为起到约束和 程度。在法律层面，这个问 上面的三个不确定的法律概
引领作用。在这个背景下， 题主要通过采用所谓的“不 念，即“公认的技术规则”，
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节能法第 确定的法律概念”得到解决。 “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当
5 章确定的经济性原则：立 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是一种法 时的科学技术水平”。
法者要求建筑行业服从政府 律的构成要件特点，即相同
确立的目标和要求。但是， 的法律词汇，针对不同事件 6.1.3.3 建筑节能法规第 23 款
按照宪法确立的比例原则， 时含义不同。法院将根据法 和建筑产品法中的气密性
立法者向市场参与者提出的 律应用的时间和起因给予具
按照 2009 版建筑节能法
要 求 不 得 超 出 技 术 可 行 性 体定义。所以，它特别适用 规第 23 款第 1 段的授权，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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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交通、建设和城市发展部 采用本来就更高一级的节能 构的设计和施工，经常是企
与联邦经济和技术部联名， 法的相关条例。按照节能法 业在承揽合同中担负的主要
在联邦公告中摘引了专业机 第 5 款，尽管有新版建筑节 任务之一 （民法典 BGB 第
构公开发表的出版物，将建 能法规，在建筑法层面仍然 631 款第 1 段前半句）。建筑
筑节能法规中已经引用的技 不能对气密性提出比“按照 师、工程师、建筑承担人以
术规则承认为公认技术规则。 当时技术水平”更高的要求。 及建筑企业和工匠都是民法
BGB 意义上的“承揽人”，应
借助公开发表的出版物，以
该提供这类建筑服务。他们
政府公告形式将一项技术规
6.2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
的客户（业主、总承包商或
则提升到“公认技术规则”
在民法中的地位
不动产购买人）是服务的
的做法，在气密性建筑物外
在民法中，建筑节能法
“买受方”。承揽合同法被称
围护结构方面还没有过。
规要求的气密性建筑物外围
对于可选择的气密性检
为是一种特殊的“行为基础”。
护结构经常作为建筑师、工
测，不（再）需要对 DIN EN
因为一旦签订承揽合同，承
程师和其他承揽合同或者房
13829:2001-02 予以公告，因
揽人就要对承揽的业务负真
地产买卖合同中的条款。这
为 2009 版建筑节能法规第 6
正的担保责任。承揽人必须
一点与建筑法对建筑物的防
款第 1 段第 3 句（与附录 4
对他的服务确实达到合同约
第 2 条一起）已经直接宣布 火、隔音或稳固性等要求相 定的成果（建筑服务额定指
似。因此，当某个建筑项目 标），无论在经济可实现性，
了它的可用性。
针对建筑物外围护结构 或某项房地产买卖，对建筑 还是技术可实现性方面，无
气密性的公法框架条件，还 物外围护结构是否进行了无 条件地担负责任：
需要指出，德国建筑研究所 瑕疵的设计和施工以保证耐
承揽人担负完成服务内
久气密性产生争议时，就可
已经将制作气密层常用的隔
容的全部风险，包括为此所
以引用民法的相关规定。
汽膜列入了建筑产品目录 C
要求的费用。承揽人一旦担
在保温和气密性方面经
中，并把它们归类为既没有
负了提供某项特定服务的义
常出现“瑕疵”
。法院通常依
建筑技术规定也没有公认技
务，就不可以再因为完成合
术规则的建筑产品。粘贴隔 据 专 家 鉴 定 结 果 进 行 判 决 同义务所必要的工作量高于
汽膜需要的粘结剂甚至根本 ［41］。
或远高于约定的服务报酬而
在实践中，这种处理方 提出抗辩［43］。
没有被列入建筑产品目录。
式存在三个问题：
这就清楚地说明，必须通过
如果在技术层面没有达
首先，法院和专家在评
技术措施实现建筑物外围护
到所担负的建筑应该达到的
价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时没有
结构的气密性，而这些技术
要求，那么这项劣质服务是
明确的建筑技术质量标准，
措施还需要大量的建筑物理
否已经导致了建筑损伤，还
而且计算方法非常复杂，增
和技术研发工作。
是存在发生建筑损伤的隐患，
加了法院审查专家鉴定的难 责任是一样的。因为，按照
度［42］。最困难的就是气密 承揽合同法规定的担保责任，
6.1.3.4 阶段结果
令人惊讶的是，在连一 性的“耐久性”问题。第二 承揽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规避
部完整的技术规程都没有的 个问题，也就是建筑实践中 建筑损伤，而是制作一个无
情况下，立法者却决定通过 经常讨论到的，气密性准则 瑕疵的工作成果［44］。因此，
2009 版建筑节能法规第 6 款 是否存在公差或者是否允许 如果承揽人未完成合同义务，
第 1 段第 1 句，要求按照公 存在公差。最后一个问题是， 就必须继续完成合同义务，
认的技术规则进行气密性施 应该为建筑行业及其用户在 特别是消除可能存在的建筑
工。只要确实还没有气密性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质量方面 瑕疵。是否要对承揽人的服
领域的公认技术规则，或者 推荐何种民法合同内容，这 务缺失提出责怪，埋冤他玩
即使有也还不成熟，对建筑 也是在法律考量框架内应该 忽职守，这并不重要。因为
即使不是他本人的责任，承
法当然是没有损害的。无非 考虑的。
揽人也要为缺失的服务担负
是 2009 版建筑节能法规第 6
责任［45］。在继续完成合同
款第 1 段第 1 句成了空话而 6.2.1 承揽人的担保责任
气密性 建筑物外围护结 义务时，承揽人甚至还要对
已。它带来的结果，必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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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缺失的服务担负责任， 评价服务质量。当然，合同 别是：销售宣传册），推导出
即由于委托方指定的设计资 约定的建筑额定性能是主要 承揽人应提供的建筑额定性
料或建筑材料有缺失［46］ 评价标准。承揽人应按“约 能。尽管合同双方未用文字
而产生的服务缺失，或者由 定性能”提供服务。约定性 表述，法院仍然可根据合乎
于其他服务商前期服务不到 能是合同双方确定的全部服 逻辑的行为表述，认定合同
位［47］而产生的服务缺失， 务性能［51］。由于在承揽合 双方对承揽人应提供的服务
甚至是在与其他建筑服务参 同法中适用“主观”瑕疵概 性能已达成一致。由于在按
