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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しがき 

 
 日本では、低炭素社会に向けた長期目標として、2050 年までに現状から 80％の二酸化炭素排

出量削減が掲げられている。この長期目標を達成するには、住宅・建築分野では、省エネルギー

化の推進による二酸化炭素排出抑制を図ることが必要不可欠であるが、住まいには健康増進、利

便性・快適性の向上といった点において、改善や質向上が求められているところもあり、省エネ

ルギー化と質的向上の二つの課題を同時に解決するために、より合理的な建築技術の確立と普及

が求めら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一方、平成 20 年 5 月 19 日に総合科学技術会議が決定した「科学技術外交の強化に向けて」で

は、多湿・蒸暑地域における住宅・建築物に関する環境技術の研究開発を行うとともに、その成

果をアジア諸国等に普及させることが記述されている。世界最大の人口を有する中国は、急速な

経済発展を遂げており、今後、急激なエネルギー増加が見込まれ、地球環境への影響が懸念され

ている。特に、経済発展に伴う急激な都市化と、それに伴う建設ラッシュは、今後、住宅をはじ

めとする建築物の運用エネルギーの莫大な増加を生み出すことになる。 

 

国土技術政策総合研究所と建築研究所は、それぞれ国土交通省総合技術開発プロジェクト「循

環型社会及び安全な環境の形成のための建築・都市基盤整備技術の開発（エネルギー自立循環型

建築・都市システム技術の開発）（平成 13～16 年度）」と重点的研究開発課題「エネルギー・資

源の自立循環型住宅に係わる普及支援システムの開発（平成 13～16 年度）」を実施してきた。本

資料は、両研究所のそれぞれの研究成果である、我が国の温暖地域における自立循環型住宅設計

技術をまとめたものを中国語に翻訳したものである。 

 

両研究所による研究開発にあたっては、産学官の各分野の有識者に参加を要請した「自立循環

型住宅開発委員会」（委員長：三井所清典・芝浦工業大学教授（当時））を（財）建築環境・省エ

ネルギー機構に設置し、外部の専門的なノウハウや多様な知見を求めつつ、技術開発に取り組ん

だ。特に、本資料の第二部（自立循環型住宅に関する住宅設計者向けの解説書（案））は、同委員

会の関係者の協力を得て作成した。 

 

また、翻訳は、岩田司（建築研究所上席研究員）、岩田左紅（株式会社マイスタジオ代表取締役、

工学修士（東京大学）、同済大学建築与城市企画院卒業、张海兰（上海同済城市企画設計研究院総

工）が、同済大学建築与城市企画院、夏南凱教授以下、スタッフの協力を得て行った。 

 

最後に、本資料の企画、執筆、翻訳に携わった多数の研究者・技術者、関係各位のご努力ご協

力に心から敬意を表するとともに、今後、この技術資料に基づいた実用的設計手法を通して、住

宅の省エネルギー性及び利便性・快適性等の向上の一助となることを期待する次第である。 

 

平成 22 年 1 月 

独 立 行 政 法 人 建 築 研 究 所 

理事長  村上 周三 

 



Preface 
 

Japan declared 80%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quantity reduction from the present 
situation by 2050 to make the low carbon society realized. To achieve this long-term goal, it is 
necessary to restrain a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nergy saving in the housing 
and the building field. However, the housing itself requires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the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such as healthy promotion, convenience and amenity. To solve both of the 
energy saving and the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establish the 
more rational building technique and become them popular. 

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declared “The Diplomatic Promo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19th May 2008. This declaration described the necessity of the ac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bout the housing and the building 
in the hot and humid area and to make the result spread to the Asian countries and so on are 
described. 

China which has the maximum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achieves a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ear future, its rapid energy increase will be expected and its influence over the 
global environment is worried about. Especially, the rapid urbanization up to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huge of the construction in China will increase the huge operation energy of 
the housing and buildings in the future. 

Building Research Institute and National Institute of Land and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carried out the research project “Validation of Energy Saving Technologies for 
Residential Buildings and Their Promotion Tools (2001～2004)” and “Develop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Technology for Sustainable Society and Safe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of support systems for autonomous and renewable energy and resource type housing 
and urban infrastructure)(2001～2004)”. This document i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echnical Design 
Data toward Low Energy Houses with Validated Effectiveness about the Temperate Zone in Japan 
which is the study results of each of both institutes. 

Seeking technical know-how outside and various knowledge when both institutes 
researched and developed, It tackled technical development while installing "Committee for Low 
Energy Housing with Validated Effectiveness" (the chairman : Mr. Kiyonori Miisho : Professor 
(those days) of Shibaur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hich requested the specialists of each field of 
the industry-university-governme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stitute for Building Environment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Specifically, the Second Section “Design Guidelines of Low Energy Housing 
with Validated Effectiveness for Designer” of the this document got and created cooperation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in this committee. 

This document was translated by Dr. Tsukasa Iwata (Senior Researcher, Building 
Research Institute), Ms. Sako Iwata (CEO, MYStudio Inc.), Ms. Zhang Hailan (General Planner, 
Shanghai Tongji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getting cooperation of the staff under Mr. 
Xia Nanghai (Professor, Tongji University). 

Finally, it is expected to send honorific respect for the effort cooperation of a lot of 
researchers, engineer, and the related all of you involved in this project, writing,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document. We expect that the housing energy saving and the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and amenity improvement through the practical design technique based on this 
document in the future. 

 
January, 2010 
Chief Executive, 
Building Research Institute 
Dr. Shuzo Murakami 

 



前言 

 

   日本为实现低碳社会而制定了远景目标，即至 2050 年为止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削减为现在的 80

％。为实现这个远景目标，在住宅和建筑领域里，通过节能来达到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必不可少

的，但是，就住宅而言，从增进健康、提高便利性及舒适性的观点出发，在力求改善和提高质量的

同时，也需解决节能化和提升节能质量这两大课题，因此，确立和普及更加合理的建筑技术也是十

分必要的。 

 

另外，在 2008 年 5 月 19 日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上决定的“增强科学技术外交”的文件中提出，

在对温暖湿润气候地区的住宅、建筑物等相关环境技术进行研究开发的同时，还应努力地把该研究

成果普及到亚洲各国。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其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预见的是，

今后其对能源的需求也会急剧地增长，由此引发的对地球环境的影响也将成为今后的一大问题。特

别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城市化和建设高峰，今后都将会导致以住宅为主的建筑的能耗急剧增长。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和建筑研究所，各自对国土交通省综合技术开发研究项目“为形成循

环型社会及安全环境所进行的建筑及城市基础设施技术的开发（能源的自立循环型建筑及城市系统

技术的开发）（2001 年至 2004 年）”和重点研究开发课题“与能源和资源自立循环型住宅相关的普

及支援系统的开发（2001 年至 2004 年）”进行了研究。本资料正是以上两个研究所对温暖湿润地区

的自立循环型住宅设计技术的研究成果的中文版。 

 

