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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是%5(*OREDO/LPLWHG的财产，仅为外界提供信息以供参考。与本计划文件相关的任何测试，评估，认证或批准活动必
须按照%5(*OREDO/LPLWHG准许的流程进行，此类活动只能由%XLOGLQJ5HVHDUFK(VWDEOLVKPHQW/LPLWHG和%5(*OREDO的授权员工，
代理商，特聘专家限的或经批准的缔约方授权进行。任何希望使用或复制此计划文件以提供测试，评估，认证或批准的任
何一方必须向%5(*OREDO/LPLWHG申请培训，评估和相关许可资质，这通常会收取一定费用。%5(*OREDO/LPLWHG不会无理拒绝
此类申请。%5(*OREDO/LPLWHG对本文件未经授权使用或分发任何人造成的不良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并可采取法律行动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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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会要求您注册您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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ڟκ

关于 BRE Global Ltd.
BRE Global Ltd. ( 作为 BRE ( 建筑研究院 ) 集团的一部分 ) 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机构，为国际市
场提供消防、安
全和可持续发展产品和服务的认证。
BRE Global Ltd. 的使命是“保护人类、财产和地球”。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 :
1. 研究和写作标准
2. 在消防、电子、安全和可持续性领域进行测试和认证
3. 发展世界领先的可持续发展评估方法
4. 为客户和监管机构提供研究和咨询服务
5. 通过出版物和活动在整个行业发布标准和知识
6. 开发和提供培训 .
BRE Global Ltd. 的 产品测试和批准是由我们世界著名的测试实验室的认可专家进行的。
BRE Global Ltd. 是多个世界领先品牌的保管人，包括 :
1. 建筑研究院环境评价体系 (BREEAM) - 世界领先的建筑环境评估方法
2. 防损认证委员会 (LPCB) 用于批准消防和安全产品及服务。
BRE Global Ltd 是 BRE Trust 的贸易子公司。是 BRE 集团旗下的一家注册研究及教育慈善机构。
BRE Global Ltd.
Bucknalls Lane
Watford
Hertfordshire
WD25 9XX
T +44 (0)333 321 8811 F +44 (0)1923 664 910
E enquiries@breglobal.com
www.breglobal.com
www.greenbookl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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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标准文件
本文件是 BREEAM 国际版 2016 新建建筑体系的技术手册。它描述了一个环境性能标准，世界范围
内的新建建筑可以
根据该标准进行评估，并达到 BREEAM 新建建筑等级。
根据 BREEAM 操作手册 (SD5070) 的程序和操作要求，培训、合格和持牌 BREEAM 国际评估人员将
根据 BREEAM 许可证
条款和条件使用标准文件和详细信息。本文件仅供非 breeam 评估人员参考之用。

#3&&". ᴴ۳᪴У⮱ᩦअ
本标准文件经修订，并由 BRE Global 有限公司不定期重新印发。本文件每期的出版日期载列如下。
本文档中任何需要重新发布的内容都将在全文中强调 ( 注意 : 删除内容将不会在更新后的版本中指
出 )。对每个问题所
做的所有添加和删除的详细列表可以分别获得。BREEAM 评估工具可以从 BREEAM 评估的外联网
下载这个更改列表。
如有需要，其他各方也可获得更改清单 ; 请发邮件至 breeam@bre.co.uk.

ᴴ۳

᪴У❵᱙त

ࣾጰᬒ

4%

 DVSSFOU



4%





2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3&&". 䭱❴ᐦᐦぽ

ガϷ

"2%%!-简介
%5(($0 建筑研究机构的环境评估方法 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筑环境可持续发展评级体系，它对英国建筑设计、建造
和使用的可持续发展有很大贡献。%5(($0现在是一个国际化的标准，通过一个由国际运营商、评估人员和行业专
家组成的网络体系，对其进行了本地的调整、操作和应用。通过其应用和使用，%5(($0帮助客户衡量和减少其建
筑对于环境的影响，并以此创造更高的价值，更低的资产风险。到目前为止，%5(($0已经被用于认证了53万多项
横跨整个建筑生命周期的建筑评估，并在70多个国家得到应用。

%5(($0的目的
减轻建筑物生命周期影响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建筑物的环保效益作出认可
为建筑物提供可靠的环保标志
刺激需求并且为可持续建筑、建筑产品和供应
链创造价值。

%5(($0的目标
为环境影响较低的楼宇提供市场认可
为确保在规划、设计、建造及运营建筑物及更广泛的建筑环境时，均实现最佳的环保战略
高于相关法规标准要求，定义一个健全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性能标准
向市场发出挑战，以提供具创意、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以尽量减少建筑物对环境的影响
提高业主、住户、设计师及营运商对楼宇的效益及价值的认识，以减低楼宇的生命周期内对环境的影响
让机构展示在实现其环保目标方面的进展
%5(($0的开发和运行符合以下基本原则
确保环境质量通过一个可接近的、整体的和平衡的环境影响测量。
采用量化措施确定环境质量。
采取灵活的方法，鼓励和奖励有利的结果，避免采用指定固定的解决方案。
以稳健的科学和最佳实践为基础，量化和校准成本效益和严格的绩效标准，以确定环境质量。
反映符合环保目标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提供一个共同的国际评估框架，以适应包括监管、气候和行业在内的“本地”情况。
在开发和操作过程中整合建筑专业人员，以确保广泛的理解和可达性。
采用第三方认证，确保标志的独立性、可信性和一致性。
尽可能采用现有的行业工具、实践和其他标准，以支持政策和技术的发展，以现有的技能和理解为基础，
并将成本降至最低。
在技术和操作上与相关的国际标准保持一致，包括关于由欧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17&编制的“建筑
工程的可持续性”。
与具有代表性的利益相关者接触，根据基本原则和绩效标准的变化速度 政策、监管和市场能力的会计 ，为
正在进行的开发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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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的目标、目标和原则体现在%5(Global 拥有和管理的核心技术标准中。这套标准通过%5(($0体系实施，
涵盖了建筑环境生命周期的各个方面。这些标准是由被称为国家标准运营者(National Scheme Operators , NSOs)的
组织在遍及多个国家的当地开发和操作。
查看%5(($0162V和标准的完整列表请查阅ZZZEUHHDPFRP

%5(($0标准
%5( Global是%5(($0在英国的/40。我们为英国和国际上的开发和运营了一些%5(($0标准，每一个标准都是为
了评估开发项目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环境绩效，包括

%5(($0基建针对于新建基础设施项目%5(($0
社区针对于社区规模或更大的发展项目
%5(($0新建 针对于新建住宅(仅适用于国际项目)或者非住宅项目
家居质量标志 针对于新建住宅楼宇 只适用于英国
%5(($0运营针对既有非住宅建筑的运营
%5(($0改建针对住宅（仅适用于英国）和非住宅项目的装修和改建
经英国%5(国际有限公司的培训、合格和持牌的独立的%5(($0评估人员可以使用本标准文件和相关报告及计算工具
进行%5(($0评估。评估完成后，BRE国际有限公司将签发一份%5(($0认证证书。%5(($0认证提供了一个正式的认
证证明评估人已经按照要求和质量标准及程序完成了对建筑物的评估。%5(($0认证为任何相关方提供了保证，在
认证时，建筑物的%5(($0评估准确地反映了其在%5(($0标准下的表现。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检查建筑的BREEAM认证标志来验证其BREEAM评级，，包含认证标志（如下图）或者在
ZZZEUHHDPFRPSURMHFWV上搜索%5(($0建筑列表来验证。%5(($0新建筑认证的例子可以在附录)的页的
%5(($0新建筑认证的例子中找到。

图1#33&".认证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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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质量和一致性
所有%5(($0体系都是由162V根据可持续建筑环境规范制定和运行的。可持续建筑环境守则是一套策略性原则和要
求，制定一套综合方法，以设计、管理、评估及认证建筑环境对环境、社会及经济的影响。
守则通过%5(($0核心流程和技术标准进行解释。这些相关文档列出了兼容方案必须满足的要求，以便与守则相关
联。这些标准确保162V运营的所有符合标准的方案都使用共同的科学和性能基础，同时确保这些标准与当地需
求、标准和实践相关。
该规范和相关标准由%5(全球有限公司开发和维护，由%5(($0战略委员会指导，由%5(全球管理委员会支持。
为确保标准体系的能力、公正性及表现力，所有国家标准运营机构须确保标准运作符合国际议定的标准，并向国
家认可机构申请认可。
%5(国际有限公司是英国认证服务 8.$6 认证机构 编号 。我们对,62,(&“合格评定——认证产品、过程
和服务的机构的要求”的认证范围可以在8.$6网站上验证，包括%5(($0计划6'“建筑环境评估——过程认
证”。
%5(国际有限公司对于其相关的所有活动均通过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的认证。
BRE国际有限公司作为认可的核证机构，拥有开放和负责任的管理架构。%5(($0由一个独立的管理机构和一个同
行及市场评估常务委员会监管。
管理机构代表利益相关方，确保BRE国际有限公司能够独立、公正地行事，正确地操作我们的流程，公平地对待我
们的客户。
常务委员会提供%5( Global一定其范围内的对%5(全球有限的标准和计划的专家审查以确保他们具有的强有力的科
学技术和市场的角度，同时也确保其标准和计划的发展更透明化及具有独立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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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国际版新建建筑
%5(($0国际新建筑是基于其表现力的新建建筑评估方法和认证方案。
%5(($0国际新建筑的主要目标是以稳健和成本效益的方式减轻新建建筑对环境的生命周期影响。这是通过客
户和他们的项目团队在设计和施工过程的关键阶段的各项集成和使用该标准来实现的。
这使得客户能够通过%5(($0评估和%5(国际认证过程，以独立和强有力的方式，根据最佳实践来衡量、评估和反映
其新建建筑的性能。
这种性能可以通过一系列跨越环境问题的单个度量和相关标准来量化，见下面的表，表最终表示为一个认证的
%5(($0评分 即标签 第部分描述了%5(($0是如何计算的 。

表格1%5(($0国际版新建建筑环境部分和评估问题

健康与福祉

管理
项目介绍和设计
生命周期成本和使用寿命的方案
负责施工实践
调试和移交
维护

能源

视觉舒适
室内空气质量
实验室污染物的安全性
温度舒适
声学性能
可达性
危害
私人空间
水质
交通

减少能源使用和碳排放

公共交通便利性
附近的设施
备选交通方式
最大停车容量
出行计划

能源监测
外部照明
低碳设计
节能冷库
节能运输系统
节能实验室系统
节能设备
晾晒的空间
水

材料
水耗
水监测
水泄露预防
节水器具

垃圾

生命周期影响
耐受的绿化景观和边界保护
负责的材料采购
绝缘
材料的耐久性和弹性
材料效率
土地与生态

6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3&&". 䭱❴ᐦᐦぽ

ガϷ

建筑废物管理
回收骨料
运行废弃物
预计性地板和天花板装修
对气候变化功能适应性
功能适应性

选址
场地生态价值与生态特色保护
尽量减少对现有场地生态的影响
加强场地生态
对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影响
创新

污染
制冷剂影响
12[排放
地表径流
减少夜间光污染
减少噪声污染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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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以及如何参与%5(($0新建建筑标准
通过%5(($0评估人员对%5(($0新建建设计划的参与和使用进行时间确认，对于确保新项目建设采购过程中方法的
无缝集成至关重要。如果不这样做，优化建筑的环保性能和达到预期%5(($0的能力将会受到影响。在项目早期指
定%5(($0评估员或认证专业人员将有助于实现目标评级，而不会对设计决策、预算和潜在解决方案的灵活性产生
不当影响。
页面上的图强调了%5(($0国际新建建筑评估和认证阶段与5,%$工作大纲计划之间的联系。
这个图表可以帮助客户管理参与#3&&".的时间以及#3&&".评估员的任命。
客户可以查看#3&&".最新的认证建筑评估师和#3&&".认证专业人员的列表ZZZEUHHDPFRPSURMHFWV
需要认识到重要的是%5(($0主要反映了建筑的整体性能，而不仅仅是在采购过程中对特定利益相关者的机遇或限
制。这意味着如果想要达到并通过BREEAM认证来反映期望的表现水平的话，客户、设计团队、主承包
商、%5(($0评估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员在整个采购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需求首先来自于客户。为了促进这一点，%5(*OREDO建议客户和他们的项目团队与%5(($0评估
人员或%5(($0认可的专业人员接触的时间不要晚于准备和概念阶段 5,%$阶段或同等级别 ，最好在实际情况下更
早。这将确保制定和实现切实可行的目标，确定和理解适当的责任，尽可能寻求和应用低成本或无成本的环境影响
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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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0评估和认证阶段和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 5,%$ 年工作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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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5(($0新建标准
此%5(($0标准文件是已创建的技术文件





允许合格和持牌的#3&&".评估人员完成#3&&".评估并确定一个评级等级
使#3&国际有限公司能够按照#3&国际有限公司认可的标准，完成#3&&".评估师评估报告的质量保证评审
协助#3&&".认证的专业人员 "1 进行项目团队的工作，以确认、监控和成功地达到#3&&".评估
作为客户和项目团队成员对其建议的建筑正在进行CSFFBN评估时的参考

此文件可分为六个部分
 %5(($0简介
 #3&&".国际新建建筑标准范围





%5(($0评级基准在第页包括最低要求
%5(($0证明材料要求
评估标准
附录 $) 

范围部分描述了这种%5(($0体系可以应用的建筑类型和评估阶段。附录$到)为特定的建筑和项目类型提供了额外
的范围指导。客户和%5(($0评估人员可以使用范围部分来检查这是否是%5(($0项目使用的正确标准类型。
计分和评级部分说明了如何测量和评价建筑物的表现性能。它概述了%5(($0等级基准、每个等级的%5(($0最低标
准以及%5(($0环境部分的权重。它还包括%5(($0评估问题和“得分”的描述，包括%5(($0“创新得分”，以及
依照BREEAM评估如何计算和表示这些绩效。
请注意，为了进行正式评估和认证，建筑的%5(($0实际性能必须由%5(($0评估师使用相关的%5(($0报告和计算
工具来确定。
%5(($0证据要求部分为评估人员和项目团队提供了关于%5(($0评估师所要求的证明符合%5(($0标准的各种类型
和形式的证据材料的指导。这包括了%5(($0为什么需要一个可审计的证据追溯来源的描述。
评估准则部分包括独立的BREEAM评估问题，分为10个环境类别。每个问题都定义了一个表现水平(评估标准)，根
据这个水平，被评估的建筑证明符合(使用适当的项目信息，即证据)，以达到相应数量的BREEAM得分。
BREEAM的大多数问题和得分都是可选择的，这意味着客户和他们的项目团队可以选择目标，以建立他们的
BREEAM性能评分，并达到期望的BREEAM评级。BREEAM评估的几个问题都有最低标准，这意味着要达到一个特
定的BREEAM评级，特定的得分或标准必须达到(BREEAM的最低标准在BREEAM建筑评估的部分列出)。

%5(($0发布的每个版本结构如下

 评价信息这包括评估发行参考资料、标题、可获得的分值数量以及评价问题是否构成#3&&".的最低标准的一
部分。
 目的概述了该问题的广泛目标以及它所度量或减轻的影响。
 评估标准概述了良好的和最佳实践绩效水平基准和标准。如果建筑符合#3&&".评估机构所确定的评估标准，
可授予#3&&".相关得分。有些问题具有示范性的水平标准如果一栋建筑表明它符合标准，#3&&".创新分值
可以被授予 更多细节请看页的创新 。最多可获得个创新得分。
 检查列表和表单本部分包含评估标准部分中引用的检查列表和表单。这可以包括基准表或依据不同特定类型
的建筑的性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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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性说明这些说明提供了额外的指导，支持主要评估标准的应用和解释，包括如何评估特定地点或特定建筑
或项目类型的符合性，例如仅适用于外壳。
 方法本部分描述了用于确定某一建筑性能水平的#3&&".分值数量的方法。例如，它包括关于评估标准中引用
的非CSFFBN计划、标准或资格如何符合这些标准相关的计算程序或指南。
 证据本节描述了设计团队或客户必须提供的项目信息的类型，这些信息必须提供给#3&&".评估师，以便根据
评估标准验证建筑的性能，从而证明#3&&".相关得分的授予是合理的。#3&&".证据要求部分提供了关于证
据要求的进一步指导。
 附加信息本节包含与应用评估标准相关的进一步信息，包括评估问题中使用的术语的任何定义或用于解决问题
的附加信息来源。

附录提供了与%5(($0国际新建筑计划范围或评估标准相关的支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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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版新建建筑版本的范围
%5(($0国际新建建筑可用于评估新建建筑在设计和施工阶段的环境生命周期影响。“新建建筑”的定义是指
在工程完成后，新独立结构或现有结构的新扩展，将首次投入运作或使用。
%5(($0国际新建建筑计划版本适用于没有%5(($0附属国家计划运营商 162 的国家的新建建筑。注如果国家
有162提供适合建筑类型的本地方案，其方案必须优先于%5(($0国际标准
关于有当地计划的国家的信息可以在附录$和%5(($0网站上找到
ZZZEUHHDPRUJ 

%5(($0国际版新建建筑版可使用的建筑类型范围：
以下表列出了可使用此方案版本进行评估和评级的建筑类型
表2#3&&".国际版新建建筑2016版本所涵盖的建筑类型：
部门

建筑类型

住宅

住宅

单体 住宅
多层 住宅

商业

办公

一般的办公大楼
设有研究及开发区域的办公楼 只适用于第一类化验
室

工业

工厂单元-仓库储存或分配
工业单元-加工、制造或车辆维修

零售

教育

描述

商店或购物中心
零售公园或仓库
“柜台”服务提供者，例如金融、地产及职业介绍
所，以及博彩办事处
展厅
餐厅、咖啡厅、酒楼
热食外卖
学前教育
学校和学院
大学
高等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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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建筑类型

住宅

长期居住

具有护理服务的住宅
老年公寓
学院住宿或学校 宿舍楼
地方机关保障住宿
军营

酒店和住宿机构

短期居住

酒店、旅舍、住宿和宾馆
安全培训中心
住宅培训中心

非标准建筑类型

定制

社区或游客中心
市政厅或市民中心
会议设施
剧院或音乐厅
运动或康乐设施 有或没有游泳池
图书馆
电影院
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
监狱
法庭
警察局
消防局
交通枢纽 旅游车、巴士或火车站
画廊或博物馆
礼拜堂
研究及开发中心 第或类化验室非高等教育

机构

介绍

多种用途的项目及建筑类型
开发的项目包含许多具有不同功能类型的单体建筑或一个建筑包含许多不同的建筑功能如办公及零售建筑或带有
商业的住宅建筑这些通常需要进行评估因此%5(($0评级和证书也适用于每个单体建筑或在一个建筑内的功能使用
#3&&".根据建筑类型、功能和用途为一些评估问题定义了不同的标准和基准师很有必要的。因此，为了保持评估
和%5(($0评估的可比性和一致性，开发过程中需要对每个建筑类型、功能或使用进行单独的评估。
关于如何为%5(($0评估定义多用途项目的进一步指导可以在%5(($0外联网指引*1混合用途开发项目和类似建
筑 或单元 中找到。

部分新建，部分改建的建筑类型
对于新建筑和翻新工程混合的开发项目，标准的选择取决于新建筑和翻新工程的范围。
对于较小的项目总开发面积小于P 单个%5(($0评估可以进行新建和翻修过的区域。%5(($0新建建筑或
%5(($0翻新及装修标准的选择将基于 新建或翻新 构成，即评估建筑面积的大部分比例为新建或翻修。
对于较大的项目，可以进行单一的新建建筑评估，因为翻新后的区域必须达到更具挑战性的新建建筑标准。如果该
发展项目以翻新为主，并有新扩建项目，如符合BREEAM翻新及装修标准的门槛的情况下可采用单一的翻新及装修
来评估。
如果新建扩建超出了这些门槛，且%5(($0翻新和装修评估不适用，有两个选择如下所述。
选择1采用独立的%5(($0新建建筑和%5(($0翻新和装修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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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选择%5(($0分别进行了两项评估，一项是针对新扩建部分进行的新建建筑评估，另一项是针对现有建筑进行
的翻新和装修评估。可获得两个独立的证书和评级，以显示新扩建和现有楼宇翻新或装修的表现。
选择定制%5(($0结合了新的建筑、翻新和装修的评估
在方案中，%5(国际提供了定制标准附录文档，该文档确定了%5(($0特定问题的哪些问题和评估标准适用于部分
新建、部分翻新项目。它涉及%5(($0翻新和装修手册和%5(($0新建建筑手册。为项目也会生成一个定制的计分和
报告工具。
作为第页《能源使用和碳排放减少Ene》的定制标准制定的一部分，我们允许根据新建建筑标准和根据翻修标
准对新建筑进行评估。该工具将依据区域加权平均得分。
在决定部分新建，部分翻修项目哪个选择更合适时%5(($0评估师应审查的范围并考虑翻新涉及的部件范围即它是
一个主要全面的翻新工程会对建筑的功能有重大改变 建筑物的热环境和结构部件是否保持“现有状态”"根据上述
资料，评估师应向客户对建筑环保表现来说最合适的标准。

%5(($0国际版新建建筑 2016 版评估类型
在国际新建建筑标准中，定义了一些评估类型，可用于评估和评价新建建筑的性能。这些是

非住宅
全装修
外壳和核心 见附录'第页的外壳和核心项目评估
只有外壳 见附录'第页的外壳和核心项目评估
住宅
全装修 见附录(%5(($0新建筑对单一和多个住宅的适用性，部分和全装修在页
部分装修 见附录(%5(($0新建筑对单个和多个住宅的适用性，部分和全装修在页
这些选项的评估标准在本技术手册中有明确的规定。评估人员应根据需要与客户和设计团队合作，确定与项目相
关的%5(($0评估类型。

在同一地块相似的建筑类型（或单元）
在%5(($0评估报告中可以对一些分开独立但相似的非住宅建筑评估和打分，或者大型建筑开发项目中的单个单
元。关于这类评估的进一步指导可以在%5(($0外联网指引*1混合用途开发项目和类似建筑 或单元 中找到。

外壳和核心预估性建筑
非装修的“预估性”新建建筑，通常被称为外壳和核心建筑，可以使用%5(($0国际新建建筑标准进行评估。有关
标准在这些新建楼的应用详情，请参阅附录'外壳及核心工程评估 位于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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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标准建筑类型
非标准建筑类型
如果需要评估的建筑类型在%5(($0国际新建建筑标准版本范围内被列为非标准建筑第页表或未被列
出，仍然可以使用%5(($0国际新建建筑进行评估。这种建筑类型将需要制定一套定制的评估标准，以配合这一国
际新建建筑标准。在这种情况下，%5(($0评估师和客户应该联系%5(国际，就如何进行评估提供建议和信息。详细
信息请参阅指南%5(($0定制过程。

数据中心
目前，英国的%5(($0数据中心 6' 正在进行评估。在国际上，对于其他非标准建筑，需要按照上述详细规定
制定标准。在撰写%5(*OREDO时，该公司正在更新数据中心标准，并将为这一国际新建建筑标准编制一份数据中心
附录，因此无需制定定制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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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所涵盖的生命周期阶段
该计划可用于对新落成楼宇开发 包括外部地盘面积 的评价和打分，评价在下列生命周期阶段所引致的环境影响
 新建设计阶段 '6 获得%5(($0中期阶段等级和评估证书。
 新建建成阶段 3&6 获得%5(($0最终阶段等级和评估证书。

