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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践行生态文明，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响应十九大提出的“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

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

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

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的指示。2019 年初，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正

式编撰”绿色学校评价标准“，推动校园绿色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绿色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伟大变革之路，学校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

为了全面实现变革，学校的绿色发展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加强学校的绿色教育和绿色管理是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标准经编制组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国内先进相关标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而成。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中小学校，5、高等院

校。第 4 章和第 5 章包括：绿色课程、绿色活动、硬件设施、学校生态环境、食品供应、废

旧物处理与可循环利用、水资源利用、节能低碳、学校师生健康等 9 大类指标内容。 

本标准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负责管理，由本基金会负责具体技术内

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 69 号 1 单元 7B；邮编：100097） 

本标准主编单位：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本标准参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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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执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伟大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规范

绿色学校的评价，引导绿色学校的生态发展，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运行过程中的中小学和高等学校绿色学校的评价。 

1.0.3 评价绿色学校时，应全面考虑学校运行过程中的节能、节地、节水、

节材和保护环境，并结合学校可持续绿色发展理念的教育推广需求，协调学校

功能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维持校园生物多样性的辩证关系。 

1.0.4 绿色学校的规划设计应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理念，结合学校所在地

域的气候、环境、资源、经济和文化等特点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教育推广需

求，对学校运营过程中已有资源的节约、再生资源的利用或开发、环境保护等

性能与措施进行综合评价，同时注重学生身心健康，体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和环境生态效益的统一。 

1.0.5 绿色学校的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现行的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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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绿色学校（Green School） 

绿色学校（Green School）是指节约资源（节水、节能、节物、节地）、减

少污染，增加校园生物多样性，尽可能多的使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来循环利用

资源、保护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师生共建健康快乐、亲近自然、绿色低碳、简

约适度、安全高效的学习生活环境，对学生具有生态文明和环境教育功能，与自

然环境和谐共生的学校。 

2.0.2 绿色课程（green progress） 

绿色课程是指通过将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绿色家园的理念渗透到环境创

设和课程建设之中，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实践、感受、讨论多种形式感受绿色生

活，体会绿色生活的快乐，喜爱绿色，保护绿色。 

2.0.3 绿色活动（green activity） 

绿色活动是指围绕环境保护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调查、资源节约，废旧电

池回收利用、校园生态文明建设、师生健康、绿色网络等主题开展一些环保活动。 

2.0.4 渗透式地面（permeable floor） 

渗透地面可分为天然渗透地面和人工渗透地面两大类，前者在学校以绿地为

主，是一种天然的渗透设施。后者是指学校内各种人工铺设的透水性地面，如多

孔的嵌草砖、碎石地面，透水性混凝土路面等。 

2.0.5 雨水收集系统（rainwater colle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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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收集系统是指将雨水收集处理后直接利用的过程，表现在雨水收集、雨

水贮留等，屋顶、路面均可不同程度收集雨水，收集的雨水可汇集到雨水贮留池

中，对不同用途的雨水进行处理等级的划分，分别利用。 

2.0.6 学校能耗统计（school energy consumption statistics） 

指对学校内所有建筑、设施及设备在使用过程中所消耗的统计。 

2.0.7 学校能耗审计（school energy audit） 

通过对校园能源利用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对其能源利用效率、消耗水平、能

源经济与环境效果进行审计、监测、诊断和评价。 

2.0.8 人均能耗（average energy consumption） 

将全校年度能耗按人均统计和计算，即为校内师生每学年的人均用电量。 

2.0.9 人均水耗（average water consumption） 

将全年度水量消耗按人均统计和计算，即为校内师生每学年的人均用水量。 

2.0.10 废弃物回收（recyclable waste） 

废物回收是把人类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处理和再次利用的收集过

程。可根据废物的性质，或行业性质实行分类回收。 

2.0.11 学校生态环境（schoo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为建设生态校园，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原理和方法使得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坚持环境友好的教学理念运营学校。 

2.0.12 可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 

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 

2.0.13 能耗监测平台（energy consumption monito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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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下坡原建筑、设施、主要用能用水设备安装分类和分享能耗、水耗计量