与者合作时［48］发生的服 念，而且这个概念几十年来 照民法典 BGB 第 157 条设计
务缺失。
已经成为联邦法院和最高法 合同时，既“ 要求忠诚和信
在私法建设法 中，对于 院的固定法律裁判用语［52］。 赖，又应照顾交际习惯”，所
在正常的承揽合同保证期结 所以在债法现代化进程中， 以在法律上会优先尊重受领
束后仍要求承担的损害（属 立法者在 2002 年将这个瑕疵 者的意愿表达。起草服务内
于“隐藏瑕疵”和“组织过 概念收入了法律词语。现行 容或宣传册的人对于建筑质
错”）赔偿，或者对远超过建 的民法典 BGB 第 633 条第 2 量的理解一般不起决定作用，
筑瑕疵本身的二次损伤（整 段是这样写的：
关键取决于具有中等理解能
体过错）追究责任的情况， “若一项工作成果具有约定 力的市场参与者从这类资料
主要依据过失违约的民法责 的性能，则该成果无瑕疵。 所能理解的建筑质量。如果
任。这两种诉求与建筑物气 若对性能没有约定，则在下 与工匠或建筑商签订合同，
密性外围护结构的瑕疵有特 列情况下亦无瑕疵，
则对于工作任务书的理解便
主要取决于相关专业受领者
殊关系。建筑物气密层有瑕 1. 符合合同预期的用途
疵时，屋顶部分往往会出现 2. 适合于常规用途，并具有 的客观立场［54］。如果在起
对流型潮气损伤。如果房屋
买受方期待的、与同类工 草合同时，特别是为私人业
主或买方起草一栋居住建筑
已经入住，承揽人基于保证
作成果类似的性能。”
的工作任务书时，应该主要
责任，不仅要消除建筑本身
依照上述规定，只有当建
从受领者立场，照顾到他们
的瑕疵（比如对薄膜隔气层
的渗漏点进行封堵），还要对 筑服务的实际性能未达到承 较低的专业技术知识水平。
屋面的椽间保温或木结构的 揽合同约定的或者合同预期 比如，私人业主或买方根本
结露霉变进行修理。这种修 的额定性能，才存在建筑瑕 不懂在诸如隔音标准这类具
理费用与其他附带费用相比 疵。这一法律条款衍生出建 体技术指标后面隐藏着何种
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在进行 筑法庭在认定建筑瑕疵时经 实际使用性能［55］。
法律裁判也将下列情况
专业修理时，需要将住户安 常采用的三级审查模式［53］。
归类为具体合同性能约定，
置到旅馆或度假屋，对家具
6.2.1.1.1 审查模式等级 1: 性
即对于一栋建筑物的技术性
进行专业保管，还要对施工
能约定
能发生争议时，可以根据建
部位的地板和楼梯进行防护。
第一步是检查合同约定
筑物的结构，推导出建筑物
在许多情况下［49］，屋面的
的建筑额定性能。在构成要
的额定性能，也就是在完全
修理费用将高达每平米 400
件层面，需要审查民法典
按照合同进行无瑕疵施工时
欧元［50］。
BGB 第 633 条第 2 段第 1 句
可能达到的技术质量。联邦
至于参与建筑物气密性
的前提条件。如果建筑合同
法院针对噪声防治作出的这
外围护结构工作的设计师、
对建筑服务性能有明确的文
种合同设计［56］，毫无疑问
施工人员和建筑承担人，是
字表述和约定，法律裁判就
也适用于对建筑物保温和气
否也应承担无过错保证责任，
没有问题。问题是在实际工
密性的评价。
或者有过错损害赔偿，还需
作中这样的合同很少见。如
按照三级审查 模式的第
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果对性能约定没有明确的文
一级认定建筑瑕疵时，施工
6.2.1.1 在私法建设法中的主
字表述，就需要按民法典
工匠和建筑商经常会不理解。
观瑕疵概念
BGB 第 133 条和 157 条进行
他们执着地认为，只有偏离
在无过错担保责任 范围
诠释。此时，需要根据缔约
了合同担负的建筑物额定性
内，承揽人有义务修复其服
前提条件或者缔约过程（特
能，使建筑物的技术性能受
务瑕疵，并按客观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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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影响时，才有消除建筑瑕 扣减薪酬或扣减购买价格获 膏盖板作为装饰层。简单的
疵的义务。但这是错误的。 得经济赔偿的要求。
看，该装饰板被默认具有以
正如联邦法院的一项判决所
下用途，比如可以在以后安
2:合
6.2.1.1.2
审查模式等级
示［57］，混凝土楼板虽然理
装射灯，并随时可以将石膏
同预先设定的使用性能
论上足以承载所有可以想象
板换成其他建筑构件。同样，
按照民法典
BGB
第
633
的荷载，但如果其厚度小于
在这种构造中，隔汽膜及其
合同约定，就存在建筑瑕疵。 条第 2 段，只有当没有真实 节点被理所当然地默认为气
之所以这种法律误解流传甚 的性能约定时，才可以在法 密层，而全然不考虑房间侧
广，估计是因为受委托方始 律上利用另外两个选项来评 的盖板如何进行了气密性施
终认为只要提供功能良好的 判一项服务是否存在瑕疵。 工。
作品就可以了［58］。而正确 但是由于即使合同或工作任
的理解应该是，审查模式第 务书语言表达很差，也可以 6.2.1.1.3 审查模式等级 3：常
一级关注的合同性能约定和 从正确理解的合同设计过程 见的使用性能
只有当在第二级仍无法
相关服务的功能良好性存在 推导出对于（上述）性能的
约定，所以这两个选项的法 明确查证应担负的建筑物额
以下关联：
承揽项目的功能缺失必 律意义远小于建筑实践对它 定性能时，才需要按照联邦
法院的法律裁判［64］来看
然导致该项目存在瑕疵，此 的普遍理解。
第一个选项涉及作为合 这个建筑物是否具有同类建
时已经不需要再去查阅合同
约定的性能要求［59］。反之， 同前提条件的使用性能构成 筑常有的性能，是否能够提
如果一项建筑服务缺少合同 要素。对于这种作为合同前 供通常的用途。只有在这种
约定的性能，即使它具有相 提条件的使用性能需要在法 情况下，建筑法才会引用技
应的功能，也无疑是有瑕疵 律审查模式第二级进行调查。 术规程，如 DIN 标准、德国
的。所以业主常常在合同中 即使在审查模式第二级，建 工程师协会 VDI 标准、建筑
约定特别高的要求或者先进 筑额定性能也并非主要取决 技术研究所关于建筑测试的
的建筑能效标准，以便这些 于技术准则或技术规程，而 统一技术规定 ETB 或者口头
要求在后来执行时也能得到 是始终以主观认定为主，也 流传的技术规则。因为，只
法庭的支持。如果在合同中 就是预期的建筑物用途或者 有当一项承揽服务符合明确
对一项建筑服务明确约定了 在合同中预期（默示）的承 的公认技术规则时，才可以
高于当时技术水平的标准， 揽服务。比如，一个工匠正 证明它具有常规性能和使用
那么这种合同约定的额定性 确制作的仓库地坪，由于在 性能。
能始终享有优先地位。如果 合同的性能约定中没有提出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提供特别 更多要求，而从承揽合同法 6.2.1.2 注意建筑法对担负使
约定的质量，那么实际施工 角度评价是有瑕疵的。因为 用性能的规定