在以上两所研究所的研究开发过程中，财团法人建筑环境与节能机构邀请学术界与产业界各领

域专家参与组建了“自立循环型住宅开发委员会”（委员长：三井所清典・芝浦工业大学教授（时任）），

在吸取各家之长和集思广益的同时，进行技术开发的研究。特别是本资料的第二部（自立循环型住

宅设计的解说书（案））正是在委员会的协助下完成的。 

 

译者岩田司（建筑研究所上席研究员）、岩田左红｛MY Studio Inc.社长 工学硕士（东京大学）、

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海兰（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总工），在整个翻译

过程中得到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夏南凯教授及其工作人员刘真女士等的大力协助。 

 

最后，在向从事本研究资料的策划、执笔、翻译的各位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有关工作人员所

做的努力和协助深表敬意和谢意的同时，也期望通过对本技术资料中所阐述的实用设计方法的运用，

对提高住宅的节能性、便利性及舒适性有所贡献。 

 

 

 

2010 年 1 月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理事长  

村上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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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木产业株式会社 

中部电力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土屋 TWO BY FOUR 

 

电源开发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 DENSO 

东急建设株式会社 

东京煤气株式会社 

东京电力株式会社 

东陶机器株式会社 

TOSTEM 株式会社 

丰田汽车株式会社 

西松建设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能率 

PANA HOME 株式会社 

富士达株式会社 

富士 HOUSE 株式会社 

普利司通株式会社 

財団法人 BETTER LIVING 

株式会社 POLUS 生活方式科学研究所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松下电工株式会社 

MISAWA HOME 株式会社 

三菱地所 HOME 株式会社 

三菱电机株式会社 

林内株式会社 

ＹＫＫＡＰ株式会社 

研究协助 株式会社 ALSED 建筑研究所 

株式会社岩村事务所 

株式会社宇梶环境研究所 

 

株式会社 ESTEC 规划研究所 

株式会社住环境规划研究所 

株式会社山内设计室 

事务局              財団法人 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 委员 名 单（2005 年 3 月份当时） 

 

全体委员会 

职  务   姓  名    所  属 

委员长 三井所清典  芝浦工业大学 

委员  秋元 孝之  关东学院大学 

委员  井上  隆  东京理科大学 

委员  岩村 和夫  武蔵工业大学 

委员  岩本 靜男  神奈川大学 

委员  上谷 芳昭  京都大学大学院 

委员  大仓 靖彦  株式会社 ALSED 建筑研究所 

委员  大塚 雅之  关东学院大学 

委员  柏木 孝夫  东京农工大学大学院 

委员  镰田 元康  东京大学大学院 

委员  仓渕  隆  东京理科大学 

委员  小玉祐一郎  神戸艺术工科大学 

委员  坂本 雄三  东京大学大学院 

委员  铃木 大隆  北方建筑综合研究所 
1)
 

委员  须永 修通  东京都立大学大学院 

委员  坂本  努  国土交通省 

住宅局住宅生产课 

委员  坂田 昌平  国土交通省 

大臣官房技术调查课 

委员  小野田吉纯  秋田县 

委员  松川 隆行  住宅金融公库 

委员  伊藤  功  都市基盤整备公団 

委员    川本 俊明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泽地 孝男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丰原 宽明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桑泽 保夫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仓山 千春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三木 保弘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田岛 昌树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坊垣 和明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大泽 元毅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岩田  司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山海 敏弘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瀬戸 裕直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西泽 繁毅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堀  祐治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竹崎 义则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戸仓三和子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细井 昭宪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斋藤 宏昭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石川 优美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佐藤 健一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高桥 泰雄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简称 
1)
 北方建筑综合研究所： 

北海道立北方建筑综合研究所 
2)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国土交通省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各企业记载了联络者的名单） 

 

 

区 分   姓  名    所  属 

委员  山岸 秀之  旭化成 HOMES 株式会社 

委员  布井 洋二  旭 Fiberglass 株式会社 

委员  岩岗 重树  有限会社 

ATOM 建筑环境工学研究所 

委员  古泽  信  株式会社一条工务店 

委员  小栗  健  株式会社ＩＮＡＸ 

委员  駒野 清治  株式会社 OM Solar 協会 

委员  远座 俊明  大阪煤气株式会社 

委员  川崎 幸男  关西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足立 义彦  株式会社 CORONA 

委员  仁木 康介  SUNPOT 株式会社 

委员  式地 千明  三洋空调株式会社 

委员  小浦 孝次  株式会社ＪＳＰ 

委员  多川  哲  四国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奥山 博康  清水建设株式会社 

委员  中山 正树  新 COSMOSU 电机株式会社 

委员  白鸟 和彦  积水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委员  小山 正豪  积水化成品工业株式会社 

委员  梅野 彻也  积水 HOUSE 株式会社 

委员  松岗  章  大建工业株式会社 

委员  山本 康二  大和房屋工业株式会社 

委员  秋山 茂俊  高木产业株式会社 

委员  太田 正芳  中部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工藤 政利  株式会社土屋 TWO BY FOUR 

委员  小野口 剛  电源开发株式会社 

委员  百瀬 忠幸  株式会社 DENSO 

委员  植野 修一  东急建设株式会社 

委员  佐瀬  毅  东京煤气株式会社 

委员  草刈 和俊  东京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山内 大助  东陶机器株式会社 

委员  木寺  康  TOSTEM 株式会社 

委员  宇出 辉满  丰田汽车株式会社 

委员  佐藤 健一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山口 宪一  株式会社能率 

委员  吉田 繁夫  PANA HOME 株式会社 

委员  田中 幸彦  富士达株式会社 

委员  中根 邦宪  富士 HOUSE 株式会社 

委员  水田 和彦  普利司通株式会社 

委员  清水 则夫  財団法人 BETTER LIVING 

委员  松岗 大介  株式会社 

POLUS 生活方式科学研究所 

委员  落海 和宏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委员  菊池 宣明  松下电工株式会社 

委员  栗原 润一  MISAWA HOME 株式会社 

委员  川本 圣一  三菱地所 HOME 株式会社 

委员  佐藤  务  三菱电机株式会社 

 



 

 

全体委员会（续） 

区 分   姓  名    所  属 

委员  石川 善弘  林内株式会社 

委员  水岛 和彦  ＹＫＫＡＰ株式会社 

顾问  宇梶 正明  株式会社宇梶环境研究所 

事务局 十亀  彬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事务局 沖村 恒雄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事务局 永岗 洋二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事务局 青木 正谕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事务局 千本 敬子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事务局 柴田 敦士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事务局 长野 MINORI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干事会 