装置，采用远程传输等手段及时采集数据，实现学校能耗、水耗的在线监测和

动态分析功能的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的统称。 

2.0.14 合同能源管理（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ing） 

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单位以契约形式约定节能项目的节能目标，节能服务公

司为实现节能目标向用能单位提供必要的五福，用能单位以节能效益支付节能服

务公司的投入及其合理利润的节能服务机制。 

2.0.15 塑料草皮（Plastic lawn） 

塑料草坪是将 PA（塑胶原料，聚酰胺树脂，别名尼龙），PP（聚丙烯，是

由丙烯聚合而制成得一种热塑性树脂），PE（聚乙烯材料，是由乙烯聚合而制成

得的一种热塑性树脂）材质拉成的草丝，与 PP 网格布。 

2.0.16 人工草皮（artificial grass） 

人工草皮即“人工合成”草皮，是一种按庄稼配方认为讲不通的自然草皮合

成在一起，其中大约 70%是圆锥花序状的草，大约 30%是牧草。 

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绿色学校的评价，应以单个校园整体作为评价对象。 

3.1.2 申请评价方/被调查评价方应以该校的实际运行情况为依据。 

3.1.3 绿色学校的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学校应编制完成绿色校园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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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学校内新建建筑应全面执行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中的一星级或以上的相关规定； 

c) 学校内需要改造的既有建筑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既有建筑绿色改造

评价标准》GB/T 51141 中一星级的要求； 

d) 最 终 结 果 为 提 交 相 应 分 析 报 告 （ 在 满 足 《 绿 色 校 园 评 价 标 准 》

GB/T51356-2019）的基本项的条件下，再在根据本标准调查学校各项二级指标

的现状，然后参与本标准的绿色学校评价）。 

3.1.4 申请评价方/被调查评价方应按本标准的有关要求，运行阶段进行控制并

应提交相关的文档。 

3.2 评价方法与等级划分 

3.2.1 绿色学校评价的指标体系由绿色课程、绿色活动、硬件设施、学校生态环

境、食品供应、废旧物处理与可循环利用、水资源利用、节能低碳、学校师生健

康等 9 大类指标组成，每大类指标的总分见表 3.2.1。评价指标体系 9 类大指标

各自的评分项得分 Q1、Q2、Q3、Q4、Q5、Q6、Q7、Q8、Q9 应按参评校园的评

分项实际得分值除以理论上可获得的总分值再乘以 100 分计算。 

表 3.2.1 每大类指标的总分 

大类指标

类型 

绿色教育

相关课程

（W1） 

绿色教

育活动

（W2） 

硬件

设施

（W3） 

学校

生态

环境

（W4） 

食品

供应

（W5） 

废弃物处

理和可循

环利用

（W6） 

水资

源利

用

（W7） 

节能低

碳

（W8） 

学校师

生健康

（W9） 

中小学校

（分） 
3 6 16 26 18 12 3 10 6 

高等院校

（分） 
4 6 14 18 18 15 3 1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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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绿色学校应在满足《绿色校园评价标准》GB/T51356-2019 的控制项的

基础上，然后满足大类本标准中具体得分指标进行绿色学校评估，评分项的评

定结果应根据条款规定确定得分值或不得分。 

3.2.3 绿色学校评价应按总得分值确定评价等级。总得分值应为 9 类大指标评

分项折算得分（Q1～Q9）之和。 

3.2.4 评价指标体系的总得分应按下式计算，其中评价指标体系 9 大类指标评

分项的权重 W1～W9 应按表 3.2.4 取值。 

ΣQ = 𝑊1𝑄1 +𝑊2𝑄2 +𝑊3𝑄3 +𝑊4𝑄4 +𝑊5𝑄5 +𝑊6𝑄6 +𝑊7𝑄7 +𝑊8𝑄8 +𝑊9𝑄9 

表 3.2.4  绿色学校各大类指标的权重 

大类

指标

类型 

绿色教

育相关

课程

（W1） 

绿色教

育活动

（W2） 

硬件设

施

（W3） 

学校生

态环境

（W4） 

食品供

应

（W5） 

废弃物处

理和可循

环利用

（W6） 

水资源

利用

（W7） 

节能低

碳

（W8） 

学校师

生健康

（W9） 

中小

学校 
0.03 0.06 0.16 0.26 0.18 0.12 0.03 0.1 0.06 

高等

院校 
0.04 0.06 0.14 0.18 0.18 0.15 0.03 0.16 0.06 

3.2.5 绿色学校评价等级分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3 个等级，3 个等级均应

满足《绿色学校下评价标准》GB/T51356-2019 的所有控制项的规定，且一星

级、二星级、三星级绿色校园的总得分不应低于 50 分、60 分、80 分。 

3.2.6 绿色学校的评价原则上以校园环境、建筑、设施以及管理运行状况为对象，

分别评估，综合评判。 

3.2.7 本标准对学校运行阶段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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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小学校 

4.1 绿色课程 

得分项 

4.1.1 废弃物循环和垃圾分类课程(1 分) 