此外，在审查模式 的 全
是否使用功能良好，是否不 工人有可能制作成了光滑的
存在损伤倾向都已无关紧要， 混凝土地坪，虽然在缔结合 部三个层级，都必须注意法
因为违反合同提供的服务就 同时承揽人知道，在仓库中 律 、 法 规 或 政 府 管 理 文 件
可能会使用叉车（为了安全 （例如建筑批文）中对承揽
始终是有瑕疵的［60］。
对于服务的事实性能虽 行驶，叉车需要自流平地面） 服务或建筑物的相关的主导
性的公法要求［65］。不管
然与合同性能约定的纯文字 ［63］。
同样，也必须注意在对
建筑合同本身是否含有某种
表达有偏差，但绝对不影响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发
相关的规则，违反公法建造
经济价值或作品的使用性能
生争议时的典型局面：
的建筑物，在民法层面便已
的这种个例，也有有效的法
在屋面朝向房间一侧的
经是有缺失的。这个基本原
律工具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误
椽条保温表面安装隔汽膜，
则在法律裁判中是非常明确
解［61］。比如可以审查合同
设计的合法性，也可以对不 然后在隔气膜的上面朝着房 的，在对建筑物能源质量的
恰 当 的 修 复 费 用 提 起 抗 辩 间方向安装设备安装层，最 公法要求（按照建筑保温法
［62］。只有当工作成果的价 后用石膏板盖住。这种结构 规或建筑节能法规）中也是
值确实减少时，才可以提出 让人假设，合同双方选择石 公认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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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法经常引用技术 为建筑法的最低要求加以遵 致的考量，因为它已经遇到
规程。建筑监管部门通过以 守。“超额满足”这个最低 了原则性顾虑，而在按照承
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方式引入 要求，即建筑物外围护结构 揽合同法评判气密性外围护
这类技术规程，具体规定何 的施工在技术上或者在建筑 结构时又特别重要。
种建筑方式可以作为公认技 物理上超过了公认技术规则，
术规则，来有效规避危险。 在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就 6.2.2.1 建筑工程施工一般合
技术规程对于建筑法和私法 像联邦法院［68］对于按照 同条件 VOB／B 第 13 款在法
建设法的双重相关性经常会 DIN 4109 进行噪声防治的法 律裁判中（有问题的）的应
引起误解。特别需要注意的 律裁判一样。如果（只要） 用
是，陈旧的和已经很久没有 对于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的气
这里涉及承揽 合同法 层
修订的 DIN 标准或其他规程， 密性还没有公认技术规则， 面的瑕疵概念。这个概念没
即使它们仍是现行建筑法的 则 如 前 所 述 （ 参 见 6.1.3.4 有在民法典中而是在建筑工
组成部分，但是随着技术进 节），就应该按照节能法第 程施工一般合同条件 VOB／
步，它们在民法层面已经失 5 款第 1 段，在当时技术可 B 第 13 款中有描述。VOB／
去 了 公 认 技 术 规 则 的 地 位 行的范围内，对建筑外围护 B 第 13 款的规定虽然基本上
结构进行气密性设计和施工。 与民法典第 633 条第 2 段的
［67］。
同时，在纯粹从民法层面按 三级瑕疵概念相符，甚至所
6.2.2 承揽合同法中的技术规 民法典第 633 条第 2 段定义 用词汇都大致一样。按 VOB
的承揽合同瑕疵概念审核建 ／B 第 13 款第 1 条评判一项
则和技术标准
前面的研究表明， 技术 筑物外围护结构时，有关外 工作成果是否存在瑕疵，也
规则和标准，特别是公认技 围护结构的技术规则也只有 是首先根据合同约定的性能，
术规则进入私法承揽合同法 很低的地位。绝大多数争议 其次根据作为合同前提条件
可以在上述审查方案的前两 的使用性能，再者根据相关
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路径：
第一种路径是作为质量 级得到纯清。因为只要没有 服务的通常质量。但是，民
标准，在审查模式第三级检 完全背离建筑法对气密性建 法典第 633 款第 2 段和 VOB
验承揽服务瑕疵时，用于评 筑物外围护结构的要求，就 ／B 第 13 款第 1 条的瑕疵概
价所谈论的承揽服务的特性 可以从工作任务书、施工图 念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别，已
和使用性能是否符合同类服 或至少实际（或试图）制作 经涉及到这种调节方案的第
务的常规质量。第二种路径 的结构中找出无数种情况， 一步。因为与民法典第 633
是将技术规则作为建筑法的 来证明当时在合同设计过程 条第 2 段不同，VOB／B 第
直接组成部分，并由此衍伸 中，对于担负的特性或者作 13 款第 1 条在第一个选项中
到承揽合同法。对气密性特 为合同前提条件的默认使用 要求，只有当“…具有约定
别重要的节能法第 5 款第 1 性能的具体理解。如果在这 的性能，并且符合公认的技
段（在此处提到了当时技术 种情况下还需要通过检测来 术规则”时，才可认为承揽
水平）以及 2009 版建筑节 判定气密性外围护结构的设 服务没有瑕疵。于是，得到
能法规第 6 款第 1 段（此处 计和施工质量和功能实用性 承（公）认的技术规则就与
提到了公认技术规则），就 是否符合通常质量标准，则 合同的性能约定形成了法律
即使没有公认技术规则也不 上不可分割的联系；遵守这
是第二种路径的范例。
如果在私法建设法中， 成问题。此时，建筑法庭将 项规定是无瑕疵服务的附加
只有通过这两个路径提出了 采用其他方式来保证达到相 和始终必要的前提条件。
如果公认技术规则仅在
建筑物气密性外围护结构的 关市场上通常的质量标准。
上述调节方案在法律上
实际的
VOB/B 合同中具有此
技术规则问题，那么这个题
目在法律层面是相当清晰的： 应该是有效并且是可操作的。 类优先地位，那么遵守这项
建筑法通过 2009 版建筑 但司法实践要复杂得多，由 规定对于司法实践是没有问
节能法规第 6 款第 1 段提出 于另一个原因，即第三个原 题的。因为建筑合同双方可
了建筑物外围护结构气密性 因，使得技术规则在私法建 以自愿选择是否按照 VOB/B
的要求。只要有气密性检测 设法中具有特别高的地位。 处理合同关系。从“建筑工
的公认技术规则，就必须作 对第三个原因需要给予更细 程施工一般合同条件”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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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名称就已经清楚的说明， 离，都会导致出现建筑损伤 则的适用性，那么只要偏离
