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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布置和运营的可持续发展
清单
综述：像执行任何复杂的计划时一样，对于任何一个建筑项目来说用清单来检查
一下是否已经考虑周全是很有用的方法。以下关于图书馆的规划、建造、布置和
运营的清单就是用于对完整性进行检验的，尽管这一清单还无法做到绝对的全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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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项目规划和融资
提前与建筑商就可持续性目标进行讨论，确定标准
按照“绿色建筑”的定义进行定位：经济、环保、节约资源。为使用者提供
最佳的舒适性，对健康无害并能最好地融入社会文化、即周边的环境
将使用者和建筑商的环境目标联系起来；提前考虑建筑物的生态平衡：创建、
运营、保养、拆除和处置，二氧化碳平衡
运营费用的计算需要实现的目标
对 ROI（投资回报率）的全面考虑
使用周期的成本
完成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简要说明
考虑不动产价值的提升（通过认证提升）
在融资时考虑可能的追加资金

2.
-------

招标
公共领域应该成为榜样，尤其是图书馆这样的教育和文化机构
确定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具体标准
定义图书馆的“生态脚印”
列明具体的环境目标
要求对可持续发展涉及的各个方面进行整体描述
通过证书进行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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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土地/选址
土地及其周边环境的生态标准（遗留问题，气候条件，排放，噪音）
建筑工程造成的自然消耗
基础设施（与 ÖPNV（公共交通）的连接）
拿到土地的途径（包括用于维护和清洁的支出）
与个人交通的连接（自行车）
庭院、地面和周围环境的绿化
个人空间的建造方案和能源方案的优化

4.
-----

建设进程
基础设施：进出通道，材料存放等
对周边临近环境的噪音和环境干扰
在本地区选择建筑公司和设备
材料和工程的招标：对可持续性标准的要求，考虑证书

5.
5.1
----------

建筑物
结构
通过紧凑实现可持续发展（充实的建筑）
面积的合理利用，科学的建筑形式和分区
将正厅作为图书馆的典型标志
运用少量的空间实现舒适的空间感
通过对建筑进行合理的布局尽量减少面积和空间的运用
根据图书馆不同功能的不同需要进行分区，以实现能源消耗的最小化（涉及
温度调节、照明、消除噪音）
屋顶的利用（绿化、太阳能）
覆盖范围广、节约资源的整体存储（包括公众的使用）
便于维护的建筑结构

5.2
--------

外墙
材料的生态质量
建筑材料和结构对健康无害
维护，保养
使用寿命长
容易修理
便于回收利用和清洁
循环再用的材料所占的比重，比如铝、钢

5.3
------

温度
避免大量使用温度调节装置
根据图书馆的功能区分温度调节的安排
利用大量混凝土：混凝土芯加温
自然通风
内部空气：大楼病综合征，有害物质和气体

-------

复印室、空调设备等排出的空气
窗户玻璃的质量（隔热）
图书馆入口和内部温度：旋转门，大门与防风门间的空间
放弃人工加湿
遮阳装置
建筑设计中的遮阳装置：位置较低的窗户

5.4
-----------------------

能源和照明
日光/人工光源
供电：可再生能源发电所占的比重
有效利用能源的供暖系统
节约用电—制造电能（光伏）
让能源消耗变得可见，从而降低能耗：消耗测量仪器
热回收
太阳能光热和地热
区域供热
冷却：夜间冷却，混凝土芯的激活
换热器
空气流通：自然通风
将自然光带到建筑中
使用半透明材料以实现透光
高效的照明（电子控制台）
带有运动传感器的灯光开关
根据功能设置的点照明
在读者工作台的照明中同样使用电子开关
根据需要照明：分级开关，调光器
灯泡（能源使用效率，平均使用寿命费用，回收利用）
减少热水的使用量
对污水和雨水的利用（洗手间、灌溉）
节水功能（洗手间、洗手盆处的节水装置）