学校每学期开展废弃物循环和垃圾分类相关课程，给学校师生、管理人员

培养废弃物的分类基础知识和废弃物循环意识。 

4.1.2 生物多样性和气候课程(1 分) 

学校每学期开展生物多样性和气候的课程。 

4.1.3 学校每学期开展以全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教育相关课程。(1 分) 

4.2 绿色活动 

得分项 

4.2.1 学校开展了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摄影活动、辩论比赛、征文比赛以

及相关的主题社会调查。(1 分) 

4.2.2 社区主题活动(1 分) 

学校组织学生开展绿色学校绿色发展、环保等主题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 

4.2.3 教室绿化活动(1 分) 

班级组织学生参与教室种植花草等活动。 

4.2.4 垃圾回收分类知识竞赛(1 分) 

学校每学期举行垃圾分类知识相关竞赛。 

4.2.5 观鸟/观虫/生物多样性调查等活动(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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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组织开展观鸟、观虫和生物调查等任何一项活动。 

4.2.6 学校环保相关网站、公众号 

学校有环保相关的网站、运营的公众号，并且栏目信息详细丰富。(1 分) 

4.3 基础设施 

得分项 

4.3.1 校内建筑(2 分) 

符合《绿色校园评价标准》CSUS/GBC04-2013 的所有控制项。 

4.3.2 空调通风口是否堵塞(1 分) 

为保证学校师生的人身安全，必须确保定期检查通风口是否堵塞。 

4.3.3 跑道(2 分) 

跑道材料应满足国家标准，无毒无异味。 

4.3.4 学校建筑采光和桌椅设备(1 分) 

满足先行国家标准《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 中有关学校建筑日照

标准的要求。 

4.3.5 绿色采购(1 分) 

学校硬件设施相关材料必须满足国家标准，并且有国家认证的合格证。 

4.3.6 校内建筑装修(2 分) 

校内装修材料一方面要无毒无害，另一方面装修要适度、节能环保。不过

分浪费资源。 

4.3.7 自行车存放架/仓库(1 分) 

学校有专门设置自行车存放的自行车架和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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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无障碍设施(1.5 分) 

学校的教学楼和宿舍、校门等公共有阶梯的基础设施处均设有无障碍通道，

为师生提供便利。 

4.3.9 垂直立体绿化(1.5 分) 

学校能够是指充分利用不同的立地条件，选择攀援植物及其它植物栽植并

依附或者铺贴于各种构筑物及其它空间结构上的绿化方式，包括建筑墙面、坡

面、河道堤岸、屋顶、门庭、花架、棚架、阳台、廊、柱、栅栏、枯树及各种

假山与建筑设施上的绿化。 

4.3.10 雨水收集系统(1.5 分) 

雨水收集系统是指将雨水收集处理后直接利用的过程，表现在雨水收集、雨

水贮留等，屋顶、路面均可不同程度收集雨水，收集的雨水可汇集到雨水贮留池

中，对不同用途的雨水进行处理等级的划分，分别利用。 

4.3.11 渗透式地面(1.5 分) 

渗透地面可分为天然渗透地面和人工渗透地面两大类，前者在学校以绿地为

主，是一种天然的渗透设施。后者是指学校内各种人工铺设的透水性地面，如多

孔的嵌草砖、碎石地面，透水性混凝土路面等。 

4.4 学校生态环境 

得分项 

4.4.1 校内动物种类(2 分) 

校园内具有陆生、水生等多种多样的动物类型。 

4.4.2 绿化面积比例(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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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学校的师生的健康生活，学校的绿化率不低于 35%。 

4.4.3 校内植物种类(2 分) 

乔木、灌木、草坪等多种类型的校园绿化植物。 

4.4.4 校园湿地(2 分) 

校内有一定的湿地面积，因为湿地生态系统(wetland ecosystem) 是湿地

植物、栖息于湿地的动物、微生物及其环境组成的统一整体。湿地具有多种功能: 

保护生物多样性，调节径流，改善水质，调节小气候，以及提供食物及工业原料，

提供旅游资源。 

4.4.5 施肥(2 分) 

校园的绿化施肥标准要遵循国家标准，即《测土配方施肥-配方服务点技术

规范》GB/T31732-2015。 

4.4.6 病虫害防治(2 分) 

主要以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为主的方式。 

4.4.7 自然草坪的比例 30%～40%(1.5 分) 

草坪具有净化空气、吸附尘埃，改良土壤结构，减缓太阳辐射，保护和恢

复视力，所以提倡学校保留更大面积比例的自然草皮。 

4.4.8 自然草坪的比例不低于 40%(2 分) 