VOB/B 的规定仅涉及标准合 的 风 险 ， 而 且 根 据 民 法 典 公认技术规则，承揽服务就
同条件。VOB/B 不是法律也 BGB 的合同法规定还要对服 一定存在瑕疵。
然而这种推导不符合联
不是法规，不具有法律规范 务缺失担负责任。而且不仅
的质量。只有在合同中约定 如此，按照位于科隆的州高 邦法院 1998 年 5 月 14 日判
了它的适用性以后才可发挥 等法院的一项判决，只要说 决的本意。事实上，这份判
法律作用。它仅仅是与民法 “…使用风险不详”，就可以 决书充分证明，最高法官在
典的承揽合同模式有明显偏 假设因偏离公认技术规则而 认定建筑瑕疵时采用了三级
差的“建筑合同范本”，合 可能存在建筑瑕疵［72］。 审查模式。因为那份判决书
同双方可以约定它的适用性， 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人们 的第二句官方语言不能从整
但不是一定要这样做。所以， 通常把“风险”理解为是一 体关系割裂开来，它是对第
作为预先设计的合同条件， 种危险，即理解为“对损伤 一句官方语言的补充。所以
VOB/B 的条款在法律上无疑 不知情”。这种法律裁判所 毫无疑问的，联邦法院也仅
可被视作一般商务条件。因 代表的观点就会进一步导致 在审查模式的第三级才依据
此，它和所有一般商务条件 下面的结果，即如果不能确 公认技术规则来评判承揽服
一样，必须遵守严格的法律 定一项具体的建筑施工究竟 务是否存在瑕疵。为了完整
规定。只有当一般商务条件 是否会导致建筑损伤，那么 起见，摘引判决书的这两句
满足民法典 BGB 第 305 条 只要偏离公认技术规则就会 官方语言如下：
“ 应依据合同设计确定
的有效性前提条件时，才可 产生建筑瑕疵。
这种观点不应得到认同。 对防止气流噪声的责任（这
在个性化合同关系范围内得
它是错误的，并在粗略的文 是审查模式的第一级！）。如
到应用。
按照法律原则，一般商 献查询中得到了证明。有两 果合同对特定的隔音标准有
务条件将根据法律规定进行 个文献经常被摘引［73］， 明确约定或者无论如何都必
须按照合同约定的施工方式
修改或判其失效。而那种认 也经常被误解：
第一个文献是在 2002 年 来达到该隔音标准（后者是
为一般商务条件（如 VOB/B）
可 以 反 过 来 影 响 法 律 规 定 修 编 债 法 时 ， 新 版 民 法 典 审查模式的第二级！），那么
（如民法典第 633 条）观点， BGB 第 633 条的立法材料。 只要没有达到该隔音标准，
在法释义学上是没有根据的。 在当时的政府草案理由陈述 承揽服务就存在瑕疵（直到
尽管如此，公认技术规则对 中这样写道：“ 如无其他约 现在，联邦法院对公认技术
于 VOB/B 第 13 款第 1 条中 定，则无疑应该遵守公认技 规则依然不感兴趣！）。如果
瑕疵概念的重要性，经常、 术规则 ”［74］。这项描述 没有这样的约定（这是引起
甚至理所当然地被传递给民 直接提到了在这方面经常被 误解的关键之处，因为联邦
引用的第二个文献，即联邦 法院明确的认为这种约定是
法典 BGB 的承揽合同法。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 文字 法院 1998 年 5 月 14 日的判 在审查模式的第一级或第二
描述，它的意思是强调，一 决。按照该判决的第二句官 级用于确定承揽方对建筑物
项建筑服务在验收的时候必 方语言，若无其他约定，一 性能的责任！），只要承揽服
须始终符合公认技术规则， 项承揽服务“ 一般来说应该 务不符合在验收时有效的作
因为在合同中至少默认将公 是有瑕疵的”，“如果它不 为合同最低标准的公认技术
认技术规则作为建筑额定性 符合在验收时有效的作为合 规则，则这项承揽服务一般
能 的 最 低 标 准 加 以 遵 守 的 同最低标准的公认技术规则 ” 是有瑕疵的”［76］。
［70］。就是在法律裁判中 ［75］。
正确的理解应该是 ， 只
也能找到这样的判决。它们
由于上述两个文献的错 有在根据民法典 BGB 地 633
认为，“ 只要未遵守公认技 误设计传播了这种误解，以 条第 2 段第 2 点（审查模式
术规则就有理由认为可能存 至于民法典 BGB 中的承揽合 第三级），确定通常可以预期
在民法典 BGB 第 633 条意 同法和建筑工程施工一般合 的建筑质量时，公认技术规
义上的瑕疵 ”［71］。按照 同条件 VOB/B 都认定，如果 则才可用于定义承揽合同应
这种观点，只要一项建筑服 合同双方没有通过“其他约 担负的最低要求。在债法现
务与公认技术规则有任何偏 定”来明确排除这类技术规 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版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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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第 633 条第 2 段，导致在 一种使用上的缺点，就不存 的错误”时才能得到可靠证
民法典的承揽合同法和建筑 在 VOB/B 第 13 条第 1 点意 明。此时，通过监督可见的
工 程 施 工 一 般 合 同 条 件 义上的瑕疵。所以，只有当 “构造性能”来审核是否达
VOB/B 中，出现了显然不同 因不遵守‘公认技术规则’ 到了作为合同预期使用性能
的瑕疵概念。民法典的承揽 而导致产生技术风险时，保 的抗震性能，显然是非常可
合同认为，合同双方约定的 证诉求才是合法的。可以认 信的：如果实际施工的建筑
内容具有绝对优先权［77］。 为，合同委托方不会想要比 结构偏离了作为高层建筑最
因为双方通过意愿表达，使 ‘完美无缺’的建筑物更多 小抗震指标的公认技术水平，
得合同设计符合双方的利益。 的东西。”［81］。
那么自然有道理担心没有达
同时，由于几乎没有承揽合
仔细考量这个理由，公 到合同承诺的抗震性能。
同可以从其设计中找到某种 认技术规则便不再具有作为
在公认技术规则的应用
定义的“应用目的”，所以在 质量标准的独立功能（“不是 受到限制时，只有合同双方
按民法典 BGB 的承揽合同法 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用 可以决定，是否约定建筑物
确定建筑瑕疵时，几乎不再 于确定建筑物内在质量的辅 的结构特点，以此保证实现
取决于民法典 BGB 第 633 条 助手段。如果验收证明建筑 无法自行检验的应用性能。
第 2 段第 2 点的规定，而更 物的使用性能没有受到限制， 此外，使用公认技术规则作
多的将依据审查模式的前两 但其具体施工方式违反了公 为“替补服务标准”意义上
级来评价服务是否存在瑕疵 认技术规则，此时公认技术 的证明工具，会导致启用已
