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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绿色建筑法规

智能城市 – 优秀范例 

建筑 

旧金山绿色建筑项目  
 

旧金山, 美国 

 

旧金山市创新性得推行了完整的一系列政策，激励一些在建和已建的建筑楼提高能源效率及环境表现。命名为“绿色建

筑项目”。在这项目之下，创新条例强制规定新建或翻修居民楼和商业楼需达到绿色建筑标准。紧随其后，加利福尼亚

建筑标准委员会发展了 2010 年加利福尼亚绿色建筑标准,由"CAL Green"设计。 此法规是 12 个建筑物条例部分中的第

11 部分，关于加利福尼亚法规中建筑物条例的采用，修改和废除。旧金山绿色建筑项目将旧金山建筑法规(2010 加利

福尼亚绿色建筑规范) 发展将强制性要素和严格的当地要求相结合 [9, 10] 。 

国家/ 城市简介 

初始背景 

项目开始于 2008 年,当旧金山市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完整的绿色建筑条令和清晰的绿色建筑物法规 (定义绿色建筑的特定

需求), 并且提供详细的新建建筑物指南[2, 10]。 

绿色建筑规范在美国多个城市和城镇中的过去的几年里都发展迅速，因为建筑板块是国家减排目标的主要贡献者并且因

此获得当局和居民的密切关注。联邦局倡议，各州城市和城镇中出现众多绿色项目，加利福尼亚州要承担一个环境先行

者的角色。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奥巴马总统在 2011 年声明，更好的建筑举措使得商业用楼和工业用楼在过去的 10 年内

增加了 20% 的能源利用效率，并且促进私人机构对能源高效性的投资。旧金山政府由于建立了完备的绿色能源规范和一

些更加严格和强制性的建筑法规，使其成为加利福尼亚州的领先城市承担积极主动的正面作用。因此， 旧金山的“绿色

建筑项目” 成为了最宏伟的法律政策，在美国各个城市中推广[2, 10]。 

基于前人的研究和建议，旧金山将其首发绿色建筑项目运用在新建造的居民楼和商业楼上,和主要的建筑楼翻新上。随

后， 加利福尼亚建筑标准委员会发展了 2010 年加利福尼亚绿色建筑标准，称为 “CAL Green”。这促使了新的旧金山绿

色建筑法规的修订，将 2010 年加利福尼亚绿色建筑物标准法规的强制性条例和当地严格的条例编入新的一套法规之中

[2]。因此，所有规模的新建筑活动都必须满足 CAL Green 的规定; 严格的雨水管理标准; 回收利用至少 65% 的建筑废料 

[1]。 

 

 

 

 

国家 城市 

人口 (2014) 31890  万 [4]  人口 (2013) 327 万 (城市) [5] 

433.5 万 (大都市圈) [5] 

土地面积 (km²) 9,831,510 [4] 土地面积 (km²) 600.6 (市县) 

 

人均 GDP (2014, 国际货币 

$, 购买力水平) 

54,629 [8] 人均 GDP (2014, 国际

货币 $, 购买力水平) 

72,390 (大都市圈) [6] 

地区 北美 地区 内陆 

城市地理位置  位置  旧金山位于美国西海岸线，旧金山半岛北端 
 旧金山有超过 50 座山丘。一些居民区以他们所在的山丘命名 

气候  夏季凉爽的地中海气候 (冬天温暖夏季干燥) 
 平均一年有 73 天下雨，年度降水量为 6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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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完整的新绿色建筑法规 “CAL Green” 综合了对在建和已建建筑物的特定可持续发展需求。完善政府城市建筑项目中鼓

励提高能源效率改善环境表现 [1]。  

其主要的目标是将已建建筑楼提高能源效率，开发新的绿色建筑，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减少能源开支，提高建造安全性

并在以下几条中提高建筑物的整体表现 [1]: 