草坪具有净化空气、吸附尘埃，改良土壤结构，减缓太阳辐射，保护和恢

复视力，所以提倡学校保留更大面积比例的自然草皮。 

4.4.9 本土植物比例为 50%～70%(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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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乡土植物比例，因为本土植物来源于本地，在当地的适应性强，抗病虫

害能力强，经营本土树中的费用较低，风险较小，并且本土植物资源丰富，可

以多方面满足学校绿化的要求，此外，一定规模稳定的本土植物种群可以低于

外来种入侵，保护生态安全。 

4.4.10 古树(1 分) 

古树指生长百年以上的老树。 

4.4.11 本校动植物种类归档(2 分) 

关于本校的动植物种类的记录、统计并建档归档。 

4.4.12 本土植物比例为大于 70%(3 分) 

乡土植物比例，因为本土植物来源于本地，在当地的适应性强，抗病虫害

能力强，经营本土树中的费用较低，风险较小，并且本土植物资源丰富，可以

多方面满足学校绿化的要求，此外，一定规模稳定的本土植物种群可以低于外

来种入侵，保护生态安全。 

4.4.13 塑料草皮/人工草皮(2 分) 

绿色学校的塑料草坪/人工草皮的比例应低于 0.9。 

4.5 食物供应 

得分项 

4.5.1 食品供应种类(3.6 分) 

畜禽肉类、鱼虾类、蛋类、奶类及奶制品、大豆及坚果类、蔬菜类、水果

类、谷类薯类及杂豆。（按国家标准小孩子的身体健康所需） 

4.5.2 无公害食品(3.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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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污染、无毒害、安全优质的食品。 

4.5.3 减少食物浪费(3.6 分) 

鼓励学校师生珍惜粮食，不铺张浪费。 

4.5.4 一次性餐具比例(3.6 分) 

学校师生用餐所使用的一次性餐具比例低于 10%。 

4.5.5 绿色有机健康食品(3.6 分) 

学校的食品是经过机构绿色有机认证的。 

4.6 废弃物处理与可循环利用 

得分项 

4.6.1 垃圾分类(3 分) 

学校的废弃物经过学校师生分类，设置有相应的垃圾分类的回收装置。 

4.6.2 旧书回收(3 分) 

鼓励师生进行旧书回收。 

4.6.3 捐赠站(3 分) 

学校有专门的管理捐赠的组织。 

4.6.4 少用或不用塑料书皮(3 分) 

学生们包书的材料大多为塑料书皮，但是塑料书皮废弃物在环境难以降

解，容易造成环境的污染，鼓励学生重复使用或者少使用塑料书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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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水资源利用 

得分项 

4.7.1 人均用水量(1 分) 

人均用水量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 规定。 

4.7.2 冲水马桶的水压选项(1 分) 

学校的冲水马桶的规格是否具有水压选项，因此可以节约用水。 

4.7.3 绿化浇水方式(1 分) 

使用水利用率较高的方式进行绿化浇水。例如滴灌、喷灌等。 

4.8 节能低碳 

得分项 

4.8.1 节能减排标识(1.25 分) 

节能减排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节能减排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一方面提高师生节能减排的意识，另一方面，让师生理解标识背后的深刻

含义。 

4.8.2 能耗(1.25 分) 

学校用电需符合国家标准《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 50293-2014。 

4.8.3 空调使用(1.25 分) 

是否正确按国家标准安装与使用空调。 

4.8.4 公共区域灯的使用声控灯(1.25 分) 

在厕所、走廊等安装声控灯照明设备。 

4.8.5 LED 灯泡使用比例 LED 灯泡使用比例约在 50%～70%之间(1.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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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教室、宿舍、办公楼等学校建筑内的 LED 灯使用比例在 50%～70%

之间。 

4.8.6 LED 灯泡使用比例大于 70%(1.25 分) 

在学校教室、宿舍、办公楼等学校建筑内的 LED 等使用比例在大于 70%。 

4.8.7 人均每日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量(1.25 分) 

人均每日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量小于等于 0.3 kg/d。 

4.8.8 清洁能源(1.25 分) 

即“绿色能源”，是指不排放污染物、能够直接用于生产生活的能源，它

包括核能和“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潮汐能

等），实现环境友好发展。 

4.9 学校师生健康 

得分项 

4.9.1 噪声（日间不超过 55 分贝，夜间不超过 45 分贝的声音属噪声）(1 分) 

4.9.2 学生近视率(1 分) 

小学生小于 40%，初中生小于 65%，高中生小于 80%。 

4.9.3 户外活动时长(1 分) 