6.
-------

内部装潢：材料来源、耐用性、清洁能力、回收利用
地板材料，地毯，音效装置（挡板）
木材：来源、种植、证书
图书馆家具配置
办公室家具配置
生态平衡
使用可追溯和可回收利用的材料

7.
-----

绿色资讯通讯科技
耗电量，生产，回收利用
用精简客户端代替家用电脑（节约用电，使用寿命更长）
远程管理
硬件的认证证书：Energy Star（能源之星认证）

-----

打印机：耗电量，墨水消耗量
看得见的用于电脑和打印机的电路板
用于将能源消耗最佳化的软件方案（待机）
减少纸张的使用，放弃使用热敏纸

8. 客户服务
-- 翻印服务（用扫描代替复印），优先选择电子化资源，双面打印
-- 办公桌轮用制：灵活运用咨询处，在服务时间以外可以作为工作台使用
-- 在图书馆中用其其他材料替代塑料袋
-- 图书馆的咖啡厅：用瓷器代替塑料，公平贸易产品等等
-- 出借“其他”并非图书的资料：并非日常所需的东西（从笔记本电脑到园艺
工具）
9.
9.1
-------

图书馆管理
环境管理认证（ISO14000）
员工的参与和激励
严格遵守法律
不断改进
严格遵循可持续发展目标
成本和消耗的公开透明
竞争优势

9.2
------------

设施管理
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
清洁剂：节约使用剂量
清洁（“绿色清洁”）：地面、公共卫生
在建筑的清洁中避免使用化学清洁剂
使用不含毒素的、不含石油而是含水的、不含香料、可生物降解的材料
保洁消耗品（毛巾等）
容器和包装的回收利用
电池、电子设备和机器部件的回收利用
在例行清洁中产生的噪音（吸尘器）
灯泡的使用
灯泡的回收利用：节约材料和节约用电的灯泡和 LED

9.3
---------

绿色图书馆办公室
环保的采购
绿色运输
选用本地的装订工人（运输中的二氧化碳平衡）
办公室使用的材料和设备（生产、能耗、回收利用）
本地的供货商
拥有认证的供货商
图书供应商和供货方法（二氧化碳平衡，包装材料）
办公桌轮用制

----------

减少用纸
电子化归档
“绿色”办公室材料
避免制造垃圾和垃圾分类（纸张、塑料、玻璃、电池、电子储存设备）
打印机墨盒的回收利用
避免使用含有有毒、有害和难以回收的物质的产品
无人时调低暖气，空气对流
员工配餐室：节能的电器，高效能的热水器，公平贸易产品
培训员工的敏感性

10.
--------

策略性目标
能源支出的公开透明：公开有助节约
以减少消耗为目标的检查
确定以节能为目的的目标
奖励和激励制度
给合作伙伴带来的影响（出版社、书商、供货商）
吸引新的目标群体
策略性的合作关系

11.
-----------

市场营销与公关
可持续发展和企业形象
座右铭：“绿色的形象是良好的形象”
图书馆积极主动、有榜样作用
让客户/图书馆的使用者也支持可持续发展
让更多的股东支持可持续发展
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图书馆入口处展示能源证明（PR）
对图书馆以生态为主题和目的开展的活动进行宣传
参与合作主办者倡议的各种活动
在年度报告中包含环境报告和“绿色”篇章

12. 认证证书
12.1
绿色建筑认证证书
-- LEED（美国质量认证，全球认可）2
-- BREEAM（英国质量认证）3
-- 绿色之星评价体系 4
-- DGNB 德国质量认证，可持续发展建筑注册协会 5
-- 符合 EnEV6 的能源证明
-- European Energy Award ®（欧洲能源奖）7
-- 德国联邦太阳能产业协会 8
12.2
环境管理
-- DIN ISO 14000 及以下（私人经济，国际性，不带法律性质）9
-- 欧盟的 EMAS（生态管理和审计模式）10

12.3
产品认证证书
-- 纸张的质量认证（FSC11，PEFC12，IPR13 等）
-- 蓝色天使认证体系 14
-- 欧洲能源之星 15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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