设计阶段
设计阶段 '6 评估和BREEAM临时打分确认了新建建筑在生命周期设计阶段的性能。评估和理想性的认证将在现场
作业开始前进行。这一阶段的%5(($0被贴上了“中期”的标签，因为它不代表建筑的最终的，新建成的建筑
%5(($0表现。
为了在此阶段完成评估，设计必须提前到相关设计信息可用的程度，以便%5(($0评估人员根据本方案文件中定义
的标准评估和验证建筑的性能。因此中期'6评估将在方案设计或详细设计阶段完成并获得认证。

建成阶段 3&6
建成阶段 3&6 评估%5(($0确认了建筑在生命周期的新建造阶段的最终竣工性能。最终的3&6评估在实际完成楼宇
建设工程后完成及核证。
在建成阶段有两种评估方式
 基于已完成的中期设计阶段评估的建成阶段审核 3&5
 建成阶段评估 3&$ 
一个建成阶段 3&5 可证实建筑物的竣工性能和其评级符合中期设计阶段的评估。如没有进行临时的'6评估 即认
证 ，而又需要进行%5(($0评估和评级，则可进行全面的后期评估。

建筑没有涵盖在内的生命周期阶段
%5(($0国际新建建筑标准并不是为评估建筑在以下生命周期阶段的环境影响而设计的，因此也不适用





基建项目 参阅#3&&".基建标准
总体规划项目 参考#3&&".社区标准
既有楼宇翻新及装修 参阅#3&&".国际翻新及装修标准
在营运中的既有楼宇或既有空置楼宇 参阅BREEAM国际运营标准

设计阶段
建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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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BREEAM 评估建筑得分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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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AM 评级基准
在使用 BREEAM 评估时，项目的整体性能由以下几个要素决定：
1．评估范围
2．BREEAM 评级基准
3．BREEAM 最低标准
4．环保部分权重
5．BREEAM 评估项和分数
6．这些要素如何组合产生一个项目的 BREEAM 评级会在后面的部分总结出来。总结后是计算等级
的方法描述以及举例。
7．《BREEAM 国际新建筑 2016 版方案》评估项的 BREEAM 评级基准如下：

㶔 喝#3&&". 䃰㏓ദ۲
#3&&".ぶ㏔

ᓄܳ

ρᭌ㏔

ō

ఈ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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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ᭌ㏔

ō

̭ᭌ㏔

ō

ᬍㆨݘ



无类别代表不符合 BREEAM 性能标准的类别，即未达到 BREEAM 关键环保项最低标准或合格标准
整体入门分数的类别。
为此每项 BREEAM 等级代表的是：
1．五星级：建筑物排名前 1%（创新者）
2．四星级：建筑物排名前 10%（最佳实践）
3．三星级：建筑物排名前 25%（高级实践）
4．二星级：建筑物排名前 50%（中级实践）
5．一星级：建筑物排名前 75%（规范实践）
无类别代表不符合 BREEAM 性能标准的类别，即未达到 BREEAM 关键环保项最低标准或合格标准
整体入门分数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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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标准
为保持系统的灵活性，BREEAM 采取“平衡计分卡”方式进行项目的评估和计分。这意味着为达到
某个特定的性能等级，大多数 BREEAM 积分可以进行交易，也就是说为达到 BREEAM 评级目标，某区
域不达标可以用另一个区域的达标来抵消。
然而，为确保在追求特定等级的过程中不忽略违背基本环保项的性能，BREEAM 在关键区域设定了
最低性能标准，例如：能量，水，废弃物等区域。要牢记这些只是最低的可接受的性能等级，不应该作
为 BREEAM 评级水准中的最佳代表。
为达到特定的 BREEEAM 等级，必须达到最低的整体百分比分数 , 最低标准，详见表 4，适用于遵守
的评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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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部分权重
环境权重对于任何建筑环境评估方式都是必要的，因为它提供了界定环境问题从而影响评级的方法。
BREEAM 使用一个基于专家小组权重和排名共识的明确的权重系统。这些数值决定 BREEAM 环境部分
的相对值和他们对整个 BREEAM 分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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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每个环境部分包含不同的评估项和 BREEAM 分值（在这份方案文件的别处描述，详情见技术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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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供适应当地条件的权重，一个国家或地区注册评价的第一个项目的权重会被修订。之后，在
目前这个 BREEAM 国际版本的使用期内，对于这个项目以及之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项目而言，这些
权重将被视为合适的。这些权重的发展是基于了解当地情况的 “当地专家团队”转寄来的可靠和独立的
信息。它可以是设计组的成员，如果他们可以证明对这个地区或国家的环境情况有足够的了解，或者是
具备相关专长的个人或组织。
所需信息由 BREEAM 评审员使用“BREEAM 国际权重”表 ( 可从 BREEAMAssessor Extranet 获得 ) 进
行编辑。评审员的责任是正确完成“环境权重”填写并将表提交给 BRE 国际，BRE 国际根据这些信息确
定该国或该地区的合适权重。
权重基于 10 项技术类别进行调整，技术类别分为“国际”和“当地”两种。国际类别指不依赖于
当地环境具有全球影响的类别。当地类别指根据社会、环境、政治或经济因素在本地可变的类别。BRE
国际在决定技术部分相对重要性时会考虑这些因素。

▫რᒞ৺
在 Hea 07 危害的情况下和在洪水风险的准则中，这些评估项分别从它们其余各自的技术部分进行加
权。BRE 国际认为身心健康和污染部分主要为“国际”类别。然而，考虑到应对自然灾害（包括洪水风险）
对当地的重要性，这些评估项为“当地”类别。

Ѻ㒛ᒞ৺
除影响 BREEAM 部分和评估项权重（见上文因地制宜权重），文化、经济、气候和工作实践也会影
响一些 BREEAM 评估项的标准和方法。
在 BREEAM 评估项 Wat 01 耗水量中一个例子涉及到回收利用雨水。在此情况下，更高的性能基准
根据可获得的降水量变化。评估者可以根据图 4 中的地图（以及下面的其它信息）判定建筑物所在的降
水区域并使用这个气候区建立适合这个位置建筑的耗水量基准。
下图根据柯本 - 盖革气候分类法标注了地球气候带。它们是由最大和最小温度范围以及降水总量和
降水的季节分布情况决定的。
为实现 BREEAM 目标，气候类型（参考图 3）被定义为：
A．赤道 - 热带气候，气温始终高于 18℃
B．干旱 - 干燥气候（半干燥和沙漠气候）
C．暖和 - 中纬度气候（夏季温暖干燥，冬季凉爽湿润）
D．降雪 - 温和，通常 -3℃ 到 10℃（亚北极或高寒地区，低降水）
E．极地 - 永久冻土和苔原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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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区 1：相当于柯本降水区 f（全湿）和 m( 季风的 )
降水区 2：相当于柯本降水区 s（夏季干）和 w( 冬季干 )
降水区 3：相当于柯本降水区 S（草原）和 W( 沙漠 )
分类建议和指导见：www.physicalgeography.net/fundamentals/7v.html.

主要气候
A．赤道
B．干旱
C．暖和
D．降雪
E．极地

ప
喝ᴛ᱘  Ⰲ䲕⅀Յܲㆧ͂⩸ప
)LJXUH:RUOGPDSRI.hSSHQ*HLJHUFOLPDWHFODVVLILFDWLRQ

㶔 喝#3&&". 䭹Ⅰࡦ͂⩸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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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
W. 沙漠
S. 草原
f. 全湿
s. 夏季干
w. 冬季干

气温
h. 干热
k. 干冷
a. 夏季炎热
b. 夏季温暖
c. 夏季凉爽
m. 季风的

F. 极地冻土
T. 极地苔原

d. 极度大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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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AM 评估项和分值
《BREEAM 国际新建筑 2016》包含 57 个独立的评估项，横跨 9 个环境类别以及名为“创新”的第
10 个类别（见下文）。每个评估项涉及与特定建筑相关的环境影响或问题并分配有一定分值。
当一个建筑示范达到该评估项最佳性能水平时，也就是它在减缓某种影响或在身心健康部分解决某
明确建筑占有者相关问题例如热舒适性，日光或音效时，奖励一定的 BREEAM 分值。
不同个体评估项的分值会有所区别，通常情况下，某给定评估项的分值越高，意味着这个评估项在
缓和它的影响方面越重要。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有多种分值提供时，分值数目基于计算尺或基准，逐步
提高的建筑性能标准被奖励更高的分值。
值得注意的是，除环境部分，整体分数和 BREEAM 评级之外，针对个体评估项的已验证的性能也给
用户提供了一套可靠的关于一系列具体化运营和建筑阶段施工影响的关键建筑性能指标。在这方面，除
了使用 BREEAM 来确定总体目标，可能使用这种方式确定在特定组织政策支持下的个体环评项的性能水
平。当设定设计目标时，要小心这种方式下的个体评估项和分值，因为它会影响设计灵活性，并对施工
费用造成影响。

݈ߞܳթ
BREEAM 的目标之一是在建筑业及它的供给链中鼓励创新。BREEAM 通过奖励附加分给持续性认可
相关收益或 BREEAM 评估项和标准目前未认可的性能水平实现这一目标。通过这种方式，BREEAM 奖
励在特定可持续方面超过最佳实践，即在建筑或采购中示范了创新的建筑。
创新奖励分数促使委托方和设计团队提高他们建筑的 BREEAM 性能，此外也有利于支持创新技术、
设计和施工实践的市场的壮大。
BREEAM 通过两种方式奖励“创新分”给认可的建筑设计和采购创新。第一种是该建筑达到目前
BREEAM 评估项定义的模范性能标准，也就是超过 BREEAM 评估最佳实践标准。注意不是所有评估项
都有模范性能标准。第二种方法是通过注册项目的 BREEAM 评审员向 BRE 国际申请特定被认可为“创新”
的建筑技术或特征，设计或建筑方式或过程。如果申请成功，之后验证通过，就可以奖励“创新分”。
每次的“创新分”可增加建筑总分数的 1%。任何建筑“创新分”的最大值为 10；因此“创新”附
加分的最大值为 10%。建筑 BREEAM 最后得分的上限为 100%。创新分可以不受建筑 BREEAM 最后等级
的限制，也就是说它可以附加在任何 BREEAM 等级水平上。详细信息参考 Inn 01 创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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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规范和标准
ᒀౝ㻱㠰হᴴ۳⮱Ҭ⩕
某些 BREEAM 准则要求与某规定标准或最佳实践文件相符。有的国家具备一些与这些标准有同等效
应的当地标准文件，在这种情况下 BREEAAM 国际允许 BRE 员工在评审员和项目团队的支持下考核这些
与 BREEAM 规定相符的当地标准，以证实它们具有同等效益。 评审员需要将这些当地标准发送给 BRE
Global 批准。当地标准文件的相关部分最好翻译成英文。当然，BRE Global 也可提供翻译服务，但需收
取一定费用。
如果 BRE Global 认同这些标准具有同等效益，那么这些当地标准将加入该国或该地区的已批准的标
准。

ጟឦ۳ᴴ۳হᱰ䛺݄㶕
特定当地标准的个项要求和已批准标准列表可从已批准标准和权重列表 (ASWL1) 中获得。
提交评估时，每一项 BREEAM 国际评估必须包括已批准标准和权重表版本，以告知 BRE Global 项
目团队已经制定并遵守的标准。 这可能涉及使用一份“新国家工作表” ( 'New country worksheet')，或者
在该国已有相关评估的情况下为一份被修改的适用于特定项目的“现有的国家特定工作表” ( 'Existing
country-specific worksheet')。
对于每项需要与特定标准或最佳实践文件相符的 BREEAM 准则，由于问题的情况不一样，以下三种
情况可能发生：
1．当地标准没有指定具体的标准 -- 提交评估时，项目团队使用已批准的标准和权重列表通知 BRE
Global 他们会按照标准或默认的国际标准的详述要求开展工作。
2．当地标准有详细说明 的已批准的标准 - 提交评估时项目团队使用已批准的标准和权重列表通知
BRE Grobal 他们会使用已批准的在“现有国家特定工作表”中有详细说明的当地标准。项目团队还需要
证明他们使用的是当前的标准。
3．提议尚未被批准的当地标准 - 项目团队尽快用已批准的标准和权重列表通知 BRE Global 他们
会根据（至今未批准的）当地标准工作。项目团队需要将标准相关部分及其可靠性的证明发送给 BRE
Global。
注意：当地标准的批准工作将在项目评估的最初阶段也就是在认证报告被提交之前进行，所以：
a．认证不会被延迟；
b．项目团队或委托人确定他们被评估建筑的性能是根据哪些批准的标准衡量的。
如果 BRE Global 批准当地等值文件，该文件会被加入该国或该地区“已批准标准”中。如果没被批准，
它将加入该国“被否决标准”中 - 以供参考，以防止重复工作。
该过程更多信息见评审员操作手册（见 BREEAMAssessor Extr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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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某建筑的 BREEAM 等级
BREEAM 评审员必须用合适的评估工具和计算器确定 BREEAM 等级。使用 BREEAM 预评估估计量
也可以发现违背 BREEAM 方案的性能迹象。预评估估计量可从 BREEAM 网站获得：www.breeam.com. 项
目预评估结果将由了解项目用于商业，资金或合约信息参考的全部细节的特许 BREEAM 评审员通知。
BREEAM 等级评定大纲如下，表 6 中包含计算举例。
首先决定评估项目范围，即仅外观还是外观和内核。接着用合适的 BREEAM 评估工具或计算器根据
类别和个体评估分值调整得分和权重。
BREEAM 评审员决定 BREEAM 九个环境部分（如果适用的话）的分值。这必须由 BREEAM 评审员
依照每个评估项的标准（详见这份文件技术部分）决定。
计算每部分获得的分值百分比。
每部分的分值百分比乘以相应部分权重得到整体环境部分得分。
部分得分相加得出整体 BREEAM 得分。
整体得分与 BREEAM 等级基准水平对比，获得满足所有最低标准的相关等级。
每个“创新分”给最终 BREEAM 得分加入 1% 的附加分（最多 10%，BREEAM 得分上限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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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证为五星级的项目应该作为行业模范。如果要成为模范，需要提供这些项目的案例研究给其他
项目团队和委托人作为参考。
在最终认证之前，评为 BREEAM 五星级的设计团队和委托人需要提供建筑的案例研究或提供 BRE
Global 制作案例研究的信息。要求在最终施工阶段提供该信息以及 BREEAM 评审员最终认证报告。
BRE Global 将在 BREEAM 网站，Green Book Live 网站和其他 BRE 和 BREEAM 相关出版物上公布案
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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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BREEAM 证据要求
本节为评审员和项目团队提供有关证明遵守 BREEAM 问题所要求的证据的类型的指导。

ͧϭ͵ #3&&".㺮Ⅿ䃮ᢛ
BREEAM 是遵守国际标准的第三方评估和认证方案。国际标准操作确保 BREEAM 的认证方案以一
致和可靠的方式运行 。BREEAM 评审员评估报告和 BRE Global 全球工序质检保证是 BREEAM 的基本原
则 ，它确保评审员授予的 BREEAM 等级的一致性和可信性。
为了保持这种一致性和可信性，所有的认证决定必须基于得到认证和可信的项目信息，即基于证
据之上。 这不仅对于确保 BREEAM 操作遵守国际标准十分重要，也在认证结果受质疑时对委托人和
BREEAM 评审员进行风险管理十分重要。

䃱ѝ្ॷহ #3&&". 䃱ѝঅ҉⩕
BREEAM 评估员是决定 BREEAM 等级的人，评估报告是评估员根据 BREEAM 方案技术手册进行审
计的正式记录。BRE Global 发行的 BREEAM 认证确保评估员提供的服务（即制定评估报告的过程）是遵
照标准求进行的。因此认证的目的是使委托人相信评审员的表现和决定 BREEAM 等级的过程。
评审员的作用是收集项目信息并用信息根据 BREEAM 方案公正地评估性能。要获得 BREEAM 分值，
评审员必须清除任何合理怀疑 ，收集的证据必须清楚地符合 BREEAM 方案中的相关准则。所有的证据
必须适当地附在评审员的正式报告中，供 BRE Global。
每个 BREEAM 评估项都必须清楚排序并附有引用的证据，相关准则促进有效的质量保证和认证。
BREEAM 评估员可以在《评估员指导说明》第 01 部分中获得关于评估报告参考的进一步指导，同时也
可以在“报告流程”网络研讨会之中获得此指导，即从 BREEAM 评估员外联网 BREEAM 评审员指导部
分获得。

䃮ᢛ
不必特地为 BREEAM 评估准备证据。在许多情况下，评审员为证明项目的符合性 应该有现成的来
源和准备好的项目信息。出于这个原因，BREEAM 的目的是避免对所需的证据类型进行规定，而每个问
题都有列出具体的指导而非明确列表的文件。
评估员和项目团队将发现很多评估问题需要一份或一类以上的信息来证实符合某个准则，或者一份
资料可能足够证实符合多种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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䃱ѝ͡ᬣ䭣⃢⮱Γ䲏ឬ䄧  䃫䃎䭣⃢
在评估的临时设计阶段 ，允许使用信件或邮件证明其目的符合 BREEAM 准则（若信件或邮件符合
以下通信记录的要求 ）。此类证据还必须明确将采取和提供的行动和证据，以确保项目的持续合规性，
特别是在评估的最后阶段，即建设后阶段。 这是为了确保承诺方清楚提供的行动和证据在最后评估阶段
需要遵守 BREEAM。例如，在很多情况下，设计团队不可在正式承诺书中复制粘贴 BREEAM 准则。承
诺书应该明确说明在评估范围中是如何达到准则条件的，经常复制和粘贴 BREEAM 准则就无法提供这些
细节。
虽然承诺书可以就合规范性方面发挥作用 ，它并不能代替更多的正式建立项目信息。当评审员怀疑
书面承诺的有效性和意图时，或当合理期望提供确认达标的正式设计和详细说明却没有提供时，他们不
会给分。

䃱ѝᰭऻ䭣⃢Γ䲏ឬ䄧ᐧऻ
正如适用范围部分中所述，在最后评估阶 段，可实施两种评估，一份对设计阶段评估的建成后检查，
或一份建成后评估（当设计阶段评估没被执行时）。“最终建成后阶段”每个评估项证据列表假定设计
阶段的评估被落实。当设计阶段评估没被落实时，评审员需要检查“设计阶段中”和“最终建成后阶段”
证据列表中的证据并确保足够多的证据和评估被提交来证明符合准则。
建成后阶段提供的证据必须反映完成后的建筑情况，因此可以证实实施情况。例如，如果在设计阶
段提供了详细说明的辅助仪表，建成后阶段的证据需要证明这些辅助仪表已经被安装。有效的证据可以
是一份附带照片的实地视察报告或是显示辅助仪表位置的竣工图。
承诺书不能用于证明评估的最终建成后阶段是否达标 。唯一的例外情况是标准要求施工后期阶段，
即移交之后并且可能在建筑运营期间进行。 例如，建筑物所有者或占用者的书面承诺为了承诺进行入住
后评估。 正如设计阶段的书面承诺一样，当 BREEAM 评估员合理怀疑书面承诺的有效性和意图时，或
当在预期正式文件不合理的情况下，例如服务项目明细或专业劳务合同却没有提供时，他们是不会给予
BREEAM 的分值。

䃱অВࣷ #3& ⤰ڕᰶ䭽ڙथ৮䉕Ԋ䃮ጒ҉䃮ᢛ݆࣌
如上所述，当评估项的证据表中列有明确证据时，BREEAM 评审员必须追踪证据来源并进行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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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每个问题的证据的合理性时，BREEAM 评估员必须考虑下一页表 8 中列出的原则。 如果证据
符合下一页表 8 中列出的原则，并且在适当情况下符合“证据稳健性”部分中提供的指导原则，则此类
证据可用于评估和 BRE 全球质量保证检查。
这些证据原则并非按照等级高低顺序列出，在考虑提交哪种证据类型来证明每个问题或标准的合规
性时，以下原则每一项都同等重要。

㶔 喝#3&&". 䃭ᢚ࣋݅



ắ㺮

݆࣌

Ⱋ⮱

␎䋠ᰶ۳݆
ᰶܳթ⮱䃮ᢛ

䃮ᢛᓲ䶨䃮ᬻこवᠬ⮱̭ܳݝᰶⰥڠ۳
݆হ䭱ᆋ۳݆喑ᎣౕⰥᏁ䘕ܳӈव㻱䄡ᬻ
হჇͶぶ⮱ᩜᠮȡ

䃱ѝᓲ䶨⌲ẇ䃮ᬻव㻱喑䃮ᢛᓲ䶨ᩜᠮ䃱ѝȡ






⌲ᮝ⮱䃱ѝ

䃮ᢛ喍Вࣷᩜᠮ䄡ᬻ喎ᓲ䶨㘪⌲ẇౝाす̶
䃱䃧㔲䃮ᬻこवᴴ۳ȡ

ᷭᴒ䬛

Ⴙ᪡ᕔ

᭜॓㺳Ⰳᰶ۳݆হ䭱ᆋ۳݆喤
᭜॓㼐۠ᰶव㻱䄡ᬻহჇͶ喤

⠙⿸ᴒ⮱ک

ຯす̶喍ຯ #3&(MPCBM喎
⩕ϑ⮱䃮ᢛᴒ⮱្ॷ喑Ѓ
Й㘪॓䃑व㻱Ꭳᢵε㣤ᓄ⮱

ღᕔ

हぶܳ喤

ज䲍ᕔ

喓ᒀ䔶᠖䃮ᢛᬣ喑㏵Ԋ䃮ᢛ⮱ज䲍ᕔ
В̻ࣷ䃱ѝ䭣⃢⮱Ⱕڠᕔȡ
喗喓䔶᠖⮱䃮ᢛ࠲क़ᰶⰥڠധ᱙Ԏᖜ喑ᓲ
㺮㏱䘕ܳ㷘㻳ͧज䲍⮱ȡ喍͑͗۳݆ᰡ็
㏳㞯㻮 #3&&". 䃮ᢛ㺮Ⅿ䘕ܳ喎