［78］。联邦法院也一再强调， 规则就可以作为可能存在风 经在对 DIN 标准的法律裁判
一项工作成果虽然遵守了公 险的证据。按照这样的理解， 中广为熟悉的举证责任规范：
认技术规则，但是如果偏离 违反建筑技术行业认可的、 如果在评价一项建筑服务时，
了合同约定的性能［79］或 可靠的做法，就有理由担心 除了依据对性能的合同约定，
者合同预期的使用性能［80］， 该建筑物可能隐藏着以后会 还要看其是否符合公认建筑
那么它就是有缺失的。
导致缺陷或损伤的风险。只 技术规则，那么只要受委托
由此可以得出 结论，与 要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建筑 方不能提出反证，就可以猜
建筑工程施工一般合同条件 施工允许偏离公认技术规则， 测这项建筑服务因偏离技术
VOB/B 相比，现在的民法典 就应该由合同承担方证明其 规则而存在瑕疵［83］。然而
BGB 承揽合同法更适合于调 服务功能的耐久性。公认技 这样反证是绝对不可能的。
节建筑额定性能和支持建筑 术规则不再是质量，不再是 这里更多地需要遵循民事诉
技术创新服务（如建筑物外 最低标准，而仅仅作为“替 讼法中的通用心证规范（特
围护结构的气密性）。由于在 补服务标准”，用于查证在验 别是民事诉讼法 ZPO 第 286
鉴定服务是否存在瑕疵时， 收时（还）完全不能检测其 条第 1 段）。依此，法官即使
VOB/B 毫无例外的要求遵守 承诺质量的此类建筑物性能 提取了专家鉴定报告［84］，
公认技术规则，它必然更多 的 纯 辅 助 手 段 。 斯 坦 巴 赫 最后还需要他自己对重要案
地要求保守的建筑方式。
［82］非常令人信服地清楚 情作出评判。他也不允许因
写道，在建筑物所谓的“应 为专家告知了出现建筑损伤
6.2.2.2 技术规则作为（替补 用性能”方面可能会产生这 的可能性概率，而影响其形
的）评价标准和举证责任倒 种问题。他指的是建筑物在 成自己的信服。
现实环境中使用以后所表现
由于建筑物传热外围护
置
当然，用这种方式编织 的那种性能。与建筑物的结 结构的耐久气密性施工也被
的合同约定的建筑额定性能 构特点不同（斯坦巴赫所指 视为无法实际验证的应用性
与公认技术规则的关系，在 的“构造性能”），不是所有 能，是否对这种服务已经有
VOB/B 承揽合同中也存在争 的应用性能都能够在验收时 必要时民法可以追溯的公认
技术规则本身就是个疑问。
议。例如，位于纽伦堡的州 得到认定。
建筑物的抗震性能就是 就此而言，应该特别想一想
高级法院就作出了如下判决：
“ 只要事实证明风险与违反 一个典型例子：没有地震就 DIN 4108-7，为什么首先应该
公认技术规则没有联系，而 无法证明抗震性能，它的瑕 去研究在建筑承揽合同法中，
且从长远看也没有发现任何 疵也只有在出现“始终可能 因遵循 DIN 标准和其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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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而产生的典型误解和错
误。

准颁布后，总需要等待和观 无渗漏性完全可以表示一栋
察一段时间，看看它们在建 建筑物能够验收的构造性能。
筑实践中是否真正被接受和 当然，其前提条件是，这种
6.2.2.3 特别注意：DIN 标准 应用，经过一段时间后它或 服务的验收时机要合适。如
许可以被承认为公认技术规 果确实要检测无渗漏性，那
在民法中的错误应用
么就一定要在气密层被其他
众所周知，文献和法律 则。
即使
DIN
4108-7
也绝对
建筑构件，特别是内装修盖
裁判基本上把 DIN 标准和同
类技术规程推定为公认技术 不是一个可靠的技术规程， 住之前进行检测。否则就存
规则［86］，却往往忽略了它 它不可能自动地为你描述建 在“美化测量”的危险，即
是一种可以推翻的推定。所 筑合同法层面始终应承诺的 存在气密层内事实上存在的、
以，法律裁判必须不断地去 气密性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的 会造成建筑损伤的渗漏被房
纠正在司法实践中对 DIN 标 最低技术标准。气密性建筑 间内侧的盖板遮掩的风险。
准的错误应用。现做如下特 物外围护结构的设计和施工 6.2.3.2 按标准检测不能证明
实际上是一项建筑服务。为 无缺陷
别澄清：
DIN 标准不是法律标准， 了避免不必要的责任风险，
为此，必须明确警告不
它仅仅是“ 带有推荐性质的 建设参与者应特别注意通过 要 错 误 地 应 用 和 理 解 按 照
私下的技术规则”［87］。在 明确的合同约定，来具体规 DIN EN 13829 进行的差压检
特定情况下，它们也许可以 定建筑额定性能。至于这个 测。在建筑实践中，人们往
反映公认技术规则，但它们 标准中包含的许多对建筑物 往盲目地相信，只要达到检
也可能落后于或者超前于公 外围护结构的设计和施工技 测标准规定的极限值，就不
认技术规则。因为公认技术 术上有意义的，并且非常实 存在建筑承揽合同法定义的
规则是在悄然无声中发展着 用的解决方案，也理应由当 气密层瑕疵。估计这也是受
的，而 DIN 标准却需要正式 事人自己选择和应用。因为， 到了对 DIN 标准法律地位错
修编过程［88］。特别是那些 DIN 4108-7 毕竟是一个“ 带 误理解的影响。恰如其分地
长期没有修编的技术标准， 有推荐性质的 ”私下的技术 说，按标准进行差压检测的
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已经失 规范。
法律地位，也就在于它和与
去了公认技术规则的本性，
按照建筑节能法规计算建筑
因为它们已经落后于现实的 6.2.3 对于建筑物外围护结构 物能效质量有关（也可参见
科学、理论和建筑实践水平。 的法律监督
前文 6.1.2.3 节）。而无渗漏
以各联邦州在建筑监管中引
由于任何一项非耐久气 是用“气密性”这个词语来
用的噪声防治标准 DIN4109 密性施工的建筑物外围护结 表述的。它的意思是不太密
为例，该技术规范虽然在建 构都违反建筑节能法规第 6 封，也就是不密封。作为建
筑法层面仍然作为公认技术 款第 1 段的规定，所以在建 筑承揽合同法意义上建筑额
规则，并为保护人类健康规 筑服务法层面也是有瑕疵的。 定性能，就是应该在无瑕疵
定了强制性最低要求，但是 于是就要问，为了作出法律 手工制作中事实能够达到的
它们也有可能早就落后于现 评判，应该如何检测气密性 那个质量。
代居住建筑已普遍遵循的隔 呢？就这方面来说，需要区
建筑承揽合同 法把按照
音标准。一个 DIN 标准或许 分 不 同 的 情 况 。 具 体 见 标准进行的差压检测视为证
还在公法层面还是公认技术 6.2.3.1 至 6.2.3.3。
明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瑕疵的
规则，而在建筑合同法方面
一种手段。因为，如果按标
却可能早已丧失了这种地位 6.2.3.1 将无漏风作为能够验 准 检 测 的 气 密 性 没 有 达 到