凡没有体育课的当天，每日学生户外活动时长不少于 1 小时。（《教育部

关于落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体育活动时间的意见》 教体艺〔2005〕10 号） 

4.9.4. 公共区域吸烟情况(1 分) 

师生在学校公共区域内无吸烟情况。 

4.9.5 心理辅导课程和相关办公室设置(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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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内是否设置有心理辅导课程和心理咨询室。 

4.9.6 ”无屏日” (1 分) 

学校在每学期内举办一次“无屏日”活动，当日鼓励学生们放下手机等电

子设备，面对面交流，认真感受身边的人。 

 

5 高等院校 

5.1 绿色课程 

得分项 

5.1.1 废弃物循环和垃圾分类课程(1 分) 

学校每学期开展废弃物循环和垃圾分类相关课程，给学校师生、管理人员

培养废弃物的分类基础知识和废弃物循环意识。 

5.1.2 生物多样性和气候课程(1 分) 

学校每学期开展生物多样性和气候的课程。 

5.1.3 学校每学期开展以全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教育相关课程(1 分) 

5.1.4 学校有绿色科研项目、基金并发表环境类论文(1 分) 

5.2 绿色活动 

得分项 

5.2.1 学校开展了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摄影活动、辩论比赛、征文比赛以

及相关的主题社会调查。(1 分) 

5.2.2 学校开展节约标识等相关设计大赛，增强师生的绿色学校意识。(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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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社区主题活动(1 分) 

学校组织开展绿色学校、绿色发展、环保等相关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 

5.2.4 垃圾回收分类知识竞赛(1 分) 

学校每学期举行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竞赛。 

5.2.5 观鸟/观虫/生物多样性调查等活动(1 分) 

学校组织开展观鸟、观虫和生物调查等任何一项活动。 

5.2.6 学校环保相关网站、公众号(1 分) 

学校有环保相关的网站、运营的公众号，并且栏目信息详细丰富。 

5.3 基础设施 

得分项 

5.3.1 校内建筑(1.2 分) 

符合《绿色校园评价标准》CSUS/GBC04-2013 的所有控制项。 

5.3.2 空调通风口是否堵塞(1.2 分) 

为保证学校师生的人身安全，必须确保定期检查通风口是否堵塞。 

5.3.3 跑道(1.2 分) 

跑道材料应满足国家标准，无毒无异味。 

5.3.4 学校建筑采光和桌椅设备(1.2 分) 

学校教学楼、行政楼等公共建筑布局，应保证室内外的日照环境、采光、

通风的要求，并应符合城市规划有关高等院校日照标准的规定。 

5.3.5 绿色采购(1.2 分) 

学校的硬件设施材料必须满足国家标准，并且有国家认证的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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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校内建筑装修(1.2 分) 

校内装修材料一方面要无毒无害，另一方面装修要适度、节能环保。不过

分浪费资源。 

5.3.7 自行车存放架/仓库(1.2 分) 

学校有专门设置自行车存放的自行车架和仓库。 

5.3.8 无障碍设施(1.2 分) 

学校的教学楼和宿舍、校门等公共有阶梯的基础设施处，均设有无障碍通

道，为师生提供便利。 

5.3.9 垂直立体绿化(1.2 分) 

学校能够是指充分利用不同的立地条件，选择攀援植物及其它植物栽植并

依附或者铺贴于各种构筑物及其它空间结构上的绿化方式，包括建筑墙面、坡

面、河道堤岸、屋顶、门庭、花架、棚架、阳台、廊、柱、栅栏、枯树及各种

假山与建筑设施上的绿化。 

5.3.10 雨水收集系统(1 分) 

雨水收集系统是指将雨水收集处理后直接利用的过程，表现在雨水收集、雨

水贮留等，屋顶、路面均可不同程度收集雨水，收集的雨水可汇集到雨水贮留池

中，对不同用途的雨水进行处理等级的划分，分别利用。 

5.3.11 渗透式地面(1.2 分) 

渗透地面可分为天然渗透地面和人工渗透地面两大类，前者在学校以绿地为

主，是一种天然的渗透设施。后者是指学校内各种人工铺设的透水性地面，如多

孔的嵌草砖、碎石地面，透水性混凝土路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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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学校设有体育器材租赁场所(1 分) 

以便学生们可以充分发展学生体育爱好，鼓励学生们尝试各种运动项目，一

方面满足学生们锻炼身体，保持健康的体魄，另一方面保证学生们能够更好地尝

试各项运动，培养学生的运动爱好。 

5.4 学校生态环境 

得分项 

5.4.1 校内动物种类(1.2 分) 