䃮ᢛज䲍ᕔহ
ज䲍Გ⎽䃮ᬻ

Ҭ⩕⣝ႅ⮱䃮ᢛ

Ҭ⩕⣝ᰶ⮱䶦ⰛԎᖜ䃮ᬻ䓫ᴴȡౕ๔็
ᗲ̸̺ۢ䰭㺮ͧγ䃮ᬻこव #3&&".Ą݈
䕍ą䘕ܳ⮱䃮ᢛȡ

䃮ᢛ䓫ᴴᰭᄾ
ࡃ喑ۼᄾᬣ䬡হ
᱙ȡ

䔆᭜䃮ᬻ䓫ᴴ⮱ᰭज䲍⮱䃮ᢛᒏ
ᐼॄ喤䃮ᢛ᭜॓࠲क़ᰶⰥڠധ
᱙Ԏᖜ喤Ⴐ㏼䓴ܳٲ䃎ॄ喤

㘪Ҭ⩕⮱こवВ̷݆࣌⮱ज䲍
䃮ᢛ᭜॓ጟ㏼ႅౕ喤ຯ䰭㺮
ᰡ็䃮ᢛ喑䶦Ⱋ᭜ౕ̺॓䋠В䃮
ᬻ䓫ᴴ⮱ࡧഌᄨⅯᓄܳ 

ຯ䃱ѝঅᝃ䃫䃎ఏ䭌䃑ͧ➦Ⴧᴴ۳̻䃱ѝĄ̺Ⱕڠą喑݆Ꮑ᪡⤳ᩣ䯳Ⴙ᪡⮱⤳⩞喑♣ऻा #3&(MPCBM ϑ҉ͧឭᱜᴒ䄏喑
ВӬ #3&(MPCBM-UEᵥȡ

30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3&&". 䭱❴ᐦᐦぽ

䃭ᢚ㺭Ⅾ

䃮ᢛज䲍ᕔ
可靠的证据能证明评估已被正确执行，施工遵守 BREEAM 得分的准则。当判断收集项目信息和评估
证据是否尽可能“可靠”时，评审员应该考虑以下方面：
是否有不止一条证据可用于证明达标？
被选择的证据是否是最有力和最合适的证据用来为证明特定标准已经实现的？
任何提交 BREEAM 评估的证据必须在它的来源和可追溯性方面可靠。以下是评估员在提交某类型证
据时必须看到的最少信息列表。
通信记录：任何用作证据的通信记录必须提供地址名称、通信作者的身份和角色、日期和接收者身
份的清楚证明。
正式的通信信件：必须使用带有签名的公司或组织标题纸（接受电子签名）。信件最好为有受安全
保护的文件。（更多信息请看书面承诺相关部分）
会议纪要：必须包括日期、地址、和出席者信息（名字、机构和角色）并附有会议和通过行动的记录。
图纸：所有的图纸必须标注建筑物或站点名，阶段（如果适应），图纸标题，日期，修订号和比例。
说明书：一份说明书必须清楚证明它与评估项目相关，必须标有日期和修订号。如果提供了特定规
范的各个部分时，评估员应参考摘录，并至少提交详细说明项目名称，修订号和日期的规范的首页。实
地视察报告：实地视察报告必须包括建筑物或场地名称，日期，作者和详细叙述所见达标的总结文本。
拍照存证可以用作支持报告文本。
对于其他没列出的证据类型，评审员应该参照以上信息作为合适证据的指导。在大多数情况下，用
于证实达标的证据至少应该始终包含关键信息如项目名称，作者，日期和修订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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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管理
ắ䔝
本章主要倡导采用可持续实践方法来管理设计、施工、调试、交接与维护关活动，从而建立可靠的
可持续目标，并在建筑的运营过程中跟进实施。本章的评估项重点在于将可持续性的行动贯穿初期项目
任务书阶段到后期维护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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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01 项目任务书和设计（适用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ᬍ

Ⱋᴴ
确立并推广一套一体化设计流程，从而优化建筑性能。

䃱ѝᴴ۳

本评估项分为两个部分：
－ 利益相关方磋商（2 分）
－ 可持续发展领军人（2 分）
需满足如下要求：
̭ܳÿÿڠⰥ⯷ݖⷸੳ喍䶦ⰛϑЅ喎
1．在完成概念设计之前制定一份内容明确的可持续任务书，内容包括：
1.a

客户需求，如所需内部环境条件。

1.b

可持续性目标，包括目标 BREEAM 得分、商业目标等。

1.c

时间表与预算。

1.d

咨询顾问以及可能需要任命的专业人员清单 ，如有合适资格的声学家（SQA）等。

1.e

项目限制，如技术限制、法律限制、物理限制、环境限制。

2．在完成概念设计之前，项目交付利益相关方（参见相关定义）已经召开会议，确定了各方在项目
交付各个关键阶段所担负的角色和责任以及应做的努力。
3．确定项目各关键阶段的角色和责任时，必须考虑以下各项：
3.a

用户需求

3.b

设计目的和设计策略

3.c

特定的安装和施工要求及限制

3.d

设计和施工风险评估，如就国家健康与安全规范条例或典范案例，军团杆菌感染风险进行评估

3.e

法律规定，如当地的建筑法规、遗产保护条例

3.f

采购与供应链

3.g

根据项目任务书目标确定及衡量项目成功

3.h

用户维护任何拟建系统的预算和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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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

策划书的可维护性和可变性

3.j

项目文档及用户文档的建立需求

3.k

调试、培训和建成后维保的需求。

#3&&". 䭱❴ᐦᐦぽ

4．项目团队展示了项目交付利益相关方所做的贡献和最终咨询结果如何影响或改变了初始项目任务
书。在适宜的情况下，应包括项目实施计划、沟通策略和概念设计。

̭ܳÿÿڠⰥ⯷ݖࡼੳ喍す̶喎
5．在完成概念设计之前，设计团队已咨询所有的第三方利益相关者，确保问及所有最基本的问题。
（参见合规说明 CN3）。
6．项目必须展示出利益相关方的努力和协商结果给初始项目任务书和概念设计带来了何种影响和改
变。
7．在敲定详细的设计之前，确保咨询反馈已发给所有相关方且所有相关方均已收到。

䭱ߍᴴ۳喍ϲ䔯⩕᪆㗟ㆨᐧま喎喟
8．具体协商由独立方按照特定方法执行（参见相关定义）。

̭ܳÿÿजᠮ㐚ࣾᆂ䶳ۈϧ喍䃫䃎喎
9．已任命一位可持续发展领军人，加快确立和实现项目的 BREEAM 性能目标。任命设计阶段的可
持续发展领军人在可行性（筹备和任务书）阶段担任此角色。
10．在概念设计确立之前，制定的 BREEAM 性能目标已获得客户与设计或项目团队双方的正式认可
（参见相关定义）。
11．欲在临时设计评估中获得该分项，相关方必须证明其项目设计能达到商定的 BREEAM 性能目标，
并在 BREEAM 评估师的设计评估报告中加以展现。

̭ܳÿÿजᠮ㐚ࣾᆂ䶳ۈϧ喍⯾Ⲑ䔈ᆂ喎
12．可持续发展领军人（设计阶段）符合第九条和第十条标准。
13．可持续发展领军人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按照商定的 BREEAM 性能目标监控项目进展，并将进展情
况正式汇报给委托方和设计团队。
14．在概念设计、扩初设计和技术设计阶段（参见相关定义），可持续发展领军人必须参加关键项
目会议和设计团队会议，并且确保至少在各阶段项目完成之前开展汇报工作。

ᷭᴒ⌲ࢂহ㶕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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जᠮ㐚ࣾᆂ䶳ۈϧШপΓȡ
ᐧま䄡ᬻΓᝃवह⮱Ⱕ」ڠ㞯ᝃȡ
䶦Ⱋ㻱ܿ喑Ⴧڠ䩛ጒ҉䭣⃢ ウิহ䃫䃎 ⮱ᬒȡ
Ш҂㘪䃮ᬻ #3&&". 䃱ѝ䶦ͧჇ䃛⼸䶦Ⱋ喑́ч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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ᢛܪУ
जᠮ㐚ࣾᆂ䶳ۈϧ⮱䔈ᆂ្ॷ ͗ጒ҉䭣⃢ ȡ
䃫䃎䭣⃢ #3&&". 䃱ѝ្ॷ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CSFFBN ༬Ⴙٗᄽጆॆ )BQ2*
经过 BRE 培训及授权，在建筑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环境设计和评估方面成为专家的个人。BREEAM
特许从业专家（AP）的任务是帮助项目团队成功安排活动 , 分清优先项，并在正式评估项目设计时权
衡利弊，达到 BREEAM 评级目标。只有具备相关资格的 BRE 相关会员才符合 BREEAM 要求。拥有会
员资格的人员能保证自己的水平够格，因为他们会一直接受重点相关领域方面的定期职业发展培训。
BREEAM 特许从业专家（APs）的名单和联系方式 , 请访问 :www.greenbooklive.com。

CSFFBN ၎࠲ႠీణՔ
BREEAM 性能目标特指 BREEAM 等级和最低要求标准，无需包含项目进展过程中产生的个体定向
BREEAM 评估项或评估分。在通过 BREEAM 目标时 , 建议把个体 BREEAM 评估项，分数和标准作为目
标或者对其优先考虑。这是为了确保目标切实可行，且在后期无需对设计进行大改即可实现此目标。

߁ยऺ
概念设计阶段包括制定关于场地规划，建筑形态，结构设计，建筑设备系统，一般技术规格和初步
成本信息的策略和概要建议书。

ࠏཚ֧
沟通策略即为项目团队何时会面，如何有效沟通，并协定项目各方在非正式场合以及信息交流时如
何发布信息的议定书。

ǂ⢩䇨Ӿъуᇦ˄$3˅

37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ネ⤲

#3&&". 䭱❴ᐦᐦぽ

ጧკݒઍ
反馈的重点在于利益相关方的意见，评价，建议和磋商结果，还说明反馈建议和咨询结果给提交的
设计、建筑施工和利用带来了何种影响和变化。

ક؛ยऺ
扩初设计工作阶段包括协调和更新结构设计，建筑设备系统，一般技术规格，成本信息和项目策略
的建议书。

ยแ࠶
EN 15221-1:2006 声明：设施管理就是整合组织流程，推进能有效提升主要活动效率的约定服务项目
的发展。就项目评估这个角度来说， “约定服务项目”这个术语指的是建筑维护与管理措施，相关服务
和周边环境，包括相关建筑活动或与相关用户之间的交流。

ኟ๕ၹᅱ
“正式协议”与 BREEAM 性能目标相关。举个例子，发给建筑师或其他相关项目团队成员的合同或
任命书即为正式协议。

܀૬ݛ
为符合使用独立方的标准，委托方或设计团队须满足下列任一条件 :
1．他们让独立于设计流程的第三方人士之手，使用合规的方法进行必要的协商 , 或者
2．如果协商由参与建筑设计的单位举行 , 如项目建筑师 , 那么他们必须向评估师出示证据 , 有力证
明协商过程的独立性。BREEAM 不限定证据的形式。设计团队或相关个人的责任在于向 BREEAM 评估
师清楚证明其独立性是可信的。

࠲॰ยऺཷࣷܓᅱ
关键设计团队会议可以被定义为讨论和决定能够改变或影响提议的建筑设计和按照设计进行的施工
( 因此给建筑的可持续发展和 BREEAM 性能带来的影响 ) 基本决策的会议。这些会议通常至少包括下面
列出的三方代表 :
1．委托方或开发商代表
2．主承包商
3．建筑师
4．结构工程师
5．建筑设备工程师
6．成本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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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环境顾问
8．项目管理顾问 .

࠲॰
项目交付关键阶段的定义包括以下 :
概念设计
扩初设计
施工
调试和移交
运营使用

ၜణ૧ᅮ၎࠲ݛ
旨标准 1 旨在反映最早期实际阶段所有主要项目利益相关方投入考虑需求，从而确保项目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能够顺利实现。因此项目交付利益相关方包括委托方、建筑用户 ( 已知 )、设计团队和主承包商。
承包商的参与能够确保他们参与制定可持续设计方案，讨论 ( 一个或多个 ) 设计方案的实用性和可建造
性及项目规划和项目成本等。BREEAM 承认习惯上一些项目在早期阶段不任命承包商 , 因此也不可能达
到标准 1 的要求。这种情况下 , 如果在任命承包商之前有具备大量类似工程建设或承包经验的合适人员
参与其中，也算符合标准 1，可以是兼任这个阶段顾问的承包商，或施工项目经理。

ၜణํแऺࣄ
项目实施计划是由项目主管和首席设计师合作 , 其他设计师和项目团队成员出力，共同制定的计划，
制定了帮助优化设计的流程和协议，有时被称为“项目质量计划”。

၎࠲ڼෙ ) ݛ९Քጚ 6*!
它包括 , 但不限于以下 :
1．实际或预期的建筑用户 ( 如果已知 )，包括设施管理 (FM) 人员或负责建筑和场地日常操作的人员。
2．现有社区的代表咨询团 ( 如果建筑是现有社区的新项目 ) 或正在建设中的社区代表咨询团。
3．具备同类建筑知识与经验的现有合作伙伴或者人脉网。
4．任何共享设施的潜在用户 , 如俱乐部运营商和社区团体。
其他相关部门还包括以下方面 :
5．教育类建筑包括当地教育部门 , 学校董事会等的代表。
6．当地或国家历史或文化遗产组织（高于任何法律顾问要求）
7．涉及复杂环境中有特定技术要求的建筑，如实验室，还需要包括提供优质专业服务和维护的承包
商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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Ⴤ݀ቛଶਬට ) ยऺࢅ֪॔ቛ *!
BRE 国际机构所批正式机构的会员且有提供相关设计建议。
所有未列出的机构成员和相关证书持有者，如果认为成员满足这个定义并且想要列入已批准会员体
制 , 应该联系 BRE 国际组织。
目前以下体制满足此要求 :
－ BREEAM 特许从业专家 (AP) 会员体制。

可持续发展领军人物经过了培训，有资格向设计团队提供 BREEAM 的相关建议。他们能及时成功地
帮助项目人员制定目标，安排日程，分清建筑设计相关的 BREEAM 合规工作的轻重缓急并加以监督。他
们会不断接受培训，提升自己的能力，确保自己的水平够格。
注 : 设置可持续发展领军人物评分机制的目的是鼓励形成一体化的设计和施工流程，即以 BREEAM
为框架建立并商定项目可持续发展标准，并达到预期期望。BREEAM 评估针对可持续发展领军人的评分
点在于其在项目筹备、任务书制定、项目设计阶段是否有给出合适的专业意见，以帮助实现目标。

रຍยऺ
技术设计阶段指的是所有建筑结构设计的信息，专业分包商规划和建筑说明书已经完全敲定。

ഄ႑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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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02 生命周期成本和使用周期规划（适用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ᬍ

Ⱋᴴ
通过鼓励分析生命周期成本来体现建筑终身价值，从而完善设计、任务书的制定以及终身维护和运
营，并通过公开造价成本报告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䃱ѝᴴ۳
本评估项分为三部分：
－

组件的生命周期成本（2 分）

－

构件的生命周期成本（1 分）

－

造价成本报告（1 分）

需满足如下要求：

͑ܳÿÿ㏱У⩌পক᱙喍&MFNFOUBMMJGFDZDMFDPTU喑-$$喎
1．在概念设计阶段，根据 ISO 15686-5:2008 “建筑物和建筑资产：使用寿命规划：第 5 部分：生命
周期成本计算”，制定一个纲要性的、涵盖整体资产的组件生命周期成本规划，并对所有设计选项进行
评价。
2．LCC 纲要规划需
2.a

提供客户在分析期间（如 20 年、30 年、50 年或 60 年）要求未来的更换成本的指示。

2.b

包括使用寿命、维护成本和运营成本的估值。

3．使用设计团队所提供的适当范例，展示如何使用基本 LCC 规划影响建筑和系统的设计和规格，
从而将生命周期成本最小化、将关键价值最大化。

̭ܳÿÿᲱУ -$$ 䔶䶦ѝФ
4．在生命周期过程的第四阶段等同于技术设计阶段）结束之前，已根据 ISO 15686-5:2008 进行构件
LCC 选项估价，其中包括如下各类构件（如有）：
4.a 围护结构，如覆盖层、窗户或房顶。

ǂ˄(OHPHQWDOOLIHF\FOHFRVW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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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设备，如供暖源、制冷源或控制装置。
4.c 装修，如墙壁、地板或天花板。
4.d 外部空间，如选择性的园景建筑工程、边界保护。
5．使用设计团队所提供的适当示例演示如何使用 LCC 构件级别选项估价影响建筑和系统的设计，
以及最小化生命周期成本和最大化体现重点价值的规范。

̭ܳÿÿ䕍Ф᱙្ॷ
6．通过 BREEAM 评估评分与报告工具，报告建筑的造价成本。

ᷭᴒ⌲ࢂহ㶕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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㜡ȡ♣㔹 ᒀᐧま⮱䶱ᄬপ䔅᱗ₐᐼჇᬣ ⩞λัλ䃫䃎䓴⼸⮱ᬖ䭣
⃢ ᐧ吅䃑䃫䃎ᄬপͧ  Ꭱȡ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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䭱ߍԎᖜ
ⰥڠჇͶ

ิంዜׯԨǄMjgf!dzdmf!dptu-!MDD*!
建筑资产或其部件在整个生命周期满足性能要求的成本 ；分析阶段评估生命周期成本一套系统的经
济方法，在约定范围中也有明确提及。

एԨ MDD ऺࣄ!
基本 LCC 计划通常用于在选项估价期间针对项目制定解决方案。成本通常为整个资产的建筑基本水
平成本。信息可能包括关键要素的典型基准成本、比较成本建模和近似估计值，表现为总室内面积 (GIFA)
每平方米的成本。 此信息用于要素分析，且与造价成本计划水平保持一致。

ࠓॲप MDD ၜࠚॏ
构件级 LCC 计划通常用于在设计发展阶段制定多种系统或组件的成本规划。基于构件级 LCC 估价
计划进行寿命规划时，有必要鉴定建筑环境或其他当地条件，并满足建筑寿命规划的基本要求。以下几
个方面需要加以考虑：
－

预期建筑设计寿命（而不是合同设计寿命）

－

整个建筑设计寿命期间每个组件的最低功能性能标准

建筑设计使用期内为可修复、可维护且可替换的组件。只有组件与系统之间存在的关键差异才需要
建立实体模型进行比较。

ᇨऺሰॏׯԨ
建筑造价成本包括建筑初期施工相关的费用：
44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3&&". 䭱❴ᐦᐦぽ

ネ⤲

－

施工，包括准备工作，材料，装备和劳力

－

场地管理

－

建设融资

－

施工期的保险和税收

－

检查和测试

与土地采购、清理、设计、法定批准和后期占用维保相关的费用不应包括在内。

ڣЃԎᖜ
ሰॏׯԨԒߢ
由于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数据缺失，即造价成本、生命周期成本和可持续性更强的建筑设计带来的
获益情况，可持续性更强的发展方案难以得到采用。该评估项旨在鼓励共享数据，打破这些障碍 , 确保
BREEAM 一直推广划算且能带来经济效益的解决方案。收集此信息旨在协助研究可持续性建筑和接受
BREEAM 评估的建筑相关成本开销和节省情况，公告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以及 BREEAM 当前的发展状况。
所有提交的数据绝对保密，只供匿名使用。

ࢆ้ႜิంዜׯԨऺ໙ݴဆ
生命周期成本分析与建筑项目或建造资产的整个生命周期息息相关，尤其是在项目规划、设计、施
工以及 运营阶段。( 更多信息请参考 ISO 15686 - 5)。

ॺዾิంዜׯԨऺ໙ )TNMDD2* !ڦՔጚ݆ݛ
ISO 15686 - 5:2008 展示了计算建造采购相关生命周期成本的标准方法 (SMLCC)。本指南的目的在于：
1. 保证 LCC 实践者掌握生命周期成本分析的标准方法， 且该方法适用于建筑行业和采购过程的关
键阶段。
2. 映射 LCC 阶段的进程 - 以帮助组织制定计划，生成方案，诠释并展示基于不同目的以及不同 LCC
计划程度出现的结果。
3. 就如何定义委托方关于生命周期成本的特定要求，所需的结果和报告形式，以及如何确定经济评
估方式方面给出指导意见。
4. 简化和启发 - 通过提供实用的指导，说明和定义，以及生命周期成本计算（对建筑）相关的有用
工作实例。
5. 确立一套行业公认的评估方法，从而确保 LCC 的评估更准确，更连贯，更有说服力，为 LCC 分
析基准的建立奠定坚固有效的基础。ISO 15686 - 5:2008 还力图消除行业范畴和术语带来的困惑，解决由
不确定性因素和其他风险引发的担忧，因为这些因素会致使建造采购生命周期成本分析的权威性逐步
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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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03 可靠的施工实践（适用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

Ⱋᴴ
认同并鼓励以环保便民、可靠负责的方式施工。

䃱ѝᴴ۳
本评估项分为四部分：
－

环保管理（1 分）

－

可持续发展领军人（1 分）

－

施工考虑周全（最高 2 分）

－

施工影响的监控情况（2 分）

需满足如下要求：

ݺУÿÿव∂䛴нࣷϑᭀ⮱᱕ᱽ
1. 项目施工过程中所使用的所有木材以及木制品必须为“合法采伐及交易的木材”（参见相关定义）。
注意：其他材料在此阶段无先决要求。

ݺУÿÿపუ֒Ꮴ̻Ⴖ∂ڕ㻱
2. 在以下期间，施工方必须深思并实施所有国家健康安全法律法规：（参见 CN3.6）：
2.a 资产设计阶段：使卫生安全风险最小化。
2.b 施工前规划和组织阶段：核对来自所有利益相关方（参见相关定义）的卫生安全信息。
2.c 场地布置阶段：落实卫生安全设施。
2.d 施工阶段：管理、监测和汇报工地员工的健康安全状况。

̭ܳÿÿ⣜ධノ⤳
3. 总承包商采用一套涵盖其主要运营活动的环境管理体系（EMS）。该 EMS 必须通过第三方的 ISO
14001/EMAS 认证或同等标准认证。
4. 项目团队一一完成表 9 的检查清单，证明自己在现场落实了防治污染的最优政策和程序。证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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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性并不需要保证开展了所有的行动，；但评估人和项目团队必须证明各部分（如空气质量）的用意已
经达到。

̭ܳÿÿजᠮ㐚ࣾᆂ䶳ۈϧ喍ጒ喎
5. 在项目施工、移交和竣工阶段任命一位可持续发展领军人对项目进行监督，确保始终符合相关可
持续性性能和流程标准，进而达到 BREEAM 目标。为此，可持续发展领军人最好常驻场地，或者定期到
工地实行抽查（有相关授权），并及时处理发现的不合规之处。可持续发展领军人对场地活动的监督频
率应足够频繁（参见合规说明 CN3.3），以确保将不合规的风险最小化。他们将在相关项目团队会议上
汇报进展情况，包括指出有潜在不合规风险的区域以及需要采取的改进措施。
6. 已确立的 BREEAM 性能目标应列入总承包商合同。（参见“Man 01 项目任务书与设计：CN3.2”
以及“Man 01 项目任务书与设计：相关定义”）。
7. 要想在最终建成阶段拿到此项评估分，项目必须达到此前所设定的 BREEAM 相关性能目标，借由
BREEAM 评估师的建成评估报告得以体现。

ᰭ倅͑ܳÿÿጒ㔰㭾কڕ
8. 对于独户住宅：
8.a 负责人在整个工程阶段一直采取以下措施，可得 1 分（参见相关定义）：
8.a.i 保持场地干净整洁。
8.a.ii 通过社区和邻里参与，减少对社区的影响。
8.a.iii 不断提高安全性。
8.a.iv 承诺尊重并平等对待所有工人。
8.a.v 为施工人员和访客提供适宜的场地设施。
8.b 承包商若在检查表 A1 的每个部分（共四个部分）中 都满足六项标准，可得两分。
9. 对于所有其他建筑类型，可按下列方式评定 BREEAM 分数：
9.a 总承包商若在检查表 A1 的每个部分（共四个部分）中 都满足了六项标准，可得一分。
9.b 总承包商若在检查表 A1 的每个部分（共四个部分）中 都满足了所有标准，且其表现已经通过独
立评估审核时，可得两分。

ᰭ倅͑ܳÿÿጒ౧ౝᒞ৺⮱⯾≸
10. 已指派专人对整个项目过程中所有现场程序（以及场外专用监测）所产生的能耗、水耗和交通运
输的数据（如有测量）进行监测、记录和报告。为确保搜集到充足的信息数据，必须授予其相关的搜集权责。
如经任命，可持续发展领军人可担此重任。

す̭ܳÿÿ䃫㘪㕄
ీ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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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标准 10 已满足。
12. 以 kWh 为单位，对施工设备、（移动及固定的）设施以及场地住宿所产生的场地能耗进行数据
监测和记录（在相关情况下，还需监测和记录以升为单位的燃料消耗量）。
13. 借助 BREEAM 评估的评分和报告工具，报告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总二氧化碳排放量（项目 CO2 排
放量总值，单位为 kg）（以备将来可能进行 BREEAM 性能基准检测之用）。

ࡼ
14. 标准 10 已达到。
15. 对总承包商及分包商使用施工设备、（移动和固定）设施以及场所住宿所产生的饮用水量（单位：
m3）进行数据监测和记录（关于项目类型相关信息，参见合规说明）。
16. 借助 BREEAM 评估报告工具校对数据，上报总净耗水量（单位：m3），即耗水量减去施工过程
中所有循环再利用的水量（以备将来可能进行 BREEAM 性能基准检测之用）。

⯾≸ᓄܳすιܳÿÿጒᱽ᫆হᏌᐰ➖⮱䓽䓀
17. 标准 10 已达到。
18. 监测并记录运输活动数据，以及运输多数场地建筑材料和建筑废料带来的影响。至少包括以下各
项：
2.a 材料从工厂大门到建设场地的运输，包括所有的运输、中间储存和分发，参见相关定义。
2.b 监测范围至少须涵盖如下内容：
2.b.i 建筑主要构件所用的材料（即 BREEAM 国际 Mat 01 计算工具所规定的必备材料），包括隔
热材料。
2.b.ii 场地范围内地面工程和园林绿化所用的材料。
2.c 施工废料从工地大门到废弃物处理加工处或回收中心大门的运输。
监测范围必须覆盖项目的废物管理规划所概述的施工废料组。
19. 借助 BREEAM 评估的评分与报告工具核对数据，分别报告材料和废料情况以及整个运输过程中
产生的总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kg CO2eq）（以备将来可能进行 BREEAM 性能基准检测之用）。

㠰㏔ݘᴴ۳
可获得本 BREEAM 评估项创新分（一分）的示范级别标准简述如下：
20. 如总承包商已制定一套符合 BREEAM 的组织、地方或国家级规定的周全施工方案，且最终执行
结果能通过独立的评估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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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检查清单由项目团队负责填写。评估员和项目团队必须确保每个部分设置的目标均已通过合适切
实的行动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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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Man 01 项目任务书与设计 Refer to Man 01 Project brief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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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流程包括施工项目和建筑竣工所需的备置工程 , 组装 , 安装和拆卸活动。

ጆຌྔׇሰईे߾!
为某一特别开发项目而使用场外制造或加工设备开展的组件或材料生产活动。

߾ٷோ
工厂大门被定义为产品厂商大门 ( 即生产和预装配完成，材料发展为成品的所在地。)。例子可能包括 :
1. 骨架外墙 , 窗户和梁等：钢铁、混凝土或玻璃制造商。
2. 骨料和沙子：采石场大门
3. 混凝土：混凝土厂
4. 木材：锯木厂和木材加工厂

ࢇ݆֑݃ࢅᅟڦఢ
参见 Mat 03 建筑产品的可靠来源 Refer to Mat 03 Responsible sourcing of construction products .