区 分   姓  名    所  属 

委员长 三井所清典  芝浦工业大学 

委员  秋元 孝之  关东学院大学 

委员  井上  隆  东京理科大学 

委员  岩村 和夫  武蔵工业大学 

委员  岩本 靜男  神奈川大学 

委员  上谷 芳昭  京都大学大学院 

委员  大仓 靖彦  株式会社 ALSED 建筑研究所 

委员  大塚 雅之  关东学院大学 

委员  柏木 孝夫  东京农工大学大学院 

委员  镰田 元康  东京大学大学院 

委员  仓渕  隆  东京理科大学 

委员  小玉祐一郎  神戸艺术工科大学 

委员  坂本 雄三  东京大学大学院 

委员  铃木 大隆  北方建筑综合研究所 
1)
 

委员  须永 修通  东京都立大学大学院 

委员  坂田 昌平  国土交通省 

大臣官房技术调查课 

委员  小野田吉纯  秋田县 

委员  松川 隆行  住宅金融公库 

委员  伊藤  功  都市基盤整备公団 

委员  泽地 孝男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丰原 宽明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桑泽 保夫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仓山 千春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三木 保弘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田岛 昌树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坊垣 和明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大泽 元毅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岩田  司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山海 敏弘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瀬戸 裕直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西泽 繁毅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区 分   姓  名    所  属 

委员  堀  祐治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竹崎 义则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戸仓三和子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细井 昭宪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斋藤 宏昭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石川 优美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顾问   宇梶 正明  株式会社宇梶环境研究所 

事务局 沖村 恒雄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事务局 永岗 洋二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事务局 青木 正谕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外围护结构隔热委员会(A1) 

区 分   姓  名    所  属 

委员长 铃木 大隆  北方建筑综合研究所 
1) 

委员  岩前  篤  近畿大学 

委员  菅原 正则  宮城教育大学 

委员  永井 久也  三重大学 

委员  本间 义规  岩手县立大学盛岗短大 

委员  黒木 胜一  財団法人建材试验中心 

委员  小南 和也  財団法人日本建筑综合试验所 

委员  柴  和宏  富山县林业技术中心 

委员  铃木宪太郎  独立行政法人森林综合研究所 

委员  水沼  信  山口县产业技术中心 

委员  北谷 幸恵  北方建筑综合研究所 
1)
 

委员  伊庭千恵美  北方建筑综合研究所 
1)
 

委员  新井 政広  株式会社 ARAI 

委员  山村 孝志  住宅金融公库 

委员  泽地 孝男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桑泽 保夫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大泽 元毅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瀬戸 裕直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斋藤 宏昭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布井 洋二  旭 Fiberglass 株式会社 

委员  岩岗 重树  有限会社 

ATOM 建筑环境工学研究所 

委员  古泽  信  株式会社一条工务店 

委员  小栗  健  株式会社ＩＮＡＸ 

委员  荏原 幸久  株式会社 OM Solar 協会 

委员  泽田 拙二  关西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小浦 孝次  株式会社ＪＳＰ 

委员  奥山 博康  清水建设株式会社 

委员  堤 正一郎  积水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委员  小山 正豪  积水化成品工业株式会社 

委员  梅野 彻也  积水 HOUSE 株式会社 

委员  松岗  章  大建工业株式会社 

委员  太田 正芳  中部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植野 修一  东急建设株式会社 

委员  加藤 充彦  东京电力株式会社 

 



 

 

外围护结构隔热委员会(A1)（续） 

区 分   姓  名    所  属 

委员 木寺  康  TOSTEM 株式会社 

委员 宇出 辉满  丰田汽车株式会社 

委员 加藤 晴康  富士 HOUSE 株式会社 

委员 水田 和彦  普利司通株式会社 

委员 清水 则夫  財団法人 BETTER LIVING 

委员 松岗 大介  株式会社 

POLUS 生活方式科学研究所 

委员 君岛  穣  松下电工株式会社 

委员 栗原 润一  MISAWA HOME 株式会社 

委员 川本 圣一  三菱地所 HOME 株式会社 

WG 主査  坂本 雄三  东京大学大学院 

WG 委员  福岛  明  北海道建设部 

WG 委员  八木 一彰  旭 Fiberglass 株式会社 

WG 委员  富田 健司  东急建设株式会社 

WG 协助委员 服部 哲幸  东京大学大学院 

WG 协助委员 石井  宏  建筑技术支援协会 

顾问  砂川 雅彦  株式会社山内设计室 

WG 顾问  金  荣卓  株式会社山内设计室 

事务局  永岗 洋二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事务局  千本 敬子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冷暖空调换气・热水供应・通风研究委员会(A2A3) 

区 分   姓  名    所  属 

委员长 镰田 元康  东京大学大学院 

委员  岩本 静男  神奈川大学 

委员  仓渕  隆  东京理科大学 

委员  林  基哉  宮城学院女子大学 

委员  丸田 荣藏  日本大学 

委员  近藤 武士  神奈川大学 

委员  长井 达夫  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 

委员  福岛  明  北海道建设部 

委员  泽地 孝男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桑泽 保夫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仓山 千春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田岛 昌树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山海 敏弘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瀬戸 裕直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西泽 繁毅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堀  祐治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前  真之  东京大学大学院 

委员  细井 昭宪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石川 优美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佐藤 健一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高桥 泰雄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山岸 秀之  旭化成 HOMES 株式会社 

委员  山崎  尚  有限会社 

ATOM 建筑环境工学研究所 

委员  古泽  信  株式会社一条公务店 

委员  駒野 清治  株式会社 OM Solar 協会 

 

区 分   姓  名    所  属 

委员  西尾 雄彦  大阪煤气株式会社 

委员  辻井 浩一  关西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足立 义彦  株式会社 CORONA 

委员  仁木 康介  SUNPOT 株式会社 

委员  式地 千明  三洋空调株式会社 

委员  小浦 孝次  株式会社ＪＳＰ 

委员  多川  哲  四国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奥山 博康  清水建设株式会社 

委员  中山 正树  新 COSUMOSU 电机株式会社 

委员  吉田 元紀  积水 HOUSE 株式会社 

委员  松岗  章  大建工业株式会社 

委员  七岗  宽  大和房屋工业株式会社 

委员  太田 正芳  中部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小野口 刚  电源开发株式会社 

委员  百瀬 忠幸  株式会社 DENSO 

委员  中村  聪  东急建设株式会社 

委员  佐瀬  毅  东京煤气株式会社 

委员  草刈 和俊  东京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福永 充保  TOSTEM 株式会社 

委员  宇出 辉满  丰田汽车株式会社 

委员  山口 宪一  株式会社能率 

委员  中川  浩  PANA HOME 株式会社 

委员  加藤 晴康  富士 HOUSE 株式会社 

委员  清水 则夫  財団法人 BETTER LIVING 

委员  西出 慎吾  株式会社 

POLUS 生活方式科学研究所 

委员  尾本 英晴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委员  岗田 直树  松下电工株式会社 