［89］。
DIN EN 13829 规定的极限值，
收的构造性能
在对建筑物传热外围护
手工制作的气密层看来 那么按照联邦法院的“征兆
结构提出要求时，一定要注 是比较容易检测的。可以用 理论”，就足以认为存在瑕疵，
意这个基本原则。因为第一 差压渗漏定位方法（必要时 即气密层存在（至少有风险
版建筑节能法规生效前就已 可以和热成像仪、示踪气体 的）渗漏：按照联邦法院的
经有 DIN 4108-7，期间又做 和风速测量配合使用）进行 法律裁判，在民法层面，合
了多次修订。而且在一个标 可靠的检测。所以气密层的 同委托方如能足够具体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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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在某个时候会有公 适合于正常使用，并具有同
认技术规则，以便借此作为 类物品常有的、购买者能够
“替补服务标准”用于评价 预期的性能，则该物品就没
本来就不能验收的气密性建 有瑕疵（民法典 BGB 第 434
筑物外围护结构使用性能的 条 第 1 段 ）。 按 照 民 法 典
“耐久性”，显然是绝对有怀 BGB 第 434 条第 1 段第 3 句，
疑的。过去 20 年相关建筑产 下述性能也属于前面提到的
品巨大的技术进步都没能满 性能，“…购买者能够根据销
足这种期望，简陋的现场施 售人员、制造商或其代理商
工条件更会让人对这种期望 的公开表述，特别是广告或
感到气馁。最高法院对于居 产品特定性能的标识来预期
住建筑噪声防治的法律裁判 产品的性能，除非销售人员
6.2.3.3 气密层的耐久性是无 ［94］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地 不知道在签订合同时这种表
证明，“实验室的测试数据” 述已经做了纠正或者这种表
法检测的使用性能
相比之下，建筑物外围 根本不能（哪怕间接的）用 述不可能影响采购决定”。
自从债法现代化以 来 ，
护结构气密性施工的耐久性 于证明实际达到的建筑质量。
特别是用做隔汽层的薄膜和
采购法也规定，销售者有权
是否也能用某种法律手段加
胶带，以及用于将它们连接 利也有义务对于民法典 BGB
以监督，显然是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应该予以否定。 到相邻建筑构件和用于封堵 第 437 条意义上的采购物品
因为明眼就能识别的非耐久 的粘贴剂，它们的耐久性会 瑕疵优先给予赔偿。
当一个 承揽人 从建材商
性气密层施工这种负面案例， 受到各种因素的负面影响，
是很容易取证的。比如在验 比如错误的存储和运输，施 那里购买的建筑产品，在安
收时或者在保质期内就出现 工现场的温度、湿度、灰尘 装后被证明有瑕疵，业主可
了明显渗漏，或者从建筑物 或油脂沾污等。这类影响已 以在承揽合同瑕疵责任范围
理角度就能发现高损伤风险 经远远超出了在实验室条件 内，要求承揽人拆除有瑕疵
的不合理设计和施工。相反， 下评价气密层耐久性的标准 的产品，更换无瑕疵的建筑
产品。此时，根据民法典
如果要证明气密层构造和施 ［95］。
BGB 第 439 条第 1 段，施工
工，以及所使用的材料具有
耐久性，在法律上是做不到 6.2.4 在多环节经销气密性建 人员可以考虑，是否要求建
材商消除瑕疵或者提供一个
的。如果不能提出具体建筑 筑产品时对瑕疵的责任认定
瑕疵的举证，哪怕是建筑物
如果只能按照法律规定 无瑕疵的建筑产品。如果施
理学上或者建筑技术上可以 的责任认定原则来审查气密 工人员决定让建材商消除瑕
证明的损伤倾向性，法律就 性建筑物外围护结构使用的 疵，则在销售商应担负的费
不能把按照耐久气密性标准 材料和建筑产品，那么从采 用方面存在法律争议。一种
施工的建筑外围护结构判定 购法层面明确多元经销系统 意见认为，销售商只需担负
有瑕疵材料的拆除和提供无
的责任链就特别重要：
为质量不合格。
债法现代化过程中，对 瑕疵材料的费用。至于销售
至于建筑产品的耐久性
和使用性能也不例外：一项 采购法做了一些重大修改。 商是否还要承担修理安装费
工程中使用的建筑产品是否 这些修改对建筑材料的交易 用，则要看他对原来的瑕疵
符合合同约定的性能，必须 和销售有特别大的影响。承 是否负有责任。如果瑕疵至
由专家来鉴定，有时候可能 揽合同法和采购法在瑕疵概 少是因其过失而造成的，他
还需要动用价格昂贵的检测 念方面有了较好的契合。在 就必须负担费用［96］。而反
手段。而这种对建筑产品持 采购法中也适用主观瑕疵认 方意见认为，不管责任在谁，
久使用性能的鉴定最多也只 定。如果合同双方对采购物 销售商都必须负担重新满足
能提供某种可能性判断，至 品的性能没有专门约定，又 性能要求而产生的安装费用
于法官如何依据鉴定报告来 无法根据合同预期的使用目 ［97］。
债法现代化过程也涉及
作出裁判，则前面已经谈过 的对承诺的采购物品质量给
予明确认定，那么只要物品 采购法的失效时限规定：按
了［93］。
出存在的瑕疵［91］，就满足
了辨识建筑瑕疵的要求。此
时他没有义务在起诉前解释
产生瑕疵的原因和建设参与
者对瑕疵的责任［92］。实际
上，只要对气密层进行认真
设计和认真施工，实际上能
够达到明显低于检测标准极
限值的检验值。正如书中其
他专家的论述那样，这已经
成为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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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民法典 BGB 第 438 条第 1 货时开始。而在承揽合同法 制作气密性外围护结构是一
段第 2 点，当买方购买了一 中，失效期从服务验收时才 项建筑服务，瑕疵 一般至少
个建筑物或采购了一种物品， 开始。这是立法者有意为之。 是因失责而造成的 ，所以建
“…它已经按照通常 使用方 因为，建筑手工匠，当然首 筑瑕疵的肇事者就必须对由
法在建筑物上得到了应用并 先是中间商，在采购建筑材 此产生的后果负责［99］。这
且 造 成 了 建 筑物的缺 陷…” 料后会存放一段时间后才安 种责任后果可能会非常巨大。
时，买方对物品瑕疵的索赔 装。于是，在建筑手工匠和 想象一下，纯粹修复粘结不
权利，和对承揽合同瑕疵的 供应商的合同关系中，以及 好的隔汽层只需要几米合适
索赔权利一样，在五年以后 在建筑手工匠与业主的合同 的胶带，用很小的工作量就
才失效。
关系中就会产生一个“期限 可以完成。但是如果要很专
这一点特别适用于建筑 漏洞”。按照立法者的意愿， 业的消除独栋别墅屋面结构
手工匠行使其对供应商或建 由此产生的风险，应该由建 中已经出现的潮气伤害，那
筑材料制造商的权利。法律 筑手工匠自行承担。因为建 花掉四万欧元（或更多）也