ዷԈฆ
全面负责监督项目施工的公司 , 不管是承包商还是代管人。

Ⴤ݀ቛଶਬටǄแ߾ǅ
能够提供相关设计建议的正式组织成员，且该组织已为 BRE 国际机构认可。目前满足此要求的有以
下机构 :
－

BREEAM 认可的专家 (AP) 会员组织

－

BRE 场地可持续发展管理人员组织。

可持续发展领军人物经过培训，能够给设计团队提供 BREEAM 相关建议，帮助他们及时有效地制定
目标 , 安排日程 , 分清优先级和监测与建筑设计相关的 BREEAM 合规情况。今后也将继续接受培训 , 保
证自己的能力不掉线。符合相关资格条件但未被列出来的机构组织，如果自认为自己满足此项条件并想
要列为权威组织之一，可以联系 BRE 国际机构。
注 : 设置可持续发展领军人物分项的目的在于推广一体化设计建设流程，以 BREEAM 为框架，确立
并达成项目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状态。此可持续发展领军人物评分项的关注点在于其在项目的施工，移交
和结束阶段是否有提供适当的专家意见。

CSF ںׇჄ݀ቛሴට CSF!tjuf!tvtubjobcjmjuz!nbobhfs
作为负责人，其应该通过 BRE 认证， 能够保证交付项目的质量并最小化建筑产生的环境影响，同时
能够帮助实现建筑设计目标。他们常驻场地，确保采用环保高效的方式管理施工场地，从而保证建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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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能够满足环保认证体系如 BREEAM 的相关法规要求。符合 BREEAM 要求的人员必须是 BRE 关联 机构
的会员且在整个建设过程中一直参与其中。此会员体制能够保证相关人员在相关关键领域接受长期职业
发展培训，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

ڣЃԎᖜ
ܾᄟࣅ༐Ԓߢၹᅱ!DP2!sfqpsujoh!qspupdpmt
以下指导文件有助于出版二氧化碳的测量报告。
1. 欧洲建筑企业研发网络 :http://www.encord.org。他们发起了一项 CO2 报告协议。Encord: http://
www.encord.org. They have launched a CO2reporting protocol.
2. 温室气体协议 http://www.ghgprotocol.org. GHG1 Protocol; http://www.ghgprotocol.org.

֪॔ඓแ߾ᆖၚ߾ڦਏ
智能废弃物（SMARTWaste）是一个在线建筑环境报告工具，能够有效地捕捉、监控和报告以下相
关数据 :
－

废物 ( 包括场地废物管理计划 & 预拆除审计 )

－

能源 ( 包括转换为二氧化碳排放 )

－

水

－

来源可靠的材料 ( 包括木材 )

－

运输

－

考虑周全的承包商方案

智能废弃物工具（SMARTWaste）可以帮助组织机构减小环境影响 , 省时省钱。此项工具可用于帮助
此项的得分，并且作为证明达标的证据来源。
更多关于智能废弃物（SMARTWaste）的信息见：

国际金融公司网站提供关于此评估项的信息 , 即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 - 环境、健康和安全 (EHS)
的指导。

୯ዜඇڦแ߾ํ७
以下是考虑周全的施工案例，展示了各种满足独户住宅标准的方法。想要获得更多的例子，可以前
往 Considerate Contractors Scheme website 网站良好案例板块获得。
1. 保持场地干净整洁：
a. 确保场地内以及周边地面没有任何散装物质或者碎渣。
b. 对车辆定期进行清洁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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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实施“整洁星期五”倡议。
2. 减少施工对社区的影响
a. 合理安排场地交货时间 , 避免干扰当地居民
b. 确保在与邻里约定的时间内开展所有嘈杂工作
c. 记录所有作业人员的车牌号，以便及时解决停车投诉问题。
3. 力求不断提高安全性
a. 工作前的安全会议
b. 为顺利通过健康安全配新课程的作业人员提供通行证和安全帽贴纸
c. 侥幸脱险报告程序
4. 承诺尊重并平等对待所有工人
a. 挂上“尊重人”的挂图 , 记录福利和其他相关主题的满意度
b. 发放调查问卷，确定工作条件改善措施
c. 提供处理粗鲁行为的相关信息。
5. 提供适宜的场地设施
a. 给男性和女性员工提供独立厕所
b. 给员工提供休息区域
c. 适当的急救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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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04 调试与移交（适用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

Ⱋᴴ
旨在推广合理规划的移交与调试流程，满足建筑使用者的需求。

䃱ѝᴴ۳
本评估项分为四部分：
－

调试与测试计划及职责（1 分）

－

建筑设备的调试（1 分）

－

建筑结构的测试和检查（1 分）

－

移交（1 分）

需满足如下要求：

̭ܳÿÿ䄰䄂̻≸䄂≮⼸㶕ࣷ㕹䉐
1. 制定一份调试与测试计划，并确定工程范围内所需的适当调试。该计划表还需明确对建筑设备和
控制系统进行调试和再调试、以及对建筑结构进行测试和检查的合适的时间表。
2. 该计划将确立所有调试活动均需遵守的合适标准，包括国家最佳实践调试规范或其他适当的标准。
例如项目提及了建筑管理系统（BMS），则须参考 CN3.2 有关 BMS 调试流程的合规标准。
3. 项目团队指定合适人员来对预调试、调试和测试进行监督和安排。必要情况下，还须帮助客户进
行再调试活动。
4. 总承包商的施工计划须包含调试和测试的流程、职责和标准并且预算应包含相关费用。该计划应
安排充足的时间，确保在移交前完成所有调试和测试活动。

̭ܳÿÿᐧま䃫ิ⮱䄰䄂
5. 已获得“调试与测试的时间计划与职责”分项。
6. 对于建筑设备与体系很复杂的建筑，在设计阶段（由客户或总承包商）任命一位专职的调试负责人，
负责以下工作：
6.a 对于复杂的建筑设备与系统，在设计阶段（由客户或承包商）任命专职的调试负责人，负责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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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6.a.i 进行设计检查，为促进调试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相关建议。
6.a.ii 在安装阶段，投入人力物力支持施工规划的发展。
6.a.iii 负责调试、性能测试以及移交或后续阶段的管理。
6.b 对于简单的建筑设备，调试经理责任人可由合适的项目团队成员担任（参看标准 3），前提是他
们未参与建筑设备体系的整体安装工程。

̭ܳÿÿᐧま㐀Ჱ⮱≸䄂হᷭᴒ
7. 已获得“调试与测试的时间计划与职责”分项。
8. 建筑建成后开展测试与检查，确保建筑结构的完整性，隔热性能的持续性，以及防热桥与防漏气
措施到位。根据建筑类型或施工方式，可通过完成温度测量以及气密测试和检查（参看合规说明 CN3.3
和 CN3.4），证明此项合规。该调查测试须由具备合适资格的专家（参见相关定义）根据适当标准进行。
9. 现场检查、温度测量及气密测试报告中指出的任何缺陷，在建筑移交和结束之前全部改正。所有
修正措施必须符合在设计阶段该建筑或构件所明确的性能特性相关要求。

̭ܳÿÿ⼨ϑ
10. 在将建筑移交分配给建筑居用者或物产经理之前，制作建筑用户或住户指南（参见 Man 04 调试
与移交）。先制作一份草稿与用户探讨（如已确知建筑居用者），以确保该指南非常适用潜在用户。
11. 为建筑居用者或物产经理制定培训计划，培训时间妥善安排在移交和提出拟投入使用规划前后，
至少包含下列内容：
11.a 建筑的设计意图；
11.b 移交后的维保服务，以及维保团队的主要联系信息，包括所有已计划的季节性调试和使用后评估。
11.c 介绍并演示已安装的系统和关键功能，尤其是建筑管理系统（BMS）、控制装置及其界面，确
保居用者或物产经理充分熟悉建筑的详细运营方法。
11.d 介绍建筑用户指南及其他相关的建筑文件，如设计资料、技术指导、维护策略、运营与维护（O&M）
手册、调试记录、日志簿等。
11.e 维护要求，包括所有的维修合同和管理体制。

ᷭᴒ⌲ࢂহ㶕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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ॺዾᆩࢽኸళ
为非技术用户提供专门的建筑或场地特定指南。指南的目的是帮助用户明白建筑的设计并按最初设
计意图使用建筑。撰写建筑用户指南是十分必要的 , 这样以下利益相关方才能轻松获得相关信息：
－

建筑的工作人员 ( 或者相关居民 )

－

非技术设施管理团队或建筑经理

－

其他建筑用户，如访客，社区使用者。

指南的内容将只针对特定的建筑类型和特定用户 , 但一般应包括以下信息 :
建筑及其环境策略概述 , 如能源或水或废物效率政策或策略，以及用户应该如何参与并履行政策或
策略
－

建筑设备概述和控制渠道 , 如在哪里可以找到它们 , 它们控制什么 , 如何对其进行有效和高效操

作等。
－

访客到场信息，如使用和安全程序和规定

－

提供和获取共享设施

－

安全和紧急信息和指示

－

针对特定建筑类型或运行的相关运营程序，如实验室

－

建筑相关的事故报告和反馈

－

提供和使用交通设施，如公共交通，自行车设施，行人线路等。

－

提供和使用当地的设施

－

重装，翻新和维修安排和注意事项

－

链接、引用和相关联系方式。

建筑用户指南没有格式要求。

ްሗဣཥ
这包括 , 但不限于 , 空调 , 舒适性冷却 , 机械通气 , 置换通风 , 复杂的被动通风 ,BMS（建筑管理系统）,
可再生能源 , 微生物安全柜和通风橱、冷藏围墙和冷藏设备。

ॆབྷᆩࢽኸళ
家庭用户指南的目的是确保为非技术建筑用户提供适当的指导 , 以便他们按照最初设计意图有效理
解建筑构造并使用建筑。
指南应向以下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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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居民
2. 非技术设施管理团队或建筑经理
3. 其他建筑用户，如访客，社区使用者。

以下提供家庭用户指南部分的标题。更多指南范围或内容细节参考清单 A2。

 ڼ2 և ݴ. ሏᆐ๚ၜ!!!
1. 环境策略 , 设计和特点
2. 能源
3. 水资源的利用
4. 回收和废弃物
5. 链接，参考和更多信息
6. 以可选择的格式提供信息

 ڼ3 և ݴ. ࢅںׇዜՉ࣍ৣ
1. 回收和废弃物
2. 可持续 ( 城市 ) 排水系统 (SuDS1)
3. 公共交通
4. 当地便利设施
5. 可靠的采购
6. 应急信息
7. 链接，参考和更多信息

ਏԢ၎࠲ጨ߭ڦጆᄽටᇵ . ࿒ࢅ֪ۨ܈ഘ֪܈
气密度测试 : 由有关认证机构 ( 满足 ISO 17024 的要求 ), 或国家认可的称职人员 , 例如 ATTMA 认证
的专业人员。
温度测定 : 持有有效的 ISO 18436 - 7:2014 认可的二类温度记录资格的专业人士 , 或 ISO 6781 - 3:2015
认可的二级红外线温度记录资格的专业人士。

ڣЃԎᖜ
ඤൃೠࠚ
推荐在设计阶段进行热桥评估。在执行节能的建筑规程中鼓励这种做法，允许使用实际值开展节能
工作，相比《国家计算方法》默认的计算方法来说有了非常大的进步。这在“Ene 01 减少能源使用和碳排放”
的评估项中能够得以体现，, 所以此评估项不为热桥提供额外的分值。然而 , 良好的热桥设计和评估将有
助于获得建筑围护结构测试相关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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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05 移交后的维保（适用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

Ⱋᴴ
在建筑投入使用后的第一年，为业主或居用者提供移交后的维保服务，确保该建筑的运营和使用符
合设计意图和相关运营要求。

䃱ѝᴴ۳
本评估项分为三部分：
－

维保服务（1 分）

－

季节性调试（1 分）

－

使用后评估（1 分）

需满足如下要求：

̭ܳÿÿ㐡Ԋߎ
1. 运营基础设施和资源已经（或即将）到位，为建筑居用者提供移交后维保服务，至少包括以下各项：
1.a 计划在移交后维保团队或人员与建筑居用者或管理者之间举办一场会议（在初次使用之前举办，
或者尽早，从而：
2.a.i 使维保团队或人员了解可提供的移交后维保服务，包括建筑用户指南（如有）以及培训时间计
划和内容。
2.a.ii 展示关于建筑的关键信息，包括设计意图、如何有效使用建筑。
1.b 举办现场设施管理培训，包括参观建筑，了解和熟悉建筑系统、控制装置以及如何按照设计意图
使用建筑。
1.c 在建筑投入使用后，提供至少一个月的初始维保服务，如每周到现场为建筑用户和管理者提供服
务（频率可根据建筑和建筑运营的复杂程度适当调高或调低）。
1.d 为居用者提供长期维保服务，时间至少为投入使用后的头 12 个月，如提供热线电话、指定合适
人员体系为建筑用户和管理者提供服务。
2. 运营基础设施和资源已经（或即将）到位，一旦建筑投入使用，即开始搜集检测能耗和水耗数据，
时间至少为 12 个月。此举旨在辅助分析预期性能和实际性能之间的差距，进而相应地调节系统或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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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ÿÿ႐㞯ᕔ䄰䄂
3. 一旦大多数用户入住该建筑，下列季节性调试活动至多一年内完成。
3.a 复杂系统——专职调试负责人：
3.a.i 在满负荷条件（如仲冬的供暖设施、仲夏的制冷和通风设施）和部分负荷条件下（春季和秋季）
测试所有的建筑设备。
3.a.ii 在可行的情况下，居住率极端（极高或极低）时也须进行测试。
3.a.iii 采访建筑居用者（哪些基础服务对他们来说过于复杂），从而判断系统存在的问题与隐患。
3.a.iv 系统再调试（负荷修改后的相应工作完成之后），将运营流程的所有修改整合到运营与维护
（O&M）手册中。
3.b 简单系统（自然通风）——外部顾问、维保团队或者设施经理：
3.b.i 在初始投入使用之后，分别在隔三个月、六个月和九个月时，通过测量或用户反馈对热舒适性、
通风和照明进行一次检查。
3.b.ii 在检查之后，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对系统进行再调试，处理发现的不足之处，并将运营流程中所
作的相关修改整合到运营与维护手册之中。

̭ܳÿÿҬ⩕ऻ䃱ѝ喍10&喎
4. 客户或建筑居用者承诺，在建筑投入使用一年之后开展“使用后评估”。此举旨在获取建筑用户
的使用性能反馈，了解运营流程。评估涉及再调试活动，且为了维持并提升生产力、健康、安全和舒适性。
“使用后评估”由独立的第三方（参见《Man 01 项目任务书与设计：相关定义》）执行，需涵盖：
4.a 对设计意图和施工流程的检查（检查设计、采购、施工和移交流程）。
4.b 包括设施管理者在内的、大范围的建筑用户关于建筑设计和环境条件的反馈，需涵盖：
4.b.i 内部环境条件（照明、噪音、气温、空气质量）。
4.b.ii 建筑控制、运营和维护。
4.b.iii 各项设施。
4.b.iv 通道与布局。
4.b.v 其他相关问题。
4.c 可持续性性能（任何可持续性功能或技术的能耗、水耗、性能，如材料、可再生能源、雨水收集等）。
5. 客户或建筑居用者承诺，以妥善的方式宣传关于建筑使用性能的信息。此举旨在分享经验教训，
改善用户行为、建筑运营过程与流程以及系统控制。“合适宣传方式”的定义参见合规说明 CN4 和
CN5。如建筑或建筑信息含有商业安全机密，上述内容还提供了合适宣传方式的建议。

㠰㏔ݘᴴ۳
可获得本 BREEAM 评估项创新分一分的标准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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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营基础设施和资源已经（或即将）到位，在建筑投入使用后的头三年，每季度开展下列活动：
6.a 搜集居用者满意度、能耗及（可行情况下）水耗数据。
6.b 分析数据，检查建筑是否按预期运营，对系统控制装置进行必要的调整，或为建筑用户行为提供
相关信息。
6.c 制定减少水耗和能耗的目标及适当措施，并监测相关进展。
6.d 将所有经验教训反馈给设计团队和开发商，供未来项目参考。
6.e 将实际的建筑年能耗量、水耗量和居用者满意度数据提供给 BRE。

ᷭᴒ⌲ࢂহ㶕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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䭱ߍԎᖜ
ⰥڠჇͶ
ްሗဣཥ
这包括 , 但不限于 , 空调 , 舒适性冷却 , 机械通气 , 置换通风 , 复杂的被动通风 ,BMS（建筑管理系统）,
可再生能源 , 微生物安全柜和通风橱、冷藏围墙和冷藏设备。

ጆᄽۙঢ়
专业调试经理是专门的分包商而不是一般的分包商

܀૬ڼෙݛ
要想满足标准 4，即如何正确利用独立的第三方，委托人或设计团队出具以下任一相关证据 :
1. 独立于设计过程的第三方参与其中，并使用合规的方法实施必要的使用后评价，或者
2. 如果参与建筑设计的单位如项目建筑师负责开展“使用后评估”, 那么他们必须向评审员出示证据 ,
有力证明使用后评价过程的独立性。BREEAM 对于证据的表现形式不做要求，关键是设计团队或相关个
人需要向 BREEAM 评审员清楚证明其独立性是可信的。

ํाႠీᇑᇨႠీڦԲড
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模型设想存在差异，不可能准确地比较预期性能与实际性能。据英国碳巴兹
网站报道的数据显示 , 平均而言 , 建筑实际消耗为预测消耗的 1.5 倍到 2.5 倍。在比较预测性能与实际性
能时 , 应分析它们之间的数据差异，弄明白产生的原因。这些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
－

预测能耗通常只是基于建筑合规模型，而这些模型仅仅只关注“规定的”能源使用情况，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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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他不相关的能源使用。
－

超时入住和运营时间可能会产生额外的能耗 , 而预测模型并未考虑这一方面。

－

不良控制 , 不良调试或不良维护造成的低效现象

－

预测模型没有考虑到某些房间的特殊功能 , 如自助餐厅 , 服务器机房等

－

居住者的实际使用行为与预想的差异较大 , 如小型电力和照明的利用情况。

CIBSE TM54, 建筑设计阶段运营能源性能评价 , CIBSE, 2013 文件就如何提高设计阶段建筑能源使用
模型的准确性给出了指导建议。碳信任指导 ,“弥合差距：给予低碳建筑设计相关的经验教训”, 并提供
额外的指导。

ඍ݄ᇨ֪Ⴀీຕ
如果建筑使用者没有使用预测性能模型，那么可能用《建筑性能评价数据》和其他标准作为衡量实
际建筑性能数据的基准更为合适。以下基准信息皆源于国际认可的英国文件。可从《CIBSE 指导》获得
建筑性能标准，如 :
－

指导 F: 建筑能源效率

－

CIBSE TM46: 能源基准

－

CIBSE TM47: 运营等级和能源展示证书

欲知更多建筑性能和基准信息，可前往欧洲建筑性能协会 (BPIE) : www.bpie.eu/ 和 ASHRAE - www.
ashrae.org/. 网站。

๑ᆩࢫೠॏ݆ݛ
应该使用符合标准的最相关的使用后评价方法。例如 , 英国政府于 1995 年在出资开展一系列“探寻”
建筑性能评估研究后制定的建筑使用研究 (BUS) 方法。该方法由某一独立授权合作伙伴负责使用，分为
四部分。更多信息见 : www.busmethodology.org.uk/.。
BRE 的设计质量方法 (DQM) 经过反复测试与试验，是一套服务于英国审计机关和其他经济机构的
独立用后评估体系。更多信息见 www.bre.co.uk/dqm。用后评价相关的更多参考书籍 :
－

使用后评价 BCO 指导，英国文化委员会办公室，2007

－

BRE 文摘 478，建筑性能反馈：入门指南，建筑研究机构，2003

－

使用后评价报告和工具箱指南，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 & 威斯敏斯特大学，2006

ڣЃԎᖜ
ጣ༹ဣ )7*
该体系由可用的建筑信托 (UBT) 和建筑设备研究和信息协会 (BSRIA) 联合编制 , 旨在推进任务书制
定、设计、移交和建筑运营性能的发展。在项目中嵌入这个体系规则时，应提供证据证明这些原则符合
BREEAM 相关评估项的特定要求。同时 ,BSRIA 就《BREEAM 新建建筑》为客户和设计团队制定了详细
说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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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身心健康
ắ䔝
此章节倡导提升邻近区域内建筑用户、访客等人的舒适度、保障他们的健康与安全。此部分的评估
项旨在为用户建设健康和安全的内外部环境，并提升建筑内居民的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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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 01 视觉舒适性（适用所有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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Ⱋᴴ
确保在设计阶段考虑了采光、人工照明和用户控制，以确保为建筑用户提供最佳视觉性能及舒适性。