校园内具有陆生、水生等多种多样的动物类型。 

5.4.2 绿化面积比例(1.3 分) 

为了满足学校的师生的健康生活，学校的绿化率不低于 35%。 

5.4.3 校内植物种类(1.3 分) 

乔木、灌木、草坪等多种类型的校园绿化植物。 

5.4.4 校园湿地(1.5 分) 

校内有一定的湿地面积，因为湿地生态系统(wetland ecosystem) 是湿地

植物、栖息于湿地的动物、微生物及其环境组成的统一整体。湿地具有多种功能: 

保护生物多样性，调节径流，改善水质，调节小气候，以及提供食物及工业原料，

提供旅游资源。 

5.4.5 施肥(1.3 分) 

校园的绿化施肥要遵循国家标准，即《测土配方施肥-配方服务点技术规范》

GB/T31732-2015。 

5.4.6 病虫害防治(1.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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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防治方式以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为主。 

5.4.7 自然草坪的比例 30%～40%(1.3 分) 

草坪具有净化空气、吸附尘埃，改良土壤结构，减缓太阳辐射，保护和恢复

视力，所以提倡学校保留更大面积比例的自然草皮。 

5.4.8 自然草坪的比例不低于 40%(1.5 分) 

草坪具有净化空气、吸附尘埃，改良土壤结构，减缓太阳辐射，保护和恢复

视力，所以提倡学校保留更大面积比例的自然草皮。 

5.4.9 本土植物 50%～70%(1.3 分) 

即学校内乡土植物比例，因为本土植物来源于本地，在当地的适应性强，抗

病虫害能力强，经营本土树中的费用较低，风险较小，并且本土植物资源丰富，

可以多方面满足学校绿化的要求，此外，一定规模稳定的本土植物种群可以低于

外来种入侵，保护生态安全。 

5.4.10 古树(1.6 分) 

古树指生长百年以上的老树。 

5.4.11 本校动植物种类归档(1.5 分) 

关于本校的动植物种类的记录、统计并建档归档。 

5.4.12 本土植物 70%以上(1.5 分) 

即学校内乡土植物比例大于 70%，因为本土植物来源于本地，在当地的适

应性强，抗病虫害能力强，经营本土树中的费用较低，风险较小，并且本土植物

资源丰富，可以多方面满足学校绿化的要求，此外，一定规模稳定的本土植物种

群可以低于外来种入侵，保护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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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3 塑料草坪/人工草皮(1.4 分) 

绿色学校的塑料草坪/人工草皮的比例应低于 0.9。 

5.5 食物供应 

得分项 

5.5.1 食品供应种类(3 分) 

畜禽肉类、鱼虾类、蛋类、奶类及奶制品、大豆及坚果类、蔬菜类、水果

类、谷类薯类及杂豆。 

5.5.2 无公害食品(3 分) 

无污染、无毒害、安全优质的食品。 

5.5.3 减少食物浪费(3 分) 

鼓励学校师生珍惜粮食，不铺张浪费。 

5.5.4 打包盒使用(3 分) 

学校的师生点餐的时候尽量按量点餐，不过度点餐。或者学校师生不浪费

粮食，而选择将食物打包带走。 

5.5.5 绿色有机健康食品(3 分) 

学校的食品经过国家绿色或有机认证。 

5.5.6 素食窗口(3 分) 

学校食堂提供了专门的素食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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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废弃物处理与可循环利用 

得分项 

5.6.1 垃圾分类(3.8 分) 

学校废弃物经过学校师生分类，设置有相应的垃圾分类的回收装置。 

5.6.2 旧书回收(3.8 分) 

鼓励师生进行旧书回收，旧书是可以循环利用的，一方面减少纸张的浪费，

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书本印刷成本。 

5.6.3 捐赠站(3.6 分) 

学校有专门管理捐赠的组织。 

5.6.4 衣物回收(3.8 分) 

学校师生可以将旧衣服回收到相应的管理机构，回收来的质量比较好的衣

物将会被挑选出来，经过打包消毒，由专业人员运送到指定的贫困山区或其他

地区，去帮助别人，另有一些不能穿的旧衣可以被回收作为保温棉，不浪费资

源，实现资源可回收利用。 

5.7 水资源利用 

得分项 

5.7.1 人均用水量(1 分) 

人均用水量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 规定。 

5.7.2 冲水马桶有无水压选项(1 分) 

学校的冲水马桶的规格应具有水压选项，节约用水。 

5.7.3 绿化浇水方式(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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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水利用率较高的方式进行绿化浇水。例如滴灌、喷灌等。 

5.8 节能低碳 

得分项 

5.8.1 节能减排标识(2 分) 