委员  太田  勇  MISAWA HOME 株式会社 

委员  川本 圣一  三菱地所 HOME 株式会社 

委员  佐藤  务  三菱电机株式会社 

委员  石川 善弘  林内株式会社 

委员  佐藤 昌幸  ＹＫＫＡＰ株式会社 

事务局 永岗 洋二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事务局 青木 正谕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事务局 柴田 敦士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冷暖空调换气・热水供应・通风研究委员会(A2A3) 

-A2 冷暖空调・热水供应系统小委员会 

区 分   姓  名    所  属 

委员长 岩本 静男  神奈川大学 

委员  近藤 武士  神奈川大学 

委员  泽地 孝男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桑泽 保夫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仓山 千春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山海 敏弘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瀬戸 裕直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堀  祐治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前  真之  东京大学大学院 



 

 

冷暖空调换气・热水供应・通风研究委员会(A2A3) 

-A2 冷暖空调・热水供应系统小委员会（续） 

区 分   姓  名    所  属 

委员  山岸 秀之  旭化成 HOMES 株式会社 

委员  池山 博文  大阪煤气株式会社 

委员  辻井 浩一  关西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足立 义彦  株式会社 CORONA 

委员  式地 千明  三洋空调株式会社 

委员  小浦 孝次  株式会社ＪＳＰ 

委员  多川  哲  四国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奥山 博康  清水建设株式会社 

委员  吉田 元紀  积水 HOUSE 株式会社 

委员  太田 正芳  中部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小野口 刚  电源开发株式会社 

委员  百瀬 忠幸  株式会社 DENSO 

委员  中村  聪  东急建设株式会社 

委员  佐瀬  毅  东京煤气株式会社 

委员  草刈 和俊  东京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山口 宪一  株式会社能率 

委员  清水 则夫  財団法人 BETTER LIVING 

委员  落海 和宏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委员  浦野 雅司  松下电工株式会社 

委员  佐藤  务  三菱电机株式会社 

委员  石川 善弘  林内株式会社 

事务局 永岗 洋二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事务局 青木 正谕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冷暖空调换气・热水供应・通风研究委员会(A2A3) 

-A3 换气・通风系统小委员会 

区 分   姓  名    所  属 

委员长 仓渕  隆  东京理科大学 

委员  福岛  明  北海道建设部 

委员  丸田 荣藏  日本大学 

委员  林  基哉  宮城学院女子大学 

委员  长井 达夫  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 

委员  近藤 武士  神奈川大学 

委员  远藤 智行  东京理科大学 

委员  泽地 孝男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田岛 昌树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瀬戸 裕直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西泽 繁毅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细井 昭宪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石川 优美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佐藤 健一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高桥 泰雄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山崎  尚  有限会社 

ATOM 建筑环境工学研究所 

委员  古泽  信  株式会社一条工务店 

委员  駒野 清治  株式会社 OM Solar 協会 

委员  三浦 光城  关西电力株式会社 

 

 

区 分   姓  名    所  属 

委员  仁木 康介  SUNPOT 株式会社 

委员  小浦 孝次  株式会社ＪＳＰ 

委员  奥山 博康  清水建设株式会社 

委员  中山 正树  新 COSMOSU 电机株式会社 

委员  松岗  章  大建工业株式会社 

委员  七岗  宽  大和房屋工业株式会社 

委员  佐瀬  毅  东京煤气株式会社 

委员  福永 充保  TOSTEM 株式会社 

委员  宇出 辉满  丰田汽车株式会社 

委员  中川  浩  PANA HOME 株式会社 

委员  加藤 晴康  富士 HOUSE 株式会社 

委员  清水 则夫  財団法人 BETTER LIVING 

委员  西出 慎吾  株式会社 

POLUS 生活方式科学研究所 

委员  尾本 英晴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委员  岗田 直树  松下电工株式会社 

委员  太田  勇  MISAWA HOME 株式会社 

委员  川本 圣一  三菱地所 HOME 株式会社 

委员  大西 茂树  三菱电机株式会社 

委员  佐藤 昌幸  ＹＫＫＡＰ株式会社 

WG 委员 菅原 正则  宮城教育大学 

WG 委员 鸟海 吉弘  千叶职业能力开发短期大学校 

WG 委员 饭野由香利  中央看护专门学校 

WG 委员 吉田 元紀  积水 HOUSE 株式会社 

WG 委员 辻  正雄  PANA HOME 株式会社 

WG 委员 大岛 兼芳  三菱电机株式会社 

事务局 永岗 洋二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事务局 柴田 敦士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天然光利用・照明系统委员会(A5) 

区 分   姓  名    所  属 

委员长 上谷 芳昭  京都大学大学院 

委员长代理 三木 保弘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铃木 広隆  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 

委员  淺田 秀男  东京理科大学 

委员  北谷 幸恵  北方建筑综合研究所
1) 

委员  松下  进  松下进建筑・ 照明设计室 

委员  原  直也  关西大学 

委员  仓山 千春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戸仓三和子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判田  保  关西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登石久美子  清水建设株式会社 

委员  平井 希一  积水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委员  后藤 浩一  积水 HOUSE 株式会社 

委员  金本亜希子 大和房屋工业株式会社 

委员  木寺  康 TOSTEM 株式会社 

委员  松村 研一 富士 HOUSE 株式会社 

委员  阪口 敏彦 松下电工株式会社 

委员  岩井  彌 松下电工株式会社 

事务局 永岗 洋二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事务局 长野 MINORI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开口部太阳辐射遮蔽规划委员会（A6） 

区 分   姓  名    所  属 

委员长 井上  隆  东京理科大学 

委员  泽地 孝男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仓山 千春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三木 保弘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戸仓三和子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泽田 拙二  关西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奥山 博康  清水建设株式会社 

委员  朝桐 大介  积水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委员  石积 広行  TOSTEM 株式会社 

委员  君付 政春  丰田汽车株式会社 

委员  加藤 晴康  富士 HOUSE 株式会社 

委员  清水 则夫  財団法人 BETTER LIVING 

委员  松本 泰輔  株式会社 

POLUS 生活方式科学研究所 

委员  伊藤 春雄  ＹＫＫＡＰ株式会社 

顾问    村田  涼   株式会社 ESTEC 规划研究所 

事务局 永岗 洋二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事务局 青木 正谕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资源循环系统委员会（A9） 

区 分   姓  名    所  属 

委员长 大塚 雅之  关东学院大学 

委员  泽地 孝男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山海 敏弘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竹崎 义则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小栗  健  株式会社ＩＮＡＸ 

委员  塚本 吉宣  株式会社ＯＭ研究中心 

委员  大草真知子  关西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小浦 孝次  株式会社ＪＳＰ 

委员  中岛古史郎  积水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委员  伊泽  辉  东急建设株式会社 