䃱ѝᴴ۳
本评估项分为五部分：
－

先决条件

－

眩光控制（1 分）

－

采光（最高 4 分——视建筑类型而定）

－

外部视野（1 分）

－

室内外照明（1 分）

需满足如下要求：

۠ٵУ
1. 所有荧光灯和紧凑型荧光灯均配备高频镇流器。

̭ܳÿÿⱖٶᣔݣ
2. 通过采用眩光控制方法，合理的建筑形式和建筑布局或者设计策略，保证所有相关建筑区域能够
实现零眩光（参看合规说明 CN3.1）。
3. 眩光控制策略囊括以下措施，从而避免增加照明能耗：
3.a 眩光控制系统经过设计，可在任何情况下实现最佳采光，同时在工作场所或其他敏感区域避免制
造具有伤害性的眩光。在阴天或者日光未正面直射的情况下，不得屏蔽日光。
以及
3.b 遮光的应用或布局与照明控制系统的运行互不冲突。

ᰭ倅ఈܳÿÿ䛴ٶ喍㻳ᐧまㆨಸ㔹Ⴧ喎
4. 采光情况必须满足以下任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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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相关建筑区域达到最佳采光系数以及表 10 和表 11 所述的其他标准。
或者
4.b 相关建筑区域达到表 12 所述的平均最佳采光及最低采光照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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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空间必须符合标准，方可获得 1 分。
** 各空间可分别独立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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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表 13 所述，相关建筑区域内 95% 的楼面面积位于窗户或永久性开口（提供充足的外部视野）X
米范围之内。
6. 此外，表 14 中的建筑类型标准适用于评估外部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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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足式公寓——起居室
庇护所——公共休息处、个人卧室、起居兼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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ڲ䘕⚔ᬻ
7. 考虑到用户居住密度和舒适水平，建筑内所有相关区域的内部照明经过设计，均能提供与其用途
相适宜的照明度（lux）。欲证明合规，照明设计策略可根据国家最佳实践照明指导确定照明水平（参看
CN3.11）。
8. 电气照明的照明均匀度以当地认可标准的建议为准。
9. 对于常使用计算机屏幕的区域，要求确认：照明设计已根据国家最佳实践照明指导所规定的眩光
限制值，限制眩光的可能性（参见 CN3.2）。应包括：
9.a 限制灯具照明度，避免屏幕反光。须寻求灯具生产商出具相关证明。
9.b 对于朝上灯光，参考天花板照明的亮度标准，而非灯具亮度；通常要求设计团队进行计算，以证
明合规。
9.c 对直接照明、天花板照明和平均墙壁照明给予建议。

ใ䘕⚔ᬻ
10. 所有位于施工区内的外部照明环境须确保能让使用者快速、准确地完成户外视觉作业，尤其是在
夜间。为证明合规，须根据“EN 13201 系列道路照明”和“EN 12464-2:2014 光与照明——工作场所照明——
第二部分：户外工作场所” ，确定所提供的外部照明设施合格。

ܳࡧ̻⩕ᝤᣔݣ
11. 内部照明经分区后，可根据下列标准，对建筑内相关区域进行用户控制（参见相关定义）：
a) 办公区：工作场所的分区不超过四个；
b) 紧邻窗户或天井的工作站，与其他建筑区域划分开并分别控制；
c) 研讨会议室及演讲室：展示区和观众区划分开；
d) 图书空间：藏书区、阅读区和柜台区独立划分开；
e) 教学空间或展示区；
f) 白板或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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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礼堂：座位区、交通空间和讲台划分开；
h) 食堂、餐厅、咖啡馆区域：备餐区与座位区或 就餐区划分开；
i) 零售：陈列区和柜台区划分开；
j) 酒吧：吧台与座位区划分开；
k) 休息室、等待区：座位区、活动区和交通空间划分开，提供工作人员可及的控制装置；
l) 酒店客房：走廊、浴室、书桌和睡眠区（如房间中存在）划分开。
12. 用于教学、研讨会或演讲的区域，根据空间的大小和用途确定照明控制装置的规格；但带阶梯式
座位以及正式的讲台或者展示或表演区的典型礼堂或大讲堂，照明控制装置通常应如下：
a) 整体的常规照明开启（允许出入、清扫等）；
b) 展示区照明关闭，观众区照明降至低水平（以便显示线条型投影，同时提供足够光线供观众做笔
记）；
c) 所有照明关闭（以便显示色调型投影、彩色投影，以及进行视觉展示或表演）；
d) 独立的局部讲台照明。
13. 此外，表 15 中的建筑类型标准（在相关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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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以米为单位，列出了拥有同房间宽度和窗楣高度的侧面采光房间对的最大房间进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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㶔 喝ᰬ๓ᝫ䬠䔇⌝স⿃ẏ倄Ꮢ⮰ࣹᄰ⢳
ࣺᄱ⢴喍3#喎



ᝬ䬡ცᏓ ㆠ

















⿄Ẑ倅Ꮣ喍ㆠ喎











































व㻱䄡ᬻ

㉏ᑂ



䄡ᬻ

ᐧまใภহᵥᓰ喍ϲ䲋ѼႲহѼწᱧᲱ喎

$/

䔯⩕⮱䃱Фᴴ۳

ݺУ喟ᴴ۳ 
͑䶦喟᱙ᴴ۳̺䔯⩕
ⱖٶᣔݣ喟ᴴ۳  হᴴ۳ 
͑䶦喟䔆͑䶦ᴴ۳̺䔯⩕
䛴ٶ喟ᴴ۳ 
͑䶦喟̻䄒ᐧまㆨಸࣷߌ㘪Ⱕ⮱ڠᰶᴴ۳䔯⩕
ใ䘕㻳䛻喟ᴴ۳  হᴴ۳ 
͑䶦喟䔆͑䶦ᴴ۳̺䔯⩕
ڲ䘕⚔ᬻȠܳࡧহҬ⩕㔲ᣔݣ喟ᴴ۳ _喑_
䘕ܳႶ㷲喟䔆ψᴴ۳̺䔯⩕
ڕ䘕Ⴖ㷲喟̻ᐧまㆨಸহߌ㘪Ⱕ⮱ڠᰶᴴ۳䔯⩕
ڲ䘕⚔ᬻ喟ᴴ۳ 
䘕ܳႶ㷲喟䔆ψᴴ۳̺䔯⩕
ڕ䘕Ⴖ㷲喟̻ᐧまㆨಸহߌ㘪Ⱕ⮱ڠᰶᴴ۳䔯⩕
࣯㻮Ȩ䭱ᒂ %ÿÿᄦใภࣷڲᵥ䃱ѝ䔶䶦ȩ喑γ㼐ᰡ็Ԏᖜȡ

$/

ใ䘕㻳䛻

͑䶦
ຯ̺㘪Ⴧᐧまਗ͗ࡧഌ࠲ڲक़ጒ҉झȠ䪬ḲȠΓᵹ喑䗐͵ᰶ䃫䃎ᝃ
ज㘪क़ᰶጒ҉झȠ䪬ḲȠΓᵹ⮱ᐧまࡧഌᓲ䶨こवⰥڠᴴ۳⮱㺮Ⅿȡ

ѼႲᐧまÿÿ䘕ܳ㷲ԛВࣷڕ㷲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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䄡ᬻ

ݺУ喟ᴴ۳ 
͑䶦喟᱙ᴴ۳̺䔯⩕
ⱖٶᣔݣ喟ᴴ۳  ࣷᴴ۳ 
͑䶦喟䔆͑䶦ᴴ۳̺䔯⩕
䛴ٶ喟ᴴ۳ 
͑䶦喟̻ᐧまㆨಸহߌ㘪Ⱕ⮱ڠᰶᴴ۳䔯⩕

$/

䔯⩕䃱ѝᴴ۳ÿÿࢂ̭ѼႲᐧま
Вࣷ็ѼႲᐧま

ใ䘕㻳䛻喟ᴴ۳  ࣷᴴ۳ 
͑䶦喟䔆ψᴴ۳䔯⩕
ڲ䘕⚔ᬻȠܳࡧহҬ⩕㔲ᣔݣ喟ᴴ۳ _喑_
䘕ܳႶ㷲喟䔆ψᴴ۳̺䔯⩕
ڕ䘕Ⴖ㷲喟̻ᐧまㆨಸহߌ㘪Ⱕ⮱ڠᰶᴴ۳䔯⩕
ᝤใ⚔ᬻ喟ᴴ۳ 
䘕ܳ㷲ԛ喟䔆ψᴴ۳̺䔯⩕
ڕ䘕㷲ԛ喟̻ᐧまㆨಸহߌ㘪Ⱕ⮱ڠᰶᴴ۳䔯⩕
䭱ᒂ &ÿÿȨ3&&". ᐧま䔯⩕㠰డȩ͚ᄦѼႲ䃱ѝ䔶䶦䔈㵹γᰡߍ䄓㏳
⮱䄡ᬻȡ

ắ䔝

$/

ᐧまѺ㒛喍䔶᠖ᰭव䔯⮱䛴ٶ㈨
喎

Ꭰ䛴ٶ㈨ࣷ࠭Ꮣᴴ۳࣯㻮㶕ᵩ  ࣷ 
ᄦλͨ㺮ͧᮡ᱄๖⅁⮱☚ፓᝃ䭠ٲٶ䋠⮱ౝࡧ喑ᅑڣ᭜㏙Ꮣѻλ  Ꮣ⮱ౝࡧ喑
ᰭສҬ⩕㶕ᵩ  ͚⮱ᬒ⚔ٶᏓᴴ۳ȡᬒ⚔ٶᏓ䃎ツᏁ࠲क़ᮡ᱄๖⅁হ็ξ
๖⅁̸⮱䷊ใ⚔ٶВࣺࣷᄱ๗䭠ٶȡౕ䔆ψౝࡧ喑㠒Ҭ⩕㶕ᵩ  হ  ᒀ͚
⮱ᴴ۳喑ज㘪ϔ⩌䓴็⮱ᬒ⚔☚䛼ȡ

ⱖٶᣔݣ

ͧ␎䋠ⱖٶᣔݣᴴ۳䛴ः⮱व㻱ᕔ䖛䭠ᣗ࠲᠙喟
ᐧま̭Ҁࡃᣗ喍Ҹຯ䛴⩕䒰ѻ⮱ᅸ᾽喎
䛴⩕Ҭ⩕㔲जВᣔ⮱ݣ㷲㒛喑ຯ⮫ण⿄喍ౕ䔼ٶ⢴ѻλ  ⮱ࡧഌ喎
̻⩌➖⅁Ն႓Ⱕ⮱ڠ䃫䃎

$/

ⱖٶᣔ⮱ݣव㻱ᕔᒏᐼÿÿᣔݣ
ⱖ⿄⮱ٶፅ

ბใ䖛䭠ᝃ⮫ण䖛䭠Წ
ᄦλⱖٶᣔݣ喑ᓲ䶨㺮ӈᏁᄦ႐倅ᑧᏓᬒ⚔ࣷۙ႐ѻᑧᏓᬒ⚔⮱䖛䭠㷲
㒛喑㔹ᑧᏓ̻䃱ѝౕ⮱పუⰥڠ喍Ҹຯ喑䄒ప㏙Ꮣ๔λᝃぶλ  Ꮣ喎ȡ
ຯҬ⩕ధჇ⮱喍䖛䭠喎㈨㐌喑जВ䕇䓴Ⱕڠ䃫䃎ⵁ⾣Გ䃮ᬻ喟ౕҬ⩕ᬣ䬡ڲ喑
ᬒٶᬍ∂⚔ݝᐧまҬ⩕㔲ȡ
⿄ፅ喍Ҭ⩕⮱ౝᬍڣЃᒏᐼ⮱䖛䭠㷲㒛喎̺㘪䓫ٶⱖݝᣔݣᴴ۳喑ͧ
ႰЙᬍ∂ᰶ᩵ノ⤳⚔ٶ喑ڒ⚔⩕ݖܳٲბ⮱ڲᬒٶȡ㔹́喑Ҭ⩕⿄ፅᲒᣔݣ
ⱖٶ䔆̭և∂ज㘪ᄩ㜡Ҭ⩕㔲ᰡ็ౝӊ䊃λϧጒ⚔ᬻȡ

䛴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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పუ䛴ٶᰭҠ䌢ᠴࢄ

䃱ѝࡧഌࢍ⮫ܳ℁
࣯㻮ᴴ۳ 

䄡ᬻ

ͧჇ䃱ѝౕపუ͚䒰ͧव䔯⮱䛴ٶᰭҠ䌢ᠴࢄ喑䄤࣯㔰Ąప࣯ݘ㔰㶕ąȡ
ຯĄప࣯ݘ㔰㶕ą͚⇎ᰶ䛴ٶᰭҠ䌢ᠴࢄ喑ᝃ㔲䃫䃎ఏ䭌ጹ᱈䛴⩕जᰬ
А⮱࣯㔰᪴У喑䄤Ҭ⩕Ąጟឦ۳ᴴ۳ࣷᱰ䛺݄㶕ą喑ᎣჇڣ᭜॓ज⩕ȡ
ຯ䄒ప⇎ᰶव䔯⮱࣯㔰᪴У喑䃫䃎ఏ䭌Ꮑ䕇䓴Ҭ⩕㶕ᵩ  ᝃ  ͚⮱ᴴ۳
Გ䃮ᬻڣव㻱ᕔȡ

㠒䄒ᴴ۳㻱Ⴧ喟̭Ⴧ℁Ҹ⮱ᐧま䲏⼜ᓲ䶨㺮ᰶٲ䋠⮱ᬒ⚔ٶᬻ喑䔆喍ࢠ℁Ҹ喎
ᠴ⮱᭜ᰶ䃱ѝᝬ䬡⮱ᕨᐧま䲏⼜喍ࢠव㻱ᕔᐧま䲏⼜喎ࢍ⮱℁ҸȡҸຯ喑
ᐭࣾࡧᰶ  䬡ᝬ䰭㺮䔈㵹䃱ѝ喑䬡ᝬ⮱ᐧま䲏⼜᭜ N喍Вᕨᐧま
䲏⼜ͧ N喎喑́  ⮱ᐧま䲏⼜䰭␎䋠䄒ᴴ۳喑݆व㻱ᕔᐧま䲏⼜Ꮑ
ͧ N喑Όࢠ  ͗ᝬ䬡ȡ㔹व㻱ᕔᝬ䬡䛼ᓲ䶨䔈㵹ఈ㜺ρڒ喍ݝ᪡喎喑
ₑ喑ౕ᱙Ҹ͚喑ͧ㣤ᓄⰥᏁᓄܳ喑ᓲ䶨㺮ᰶ  䬡ᝬ⮱Ꭰ䛴ٶ㈨̺ѻλ
喍हᬣΌ䰭㺮␎䋠ڣЃᴴ۳喎ȡ

$/

ბใ䯉ⶺ➖

ౕ䃎ツ䛴ٶ㈨ࣷᬒ⚔ٶᏓ⮱ᰭᄼթহᎠթᬣ喑Ꮑᄳბใ䯉ⶺ➖㔰㭾ౕڲȡ
ᄦλ⚔ᬻᏓ⮱䃎ツ喑䮑䲋ౕ⣝౧≸䛼γბใࣺᄱ⢴喑݆॓ბใ䯉ⶺ➖⮱ࣺᄱ
⢴ःթᏁͧ ȡ

$/

䃎ツ䛴ٶᬣ⮱⼜㉍

ౕ䃎ツ䛴ٶᬣ喑Ꮑ㔰㭾⿄ᝤ̷⮱⼜㉍ȡ䄤࣯㻮Ȩ㠞పᴴ۳Ꮑ⩕Ⴕ݆ȩĄ䛴
ٶą#4すι䘕ܳВࣷ䭱У "ȡ

$/

䛴⩕ٶ

$/

ᝬ䬡䔈⌞ᴴ۳ÿÿ⩞Ⱕᄦ䲏ᐭ⿄
ӈ⮱⚔ٶᝬ䬡

ᄦλψҬ⩕䛴⩕ٶᲒ䃮ᬻڣこव䛴ٶᴴ۳⮱ࡧഌ喑喍ຯ䰭㺮ᠴᬻࣺᄱٶ
⎽ٶᲒ䃮ᬻ䄒ᝬ䬡␎䋠㺮Ⅿ喎ᓲ䶨ӈ䔯ᒀ⚔ᬻ䃫䃎䒜У⮱䃎ツ㐀Გ䃮ᬻ
䔆ψࡧഌ␎䋠 #3&&". Ⱕڠᴴ۳ȡ䛴⩕ٶᲒ⎽࠲᠙喟ٶ᳣Ƞ๖⿄ᐭ⿄ࡧȠ
๗䭠ノȠბࡷڲ䔼ᬻᝃڕ䔼䯁ෆ喍ҸຯҬ⩕℈⣨⦰⮱䯁ෆ喎ȡ

ᄦλ⩞Ⱕᄦ䲏ᐭ⿄ӈ⮱⚔ٶᝬ䬡喑ᰭ๔ᝬ䬡䔈⌞ÿÿౕ䄒䔈⌞̸ᬒ⚔ٶᬻ
␎䋠⩕ᝤ䰭Ⅿÿÿ᭜Ą䭽Ⴧᝬ䬡䔈⌞ą⮱͑Ժ E 喍͑͗ᐭ⿄ෆ䬡⮱䌊⻨喎喠
$*#4& ⚔ᬻᠴࢄ-(  ȡ䶱ᘠ⮱ڲෆࣺᄱ⢴Ꮑःթͧ ȡ

ᄦλӊ䲍ᅸ䶣䛴ࡧ⮱ٶഌ喑̺㘪䛴⩕ᝬ䬡䔈⌞ᴴ۳ȡౕ䔆ψࡧഌڲ喑ज䛴ः
͑∂喟 Ҭ⩕व䔯⮱䒜УᲒ䃎ツ࠭㈨喠 ᝬ䬡䪬ᰶᅸ䶣䭠ڒ⚔ٶ喑

$/

ᅸ䶣䛴ٶ࠭Ꮣȡ

$/

䛴ٶÿÿ䃎ツ࠭㈨

䌊⻨ෆगᰶ N ⮱ࡧഌڲ喑ᬍ䰭䃎ツ࠭㈨Ƞᰭᄼ◦䛴ٶ㈨হᰭᄼᬒ
⚔ٶᏓȡ㮪♣ౕ䃎ツᎠ⚔ᬻ㈨হᎠ⚔ᏓΌ㔰㭾ݝγ䔆ψࡧഌ喑ѳ᭜䔆
䛹̺ᄳႰЙ҉ͧጒ҉䲏⮱̭䘕ܳȡ

$/

๖⾧㻳䛻㺮Ⅿ
࣯㻮ᴴ۳ 

㺮ᘠ䓫ݝ㶕  ͚⮱๖⾧㻳䛻ᴴ۳喍SFG喍C喎喎喑ᄦλこवᎠ䛴ٶ㈨㺮
Ⅿ⮱ᝬ䬡喑Გ㜗๖⾧⮱Ⱑᣒ⚔ٶ㜠ᄾ㘪㺳Ⰳᝬ䬡  ⮱⾧䬡ȡࢠ喑㠒 
⮱⾧䬡̺␎䋠㻳䛻㺮Ⅿ喑䄒ᝬ䬡Ϻ♣䓫ᴴȡ

݆ज䛴⩕ $*#4& ⚔ᬻᠴࢄ-( ఫ 喍す  䶢喎͚⮱ԎᖜᲒჇ࠭
㈨ȡ

ბڲȠბใ⚔ᏓȠܳࡧࣷᣔݣ

ǂ㤡ഭ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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పუᰭҠ⚔ᬻ䌢ᠴࢄ

䄡ᬻ

䄤࣯㔰Ąప࣯ݘ㔰㶕ąᲒჇ䄒ప䃱ѝҀ㈨͚䒰व䔯⮱ᰭҠ⚔ᬻ䌢ᠴࢄȡ
ᝃ㔲喑䃛᪴У⋢ⰃγĄጟឦ۳ᴴ۳হᱰ䛺݄㶕ą͚݄⮱ᰭѻᴴ۳
ຯ  䄒 ప ⇎ ᰶ व 䔯 ⮱ ⚔ ᬻ ᠴ ࢄ喑 䃫 䃎 ఏ 䭌 Ꮑ 䃮 ᬻ  ڣこ व ⁔ ≟ ᴴ ۳喟&/
 -JHIU BOE MJHIUJOH  -JHIUJOH PG XPSLTQBDFT   BOE &/
-JHIUJOHPGXPSLQMBDFT1BSU0VUEPPSXPSLQMBDFT 

$/

Ҭ⩕ᗲۢࣷጒ҉झጰᅭ᱗ⴒ

ຯҬ⩕ᗲۢᝃጒ҉झጰᅭ᱗ⴒ喑जᵦᢛ N 㑾ᵩᄦ⚔ᬻᣔݣ㈨㐌䔈㵹ܳ
ࡧȡࢠ喑մჇ̭͗ϧᝃ̭͗ጒ҉ࡧࢍ䲏⼜ͧ Nȡ

$/

䒰ᄼ⾧䬡

ᄦλႹ⩞ڕ䒰ᄼᝬ䬡ᝃ⾧䬡喍䲏⼜ᄼλ N喎喑̺́䰭㺮㏳ܳ⚔ᬻࡧഌᝃ
ᣔݣ㈨㐌⮱ᐧま喑吅䃑␎ڣ䋠ܳࡧᴴ۳㺮Ⅿȡ

ᄳܳࡧ䭽͗  ͧݣጒ҉ࡧग᭜̭䶦࣯㔰ᴴ۳喑㔹̺᭜ᕔ㺮Ⅿȡຯͧγこ
$/

$/

ፓᰶ  ͗ጒ҉ࡧ⮱ܳࡧ

⚔ᬻܳࡧࣷᣔݣÿÿ㻯фࡧ

व䛴ः⮱⚔ᬻゃ⪒㔹ߍጒ҉ࡧ喑́䃱ѝঅ䃑ज䄒ͫᣗ喑Όᅞ᭜䄡喑ܳࡧ
व⤳喑⚔ᬻᣔݣ㞜ສ喑Ҭ⩕㔲जౕ͗ϧጒ҉⾧䬡ڲव⤳ᣔ⚔ݣᬻ喑䗐͵䔆
և∂Ό᭜जВᣒऄ⮱ȡⰥڠ䃫䃎ఏ䭌অ喑ຯ⚔ᬻ䶫䬛Ꮑ䭵䔝̷ౕ䔝ᗲ̸ۢ
ຯ҂⣝ₑⰛᴴȡ