节能减排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节能减排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一方面提高师生节能减排的意识，另一方面，让师生理解标识背后的

深刻含义 

5.8.2 能耗(2 分) 

学校用电需符合国家标准《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 50293-2014。 

5.8.3 空调使用(2 分) 

是否正确按国家标准安装与使用空调。 

5.8.4 公共区域灯的使用声控灯(2 分) 

在厕所、走廊等安装声控灯照明设备。 

5.8.5 LED 灯使用比例在 50%～70%之间(2 分) 

在学校教室、宿舍、办公楼等学校建筑内的 LED 灯使用比例在 50%～70%

之间。 

5.8.6 LED 灯泡使用比例大于 70%(2 分) 

在学校教室、宿舍、办公楼等学校建筑内的 LED 使用比例大于 70%。 

5.8.7 人均每日固体废弃物产生量(2 分) 

人均每日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不超过 0.9 kg/d。 

5.8.8 清洁能源(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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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绿色能源”，是指不排放污染物、能够直接用于生产生活的能源，它

包括核能和“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潮汐能

等），实现环境友好发展。 

5.8.9 LED 灯泡使用比例大于 70%(2 分) 

在学校教室、宿舍、办公楼等学校建筑内的 LED 使用比例大于 70%。 

5.9 学校师生健康 

得分项 

5.9.1 噪声(1 分) 

学校区域的日间不大于 55 分贝，夜间不大于 45 分贝。 

5.9.2 学生近视率（高等院校学生的近视率小于 85%）(1 分) 

5.9.3 户外活动时长(1 分) 

凡没有体育课的当天，学生户外活动时长每日不少于 1 小时。 

5.9.4. 公共区域吸烟情况(1 分) 

师生在学校公共区域内无吸烟情况。 

5.9.5 心理辅导课程和相关办公室设置(1 分) 

学校内是否设置有心理辅导课程和心理咨询室。 

5.9.6 “无屏日” (1 分) 

校在每学期内举办一次“无屏日”活动，当日鼓励学生们放下手机等电子

设备，面对面交流，认真感受身边的人。 

附件 1:打分表：中小学校绿色评估 

附件 2:打分表：高等院校绿色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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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

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

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文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条文中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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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绿色学校评价标准》T 00002-2019 目前还在拟定过程中。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查阅资料以及社会实际现状，分

析了我国绿色学校的现状和发展，总结了我国不同地区绿色校园的实践经验吗

采用了国家绿色建筑系列标准的评价方法，同时借鉴了国外相关的先进标准，

在符合我国国情的情况下技术，满足绿色学校生态节能，与此同时，重点突出

绿色人文教育的特殊性和实用性，正在积极广泛征求有关方面的多方面、多维

度的意见，对具体的内容进行反复的谈论、协调和修改，最终需要经过审查定

稿。 

为便于多方（规划、设计、科研、学校等）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

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绿色学校评价标准》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

注意的有关是想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

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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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小学校绿色评估（打分表） 

大类指标 

（权重，总分） 
各项指标理论得分 

各项指标分数理论

得分（分） 

实际得分

（分） 

 

绿色课程

（0.03，3） 

废弃物循环和垃圾分类课程 1  

生物多样性和气候课程 1  

学校每学期开展以全球可持续发展

为目标的教育相关课程 
1  

 

绿色活动

（0.06，6） 

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摄影活

动、辩论比赛、征文比赛以及相关

的主题社会调查 

1  

社区主题活动 1  

教室绿化活动 1  

垃圾回收分类知识竞赛 1  

观鸟/观虫/生物多样性调查等活动 1  

学校环保相关网站、公众号 1  

 

硬件设施

（0.16，16） 

校内建筑 2  

空调通风口是否堵塞 1  

跑道 2  

学校建筑窗户的采光、桌椅设备 1  

绿色采购 1  

校内建筑装修 2  

自行车存放架/仓库 1  

无障碍设施 1.5  

垂直立体绿化 1.5  

雨水收集系统 1.5  

渗透式地面 1.5  

 

学校生态环境

（0.26，26） 

校内植物种类 2  

绿化面积比例不低于 35% 2  

校内动物种类 2  

校园湿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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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 2  

病虫害，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 2  

自然草坪的比例 30～40% 1.5  

自然草坪的比例不低于 40% 2  

本土植物比例 50～70% 2.5  

古树 1  

动植物种类归档 2  

本土植物大于 70% 3  

塑料草皮/人工草皮 2  

 

食品供应

（0.18，18） 

食品供应种类 3.6  

无公害食品 3.6  

减少食物浪费 3.6  

一次性餐具比例低于 10%（小学） 3.6  

绿色有机健康食品 3.6  

 