委员  加藤 充彦  东京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山内 大助  东陶机器株式会社 

委员  君付 政春  丰田汽车株式会社 

委员  加藤 晴康  富士 HOUSE 株式会社 

委员  西出 慎吾  株式会社 

POLUS 生活方式科学研究所 

委员  落海 和宏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委员  福滨 雄二  松下电工株式会社 

A9WG  武田  仁  东京理科大学 

WG 委员 近藤 武士 神奈川大学 

WG 委员 野知 啓子 关东学院大学 

A9WG  南  裕介  关东学院大学大学院 

A9WG  矶崎恭一郎  关东学院大学 

A9WG  井上 贤治  东京理科大学 

A9WG  中村 伸也  关东学院大学 

事务局 永岗 洋二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事务局 柴田 敦士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住宅系统规划・ 现场实验委员会（B1B2） 

区 分   姓  名    所  属 

委员长 秋元 孝之  关东学院大学 

委员  泽地 孝男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桑泽 保夫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三木 保弘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田岛 昌树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山海 敏弘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瀬戸 裕直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堀  祐治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前  真之  东京大学大学院 

委员  细井 昭宪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石川 优美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佐々木 隆  有限会社 

ATOM 建筑环境工学研究所 

委员  西尾 雄彦  大阪煤气株式会社 

委员  辻井 浩一  关西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広川 敏雄  株式会社 CORONA 

委员  式地 千明  三洋空调株式会社 

委员  小浦 孝次  株式会社ＪＳＰ 

委员  小原 博之  四国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芦塚 良介  积水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委员  松岗  章  大建工业株式会社 

委员  秋山 茂俊  高木产业株式会社 

委员  太田 正芳  中部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小野口 剛  电源开发株式会社 

委员  百瀬 忠幸  株式会社 DENSO 

委员  伊泽  辉  东急建设株式会社 

委员  佐瀬  毅  东京煤气株式会社 

委员  草刈 和俊  东京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木寺  康  TOSTEM 株式会社 

委员  山口 宪一  株式会社能率 

委员  加藤 晴康  富士 HOUSE 株式会社 

委员  吉富 浩介  普利司通株式会社 

委员  清水 则夫  財団法人 BETTER LIVING 

委员  落海 和宏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委员  太田  勇  MISAWA HOME 株式会社 

委员  川本 圣一  三菱地所 HOME 株式会社 

委员  石川 善弘  林内株式会社 

协助 中岛 市治  日本电気玻璃株式会社 

顾问 宇梶 正明  株式会社宇梶环境研究所 

顾问 高桥 一成  株式会社宇梶环境研究所 

事务局 永岗 洋二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事务局 青木 正谕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能耗调查委员会（B3） 

区 分  姓  名    所  属 

委员长 坊垣 和明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桑泽 保夫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泽地 孝男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堀  祐治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委员  西尾 雄彦  大阪煤气株式会社 

委员  三村 英二  关西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足立 义彦  株式会社 CORONA 

委员  小浦 孝次  株式会社ＪＳＰ 

委员  中森 勇一  积水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委员  佐瀬  毅  东京煤气株式会社 

委员  大越 和行  野原产业株式会社 

委员  松本 泰輔  株式会社 

POLUS 生活方式科学研究所 

委员  栗原 润一  MISAWA HOME 株式会社 

委员  石川 善弘  林内株式会社 

顾问   村越 千春  株式会社住环境规划研究所 

顾问   田中 昭雄  株式会社住环境规划研究所 

顾问   増田 贵司  株式会社住环境规划研究所 

事务局 永岗 洋二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事务局 青木 正谕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设计支援系统委员会（C1） 

区 分   姓  名    所  属 

委员长 坂本 雄三  东京大学大学院 

委员  铃木 広隆  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 

委员  泽地 孝男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三木 保弘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山崎  尚  有限会社 

ATOM 建筑环境工学研究所 

委员  中村 健児  株式会社ＯＭ研究中心 

委员  三村 英二  关西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小浦 孝次  株式会社ＪＳＰ 

委员  奥山 博康  清水建设株式会社 

委员  堤 正一郎  积水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委员  梅野 彻也  积水 HOUSE 株式会社 

委员  加藤 充彦  东京电力株式会社 

委员  野中 俊宏  TOSTEM 株式会社 

委员  宇出 辉满  丰田汽车株式会社 

委员  小野 干治  富士株式会社 

委员  加藤 晴康  富士 HOUSE 株式会社 

委员  尾本 英晴  株式会社松下环保系统 

委员  佐藤  务  三菱电机株式会社 

委员  齐藤孝一郎  ＹＫＫＡＰ株式会社 

顾问   瓦口 泰一  株式会社山内设计室 

顾问   宮岛 贤一  株式会社山内设计室 

事务局 永岗 洋二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事务局 柴田 敦士  財団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LCA 评价手法开发委员会（C2） 

区 分   姓  名    所  属 

委员长 小玉祐一郎  神戸艺术工科大学 

委员  岗  建雄  宇都宮大学 

委员  井上  隆  东京理科大学 

委员  槌屋 治紀  財団法人电力中央研究所 

系统技术研究所 

委员  泽地 孝男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2)
 

委员  中岛 史郎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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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的目的 

 

    本研究资料，是国土交通省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和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以提高

住宅的节能性能的技术开发为目标，在2001年至2004年间所做的一部分研究成果的总结。理

想的自立循环型住宅，是不依靠商用能源和水的供给就能自立的住宅，其作为一项长期的研

究课题（未来住宅），首先就2010年前后京都议定书约定的期限内，为抑制住宅领域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对建筑和设备领域的技术进行了提案。此项目是国土交通省国土技术政策综合

研究所和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相互协作，并与民间研究机构及大学等一起合作的成果。

四年的研究期间，通过现场实验、理论计算及现场调查等方式，在明晰了能耗率削减50%以上

的普及型住宅系统（自立循环型住宅）构成的同时，也对政府政策的应对之策进行了研讨并

建造了自立循环型示范住宅。下面就自立循环型住宅的开发项目中的4项新观点进行阐述。 

1） 确立了有关节能效果的新的现场实验方法，并以简单易懂的形式琢磨此技术的实际效果。 

2） 着眼于建筑与设备、建筑设计与设备技术的互补关系和知识的相互共有。 

3） 以效果得到实际验证的技术为核心，将向普通住宅设计人员和现场实施人员提供经验技术

作为重点。 

4） 节能对策不仅要提升高隔热化和太阳辐射遮蔽性能，还要重视对通风和自然采光等更广范

围的依靠建筑本体技术以及有实际效果的设备技术方面的对策。 

 

2．研究的背景 

 

   住宅领域的节能对策，大致是由以隔热气密性或通风性能等为代表的“提高建筑本体性能”