➦Ⴧ⮱ᣔݣ㈨㐌ः۠λ䄒⾧䬡⮱๔ᄼࣷ⩕ڣ䕁ȡѳ᭜喑ᄦλፓᰶ䭣ᷜᏔḲȠ
ₐᐼ䃟झȠ⑁ࡧᝃ㶕⑁ࡧ⮱ڥಸ๔യᝃ䃟യ喑䕇፥ᐧ䃛䙺ิຯ̸⚔ᬻᣔ
У喟
 Ⴙ᪡⮱ₐ፥⚔ᬻ喍ٮ䃥䔈⌲ࣷܧមぶ喎
 ⑁  ࡧ ⚔ ᬻ  ڠ䬚 ᣔ ݣȠ 㻯 ф ࡧ ⚔ ᬻ ᑧ Ꮣ  ۼᑞ ᣔ ݣ
喍 ͧ  ႄ Ꭸ ▜ ❴ ែ ᒞ喑 ѳ ᭜  ٶ㏬ 䋠 ์ ӈ 㻯 ф և ぁ 䃝 喎
 ᰶ⚔ᬻڠ䬚ᣔݣ喍ͧ㞟䄰Ꭸ▜❴Ƞᒖ㞟Ꭸ▜❴ែᒞ喑㻳㻶⑁ᝃ㶕⑁喎
 ⠙⿸⮱Ƞᅭ䘕⮱䃟झ⚔ᬻ䃫ิȡ

ຯ⇎ᰶႶ㷲ბใ⚔ᬻ㷲㒛喍ࢠᐧまใ䘕డ៑㐀Ჱᝃᅸ䶣᱗Ⴖ㷲⚔ᬻ㷲㒛喎喑
̻ბใ⚔ᬻⰥ⮱ڠᴴ۳݆̺ں䔯⩕ȡजӊᢛڣ᭜॓こवბใ⚔ᬻᴴ۳喑㣤ᓄ
ⰥᏁ䃱ܳȡ⚔ᬻܳࡧ̺࠲᠙В̸ࡧഌ喟
 ྿Ҁহ㞧ᱜ݈҉ࡧഌ
 䓽ߕ䃫喍ϲ䓽ߕࡧ喑࠲᠙Ⅱ⫄হ➖⤳⇨⫄ࡧഌ喎

$/

ᬍბใ⚔ᬻ

$/

᱗ౕᴴ۳͚݄ࡧܳ⮱ܧᝬ䬡

ᄦλ᱗ౕᴴ۳  হ  ͚݄ࡧܳ⮱ܧᝬ䬡ᝃ⾧䬡喑䃱ѝঅౕ䓕ݘ䄒ࡧഌڲႶ
㷲⮱⚔ᬻ㈨㐌᭜॓व㻱⮱䓴⼸͚ߍВݑ喑हᬣ䔅䰭㺮㔰㭾ڣݝ㏵〜ߌ㘪Ƞ
ₑ #3&&". 䃱ѝ䶦⮱Ⱋ⮱হᴴ۳ȡ

$/

㏼፥Ҭ⩕⩢㘾ᅼᎂࡧഌ⚔⮱ڲᬻ
Ꮣ

䶦Ⱋ͚喑⩢㘾ᅼᎂ⚔ٶᑧᏓजВͧ MVY喑㔹̺᭜ &/ ͚㻱
Ⴧ⮱թȡÿÿ࣯⚔ $*#4&⚔ᬻᠴࢄȡ

➦₷ᐧまㆨಸ

$/

᪆㗟喍Ꭹ٬చ喎ᱧᲱВࣷᕒᕔ➦
₷᪆㗟䰭ⅯᱧᲱͧڲ٬〒Ⴖ㷲⮱
⚔ᬻᣔݣ㈨㐌ȡ

ຯ䃱ѝ䶦Ⱋ⊶ࣷ٬〒Ԋ㗟ᝃᲮᏓ➦₷᪆㗟౧喑Ꮑᢵᱰ᪆ጵᝃⰥڠ㕹অノ
⤳⚔ᬻᣔݣ㈨㐌ȡࢠ喑⇎ᰶᓲ㺮䃖٬〒ᣒ㼓ݝ䄒ᣔݣ㈨㐌ȡ
ຯ䃱ѝ䶦Ⱋ⊶ࣷច٬喑݆Ꮑϻঅጒ㔹䲋٬〒㻿Ꮣࣾܧ䃫㒛⚔ᬻᣔݣ㈨㐌ȡ
80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3&&". 䭱❴ᐦᐦぽ

㉏ᑂ

$/

䏗ᓯ֑Ꮳ



䙿Ꮔÿÿ䙿Ꮔბ⚔⮱ڲᬻᑧᏓ

䄡ᬻ

䕇፥ᗲ̸ۢ喑䙿Ꮔბ⚔⮱ڲᬻᑧᏓ̺䰭㺮ᠶ⚔ߋڙბᐧまపუᰭҠ⚔ᬻ
䌢ᠴࢄ⮱㺮Ⅿࡧ㻱ܿ喑ͧ䔆ψࡧഌ䕇፥Ꭳ̺᭜ጒ҉ࡧȡ♣㔹喑ຯ䙿Ꮔຄ
ᝬ⮱ڲბᝃᝬ䬡㷘⩕҉ጒ҉ࡧÿÿᅞᄼಸߋڙბ喑݆⚔ڣᬻᑧᏓᏁこव
పუᰭҠ⚔ᬻ䌢ᠴࢄ⮱㺮Ⅿȡ

∂
无

䃮ᬻᱽ᫆

ᴴ۳

䃫䃎䭣⃢

ᐧ䭣⃢

䃫䃎ఫ㏥হ䛴ٶ䃎ツΓȠᐧまឭᱜ㻱

#3&&". 䃱ѝঅ⮱⣝౧ᷭᴒ្ॷࣷ䄓㏳ఫ䃮ᬻȠ
【ጒఫহ䃎ツΓȠ䃫䃎ఏ䭌䃑Γÿÿ㘪์䃑䛴ٶ
こवపუᰭҠ⚔ᬻ䌢ᠴࢄ⮱㺮Ⅿᝃ #3&&". Ⱕڠ

䛴ٶ

ᰶ

㠰ᝃवह͚㘪์ჇపუᰭҠ⚔ᬻ
䌢ᠴࢄ⮱Ⱕ」ڠ㞯ᝃ䶦ⰛȠ#3&&".
Ⱕڠ㺮Ⅿȡ

㺮Ⅿȡ

ใ䘕㻳䛻হⱖٶᣔݣ㺮Ⅿ

ᰶ

䃫䃎ఫ㏥
ᐧまឭᱜ㻱㠰ᝃवह͚⮱Ⱕ」ڠ㞯ᝃ
䶦Ⱋ
⿄ᝤ喍㻱ᵩ喎̭㻵㶕ȡ

#3&&". 䃱ѝঅ⮱⣝౧ᷭᴒ្ॷࣷ䄓㏳ఫ䃮ᬻȠ
【ጒఫȠឬ࠲ੳᝃ䃫䃎ఏ䭌⮱ₐᐼव㻱䃑Γȡ

ბڲহბใ⚔ᬻ

ᰶ

䃫䃎ఫ㏥ᝃᝬ䬡ᢛ㶕Ƞᐧまឭᱜ㻱
㠰ᝃवह͚⮱Ⱕ」ڠ㞯ᝃ䶦ⰛȠⰥڠ
䃫䃎ఏ䭌অ⮱ₐᐼव㻱䃑Ԏȡ

#3&&". 䃱ѝঅ⮱⣝౧ᷭᴒ្ॷࣷ䄓㏳ఫ䃮ᬻȠ
【ጒఫȠឬ࠲ੳᝃ䃫䃎ఏ䭌⮱ₐᐼव㻱䃑Γ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ગڦᄸ
BREEAM 将“ 广 阔 的 视 野” 定 义 为： 在 相81
关of建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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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1.3m）时，理想情况下透过外窗所获得的其他景观或建筑的视野（不仅仅是天空视野）。如果
开窗处到天井或中庭后墙的距离不小于 10m（视线能够重新聚焦），则建筑内部天井或中庭的视野可称
作是符合标准。这里的视野不是指房间内部的视野，因为该视野可能因为隔墙、文件柜等受到阻碍。

ೝ֑࠼ဣຕ
平均采光系数是指室内工作面上的平均（日光）照度与同一时刻“CIE 标准全阴天” 下室外无遮挡
水平面照度（日光）两者之比。

ऺ໙ऐఇె
软件工具，可用于为构造复杂的房间建立采光几何模型。

แ߾൶
为符合此 BREEAM 评估项目的，施工区被定义为接受 BREEAM 建筑评估的场地，以及新建工程范
围内的外部场地区域。

ቷ܈
单位面积表面所获得的光量，单位为 LUX

๑ᆩ൶ᇘ
评估建筑内使用者的使用（occupied）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的评房间或空间。注意这里有一个与其无
关的定义：“空闲的”（unoccupied），该定义请参考“声学测试和测量”。请勿将两个术语的定义（即
occupied 和 unoccupied）混淆。

࠼֑ۅဣຕ
点采光系数指的是房间内工作面上特定点照度（指日光照度）与室外无障碍水平面上某点所接收日
光照度的比值。这里的无障碍水平面假定为阴天环境，可大约等同于“CIE（国际照明委员会）标准阴
天”。点采光系数最小值指的是室内工作面上与墙的距离大于 0.5m 时，工作面上的某点采光系数的最小值。
同样地，可通过计算室内工作面上与墙的距离大于 0.5m 时光照最弱点的照度，得出最低照度。这些点
通常靠近房间内靠后的角落。计算点采光系数和照度最合适的工具即是计算机模拟。

Ⱕڠᐧまࡧഌ
֑࠼൶
基于 BREEAM 评估，采光区定义为建筑内部采光较为良好、能便利使用者的区域（通常使用者在这
些区域所待的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特别强调，由于这些区域经常被遗漏，在此特将其列出：
1. 运动场馆内所有运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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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区域，但像需要严格控制环境的区域，如始终需要隔绝自然光线的实验室区域不属于定义
范围。
2. 独立（指无需与其他人共享厨房、厕所等）公寓
3. 厨房及餐饮区
4. 一般的公共区域
5. 小型办公室（包括住宅建筑及寄宿机构内的小型办公区）
6. 会议室（包括住宅建筑及寄宿机构内的会议室）
7. 休闲区
8. 涉及近距离工作（如近距离摄影）的所有区域
但是，不包括以下区域（如果有）
1. 媒体和艺术创作空间、传感器感知区域、x 光放射室以及其他需要严格控制声音和光照条件的区域。

Ⴭ࠼੦
需要控制眩光的地方包括建筑内照明及合成眩光（即多种眩光的结果）对使用者造成困扰的区域，
如划有工作区或需要使用投影幕的区域，以及体育场馆。对于上述描述的分类区域，由于不考虑采光和
外部视野，因此不需要使用眩光控制标准对其进行评估。

ాतྔ֑࠼
如果没有安装室外照明装置（即建筑外部立面或屋顶未安装照明装置），与室外照明相关的标准则
不再适用。可依据其是否符合室外照明标准，获得相应评分。照明分区不包括下列区域：
1. 媒体和艺术创作区域
2. 运动设施（仅运动区，包括水疗和物理治疗区域）

ݒพ୲
物体表面反射光的光通量与入射光的光通量之间的比值

܀૬ݴ൶੦ဣཥ
特殊建筑区域或分区内的照明开关或控制系统，且该区使用者能够使用并操作该系统。这样的控制
系统位于使用者所控制区域或分区的内部或附近区域。

ྷ഻௬ओ
围墙面积指的是带有窗户或开口内墙的面积（单位是 m

），包括该窗户或开口自身的面积。

ሌ܈
均匀度是指室内工作面上的最小（日光）照度（或采光系数最小值）与同一工作面上的平均（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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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度（或采光系数平均值）之间的比值。

ཀᄸ
当天空光线能够直接照到工作面，也即从工作面所处高度位置能够看到天空时，该工作面就具有天
空视野。

ᄸ
根据 BREEAM 定义，有视野要求的相关建筑区域包括以下：
1. 为建筑使用者提供或即将提供工作区、长凳或书桌的建筑区域
2. 实施近距离工作的建筑区域或使用视觉教具的建筑区域
3. 认为视野将有益于建筑使用者的建筑区域。例如，使用者很可能待上很久的区域。
但是不包括：
l 会议室、演讲厅、运动场馆、急性 SEN 机构以及功能上排斥或限制自然光线的所有区域，如实验
室区域、媒体区域等。

߾ፕ௬
CIBSE LG10 将工作面定义为在其表面进行视觉作业的水平面、垂直平面或斜面。对于办公建筑而言，
工作面通常比地板高 0.7m；而工业建筑为 0.85m。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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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 02 室内空气质量（适用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㻳ᐧまㆨಸ㔹Ⴧ

ᰶ喍ᴴ۳喎

Ⱋᴴ
认可并倡导安装合适的通风设施、设备和装饰材料并设定其规格，从而营造健康的室内环境。

䃱ѝᴴ۳
本评估项分为三部分：
－

前提条件——避免采用石棉

－

空气污染源最少化（4 分）

－

适应性——自然通风的可能性（1 分）

需满足如下要求：

۠ٵУ
1. 禁止在建筑内使用含石棉的材料。

⾧⅁ᴀ⎽ᰭᄾࡃ
̭ܳÿÿბ⅁⾧ڲ䉕䛼喍*"2喎ᵵ
2. 制定并实施一套室内空气质量方案，旨在推进方案设计、产品规格的制定以及安装，采取相应的
合理措施，从而使得设计、施工和使用期间产生的室内空气污染降至最低。该室内空气质量方案必须考
虑以下内容：
2.a 移除污染源
2.b 污染源稀释和控制
2.c 投入使用前的冲洗流程
2.d 第三方测试与分析
2.e 维护运营时的室内空气质量

̭ܳÿÿ䕇䷻
经设计，可将建筑内污染物的浓度和再循环降至最低，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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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满足标准 2。
4. 根据国家最佳实践通风标准，保证建筑内新鲜空气充足。
5. 经设计，新鲜空气进气口的位置可将进入建筑的空气污染物降至最少，具体如下：
5.a 在空调通风的混合模式建筑或空间内：
5.a.i 建筑进气口和排气口的位置（与进气、排气和污染源相关）根据 EN 13779:2007 (9) 附录 A2 进行
设计（此项合规的替代方法参见 CN3.1）
或者
5.a.ii 如未遵守 EN 13779:2007 (10) 附录 A2，建筑的进气口与出气口之间的水平距离应在 10m 以上，
且进气口与外部污染源之间的水平距离应在 10m 以上。
5.b 在自然通风的建筑或空间内：可开启的窗户或通风机与外部污染源之间的距离至少为 10m （包
括所有与建筑相关的排气口）。
6. 如有，暖通空调（HVAC）系统必须包含适当的过滤装置，如 EN 13779:2007 附录 A3 所述，将外
部空气污染最小化。
7. 对于建筑中占用面积较大、功能不可预测或多变的区域，应规定其二氧化碳（CO2）排放量或空
气质量感应器规格，且：
7.a 在采用机械通风的建筑或空间内：感应器连接到机械通风系统，为该空间提供按需可控的通风。
7.b 在采用自然通风的建筑或空间内：当 CO2 水平超出预定设定点时，感应器能够警告建筑业主或
管理者，或者连接到可调节新鲜空气量（即自动开启窗户或屋顶通风口）的控制装置。
8. 未明文禁止在建筑内吸烟的国家，须做出如下任一规定：
8.a 禁止在建筑所有公共区域及工作人员活动区域吸烟，并在适当区域（即公共区域、办公室和建筑
入口）张贴 “禁止吸烟”标识，确保所有用户能清楚可见，或者
8.b 仅允许在专用吸烟室吸烟，禁止在其他任何区域吸烟，在适当区域张贴对所有建筑用户清晰可见
的“禁止吸烟”标识，并且：
8.b.i 专用吸烟室的通风率符合国家最佳实践通风标准；
8.b.ii 采用独立的通风系统，避免烟雾的室内再循环，并借助大厅将吸烟室与所有其他使用区域分
隔开。
8.b.iii 将进气口、排气口或者可开启的窗户或通风机安排在合适位置（参见标准 5），最小化烟雾的
室内再循环。

̭ܳÿÿᐧまϔ৮䛷ᩫ➖
9. 已满足标准 2。
10. 表 17 所列的五类产品中至少有四类达到了表 17 所述的排放限制、测试要求及所有额外要求。

̭ܳÿÿᐧऻბ⅁⾧ڲ䉕䛼⮱≸䛼
11. 已满足标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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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成后（但在投入使用前）测试室内空气中的甲醛浓度，30 分钟内平均值不得超过 100μg/m2。
13. 根据 ISO 16000-2 (12) 和 ISO 16000-3 (13) 进行甲醛取样和分析。
14. 建成后（但在投入使用前）测量室内空气中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的浓度，8 小时内平
均值不得超过 300μg/m2(14) 。
15. 根据 ISO 16000-5 (15) 和 ISO 16000-6 (16) 或 ISO 16017- 1 (17) 进行 TVOC 取样和分析。
16. 如超出这些限制，项目团队须证明，已经或即将根据室内空气质量方案，采取哪些措施将 TVOC
和甲醛水平降到上述限制范围之内。
17. 使用 BREEAM 评分和报告工具，报告所测的甲醛和 TVOC 浓度（μg/m2），以确定满足标准 12
至 15。

䔯Ꮑᕔÿÿ㜗♣䕇䷻⮱ज㘪ᕔ
̭ܳ
18. 设计一套灵活可变的建筑通风策略，能够满足建筑用户的潜在需求和适应不同的气候场景。具体
如下：
18.a 建筑使用空间能够完全借助自然通风保证新鲜空气。基于拟建系统的复杂性，列出以下满足此
标准的途径：
18.a.i 各使用空间中可开启窗户的面积等于该房间或楼面板总室内面积的 5%。如房间或楼面板进深
达到 7m-15m，可开启窗户必须位于相对的墙面上，并均匀分布于整个区域，以保证充足的空气对流。
或者
18.a.ii 通过自然通风能够确保充足的空气交叉流通，维持所需的热舒适性条件和通风率。
如设计不采用可开启窗户，或者使用空间的纵深超过 15m，那么该设计必须证明通风策略能够确保
充足的空气交叉流动，维持所需的热舒适性条件和通风率。
19. 自然通风策略能够确保，用户可以对室内新鲜空气的输入进行二级控制。（详见 CN3.12）。
注：用户可轻松接触所有开口机械装置，且能对空气流速进行充分控制，以免引起气流不畅。相关
产业的通风标准可依据各自的建筑类型，来确定“室内充足新鲜空气”的标准以及室内空气污染负荷标准。
注：带自足式公寓和个人卧室的住宅建筑和住宿机构，必须安装一定的可开窗户。不一定要符合两
级用户控制（如标准 18 和 19 所述），但必须是用户可控的。

㠰ᐧまᴴ۳
̭ܳ
20. 已满足标准 2。
21. 表 18 所列的五类产品中至少有四类达到了所述的排放限制、测试要求及所有额外要求。
͑ܳ
22. 已满足标准 2。
23. 所有类型的产品均已达到表 18 所述的排放限制、测试要求及所有额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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ᐧまใภࣷᵥᓰѺ㒛喍ϲ䲋ѼႲᐧまࣷѼწᱧᲱ喎

ݺУ喟ᴴ۳ 
͑䶦喟̻䄒ᐧまㆨಸࣷߌ㘪Ⱕ⮱ڠᰶᴴ۳䔯⩕
ბ⅁⾧ڲ䉕䛼喟ᴴ۳ 
͑䶦喟᱙ᴴ۳̺䔯⩕
䕇䷻喟ᴴ۳ _ ᴴ۳ 
$/

䔯⩕⮱䃱Фᴴ۳

ϲใภ喟䔆ψᴴ۳̺䔯⩕
ใภࣷᵥᓰ喟ᴴ۳  হᴴ۳  Ҭ⩕ȡᴴ۳  হᴴ۳  ̺䔯⩕
ᢿᩫⅡᎠ喟ᴴ۳ _ ᴴ۳ Ƞᴴ۳ _ ᴴ۳ 
͑䶦喟䔆ψᴴ۳̺䔯⩕
䔯⩕ᕔÿÿ㜗♣䕇䷻⮱ज㘪ᕔ喟ᴴ۳ _ ᴴ۳ 
͑䶦喟̻䄒ᐧまㆨಸࣷߌ㘪Ⱕ⮱ڠᰶᴴ۳䔯⩕
䄤࣯㔰Ȩ䭱У %ÿÿᐧまใภࣷᵥᓰ䶦Ⱋ䃱ѝȩ喑㣤ःĄᐧまใภࣷᵥᓰą
䃱ѝᰡ䄓㏳⮱䄡ᬻȡ

$/

䕇䷻㈨㐌
࣯㻮ᴴ۳ _ ᴴ۳ 

ᐧまใภࣷᵥᓰ喟
䕇䷻㈨㐌̺ᆋλĄᐧまใภࣷᵥᓰąᐭࣾੳ⮱ノ䓃㠰డ喑ᄦₑຯധλᐧま
ᒏᐼᝃӈ⮱ᵥᓰ䃫ิጟ㏼䶱ٵჇγᐧま䃫ิᵵ喑́䄒ᵵ䔯वₑᐧま
ใภࣷᵥᓰ䶦喑䗐͵जВ䕇䓴ₑᵵᲒ䃮ᬻ䕇䷻㈨㐌⮱व㻱ᕔȡ

ѼႲᐧまÿÿ䘕ܳ㷲ԛࣷڕ㷲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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ݺУ喟ᴴ۳ 
͑䶦喟̻ᐧまㆨಸহߌ㘪Ⱕ⮱ڠᰶᴴ۳䔯⩕
ბ⅁⾧ڲ䉕䛼喟ᴴ۳ 
͑䶦喟᱙ᴴ۳̺䔯⩕
䕇䷻喟ᴴ۳ _ ᴴ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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ᝤѼ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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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䶦喟ϲᴴ۳ _ ᴴ۳  䔯⩕
ᐧऻბ⅁⾧ڲ䉕䛼≸䛼喟ᴴ۳ _ ᴴ۳ 
͑䶦喟䔆ψᴴ۳̺䔯⩕
䔯⩕ᕔÿÿ㜗♣䕇䷻⮱ज㘪ᕔ喟ᴴ۳ _ ᴴ۳ 
͑䶦喟̻ᐧまㆨಸহߌ㘪Ⱕ⮱ڠᰶᴴ۳䔯⩕
㠰㏔喟ᴴ۳ _ ᴴ۳ 
͑䶦喟䔆ψᴴ۳̺䔯⩕
䄤࣯㔰䭱У &ÿÿȨ3&&". ᐧま䔯⩕㠰డȩ͚ᄦѼႲ喍ࢂ̭ѼႲᐧまВ
ࣷ็ѼႲᐧま喑䘕ܳ㷲ԛࣷڕ㷲ԛ喎䃱ѝ䔶䶦䔈㵹γᰡߍ䄓㏳⮱䄡ᬻȡ

ắ䔝

ᰭᄼࡃ⾧⅁ᴀ⎽

$/

$/

$/

పუᰭҠ䌢ᴴ۳ᝃⰥڠ㵹͇ᴴ
۳

䃮ᬻڣこव䔈䷻ࣷᢿ⅁ᴴ۳⮱ڣ
Ѓ∂

ᬍ 70$ ᢿᩫϔ৮

ͧჇ䄒ప䃱ѝҀ㈨͚䒰ͧव䔯⮱పუᰭҠ䌢ᴴ۳喑䄤࣯㔰䄒పᠴჇ࣯㔰
㶕ȡ
ओใ喑䃛᪴У⋢ⰃγĄጟឦ۳ᴴ۳ࣷᱰ䛺݄㶕ą͚݄⮱ᰭѻ㺮Ⅿ
ຯ䄒ప⇎ᰶव䔯⮱ᴴ۳喑䃫䃎ఏ䭌Ꮑ䃮ᬻڣこव㠞పᝃ⁔≟ᴴ۳喍ౕⰥڠ
పუ࣯㔰㶕͚̭̭݄ܧ喎