废旧无处理与可

循环利用

（0.12，12） 

垃圾分类 3  

旧书回收 3  

捐赠站 3  

少用或不用塑料书皮 3  

 

水资源利用

（0.03，3） 

人均用水量 1  

冲水马桶的水压节水选项 1  

绿化浇水方式 1  

 

节能低碳

（0.1，10） 

节能减排标识 1.25  

能耗 1.25  

空调使用 1.25  

厕所、走廊使用声控灯灯使用关等 1.25  

LED 灯泡比例 50～70% 1.25  

LED 灯泡比例大于 70% 1.25  

人均每日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1.25  

清洁能源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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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师生健康

（0.06，6） 

噪声 1  

学生近视率 1  

户外活动时长不少于 1小时 1  

公共区域吸烟情况 1  

是否设置心理辅导课程和心理咨询

办公室 

1  

“无屏日” 1  

总分计算按下式计算后计算得到________分，绿色学校评价等级为：_________星级。                   

ΣQ = 𝑊1𝑄1 +𝑊2𝑄2 +𝑊3𝑄3 +𝑊4𝑄4 +𝑊5𝑄5 +𝑊6𝑄6 +𝑊7𝑄7 +𝑊8𝑄8 +𝑊9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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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等院校绿色评估(打分表) 

大类指标 

（权重，总分） 
各项指标理论得分 

各项指标分数理

论得分（分） 

实际得分

（分） 

绿色课程

（0.04，4） 

废弃物循环和垃圾分类课程 1  

生物多样性和气候课程 1  

学校每学期开展以全球可持续发展为

目标的教育相关课程 
1 

 

学校有绿色科研项目、基金并发表环境

类论文 
1 

 

 

绿色活动

（0.06，6） 

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摄影活动、辩

论比赛、征文比赛以及相关的主题社会

调查 

1 

 

学校开展相关的节约标示设计大赛，增

强学校师生的绿色学校的意识 
1 

 

社区主题活动 1  

垃圾回收分类知识竞赛 1  

观鸟/观虫/生物多样性调查等活动 1  

学校环保相关网站、公众号 1  

 

硬件设施

（0.14，14） 

校内建筑 1.2  

空调通风口是否堵塞 1.2  

跑道 1.2  

学校建筑窗户的采光、桌椅设备 1.2  

绿色采购 1.2  

校内建筑装修 1.2  

自行车存放架/仓库 1.2  

无障碍设施 1.2  

垂直立体绿化 1.2  

雨水收集系统 1  

渗透式地面 1.2  

学校具有体育器材的租赁场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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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生态环境

（0.18，18） 

校内植物种类 1.2  

绿化面积比例不低于 35% 1.3  

校内动物种类 1.3  

校园湿地 1.5  

施肥 1.3  

病虫害，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 1.3  

自然草坪的比例 30～40% 1.3  

自然草坪的比例不低于 40% 1.5  

本土植物比例 50～70% 1.3  

古树 1.6  

动植物种类归档 1.5  

本土植物大于 70% 1.5  

塑料草皮/人工草皮 1.4  

 

食品供应

（0.18，18） 

食品供应种类 3  

无公害食品 3  

减少食物浪费 3  

打包盒的使用 3  

绿色有机健康食品 3  

素食窗口 3  

 

废旧无处理与可

循环利用

（0.15，15） 

垃圾分类 3.8  

旧书回收 3.8  

捐赠站 3.6  

衣物回收 3.8  

 

水资源利用

（0.03，3） 

人均用水量 1  

冲水马桶的水压节水选项 1  

绿化浇水方式 1  

 

节能低碳

（0.16，16） 

节能减排标识 2  

能耗 2  

空调使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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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走廊使用声控灯灯使用关等 2  

LED灯泡比例 50～70% 2  

LED灯泡比例大于 70% 2  

人均每日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2  

清洁能源 2  

 

学校师生健康

（0.06，6） 

噪声 1  

学生近视率 1  

户外活动时长不少于 1 小时 1  

公共区域无吸烟情况 1  

是否设置心理辅导课程和心理咨询办

公室 
1 

 

“无屏日” 1  

总分计算按下式计算后计算得到________分，绿色学校评价等级为：_________星级。                   

ΣQ = 𝑊1𝑄1 +𝑊2𝑄2 +𝑊3𝑄3 +𝑊4𝑄4 +𝑊5𝑄5 +𝑊6𝑄6 +𝑊7𝑄7 +𝑊8𝑄8 +𝑊9𝑄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