新规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 筑材料在什么时候使用，手 是很快的事。
也包括了中间商对其他中间 工匠有决定权，只有他明白
商或制造商的权利，因为中 到货后不立即安装会存在什 6.3.1 设计错误应担负的（整
间商和建筑手工匠一样处于 么风险。
体）责任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在
需要相应保护的地位。此外，
气密性 建筑物外围护结
如果业主自己购买物品，在 建筑材料存放时间超过采购 构的实际施工，尤其在节点
建筑手工匠和供应商之间不 法 规 定 的 两 年 保 质 期 以 后 部位始终存在风险。由此，
存在追溯问题的话，五年失 （民法典 BGB 第 438 条第 1 从法律层面上就对设计提高
效期同样适用。因为在这种 段第 3 点），建筑手工匠才发 了要求。建筑师有责任进行
情况下，业主只有在安装好 现建筑材料有瑕疵，并且不 无瑕疵的功能良好的设计。
同意使用此材料时怎么办。 这种设计必须能够避免任何
以后才会发现瑕疵。
五年失效期的前提条件 因为五年保质期不考虑有没 风险，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
［98］是物品必须按照其通 有在建筑物上安装，而采购 向施工人员传达特别容易产
常使用方式进行了安装，并 法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又过了。 生瑕疵的细部节点［100］。
造成了建筑物的瑕疵。这完 但是一般来说，这类风险也 即使建筑师只被委托制作报
全是一种客观判断。制造商 属于建筑手工匠的剩余风险。 批设计文件，对于建筑物气
或供货商是否了解建筑材料
密性处理的设计也必须能够
或建筑产品的具体应用情况， 6.3 在设计、施工、评价和销 指导施工人员，在正确施工
已无关紧要。关键是物品的 售气密性建筑物时的责任风 的前提下，制作专业上正确
瑕疵是造成建筑物瑕疵的真 险
的耐久气密层［101］。提交
正原因。此时，安装缺陷这
如前所述，在建筑法层 合适的施工图本来就属于合
种构成要件就没有被采集。
面，虽然始终应该对传热围 同委托方的义务［102］。他
通过这项新的法律条款， 护结构的气密性施工提出质 一般会请负责设计的建筑师
新修订的债法显著提高了建
量要求，但无论在技术上还 担负这项任务。所以，如果
筑手工匠相对于建筑材料供
是在法律上都几乎没有可以 施工图没有提供气密层细部
应商或制造商的法律地位， 借鉴的通用评价标准，所以 节点处理方案，则施工图本
因为在债法现代化于 2002 年
就需要认真研究因此而可能 身就存在问题。
1 月 1 日生效前，类似的失
对建筑参与者产生的责任风
效期限只有六个月。尽管如 险。原则上讲，设计师、项 6.3.2 施工监督不到位应担负
此，其与承揽合同的质量保
目经理和施工人员对建设无 的（整体）责任
证权利及其失效规定的差别
深入有效的工地管理和
瑕疵建筑都负有共同责任。
依然存在：
所有建设参与者除了必须担 施工监督对于气密性建筑物
首先是判定失效期的起 当自己的责任外，还要对因 外围护结构的质量非常重要。
始日期有差异。采购法规定
工作失误造成的气密层瑕疵 对建筑师的建筑监督责任心
失效日期从移交或者物品交
承担全部责任。从本质上讲， 要求依具体情况而定。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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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的风险提出质疑。 6.3.4 对于恶意和组织过错应
可惜这种检查和提示义务的 担负的（整体）责任
重要性和传达范围在建设实
在建筑施工人员对建筑
践中经常被低估。在判决中， 物气密性外围护结构的过错
法律对于这方面问题的态度 责任方面，经常存在恶意隐
是非常严苛的。它认为，一 瞒建筑瑕疵的构成要件。自
个建设项目的组织，应该使 从按照民法典 BGB 第 199 条
各建设参与方对于交接点， 的债法改革以来，这种在债
特别是设计与施工的交接点， 法 现 代 化 以 前 经 常 被 称 为
有明确的职责划分、清晰的 “隐瞒瑕疵”的责任构成要
以负责项目的建筑师必须给 组织安排和监督，以及精确 件的失效期最长为 10 年。然
予 特 别 关 注 、 认 真 检 查 ” 的工期规定［108］。如果没 而它从请求权人发现请求权
［103］。为此，负责监督屋 有给受委托方提供施工图或 事项和认识责任者本人或者
面施工的建筑师必须亲自或 者提供的施工图有错误，受 没有严重过失而必须能够识
委托一个可靠的同事来监督 委托方应该提出质疑；如果 别的日历年结束时开始计算，
保温施工。这种监督在完成 他不提出质疑，而是自作主 被限制为三年。施工企业及
诸如防水、绝缘和保温等重 张地自己绘制了施工图，那 其职工应该知道手工制作建
要的建筑服务是十分必要的。 么他必须和设计师一样对施 筑物气密性外围护结构时存
此外，将顶楼扩建为居室时， 工 图 的 正 确 性 承 担 责 任 在的瑕疵。但是由于后道工
保证保温的正常功能也十分 ［109］。例如，一个承揽人 序（特别是内装修）的掩盖
重要［104］。在建筑实践中 接受了一项按照工作任务书 作用，委托方很难发现这种
经常有人抱怨，说什么在房 描述的功能要求安装窗户和 瑕疵。在这种情况下，施工
间侧安装盖板后就无法检查 窗台板的任务。他将窗台板 企业，包括项目管理人员对
保温的施工质量了。这种抱 和引向砌体的密封胶带一起 恶意隐瞒建筑瑕疵而应担负
怨当然不会得到法庭的认可； 进行了安装，而全然不顾保 的赔偿责任是很容易认定的！
正因为以后有盖板盖住，所 温工人是否能在窗台板和密
请注意，恶意和蓄意有
以就应该通过定期监督，更 封胶带安装前粘贴保温板， 两个法律要素组成，即明知
多地关注过程控制［105］。 这个安装窗户的手工匠就不 和故犯。只要确实知道存在
建筑师的监督义务也将延伸 符合承揽合同法对他提出的 建筑瑕疵，瞒而不报就是恶
到特别仔细和缜密地检测和 要求。工作任务书中提出的 意，因为许多明知等于少许
落实制造商对不同建筑材料 功能要求，就是要求受委托 故犯［112］。这个基本原则
的加工要求［106］。当业主 方必须与其他工种协调，来 对于施工企业责任认定具有
要求建筑师兼顾项目管理任 无瑕疵地和功能完好地安装 显著意义。法庭也会非常严
厉的评判项目管理者的告知
务，而业主又愿意亲自承担 窗户［110］。
一部分施工任务时（这在制
业主虽然（从理论上讲） 义务。如果一个建筑师明知
作屋顶楼层保温时是常有的 完全可以担负一项功能不好 建设项目存在风险却隐瞒不
事！），建筑师应该和全部由 的服务的风险。但是这种情 报，不对委托方做相应说明，
建筑单位施工时一样开展施 况只有在事先做了适当的风 便已构成恶意行为［113］。
险说明，并且业主以有约束 这里又联系到所谓的建筑师
工监督和管理［107］。
力的方式表示同意担负这种 的“二次责任”：一个建筑师