ຯڣЃ∂喍ຯ䷻≋ⵁ⾣Ƞ䃎ツ≮Ҁߕ߈႓ᐧ喎जВ䃮ᬻ喟䃛⮱䔈䷻Ƞ
ᢿ⅁Ѻ㒛ౕᴴ۳䷻̸ۢ㘪์ᬻ᭫⮱䭨Ꮜ⅁⮱ںᓗ⣜喑݆जВ⩕䔆ψ∂Გ
䃮ᬻڣव㻱ᕔȡ

᱙䏘̺чᢿᩫ 70$ ⮱ϔ৮喑ຯⵃȠ๖♣ⴠᱽȠ⌤ౌ܊Ƞ⨤ⵃȠ⣨⦰Ƞ䛾ᆋ
䲏Წぶ喑̺䰭㺮ᄦڣ䔈㵹䃱ѝ喑́ڣ㘪์Ⴙڕこव䄒䶦ᴴ۳ȡѳ᭜喑ຯ䔆
ψϔ৮ᝃڣ㶕䲏क़ᰶᰶᱧ⊯᫆Ƞ㇅वݯᝃჳᄮݯ喑݆䰭㺮䔈㵹䃱ѝȡ

ᢿᩫ䭽թ≸䄂㺮Ⅿ⮱ӊᢛ᭜ᴴ۳ࡃᢿ⅁≸䄂マ∂ȡ㺮ᑧ䄰⮱᭜喑䄒∂
$/

$/

ᢿᩫ䭽թ≸䄂㺮Ⅿ

⩞䃑䃮㏱㏴Გ䔈㵹ःᵤᝃ侹ბ
ܳᲽ

̺࠲᠙⾬ႁகȠ☔⨣Ƞ✒கぶڣЃВ㤰ःᐼͧӊᢛ⮱≸䄂∂ȡຯ
䔆ψᰶԊ䃮⮱ᢿ⅁≸䄂マ∂̻㶕ᵩ Ƞ ͚݄⮱ᴴ۳Ⱕѩ喑݆जВ
䕇䓴Ҭ⩕䔆ψᰬА∂Გ䃮ᬻڣこव䔆ψ㺮Ⅿȡౕ㣤ः䄒䶦Ⱋᓄܳݺ喑
#3&&". 䃱ѝঅᓲ䶨ाĄ#3& ⤰ڕąϑ䄒ᰬА∂⮱ᰶ䄓㏳䉱᫆ȡ

ᰶ䔈㵹ბ⅁⾧ڲःᵤহܳᲽᝃᐧまϔ৮ᢿ⅁ܳᲽ⮱㏱㏴ᓲ䶨䕇䓴ፓᰶᠴჇ
䃑䃮➖ *40*&$  ⮱䃑䃮ȡ
ःᵤ喟ᄦბ⩟ڲ䛈Ƞ70$ 䔈㵹॥ःᵤ喠
ࡃ႓ܳᲽ喟⩟䛈Ƞ70$ ⮱≸Ⴧ
ज⩞⠙⿸㏱㏴ᄦბ⅁⾧ڲ䔈㵹ःᵤহࡃ႓ܳᲽ喑ѳ᭜䄒㏱㏴ᓲ䶨ౕ䔆͑䶦҉
̷͇ःᓄ䃑䃮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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ᓲ䶨ӈⰥڠ䃮ᬻᱽ᫆В䃮ᬻ⒛⎬ࡧഌҬ⩕⮱⇦㘪์ើݣ䰶㣹⮱⏸⩌ȡ䄒
䃮ᬻᱽ᫆ज㘪࠲᠙व䔯⮱≸䄂㐀喍ຯើⱌݣ㣹ᝃ㬨ㆨ⮱≸䄂喎Ƞݣ䕍ੳ
ӈ⮱ϔ৮Ԏᖜ䄡ᬻᝃฝᬻȡₑใ喑䔅ᰶजӈҬ⩕⮱⁔ᴴ≸䄂喟&/  
হ&/ 

ᐧまϔ৮ᢿᩫⅡᎠ⮱す̶䃑䃮
ᵵ

ᐧまϔ৮ᢿᩫⅡᎠ⮱す̶䃑䃮ᵵज҉ͧڣこव䄒ᴴ۳⮱䃮ᬻᱽ᫆ȡ
#3&&". ᠴᄩڹĄ(/喟#3&&". ڠλᐧまϔ৮ 70$ ᢿᩫⅡᎠ⮱䃑
䃮ᵵą͚݄ܧγ䃥็䔆ᵤ⮱ᵵ喑ࢠ䕇䓴䃱Ф䄒ᵵजВ䓫̻ݝ᱙ᴴ۳ह
ぶᝃᰡҠ⮱᩵ȡຯ䃱ѝঅȠ༁ចᝃ㔲ᵵ㥒ߋϧጹ᱈ڣЃ᱗̷ౕ䔝
⮱ܧ݄͚ڹᵵ㘪์ᓄݝ䃑䃮喑䄤㖁㈨ #3&&". ߋڙბ喍CSFFBN!CSF
DPVL喎В㣤ःᰡ็ڠλ⩠䄤䓴⼸⮱䄓㏳Ԏᖜ

$/

⩕λᄾ䃥➦₷⩕䕁⮱ϔ৮

䶦ጒ⼸͚ᠴჇҬ⩕Ƞ́ᆋλ㶕 Ƞ ݄ㆨϔ৮ㆨಸ⮱ᰶϔ৮ᓲ䶨
㺮ᣒऄ᱙䶦䃱ѝȡѳ᭜喑ᄦλ⩕λᄾ䛼➦₷⩕䕁喍ຯĄԛ㦧ą喎⮱ह̭ϔ৮
喍ຯჳᄮݯ喎喑ᣔڤڣݣҀ⩕䛼ज㘪℁䒰ఝ䯫喑䔆Ό᭜जВᣒऄ⮱ȡₑ喑
⩕λ䔆ㆨ⩕䕁⮱ϔ৮喑जВ̺㏼䓴᱙䶦⮱䃱ѝȡ#3&&". 䃱ѝঅᏁᵦᢛ㜗
ጞ⮱ݑᲒჇਗψ๔ឦ䛼Ҭ⩕ᝃកツ⩕λ➦₷⩕䕁⮱ϔ৮䰭㺮ᣒऄ᱙䶦⮱
䃱ѝȡ

$/

ڠλᐧまϔ৮ᢿᩫⅡᎠ⮱㜗㵹⩠
្

ຯ̭ڙ䃑侹ბጟᐭᆂ≸䄂喑́≸䄂㐀こव $/ 㺮Ⅿ喠ᝃ㔲ݣ䕍ੳ
ጟฝᬻڣϔ৮̺क़Ш҂⩟䛈ᝃ 70$ ᡒࣾᕔ➖䉕喑ౕ䔆͑ᗲ̸ۢ喑䄒ݣ䕍
ੳڠλᐧまϔ৮ᢿᩫⅡᎠ⮱㜗⩠្᭜जВᣒऄ⮱ȡ

$/

䰭こवᴴ۳⮱ϔ৮ㆨಸ䛼

ຯᐧまڲҬ⩕⮱ϔ৮ㆨಸ̺๔λ  喑݆䰭㺮㏼䓴ᢿᩫᴴ۳䃱ѝ⮱ϔ৮ㆨ
ಸ䛼㺮ᵦᢛВ̸ᗲۢ䔈㵹ⰥᏁౝۼᄾ喟
ຯҬ⩕  ϔ৮喑  ͚ڣᓲ䶨こवᴴ۳
ຯҬ⩕  ϔ৮喑  ͚ڣᓲ䶨こवᴴ۳
ຯҬ⩕⮱ϔ৮ㆨಸ̺็λ  喑݆ᰶϔ৮ᓲ䶨こवᴴ۳

$/

ᐧまڲႶ㷲ᝃҬ⩕ϔ৮ㆨಸ⮱䃱
ѝ㠰డ

ᒀᐧまϔ৮⮱ᢿᩫ➖чᒞ৺ბ⅁⾧ڲ䉕䛼ᬣ喑䰭㺮ᄦ䔆ψҬ⩕⮱ϔ৮̭̭䔈
㵹䃱ѝȡ䔆ψϔ৮࠲᠙喟ౕᐧま⍄䔼㛉Ƞ㧥↪㛉ᝃ䭟Ⅱ㛉ڲ㶕䲏Ⴖ㷲ᝃҬ⩕
⮱ᰶϔ৮喠ᝃ㔲喑ใ䘕ⰸ̺ݝȠႶ㷲ౕᝃ⩕λᐧまడ៑㐀Ჱڲ㶕䲏Ԋ⍖ᅯ
⮱ϔ৮ȡ

$/

$/

䔯⩕ᕔÿÿ㜗♣䕇䷻⮱ज㘪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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䭱ߍԎᖜ
ⰥڠჇͶ
๑ᆩ୲ডߛփۨڦ൶ᇘ
该类型区域举例如下：
－

大礼堂

－

体育馆

－

零售店或购物商场

－

电影院

－

等候区

如果被评估的建筑内不含有使用率较高且不定的区域，本标准不适用

ዂҵዊݴૌ 2B02C
根据表格 1 和表格 2 中 VOC 排放检测要求，可检测出致癌性化合物。Regulation (EC) No. 1272/2008
附件 VI 中“物质及混合物的分类、标记和归类”（即 Carcinogenic VOCs in Annex G.2 of prEN 16516 (draft)
(40)）将这些化合物分为：1A/1B 两大类

ਃዿݝक़ईᆩ൶
指居住用途的房间或者人们所占用的非住宅建筑内的房间（如办公室、酒店卧室、教室），但
不指仅用作厨房、浴室、地下室、或用来存储设施或设备的杂物间

ᆩक़
相关定义请参见 “Hea01 视觉舒适性”板块。在“自然通风的可能性”这一标准下，“占用空间”
所定义的建筑区域不包括下列区域（以及与该建筑类型相关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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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属建筑区域，如洗手间、走廊、楼梯间、存储室、设备房
2. 泳池或水疗池
3. 桑拿房、汗蒸房或土耳其浴室（仅针对酒店建筑）
4. 餐饮区及小型员工厨房
5. 盥洗室或更衣室
6. 实验室或其他基于功能需求需要严格控制环境条件的区域
7. 工业建筑内的运营区、生产场所或其附属建筑区
需要局部抽气通风的“占用区域”，如实验室、车间和食品工艺房，必须证明这些区域符合“自然
通风的可能性”标准（除非它们被列为免评估区）

ਸش൶ᇘǄई௬ओǅ
可开窗区域（或面积）定义为：为了通风，将通风口（如窗户）开至其正常工作的最大设计幅度时
所产生的几何自由通风区面积（不包括清洗时将两向窗打开时所产生的开口区面积）。注意，这不是指
建筑表面的开窗（玻璃）面积，也不是可开式窗户安装玻璃的面积（除非该窗户能够完全打开）。

ྔකᇸ
包括但不限于：
1. 评估场地的高速公路和主要通道
2. 停车场、卸货区和车辆等候区
3. 其他建筑废气，包括建筑设备间、工业或农业加工过程中排出的废气
限制严格且使用频率较低的设备和通道（如仅用作垃圾回收的通道）不太可能是重大室外污染来源，
因此这些通道可以免除评估。但不包括车辆接客区、下客区或等候区。

)UTWPD* ӷࣩ݀Ⴀᆶऐࣅࢇ
利用气相色谱分析方法，分离正十六烷（不包括）到正二十二烷（包括）产生的所有知名不知名的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量总和。

)UWPD*!ࣩ݀Ⴀᆶऐࣅࢇ
利用气相色谱分析方法，分离正十六烷到正二十二烷（包括两者在内）产生的所有知名不知名的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量总和。

ڣЃԎᖜ
ᐧऻბ⅁⾧ڲ䉕䛼≸䛼
甲醛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的测量必须要按照有关标准（本书标准已列出）的规定来进行。
ISO 16000-2 (42) 和 ISO 16000-5 分别为甲醛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的科学取样提供了指导。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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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长时间使用的房间（如卧室、客厅、教室、办公室等）内开展。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房间而不是
建筑内的每个房间开展取样。例如，在某办公建筑内，在某个分格式或单人使用办公室内进行取样，所
得样本应足以用来评估这一建筑内该类型“占用空间”的室内空气质量（假定其他分格式办公室采用同
样的材料明细和通风策略）。对于占地面积较大的房间，如开放式办公区域，可能需要额外的取样位置
来了解其室内环境的整体情况。取样和分析的不确定因素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此，建议在每个取
样位置进行重复取样（理想情况下每个测量参数至少需要 3 份样本）。取样前，进行自然通风的房间应
先通风 15 分钟，之后外门和窗户至少关闭 8 小时（如通宵紧闭），直到要进行取样时再打开。对于采用
机械通风的房间，在取样前，其机械通风系统应在标准运行条件的情况下运行至少 3 个小时（直到要进
行取样时关闭）取样位置应距离墙壁 1~2 米，高度为 1~2 米。
此信息用于帮助项目团队和 BREEAM 评估师对建后适当范围的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测量。就该信息本
身而言，仅作为指导而非强制性要求。应根据被负责检测的合适人士的意见来决定取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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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 03 实验室内的安全隔离措施（仅适用非住宅类建筑）

ᕨܳ

ᰭѻᴴ۳

㻳ᐧまㆨಸ㔹Ⴧ

ᬍ

Ⱋᴴ
认可并鼓励采用安全的隔离措施来清理污染物，营造一个健康的室内环境。

䃱ѝᴴ۳
需证明符合以下标准：
 ܳÿÿ侹ბ⮱ڲ䯁⻨㷲㒛হ䯁⻨ࡧ
1．在完成扩初设计之前，需要对计划使用的实验室设施进行客观的风险评估，确保实验室的设计考
虑到了潜在的风险。
2．如果指定了隔离装置，如通风橱，那么需要按照国家最佳实践标准中关于实验室隔离装置安全和
性能的相关要求进行生产与安装；或者满足以下标准的要求：
2.a 通用型通风橱：EN 14175 Parts 1-7 ( 如适合 ) (43)
2.b 循环过滤气体柜规范
2.c 微生物安全厨：EN 12469:2000 (44) ( 适用于制造商 )
2.d 空气清洁罩、手套箱、隔离器以及微环境：EN ISO 14644-7:2004 (45)
2.e 铰接式伸长臂：PD CEN/TR 16589 (46)
或 带有实验室、通风橱的学校、大学以及高等教育建筑需满足如下要求：
2.f 如果指定的实验室隔离装置将污染物通过管道排至室外，那么必须遵从 National Annex of EN
14175-2 的要求，保证适当的排放速度

 ܳÿÿ侹ბ䃫⮱䯁⻨ぶ㏔ͧ  ㏔হ  ㏔⮱ᐧま
3．如果建筑中要求实验室设施的隔离等级为 2 级和 3 级，那么它们必须达到最佳实践中的安全和性
能标准要求及目标。见如下：
3.a 达到标准 1 要求
3.b 通风系统符合国家最佳实践指南的要求。如果没有国家最佳实践指南，应符合 'DRAFT HSE
Biological Agents and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Contained Use) Regulations 2010'(47) 中关于通风系统的最
佳实践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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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对于所有隔离等级指定为 2 级和 3 级的区域，过滤器应安装在主要实验空间的外部，以方便过滤
器的清洗和更换，同时维修工或技术人员可以轻松管理这些过滤器。
4．设计团队须证明单个通风橱的安装位置及其排风口高度已结合国家最佳实践指南的要求加以考
虑。如果没有国家最佳实践指南，那么排风口的高度应根据 HMIP Technical Guidance Note (Dispersion)
D1 (48) 来进行计算。

ᷭᴒ㶕ࣷⰥڠ㶕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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ᝃ㔲䔆ψ࣯̻⮱䃑Ԏÿÿ䃑䕇䷻ᾞࣷႶڕᴉ⮱
Ⴖ㷲こवⰥڠᴴ۳⮱㺮Ⅿ

䭱ߍԎᖜ
ⰥڠჇͶ
ڪࢺݞप
防护等级 2、3 在《实验室微生物防污染管理、设计和运行》一书中已有明确定义。

ཚ؝ޅईҾඇࡋ
对设备进行科学化设计，避免相关人员长时间暴露在充斥着有害化学品或生物材料的环境中。通过
通风橱的外围结构来抽取空气，将污染的空气从实验区及该设备的应用区域导走。

ޅ၃ೠࠚ
为达到本项中相关实验室标准的要求，风险评估需要系统化地考虑到所有存在风险的活动，其次是
确定所使用的物质、设备及方法流程，以及能够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范围内的限制条件和防范措施。下
面是可使用的资源
1．ISO 15189:2012，医用实验室——品质及性能要求
2．CWA 15793:2011（实验室生物研究安全性及生物安全性管理系统）

ڣЃԎᖜ
EN 14175 通风橱排气速率：第二章规定通风橱的排气速率应至少为 7m/s，但为确保排气过程不会因
气流阻塞而受到阻碍，更可取的数值为 10m/s。有时可能需要更高的排气速率，尤其是在多风区，但高
排气速率可能会带来噪音困扰。
根据实验室类型，满足下面的指示可证明其符合欧洲要求：
－

EC directives 2000/54/EC

－

Directive 98/81/EC

－

Directive 2005/83/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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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 04 热舒适度（适用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ᬍ

Ⱋᴴ
确保通过设计达到合适的热舒适度，并通过选择控制装置为建筑使用者营造高热舒适度环境。

䃱ѝᴴ۳
需满足以下标准：

 ܳÿÿ☚ಸ
1．在充分考虑到季节变化的情况下，按照 ISO 7730:2005 (49) 的要求，通过使用预测平均投票数（PMV）
和预测不满意百分比指数（PPD），来建立热模型（或对建筑热舒适度等级进行分析测定或评估）。
2．使用当地的热舒适度标准来确定建筑内热舒适度的等级，尤需注意的是，室内冬季和夏季的温度变
化范围须符合 ISO 7730:2005 中推荐的舒适度标准，并且所有区域的温度保持在满意舒适度等级范围之内。
3．占用空间的热舒适度等级需满足 ISO 7730:2005 附件 A 表格 A1 中的“B 类”要求。
4．对于装有空调的建筑，通过 BREEAM 评估方案的得分和报告工具得出关于上述模型中 PMV 和
PPD 指数的报告。

 ܳÿÿ䔯Ꮑᕔÿÿ䶱≸⅁Նअࡃ౧ᮜ
5．满足标准 1 到标准 4 的要求
6．热模型需说明：当建筑处于拟定气候变化环境时，能够满足标准 3 所述的所有相关要求。（参见
Hea 04 热舒适度）
7．在你定的气候变化环境中，如果建筑未能满足热舒适度标准，项目团队则须说明如何能让建筑适
应环境气候变化，或者通过被动式设计方案来设计该建筑，提升它的适应能力，从而满足标准 6 中的要求。
8．对于装有空调的建筑，通过 BREEAM 评估方案的得分和报告工具得出关于上述模型中 PMV 和
PPD 指数的报告。

 ܳÿÿ☚ܳࡧহ☚ᣔݣ
9 需满足标准 1 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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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热模型分析（旨在证实标准 1 到 4 的合规性）为建筑及使用者提供关于如何控制温度的相关信息。
11．拟定的供暖或制冷系统策略需证实以下几点：
11.a 建筑分区情况；建筑设备如何高效并适度地对这些分区进行供暖或制冷。例如，考虑到建筑内
核和建筑室外窗户周边区域的不同要求采取对应措施。
11.b 根据建筑使用者的讨论（或者建筑类型、或使用指定的设计指南、案例、反馈），在确定使用
者对这些分区所需的控制程度时，需考虑：
11.b.i 建筑使用者对建筑设备的了解
11.b.ii 入住类型、模式以及房屋功能（因而确定合适的控制程度）
使用者如何操作该系统或使用者是如何与系统相互影响的；例如，他们可能会开窗、控制散热器的
温度调节阀、改变空调的设置等。
11.b.iii 用户期望值（夏季和冬季期望值可能有所不同）以及个人控制度（即，把握不同用户的喜好，
例如，有些用户喜欢新鲜的空气，而有些却讨厌通风）
11.c 对于拟定的系统，弄清楚不同系统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在不止有一个系统的情况下）；以
及其对建筑使用者的热舒适度可能带来的影响。
11.d 建筑使用者对所有自动化系统的手动控制需求等。

ᷭᴒ⌲ࢂࣷ㶕ᵩ
无

व㻱䄡ᬻ
㉏ᑂ



䄡ᬻ

ᐧまใภࣷᵥᓰ喍ϲ䲋ѼႲᐧまࣷѼწᱧᲱ喎

☚ಸᐧ喟ᴴ۳ _
ϲᐧまใภ喟᱙䶦Ⱋᴴ۳̺䔯⩕
ᐧまใภࣷᵥᓰѺ㒛喟̻䄒ᐧまㆨಸࣷߌ㘪Ⱕ⮱ڠᰶᴴ۳䔯⩕

$/

䔯⩕⮱䃱Фᴴ۳

䔯⩕ᕔÿÿ䶱≸⅁Նअࡃ喟ᴴ۳ _
ϲᐧまใภ喟䔆ψᴴ۳̺䔯⩕
ᐧまใภࣷᵥᓰѺ㒛喟̻䄒ᐧまㆨಸࣷߌ㘪Ⱕ⮱ڠᰶᴴ۳䔯⩕
☚ܳࡧࣷᣔݣ喟ᴴ۳ _
͑䶦喟䔆ψᴴ۳̺䔯⩕
䄤࣯㔰䭱У %ÿÿȨᐧまใภࣷᵥᓰѺ㒛ȩ喑㣤ःᰡ็ڠλĄᐧまใภࣷᵥ
ᓰѺ㒛ą䃱ѝ䔶䶦⮱䄓ᗲȡ

102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3&&". 䭱❴ᐦᐦぽ

㉏ᑂ

$/

䏗ᓯ֑Ꮳ



☚ಸÿÿ䔯⩕ᕔ
࣯㻮ᴴ۳ _

䄡ᬻ

ᐧまใภࣷᵥᓰѺ㒛喟
ᐧ⿸☚ಸᬣ䰭㺮ܧव⤳⮱մ䃫喑䰭㺮㔰㭾ݝ䄒ᐧま⮱࣯ࣷߌ㘪喑Ꭳ
Ԋ䔆ψմ䃫㘪์А㶕ᴴ۳⮱⩕ݖᐼহ䉌䒪ȡ∕ᘼ喟䶧ݖႹ☚ಸ⮱ᐧ
ज㘪䰭㺮ӊᢛ̭͗ᴴ۳ắᔢጰᅭఫȡ

ѼႲᐧまÿÿ䘕ܳ㷲ԛࣷڕ㷲ԛ

$/

䔯⩕䃱ѝᴴ۳ÿÿ⠙ᝤѼႲࣷ็
ᝤѼႲ

͑䶦喟̻䄒ᐧまㆨಸࣷߌ㘪Ⱕ⮱ڠᰶᴴ۳䔯⩕
䄤࣯㔰䭱У &ÿÿȨ3&&". ᐧま䔯⩕ᕔȩ͚ᄦĄ⠙ᝤѼႲࣷ็ᝤѼႲ
ÿÿ䘕ܳႶ㷲ࣷႹڕႶ㷲ą喑㣤ःڠλⰥڠ䃱ѝ䔶䶦⮱ᰡ็䄓ᗲȡ