和以空调或太阳能电池等为代表的“提高设备效率”这两方面构成的。关于前者的“提高建

筑本体性能”，通过实施1980年执行的隔热标准（依据节能法而定）和1992年、1999年修改

的标准，具有隔热性能的住宅得到了一定程度地推广。但是，为了更进一步地普及具有隔热

性能的住宅，确立适用于占独立式住宅中大半数量的木结构住宅（独立式住宅中估计有七成

是木结构住宅，其中大多数是中小规模的建筑企业所建）的具有实用性的设计施工方法（包

括改造方法）以及其评价方法已成为研讨的课题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与公寓等集合型住宅

或工业化住宅相关的课题。同时，在与冷气能耗密切相关的通风性能及太阳辐射遮蔽性能等

自然能源利用技术方面，确立设计方法和更加明确的评价标准也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与“提高设备效率”有关，回顾1970年以后的节能住宅的开发过程，可以看

到与由拥有先进技术和管理体制的建设者开发的大规模建筑相比，对于住宅等小规模建筑来

说，需要复杂的设计施工和运营管理的设备系统，即使是在理论上被认为是高效率的产品，

要使其得到普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就近年来的经济状况而言，即使是高效率的设备，

如果价格昂贵的话，也难以得到推广。由此可见，在确认不同居住条件下的节能效果的基础

上，有效地运用政府的补助将是必不可少的途径。当今市场，都在提升暖冷气设备系统、热

水供应设备系统、照明设备、冰箱等家电、太阳光发电、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燃料电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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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设备的节能性上下功夫。今后的研究课题，将在考虑气候和区位条件、住宅性能

和规模、生活方式和意识等因素时，如何恰当的选择、设计和设置设备这一方面多加研究，

同时结合“提高建筑本体性能”这一目标，对选择何种设备组合、能达到何种程度的节能效

果等加以明确。 

 

3．研究开发的概要 

 

    研究共分四大课题群，即“要素技术的开发”“节能效果的现场实验”“设计建设支援

方法的开发”以及“开展普及及推广活动”，其中又包括15个具体课题。以下针对四大课题

群的概要进行阐述。 

 

3.1 要素技术的开发 

 

1）建筑外围护结构隔热的新技术开发 

    建筑外围护结构的隔热是在使用冷暖空调时减低热损失及通过屋顶等部位的隔热减低太

阳辐射热的主要手段，也被认为是节能的重要方法。隔热化的实行，在提高冷暖空调效率的

同时，也促进了室内温度分布的均一化，可以说为提高冷暖空调的舒适性做出了贡献。通过

近年来对节能标准、住宅性能表示评价标准以及低利息贷款等的实施，特别是寒冷地区的新

建独立式住宅的隔热施工已成为一般标准。另外，在温暖地区，也出现了对适合于当地施工

方式多样化现状以及与寒冷地区有别的冬季室内外温差小等特点的隔热技术的需求。今后为

了普及温暖地区的隔热技术，开发适合于温暖地区的简单的隔热技术将是不可或缺的。同时，

为了开发此项技术，整理和确立隔热技术的诸性能，包括防湿性能以及实效隔热性能的定量

评价方法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唯有确立有足够安全率的规范标准，才能使技术得到

真正地普及，由此可见，开发研究有实用意义的规范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2）高效能的冷暖空调和热水供应系统的技术开发 

    在住宅的能耗中，用于冷暖空调（特别是暖气空调）以及用于热水供应的能耗的比例很

大。尽管提高了建筑外围护结构的隔热性能，普通住宅仍免不了要使用冷暖空调，由此可见，

设备机器的选择和整个设备系统的节能设计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从现状来看，新设备在不

断地被开发和商品化且方式众多，所以，整理出系统性节能设计方法并不容易。而且，冷暖

空调所形成的温热环境，根据居住者的使用方法、建筑外围护结构的隔热性能和气象条件等

诸多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并会因为空间分布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对温暖地区的普通

住宅的温热环境进行质的评价还比较困难。另外，用于热水供应的能耗也存在增长的趋势，

因此，确立节能设计方法已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 

    本研究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采用与冷暖空调和热水供应二者相关的模拟实验，为自立循环

型住宅的设备设计方法给出提案。第一阶段，确定模拟实验方法、构筑计算模型、对现有的

软件进行检查；第二阶段，用现场实验所得的结果对模拟实验的精度进行验证；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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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不同家庭使用冷暖空调以及热水的时间表等模拟实验计算条件进行设定的基础上，积累

模拟实验中获得的节能性评价资料；第四阶段，完成对自立循环型住宅的设备设计方法的提

案。 

① 假设住宅模型中一段时间的冷暖空调负荷，用现有的COP计算公式计算出这期间的冷暖空调

的能耗，同时用从实验室实验中所得的实际空调COP预测公式,对这期间的冷暖空调的能耗进

行了模拟实验。 

② 对公寓式住宅楼内空调条件不同的相邻两间房间进行一段时间的冷暖空调负荷的模拟实

验。对基于共有隔墙及地板隔热所获得的负荷削减效果进行了研讨。 

③ 对从窗户附近进入的冷空气给室内温热环境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真人实验。 

④ 对入浴和洗澡以及洗刷碗筷等进行了真人实验，从中获得了各种热水节能器具在热水节约

效果方面的资料。 

⑤ 运用1例独立式住宅，对燃气热水供应器在与太阳能热水器并用时的节能效果进行了验证。 

3）换气和通风系统的技术开发 

    根据2003年7月修改的建筑基准法的装修病（sick house）对策，原则上所有的住宅都有

装置机械换气设备的义务。这类连续性运转的换气设备和冷暖空调设备相比容量比较小，但

是从节能观点来看，其连续运转消耗的总电量也无法忽视。另一方面，通风和遮蔽太阳辐射

都是防暑的重要方法，只是由于难以作定量的评价，所以在节能标准及其他的政府标准里很

少有这类评价项目，但对于住宅设计人员以及居住者来说，对其的重视程度与隔热相同、甚

至高于隔热。在换气方面，对能削减送风机动力能耗的换气方法的开发和能削减换气热负荷

的热交换型换气设备进行了评价。另外，也对从自然供气口流入的冷气对室内温热环境的影

响程度进行了实验性评价。在通风方面，为了开发出通风量的高精度预测法，首先对开口部

流量系数预测方法的开发、与风压条件相关的数据库的整理以及夜间也能敞开的开口部的设

计要素等进行了研讨，通过模拟，对利用夜间通风来达到减少冷气能耗的效果进行评价，并

在此基础上构筑了自立循环型住宅的通风设计方法。具体内容参见以下几个方面。 

（1）换气 

① 对用于公寓式住宅以及独立式住宅的混合式换气系统的换气性能的验证实验 

② 制作了全热交换器内部的空气移动模型，并利用此模型对整个住宅中的热、换气、湿气回

路网进行计算 

③ 对从第三种换气设备的自然供气口流入的冷气对温热环境的影响进行实验 

（2）通风 

① 以开口部流量系数的预测法的开发为目的的风洞实验以及模拟 

② 运用开口部实体的流量系数的实测实验 

③ 对作用于公寓式住宅建筑的风压进行系统地风洞实验，并运用独立式住宅的群体模型进行

风压测定和风洞实验及模拟 

④ 考虑到防盗等因素，对夜晚也能敞开的开口部的设计要素进行研讨，并对开口部的隔音性

能进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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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对窗户的敞开行为进行已有研究文献的调查、询问调查以及现场实测调查 