6.3.3 对提出的疑虑搁置不管 风险时，才可得到法律采纳。 如果根本没有行使监督义务，
然而，就像选择一个廉价方 就必须在验收建筑监督任务
时应担负的（整体）责任
建筑物气密性外围护结 案一样，仅凭合同委托方对 时做公开申明；如果不做公
构的质量取决于各建设参与 风险的简单认知，不足以采 开 申 明 ， 就 是 恶 意 所 为
单位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如 纳此类意定风险担负［111］。 ［114］。此外，建筑师作为
业主的物品管理者，应该立
果缺少协调，建设参与方就
即向业主完整地说明已经显
要对其他参与方的前道工序
现的建筑瑕疵的原因，并且
进行特别认真的检查，并对
区段越重要、材料的使用性
能对于整个建筑物成功的作
用越重要，要求就越高。即
使建筑师在行使施工监督任
务时不能总呆在现场，他也
必须始终关注关键的、重要
的施工环节。众所周知，包
括隔汽层在内的保温和屋顶
楼板施工是“困难”的工作，
“ 存在典型损伤的隐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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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性地解释调查结果以及 （“ 许多明知等于少许故犯 ”，
6.4 总结与展望
可能出现的法律情形。假如 见上文）［117］。
委托方在获得相关解释后及
建筑物 传热外围护结构
时对建筑师采取了法律行动， 6.3.5 检测人员和专家的责任 必须进行耐久气密性施工。
就可以认为损害这项义务是 风险
从 1995 年 1 月 1 日开始，建
出现损伤的起因。对此基本
当委托检测人员（按照 筑保温法规到现在的建筑节
是一种事实推定［115］。
DIN EN 13829 进行差压检测 能法规已经将此列入强制性
建筑商和总承包商经常 或利用差压法进行渗漏定位）
建筑法规。为了至高无上的
把设计和施工的全部任务委 或者专家检测建筑物气密性
公共利益，国家对基本法第
托给分包商，以致自己对工 外围护结构的质量时，授予 2 章和第 14 章的公民建筑自
地状况缺少了解，所以不能 他们的委托是一种承揽合同。
由保障进行了干预。按照节
责怪他们恶意隐瞒了建筑瑕 所以，他们和其他承揽人一
能法第 5 款（明确的法律授
疵。然而，这样一种责任特 样，不论是谁的过错，都必
权基础），只有当提出的要求
权不符合一般事故赔偿法的 需对他们所承揽任务的成功 并非技术上无法实现且经济
基本原则。所以，在联邦法 负责。具有工程管理性质的
上无法承受时，才允许这种
院的裁判中，用“组织过错” 质量监督委托合同原则上不
干 预 。 尽 管 如 此 ，2007 年
的词语开发了一种针对建筑 属于劳务合同，而是民法典 10 月 1 日发布的建筑节能法
商和总承包商的责任构成要 范畴的承揽合同，对此现在
规第 6 款第 1 段，要求建筑
件。这种责任要件在其责任 已 经 基 本 上 没 有 争 议 了
物气密性外围护结构的制作
法律后果和失效法方面等同 ［118］。
不仅要符合当时的技术水平，
于恶意隐瞒建筑瑕疵：
下列情形特别容易导致 而且要符合公认的技术规则，
按照这个裁决，在分工 产生风险，即检测人员未按
还是几乎不可理解。因为可
制作一件建筑物时，除了承 DIN EN 13829 要求列举发现 以作为公认规则的与气密性
揽合同的常规主要义务外， 的渗漏，或者他们提供的信
相关的技术规则几乎没有。
还要增加其他的合同义务， 息已经远远超出了纯专业差
在公法层面，法规制定者的
即在合理的建设过程中，也 压检测结果的范畴，并且他 这种错误概念是无害的，因
就是在验收前应该检查建筑 们知道，这种信息会对差压
为在缺少公认技术规则时，
物是否存在瑕疵［116］。如 检测委托方和／或业主或不
可以追溯到更高一级的法律，
果发现施工瑕疵，且这种瑕 动产购买者产生影响并导致
即节能法。而该法始终只要
疵事实上是疏忽造成的，而 他们采取行动。这里涉及到 求符合“当时的技术水平”。
这种瑕疵在按规定监督分工 免费咨询合同产生的损害赔
但是，新版建筑节能法
任务时是可以避免的话，组 偿责任。根据相关裁决，当
规不仅无用，而且还隐藏着
织过错就等同于恶意隐瞒建 当事人知道提供的信息或咨 增加错误应用法律的风险。
筑瑕疵。
询会具体涉及到个人情况时， 可怕的是，建筑节能法规中
尤其对建筑物气密层的 就要对此担负责任。只要满
规定的满足“公认技术规则”
设计和施工应该注意，如果 足上述前提条件，信息提供 水平的要求，被轻率地作为
建筑商或者总承包商安排了 人和咨询人员就要对他们提
准法律规定的建筑额定性能，
自己的项目管理人员，那么 供信息的正确性负全部责任，
纳入到民法典 BGB 的承揽合
分包商，甚至是分包商聘用 无论对方会不会为该信息付 同或者建筑工程施工一般合
的员工对于建筑瑕疵的认识 费［119］。所以，对于负责
同条件 VOB/B。这种法律应
也可以算在建筑商和总承包 定性检测和建筑物外围护结
用是严重错误的。联邦法院
商的头上。按照联邦法院的 构评价的检测人员和／或专 最新宣判 DIN 4109“在现代
裁判，“只要项目管理者即使 家，如果他们不希望对他们
居住建筑建造中民法层面应
认真监督也无法发现瑕疵， 超出范围提供的信息和建议 担负的噪声防治任务”缺少
因为该瑕疵在项目管理者检 的正确性担负责任风险的话， 承揽合同法的地位就清楚地
查时因后续施工而无法识别 就应该将口头或书面表述严 证明，在民法典承揽合同范
了”，就可以考虑与分包商或 格控制在他们的委托合同范 围内确定建筑额定性能时，
其员工恶意行为相关的责任 围内。
公认技术规则和 DIN 标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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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类似技术规程仅在个别情
况下才有法律相关性。
鉴于此，建筑参与者应
尽可能在建筑合同中或者在
作为合同基础的工作任务书
中，通过规定清晰的、不需
要再做解释的建筑额定性能，
来限定与建筑物气密性外围
护结构设计和施工相关的经
济上特别重要的责任风险。
正因为没有对民法层面评价
建筑物气密性外围护结构质
量具有真实法律效应的 DIN
标准或其他技术规程，建筑
合同双方就应该自己协商确
定双方的责任。这里所涉及
的任务，应该在建筑技术和
建筑物理上都是值得的，而
且毫无问题是可以实现的。
其前提是，合同双方确实共
同面对这项任务，而不是迷
信虚无的（甚至认为具有
“普遍适用的”）法律安全。
因为，迄今为止根本不存在
这种与建筑物气密性外围护
结构的设计和施工相关的法
律安全，而且预计在近期内
也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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