1. 规划和设计 

2. 能源效率 

3. 水体效率和保护 

4. 材料节省和资源效率 

5. 环境质量 

实施过程 

绿色能源项目在 2008 年旧金山市开展实施，并且在 2010 年随着绿色建筑标准“CAL Green”的颁布进行修订。它代表了

美国雄心壮志的建筑板块完整的法规。这项法规杰出得在 2011 年获得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政府领导奖颁发的最佳绿色

建筑政策奖。[3] 

项目实施细节  

过程/ 管理层 为了整合和实施这项能源政策和举措，旧金山市政府专设了市专案组监督城市中建设项目的环境表现，在建造项目的设计和建造

阶段提出修改完善意见，促进市民和城市各职能部门的交流，并且作为一个教育平台，传播绿色建筑方面的知识和共享成功案例

的经验学习。[2] 

资金 直接资助 – 为了帮助私人建筑商达到政策的需求，新颁布的旧金山绿色经济 (资产清洁能源评估基金)项目提供 73,948,362.00 € 

($ 100m) 来资助商业上能源高效，可再生能源，和水效升级的能力。通过征收的物业税还款。同样提供给节能项目和太阳能项

目。  

同样，对于单身住户或者 2-4 名住户的建筑楼也有刺激政策，高达 3,562.85 € ($4,500) 投入到加利福尼亚市大范围能源升级项目, 

以帮助旧金山居民提高能源效率和室内空气质量。加利福尼亚能源升级是一个基金项目，提供给单身家庭住户节约能源使用的奖

励刺激。 [1] 

间接资助 – 对建筑楼所有者的其他形式刺激，比如旧金山能源能源观察多户家庭加项目提供给居民低价的节能设备和专业的节能

服务。  

其他对于商业户主的创新经济方式包括节能，太阳能购买合同，实体公司整个改造前的融资，安置，购买和安装节能设备的费

用。同时，给客户提供全面的商业用水评估的智能用水方案，帮助设备减少水资源浪费并且节约使用开销。 

此外，为高效管理饮用水和污水处理系统和住宅设备，建立多项奖励制度，贡献于新造的建筑物和已经建造好的建筑物。 [1] 

参与者 此项目由多个城市职能部门合作设计和实施- 旧金山城市和国家，构成市绿色建筑物专案组(全面监督和帮助建设项目的环境表

现):  

 
 环境部门; 

 公共工程部门的建筑物设计和建造分部; 

 公共工程部门的基础设施设计和建造分部; 
 

 旧金山公共事业委员会; 

 娱乐和公园部门; 

 旧金山市政交通机构; 

 建筑检查机构; 

 旧金山港口; 

 旧金山国际机场; 

 旧金山公共图书馆; 

 公共健康部门;  

 行者事业部门的房地产事业分部。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比如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北加利福尼亚, 美国建筑师机构加利福尼亚委员会，和加利福尼亚建筑物标准委员

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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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0] 

通过此倡议，旧金山市，县政府计划取得如下成果: 

 符合加利福尼亚绿色标准法规(CAL Green); 

 胜过加利福尼亚节能标准至少 15%; 

 新的商业建筑以及改建项目需要超过 2,323 m2 ，其必须满足 “领先能源和环境设计” (LEED) 黄金法规 – 最高 LEED

系统等级之一 – 能源与环境建筑资质; 

 市政项目都要达到 LEED 黄金资质; 

 执行雨水管理标准和回收至少 65%的建筑废物。  

达到的结果 [2, 10]: 

 达到 3,251,606 m2 的 LEED 资质建筑物; 

 达到 84 幢能源星级商务楼，覆盖城市 3,497,798.62 m2 。 

经验学习 

此综合举措成功的因素之一是大量的政策实行，比如: 

 旧金山绿色建筑法规中关于新建和翻新项目的大量环境标准; 

 绿色建筑专案组的成立; 

 LEED 资质设立和市政建设项目信用要求; 

 住宅节能条例的设立; 

 已建商业用楼节能表现条例的设立; 

 启动绿色经济旧金山 PACE (房产清洁能源评估) 基金; 

 能源服务同意书，太阳能购买同意书; 

 在线信息平台; 

 绿色租户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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