4）天然光的利用和照明系统的技术开发 

    在办公室的节能设计方面，与针对感应天然光照度的照明器具亮灯控制和基于人体感应

装置的开关控制方法等节能对策的诸多论述相比，现状却是住宅建筑中依然是使用白炽灯居

多，同时因为缺乏对开口部大小和位置的合理设计，导致即使是白天室内也处于昏暗状态，

可见，和照明设计相结合的节能技术还没有得到普及。 

    本研究是以开发适用于自立循环型住宅的自然光利用技术和人工照明设计为最终目标，

对适合于自立循环型住宅的自然光利用的方法进行研讨，对自然光利用环境的照度分布等物

理性质的预测方法加以开发，对自然光利用环境的质的评价方法进行整理，以及对自然光利

用与太阳辐射遮蔽这一相反功能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研讨。 

5）开口部太阳辐射遮蔽设计的技术开发 

    在1999年节能标准（下一代节能标准）或住宅性能表示评价标准之中，都有对开口部遮

热性能的规定，可见对太阳辐射遮蔽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虽然确定了对

开口部的太阳辐射热获取率的计算方法，可是对有太阳辐射遮蔽性能的建材的测定方法尚未

确立。 

    另外，对于防暑设计来说，遮蔽太阳辐射和通风都是重要的设计方法，但是目前在用于

遮蔽太阳辐射的建材的种类和普及度等问题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以开口部作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室中对太阳辐射热获取率的测定方法进行了开发，并对

主要的太阳辐射遮蔽建材、设计方法的太阳辐射热获取率数据进行了整理。此外，还制定了

自立循环型住宅的太阳辐射遮蔽设计方法。 

6）资源循环系统的技术开发 

    住宅内的用水也会导致二氧化碳的排放，如自来水厂净化水时、水泵圧送时、污水处理

时以及热水加热时都有能源消耗。因此，减少热水的使用量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有直接关

系。此外，在处理家庭厨房垃圾时，回收和燃烧的过程中也会消耗能源并排放出二氧化碳。

一般来说，在规划和设计自立循环型住宅时，对有利于减低环境负荷的水和厨房垃圾要素技

术的提案都是从3R（(Reduce, Reuse, Recycle)的观点出发的，并且对其有效性进行了研讨。 

 

3.2 节能效果的现场实验 

 

    住宅和其他工业产品相比，它的利用形态以及使用环境极其多样，因此，供应商通过跟

踪调查以检验产品性能并非易事。因此，只要不存在明显缺陷，通常在性能评价上就不易被

显示出来。住宅的使用期间一般为25年至50年，为了尽早在住宅领域里实现自立循环性能的

提升，研究者秉持客观且中立的立场、着眼于现实居住条件，对有现实意义的技术加以明确

是十分必要的。 

1）在设计自立循环型住宅系统时，首先要对各种家用设备机器的能耗情况进行资料收集。为

此，先要假定各种设备机器的使用时间，对标准家庭（东京郊外、户主在40岁左右的4口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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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源消耗量，在与能耗调查统计资料相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推算。同时，也对提高家用设备

机器的节能技术情报进行收集，推算运用节能设备机器时的削减量。然后，通过模拟演示推

算在提升建筑本身性能的基础上冷暖气空调的能耗削减效果。其气象条件参考了东京近郊（温

暖地区的代表）。最后，通过实验对节能住宅系统进行了设计和规划（削减能耗目标为50%以

上）。 

2）现场实验方法的开发和实施 

    所谓的实验住宅，就是在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基地内建设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中使用

了两个单元（顶层两侧的单元）。其中，一单元的使用面积约75平方米、朝南、隔热规范符

合下一代节能标准（开口部可更换）。二单元（朝西或朝东）则能设置两种方式的住宅和设

备系统。收集春夏秋冬各季节至少连续10天的没有缺损的数据资料，然后把四季的数据加以

合成，从而推算出一年的节能效果。以前也对实际居住的住户进行过现状调查，但由于当时

对居民的生活方式、使用的机器设备的特性尚不明了等原因，没有得到有效的数据，另外，

也因为各家庭的生活方式不一，也无法明确地了解能源消耗的构成和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所

取得的节能效果。因此，在这里，我们通过控制设备再现日常生活，且两户住户采用同样的

生活规律，由此获取各项节能对策的实际应用效果的相关资料。另外，在上述的实验中，由

于“生活方式”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因果关系尚难以得到验证，所以和现场实验同期进行的还

有针对各个种类的居民所进行的真人实验等基础性实验。 

3）能源消耗的详细实测调查 

    实证试验通过再现居住者能源消费行为，可以获取各个设备及机器的使用行为及其特性

的数据资料，但仍不完全，因此还需要向数量不多的住户收集其一年中能源消耗的详细资料。

获取了在各个不同用途的情况下不同设备和机器的能源消耗量、使用频度、使用时间等方面

的详细资料。 

 

3.3  设计建设支援方法的开发 

 

1）设计支援系统 

    参与住宅建设的人员，想要提升室内环境的质量或节能效果时，或者在设计或策划方案

时，有可能会遇到需要定量评价或比较的时候。但是，对于特定条件的评价和优劣比较，就

是专家也不是都能马上给出答案的，而且对于现有建筑的实验和实测在经费和时间上都存在

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计算机软件模拟建筑和设备的动态来获取评价数据是十分有用的

方法。本副题是以开发模拟环境的设计支援方法为目的，开发项目主要分为开发能使模拟数

据的输入简易化的前期处理器AE-CAD和开发与各种环境要素相关的模拟演示程序这两部分。

因为AE-CAD能够直观地提供建筑物的三维图像信息，且能人工输入数据，所以它也被视为设

备机器、开口部和各种建材的“档案馆”。作为模拟环境的程序，最新开发了能预测天然光

利用效果的Daylighting，同时也得到了用于计算换气通风用的Ventsim的功能提升。另外，

对于用于计算热负荷的程序SMASH，最初还开发了AE-CAD专用的数据交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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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寿命周期的评估 

    自立循环型住宅主要是以在居住期间减少因能源消耗而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目的所

设计建设的住宅。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将从建材制造到住宅建设、改造和拆除为止的整个寿

命周期内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这一内容作为未来研究开发的主要对象也是必然的。建筑

学会、空调卫生工程学会和民间企业已经就建筑寿命周期的评价方法进行了开发，而建筑研

究所也与外部研究者合作，自1997年以来对程序的开发和改良进行了研究。其首要的目的是

开发一个能使整个寿命周期内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小化的设计工具，其次的目的是运用开发出

的工具对各种参数进行研究，并整理了即使是不直接使用设计工具的实际工作者也能掌握的

设计要点资料。 

3）教育和资料提供系统 

   为了使自立循环型住宅的各种技术得到实际工作人员的认可和使用，若只是把研究成果以

报告书或论文的形式发表是不够的，还必须找到一种便于实际工作人员使用这些技术的发表

形式。因此，有必要将自立循环型住宅的设计方法和设计中的注意要点汇总成设计导则，并

以此作为最终成果加以发表。在此，对作为最终成果的设计导则在准备阶段需要做的工作进

行了如下研讨。特别是和其他课题的研究者交换了意见，对内容进行了调整并共同协作构筑

了导则的框架。 

① 调查了以往的有关节能的评价标准事例 

② 研讨了自立循环型住宅的设计顺序 

③ 研讨了节能要素技术，并整理了一览表 

④ 收集、研讨和整理了节能技术和方法 

 收集了个别要素技术的资料 

 对公寓式住宅的节能效果进行了案例研究 

 对独立式住宅的案例研究进行了整理 

⑤  研讨了设计导则的构成 

 收集了和设计导则类似的案例 

 整理和研讨了导则的构成 

 试行制作了导则 

 

3.4 自立循环型住宅的普及和推进 

 

1）现存建筑的改造战略 

    日本有现存住宅约4700万户，假设一年新建约百万户的自立循环型住宅，直到所有的住

宅的自立循环性能都得以提升为止，单纯地考虑也得需要40年的时间。因此，推进通过改造

达到提升自立循环性能的运动是非常必要的。以节能改造为首的提升自立循环性能的改造施

工的普及工作已经展开，但由于在对建筑其余性能的诊断技术、提升功能和性能的预测技术、

有利于顺利开展改造的低成本施工系统等方面仍存在亟待研究的课题，因此并未得到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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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为了掌握各个地区（从寒冷地区至温暖地区）以及各个建筑年代（分为1981年以前，

1991年以前，1998年以前和1999年以后4个部分）的住宅隔热规范和内外装修规范等的现状，

也开展了网络调查和实地调研。由此所得的资料正是以节能为目的的改造普及对策研讨中不

可缺少的。其次，还对各个部位（房顶、墙壁、窗户、地板、冷暖气空调设备设备）的节能

改造所需的费用及节能效果进行了估算。探讨了在一定费用之下的最有效的改造项目、以及

与各个年代的建筑所需改造项目（高龄化对应或内部装修更新等）之间的关系并作出选择，

同时对改造费用和二氧化碳的削减效果进行估算。 

2）与地区住宅生产主体的结合 

    本州、四国、九州的大部分地区都有着比较温暖的气候，节能标准策定主体的研究部门

和政府组织在与当地实际工作者共同作业的基础上，对适合于当地风土气候的隔热节能技术

（特别是针对木结构住宅的技术）进行了研讨。此外，普及适合于地方特色的住宅和生活方

式的节能和居住性能提升技术，既能满足居住者的需求，又可以使有地方特色的住宅得以生

存和延续。其体制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和当地的设计人员、建造商技术人员、建筑技术人员、

节能和环境技术领域（如隔热、通风、换气等）的研究人员以及相关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协作

而成。具体的实施是以当地的实际工作人员为中心，来自德岛省、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独立行政法人建筑研究所、财团法人建筑环境节能机构、住宅金融银行等机构的专家共同参

与，对以下的项目进行了研讨。 

① 交换了有关节能和环境技术与区域性住宅及生活方式的资料 

② 把握和了解了有地方特色的住宅的室内环境和能耗的实际情况 

③ 研讨了对适合于真壁墙（日本传统木结构住宅的梁柱暴露在外的墙体形式）等结构、各部

位的构造等的隔热施工方法 

④ 举行了有关共同设计和建设示范性住宅的研讨会 

3）示范性住宅建设的实施 

    作为自立循环型住宅开发项目的总目的，是以2010年的京都议定书中的约定期限为目标，

着眼于在近期有望得到普及的技术的研究开发为重点，并且为了使这些技术得到普及，也在

向实际工作人员提供研究成果、收集和了解D2（地方联合委员会）中实际工作人员的现状方

面做了相应努力。由此可见，为了直接反映上述的自立循环型住宅项目的研究成果以及在研

究组织过程中积累的技术，建设示范性住宅是十分有效且对于研究来说也十分重要的手段。

示范性住宅建设实施委员会是为促进和普及自立循环型住宅开发委员会所开发的各种各样的

技术而设立的。为此，该委员会在长崎县南松浦郡上五岛镇，建造了木结构的镇营住宅（上

乡小区、2栋3户）。A栋的2户于2003年9月完工并已入住。两家住户都是年轻夫妇加上刚出生

的小孩的3口之家。A栋在住户入住前的2003年8月6日安装了温湿度感应器以及含水率感应器，

并在2004年2月6日对感应器的电池进行了首次更换，并对此前的数据进行了采集，同时也对B

栋的1户实施了温湿度环境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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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目标是，找出能使日常生活中的能耗所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半

的技术组群，总结出实际工作中需要的技术资料。从当今的能源消耗量增长的趋势来看，普

及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半的技术并非易事。当提出“普及”这一目标的同时，与其开发前所未

有的新技术，不如对现有的且有望得到普及的技术的效果进行验证，在具有效果的前提下，

还应对在住宅设计建设实际工作中应用这些技术时所需注意的要点、以及在建造符合政府标

准的建筑时该如何进行合理评价等内容进行研讨，这对于整理和完善要素技术也是极为重要

的。当然，同时也希望引进新的设想和先进的技术，但对于目前的紧迫现状，且考虑到将精

力和资源集中投入到开发未知技术中的危险性，加强现有技术的实用性和开发新的组合更为

实际。本研究看似平凡，但当想到要对现有的4700万户和在建的110万户住宅的能源消耗进行

抑制，其作为当前技术开发课题的一部分则是必不可少的。本研究的成果，除了已发表的许

多学术论文和专业性强的详细报告书以外，还编著了面向实际工作人员的“自立循环型住宅

设计导则”。另外，还开发了面向实际工作人员的专业性较强的环境要因模拟工具，并制作

了用于计算居住期间以及整个建筑寿命周期内的环境负荷量（包括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程序。

此外，为了更快地普及自立循环型住宅的理念及其技术，对各地区的实际工作人员进行了资

料交换和指导，并在合力建造示范性住宅的同时，通过对现有住宅的改造，对自立循环型住

宅技术的普及对策进行了具体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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