ắ䔝

ຯ  ᬍ ∂  䃑 䄒 ᐧ ま喍 ຯ 䶱 ែ 䉱 䶦 Ⱋ喎 ⮱  ڤҀ  ڒѼ ϧ 喑 ݆ ज 吅 䃑 ͧ
$/

ᴴ۳⮱Ҭ⩕喍䔆䛹ᠴᅲѼ喎ࣷݖ
⩕ᐼ

53"Ą։䒓౧ᰭ๔ღ㏠䛼ą㶕  ͚㐆⮱թȡຯᴴ۳Ҭ⩕ಸΌ᱗ⴒ喑
݆जВᵦᢛ 53"Ąڞڙϑ䕇䕇䓫ᕔą㶕  ᲒჇ̺हᐧまㆨಸ⮱ᴴ۳ᐭ
ᩫᬣ䬡ȡ䃫䃎ఏ䭌䰭㺮䃮Ꭳ䃑䄒☚ಸ͚⊶ࣷ⮱ڤҀᅲѼϧহҬ⩕
ᐼȡ

ౕ̭ψᗲ̸ۢ喑䃮ᬻᐧまこव *40 䭱У " ͚㶕 " ݄⮱ #
ㆨ䃫䃎ᴴ۳ज㘪чᰡߍⰡγᒀȡ#3&&". 䃑ͧ䔆̭ᴴ۳⮱҉⩕ぶहλ㶕

$/

जᰬАᴴ۳  ⮱ᵵ

"ȡѳ᭜喑㶕 " ͚⮱Ҹ䃫䃎ᴴ۳ᓲ䶨̻䄒ᐧまᝃ⾧䬡ㆨಸВࣷ䄒䶦Ⱋ
⮱≨ߕⅡᎠⰥ䔯Ꮑȡ
ᅪノຯₑ喑ᴴ۳  Ϻ♣㺮Ⅿ喟䰭㺮្ॷ 1.7喍䶱≸Ꭰែ⺕喎হ 11%喍䶱
≸̺␎ᘼ⮫ܳ喎Ⱕڠᢛ喠*40 䭱У % ࠲क़㘪์ᄳ䔆ψ䃫䃎
࣯䒙ᢏ ݝ1.7 হ 11% ͚⮱ധ᱙⼸ᎼАȡ䕇䓴Ҭ⩕䔆̭⼸Ꮌ喑जВ㣤
ᓄ 1.7 হ 11% Ⱕڠᢛ喑Ⱑ㻯ᆂ᭜॓こव㶕 " ⮱㺮Ⅿȡ

$/

जᰬА *40 ᴴ۳⮱పუᝃᒀౝᴴ
۳

जВҬ⩕ぶहλ *40 ⮱పუᝃᒀౝᴴ۳喑ѳ䄒ᴴ۳ᓲ䶨䕇䓴
Ą#3& ⤰ڕą⮱䃑जȡ㏼䃑ज⮱ᴴ۳হᱰ䛺㶕ज⩕Გᷭ侹⮱ݺ䃑जᴴ۳ᝃ
㔲ܧ⮱పუᝃᒀౝᴴ۳ȡ

ᄦλӈ☚ᝃۤݣ㈨㐌Ⱕᄦキࢂ⮱ᐧま喑☚ڣ㜿䔯ゃ⪒ϲ䰭こवᴴ۳ B হ
Cȡຯܳࡧ͚ᐧまҬ⩕㔲जВᄦ͗䓦⩹ࡧഌ喍ࢠ䌊ใෆ N ࡧ⮱ڲഌ喎
͚ࣷ๛ࡧ喍ࢠ喑䌊⻨ใෆ䊲䓴 N ⮱ࡧഌ喎䔈㵹ࢂ⠙ᣔݣ喍ౕ䄒Ҭ⩕⾧䬡ڲ喎喑

$/

ӈ☚ᝃۤݣ㈨㐌Ⱕᄦキࢂ⮱ᐧま
࣯㻮㶕 

ࢠ䃮ᬻγⰥڠव㻱ᕔȡҸຯ喑ౕᐧま䓦⩹ࡧഌ⮱Ⴖ㷲 537喍ⳙᔮᖏฺ⩢ࢸ喎
㈨㐌喠ͧᐧまҬ⩕㔲ӈბࡧڲഌ⮱᱙ౝࡃᣔݣ㈨㐌喑ຯ䷻ᱧⰅノȡ
∕ᘼ喟ᄦλᄼಸᐧま喑ڣ䌊⻨㺮Ⅿः䓾ѩթȡѳ᭜喑䃱ѝঅᓲ䶨ౕܳٲ㔰㭾
ݝ䄒䶦ⰛⰛ⮱⮱ᗲ̸ۢҬ⩕Ⴙ᪡⮱ݑᴴ۳喑䲋̺ᓄጟᗲۢএ̺㘪䃑ज᱗͒
ᵩ␎䋠В̷ᴴ۳⮱ᵵȡ
Ȩឭᱜᠴࢄȩ$5(Ąӈᯃᣔݣąӈγज㘪こवᴴ۳⮱ӈᯃᣔݣᣗ⮱
ⰥڠҸȡ

➦Ⴧㆨಸ⮱ᐧま

$/

ጒ͇喟ᬍߋ⮱ࡧڙጒ͇ᐧま

ຯጒ͇ᐧま̺क़ߋࡧڙ喑गᰶ᧺҉ᝃႅࡧו喑#3&&". 䃱ѝ᪴У̺䔯⩕
103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䏗ᓯ֑Ꮳ

㉏ᑂ

$/

#3&&". 䭱❴ᐦᐦぽ



䄡ᬻ

᪆㗟喟Ҭ⩕㔲ᣔݣ㷲㒛㻮ᴴ۳ 
࣯㻮ᴴ۳ 

ౕ᱙䶦Ⱋ͚喑Ҭ⩕㔲ᣔݣ㷲㒛ϲӈঅጒҬ⩕ȡ

∂
无

䃮ᬻᱽ᫆
ᴴ۳

þ

䃫䃎䭣⃢

ᐧ䭣⃢

ᐧまឭᱜ㻱㠰ᝃवह͚⮱Ⱕ」ڠ㞯ᝃ
䶦ⰛȠᝃ䃫䃎ఏ䭌⮱䕇Ԏᱽ᫆喍ຯԎУ喑 ☚ಸᐧȠ≸䛼ࣷ䃱ѝ㐀ÿÿ㘪์ࣺܧᄦ䃫䃎
⮱ᰶᩦߕ
䗛Уᝃч䃛䃝ᒂ喎
☚ಸᐧȠ≸䛼ࣷ䃱ѝ㐀ÿÿ㘪 1.711% ᰭ㏵ᢛÿÿ㘪์䃑䔆ψᢛ䘪ౕ㻱Ⴧ
์䃑В̷≨ߕ䘪ౕ㻱Ⴧ⮱㠰డڲȡ
䃫䃎ఏ䭌ӈ⮱ 1.711% ᢛȡ

☚ಸᐧࣷ䃱ѝ㐀ÿÿ㘪์䃑
þ

䔆ψᢛ䘪ౕ䭽ݣ㠰డڲ
䃫䃎ఏ䭌ӈ 1.711% ᢛ

☚㜿䔯ゃ⪒ࣷ䒜У≸䄂㐀ÿÿ⾮ܧ
þ

㔰㭾⮱ڠ䩛◦ВࣷⰥᏁև⮱۠ゃȡ
䃮ᬻᐧ䒜Уこव #3&&". ᴴ۳ȡ

⮱㠰డڲȡ

☚ಸᐧࣷ䃱ѝ㐀ÿÿ㘪์ࣺܧᄦ䃫䃎⮱ᰶ
ᩦߕȡ1.711% ᰭ㏵ᢛÿÿ㘪์䃑䔆ψᢛ䘪
ౕ㻱Ⴧ⮱㠰డڲȡ
1.711% ᰭ㏵ᢛÿÿ㘪์䃑䔆ψᢛ䘪ౕ㺮Ⅿ
䭽ݣ㠰డڲȡ

ह䃫䃎䭣⃢ȡ#3&&". 䃱ѝঅ⮱⣝౧ᷭᴒ្ॷࣷ䄓
㏳ఫ䃮ᬻȡ
ᄦλ๔ಸᐧま喑䃱ѝঅ̺⩕ᷭᴒ̭ัࢍ⩕⾧䬡喑㔹
᭜䮼ᱧᴒ⾧䬡В䃑ڣव㻱ᕔ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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ⰥڠჇͶ
!Đᆩक़đ
参考 HEA01“视觉舒适性”，但结合 BREEAMHEA04 的要求，确定“占用空间”不包括：
1. 天井或中央大厅
2. 大堂或接待处
3. 附属建筑空间，如流通区、库房和设备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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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式设计通过布局、围护结构和形态设计来减少或消除机械化制冷、供暖、通风和照明需求。被
动式设计示例包括：优化空间设计和空间定位、合理管控太阳能并最大化采光、通过建筑形态和围护结
构来促进自然通风策略、有效利用热质量来帮助降低室内温度高峰值。

ᇨ֪ೝኵ )QNW*
PMV，即预测平均值，指的是根据七级热感觉等级表，大多数人基于人体热平衡给出的平均值。关
于 7 级热感觉等级表请参考“其他信息”。

ᇨ֪փᅪӥݴຕ )QQE*
PPD 指数为在你定的热环境中，个体人群对于热环境不满意（过冷或过热）的投票平均值。为满足
ISO 7730 的要求，热环境不满意人群指的是对热环境感觉到热、温暖、凉或冷的人群。关于 7 级热感觉
等级表请参考“其他信息”。

ᇨ֪ഘࢪՎࣅׇৠ
目前动态热性能模拟软件包还提供了相关为处于具体地理位置其室外气候条件下的建筑提供了相关
设施。
应该根据当地或国家合适的最佳实践标准——“测试参考年份”(TRYs) 和“设计夏季年份”(DSYs)——
获取行业标准气象数据。
气象数据使我们能够基于当前气候条件对建筑设计进行热分析。但是，通常情况下不要采用预测气
象变化数据——因为整个建筑使用期中气象是会不断变化的。为证明相关合规性，应在预测气候变化场
景下对气象数据加以利用。应使用以下概率性 DSY 气象数据文件来建立预测气候变化环境，并依据此环
境来评估设计。

ጲཚॺޅዾ
－

时间段：建筑落成后 50 年

－

排放情况：中等（A1B）

机械化通风或混合模式通风建筑
－

时间段：建筑落成后 15 年

－

排放情况：中等（A1B）

上述气象文件代表了在气候变化场景下实施热模型建模的最低要求，也即合规的最低标准。如果设
计团队觉得有必要另外考虑建筑使用风险或其过热敏感性，那么可以采用那些不仅涵盖最低标准的气象
文件。上述时间段（即 50 年）可能出现在每种建筑设备类型中，其可用于代表建筑设备使用期。考虑
到机械化服务设备的使用期（在需要重大的升级或设备更换之前），同时为了避免过多安装设备（过多
安装可能导致建筑低效运行），机械化通风或混合通风建筑类型应选择相对较短的时间周期。该时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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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应该符合当地或国家认可的最佳实践标准或由相关组织确定。在评估中使用任何类似标准之前，应对
其进行验证。

܀ڇ๑ᆩ੦ဣཥ
指的是建筑中某特殊区域或分区内的供暖或制冷敏感控制系统，且占据该区的个人能够使用并操作
这些系统。

ඤ
EN ISO 7730:2005 将其称为“热环境工效学”。分析确定并定义热舒适：通过计算 PMV 和 PPD 指数
并使用当地热舒适标准，将“热舒适”定义为“人对周围热环境所做的主观满意度评价”。“热舒适”
一词描述的是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表示自己感觉太热或太冷。确定人们感到舒适的标准涉及到一系列的
环境和个人因素，因此很难定义“热舒适”一词。该条款旨在鼓励人们合理全面地考虑热舒适这一问题，
安装合适的控制系统，从而最大限度提升空间（控制系统空间）灵活性，同时保证大多数建筑使用者的
热舒适性。

ۯༀඤݴဆ
热舒适分析工具可细分为一系列复杂程度渐进的方法。其中最复杂的方法是全动态模型法，它也能
提供最准确的结果。这种方法能让我们对年度供暖或制冷负载、过热风险以及控制策略进行评估。

ڣЃԎᖜ
䶱≸⅁Նअࡃ⅁䆎ᢛ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1）第五次评估报告概述了未来的气候变化。气象专家可基于此
预测一系列可选天气概率数据，评估气候变化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以及对建筑设计性能的影响。预测气
候变化气象数据的来源为 TRYs 和 DSYs。
虽然不是全球适用，但是也可以参考英国埃克赛特大学的 PROMETHEUS 项目。这一项目产生了针
对英国不同地区的未来气候文件，并创造性地使用了英国“气候预测 2009”（UKCP09）天气模拟模型。
PROMETHEUS 项目中产生的气候文件可从以下网站获得。
http://emps.exeter.ac.uk/engineering/research/cee/research/prometheus/downloads/

ǂ,QWHUJRYHUQPHQWDO3DQHORQ&OLPDWH&KDQ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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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 05 声学性能（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㻳ᐧまㆨಸ㔹Ⴧ

ᬍ

Ⱋᴴ
确保建筑的隔音等声学性能能够满足适当标准，以实现建筑用途。

䃱ѝᴴ۳
本评估项分为两部分：
－

前提条件

－

声学性能标准（最高 4 分）

需满足如下要求：

ݺУ
1．客户在采购期间的适当阶段（但不可迟于初步设计完成时）任命一位具备合适资格的声学家（SQA）
（参看相关定义），并就以下问题给出合适的建议：
1.a 影响所选场地的外部噪音源。
1.b 能达到良好声学效果的场地布局和建筑分区。
1.c 用户中有特殊听觉需求和交流需求者的声学要求。
1.d 不同分区和楼面的声学处理。

䮑ѼႲᐧまহ䪬ᅲѼწᱧᲱใᰶᐧまㆨಸ⮱ฝ႓ᕔ㘪ᴴ۳
̭ܳÿÿბڲ⣜ධ䴠হ䯁䴠
2．所有未占用空间均符合标准 2.a 或 2.b 中较严格条款所详述的室内环境噪音级目标：
2.a 国家建筑规范或其他适当的最佳实践标准所规定的室内环境噪音级目标。
2.b 如该建筑类型没有对应的国家建筑规范或最佳实践标准，或者没有规定室内环境噪音目标，则室
内环境噪音级须符合表 20 所概述的“良好实践”标准级。
3．由具备合适资格的声学家（SQA）进行环境噪音测量，确保相关区域达到所要求的标准。如测量
结果表明相关区域无法达标，则须采取补救措施并重新测量，确保在移交和投入使用之前达标。
4．对声音敏感的房间与其他使用区域之间的隔音，须达到标准
4.a 与 4.b 中较严格条款所详述的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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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指数：
4.a 对声音敏感的房间与其他使用区域之间的隔音，须达到国家规范或其他适当的良好实践标准所规
定的目标。
4.b 如该建筑类型没有对应的相关国家规范或良好实践标准，或者未规定隔音性能目标，则对声音敏
感的房间与其他使用区域之间的隔音须达到如下隐私指数：Dw + -"FR5 > 75。如客户或设计团队认为隐私
很关键（如医生诊察室、银行内咨询室），或者房间邻近音乐室之类的嘈杂空间，则该区域必须达到更
高的隐私指数：Dw + LAeqT > 85。
Dw 为两个空间之间的加权声级差。
LAeqT 为对声音敏感的房间测得的室内环境噪音级（在评定设计阶段分数的，可以使用设计环境噪
音级）。
5．应根据 (EN) ISO 140-4:1998 对声源与声音接收房间的声压级进行测量，计算 Dw，并根据 (EN)
ISO 717-1:1996 进行评分。测量应选在装修完成但未配备家具的房间，同时应考虑并计算所选地毯和吸声
天花板的声音影响。

ϲ᪆㗟ㆨᐧま
6. 对于带轻质屋顶和天窗的教学和学习空间，须证明此类房间的混响声压级不得比表 20 的限制规定
值高出 25 dB。

̭ܳÿÿ⌤৺ᬣ䬡
7. 用于演讲的房间或区域（包括会议室和公共演说室）或者用于音乐表演和排练的房间，需达到标
准 6.a 或者【6.b 及 6.c】中较严格条款所详述的混响时间。
7.a 证明相关空间的混响时间或等效吸声量达到相关国家规范或其他适当的良好实践标准所规定的目
标。
7.b 如相关国家规范或良好实践标准不要求控制混响时间，混响时间须达到表 21 所述的标准。
7.c 此外，所有与被评估建筑相关的用于教学、培训和教育目的的区域，混响时间均须达到表 22 所
述的标准。

ᰭ倅ఈܳÿÿѼႲᐧまহ䪬ᅲѼწᱧᲱ⮱ฝ႓ᕔ㘪ᴴ۳
8. 建筑达到以下两者中较严格者所详述的声学性能标准和测试需求：
8.a 空气声和冲击声隔音值与表 23 所概述的相关国家规范相对比，达到性能提升标准。
8.b 空气声和冲击声隔音值达到表 24 所概述的性能标准，除非此类标准另有规定。
9. 由合规的测试机构开展完工前测试项目，按照如下之一进行：
9.a 按照相关国家规范所规定的、针对以居住为目的的各房间组或亚组的常规测试项目来实施；必须
证明本评估项所详述的性能标准已达到，或者：
9.b 如无适用的相关国家规范，或相关规范要求进行实验室精密测量来证明合规，则必须按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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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要求”的指导（参见“方法”中的计算流程），对各房间组或亚组进行现场的完工前测试。
10．所得分数将取决于根据表 23 或表 24 而确定的国家规范的相关改善情况。如果商业空间位于居
住空间下方，则只需进行空气声隔音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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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标准表格、或相关标准或参考指南没有就相关建筑类类型的测试、测量或计算给出详细的指
导，声学家可依据下面的流程来测量或计算（噪音）等级，证明其符合 BREEAM 中的本项标准。
隔音测量应符合 ISO162283 系列标准中相关部分的要求。对于混响时间测量，应遵循 ISO 354:2003
中的相关原则；同时，关于声源数量、扩音器位置及声音衰减测量，应遵循 ISO 16283-1:2014 中的指南。
对于环境噪音测量，如果没有可用的详细指南，应采用下面的流程。
1. 测量内容应包括室内产生的噪音（如机械通风系统、设备产生的噪音，制造噪音的系统）和室外
产生的噪音（如通过建筑围护结构传导的交通噪音）。同时，如果可开式窗户是通风策略的一部分，那
么计算和测量过程中应假定这些窗户处于打开的状态。如果可开式窗户并不是通风策略背景或永久通风
策略的一部分，那么计算和测量时应假定这些窗户处于关闭的状态
2. 测量内容不包括建筑使用者和办公设备（如电脑）产生的噪音
3. 除非所用文件中另有说明，否则在进行现场性能测试时，比率应为：每 10 间房间或空间至少有 1
间进行测量。
4. 对于预期噪音等级最高的房间——因为这些房间处于最嘈杂的围护结构中或处于自然通风围护结
构中，应对其中至少 4 间进行测量
5. 如果建筑采用多种不同的通风策略，应对使用每一种通风策略的房间进行测量。或者，应对处于
最嘈杂围护结构的房间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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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 in -"FR5 中的时间 T 的取值为正常工作日时间（通常为 8 小时， 09.00 and 17.00).
7. 如果可以采用耗时更短的测量方法，则不需要进行 8 小时的测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室外噪音
等级代表了全天的正常状态，则应进行测量。
8. 若少于 30 分钟的测量方法也能测出室内环境噪音级的代表值，那么该方法也是可取的。但是，不
可采用少于 5 分钟的测量方法。
9. 应至少在房间内的 3 个位置进行测量，且这些位置距楼面 1.2m、距任何物体表面至少 1m。
10. 如果有关，对于每种房间类型、或性能要求分类和建造类型，其每 4 对相邻房间（或教学空间），
应有 1 对进行空气声隔绝测量。
11. 如果有关，对于每种房间类型、或性能要求分类和建造类型，其每 4 个教学空间（与上一条中的
房间是相互隔离开来的，即不相连），应有 1 个进行撞击声声压级测量。
12. 对于对声音敏感的房间，应依据所测量的环境噪音等级来确定该房间是否符合本项标准要求。如
果在进行声音调试时，不能测量环境噪音等级（建筑已经竣工，没有施工地或其他外部噪音源，故而无
法测量），那么对于该类房间（即对声音敏感的房间）其机械设备应为 35dB、LAeq 或最低设计限值。
上述内容旨在作为进行声学测试或测量的指南，以证明建筑空间符合 BREEAM 中的性能要求。如果
该声学家认为没必要采用上述流程，则应说明原因并确定替代流程，能够证明该建筑满足声学性能要求。

≸䄂Ƞ≸䛼ࣷ䃎ツ≮⼸喍∂喎喠ϲѼႲᐧまহ䪬ᅲѼ⮱ѼႲᱧᲱȡ
≸䄂⁎
如果该国家没有关于测试次数方面的相关规章，可参考下面指南中所列的测试（空气声隔声测试或
撞击声隔声测试）次数。“单元”指的是公寓或房屋。如果某单元包含一个个人居室，即小套房（这里
指带有卧铺的客厅房，类似于配套齐全的单间），那么测试次数减半
以下为如何确定分组的指南以及相关示例
每个组别和细分组内单元的数量应约等于 10 的倍数
在同一组别或细分组，对于每 10 个单元，应实施最少 1 组测试（1 组为 2 次）

㶔 喝≷䄁㏰⮰Ჰ
≸䄂ㆨ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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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NQMF Ҹ 
如果某开发区由 3 套房屋组成，则需要一组测试：
－

由隔离墙分隔的房屋单元，对其进行 2 次空气声隔声测试

&YBNQMF Ҹ 
如果某开发区由 42 套房屋、59 套公寓组成，则需要 5 组房屋测试和 6 组公寓测试
－

由隔离墙分隔的房屋单元，对其进行 10 次空气声隔声测试

－

由隔离墙分隔的公寓单元，对其进行 12 次空气声隔声测试

－

由隔离楼板分隔的公寓单元，对其进行 12 次空气声隔声测试

－

由隔离楼板分隔的公寓单元，对其进行 12 次撞击声隔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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䭱ߍԎᖜ
ⰥڠჇͶ
Ex!Đेڪपֶđ
指能够描述房间之间空气声隔绝的单值评价量，但不能调整为标准条件。注意：“加权等级差”用
于描述建筑内房间之间的声音隔绝性能；通常情况下该值数不能与其他条件下的测量结果相比较（参见
（EN）ISO 717-1）

ำᅼ௺ߌ൶ᇘ
BREEAM 项目中所说的词汇“声音敏感区域”，指的是设计团队或委托方认为对声音比较敏感且有
可能泄露个人隐私的所有房间或空间。可能包括以下类型的空间或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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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格式办公室
2. 会议室、会客室、咨询室或治疗室
此外，还有
1. 教育建筑或空间：教学目的的房间，即教室、讲堂
2. 用于公开演讲或研讨会的房间
3. 设计团队或委托方认为对声音比较敏感且有可能泄露个人隐私的所有房间或空间

ࢇࡀ֪ዷ༹
合规测试主体定义为：
1. 由国际认证论坛（IAF: www.iaf.nu）成员认证、符合标准的组织。
2. 能 够 提 供 相 关 证 明 材 料 的 组 织 —— 证 明 其 遵 循 ISO/IEC 17024 中 BREEAM 相 关 要 求（ 合 规 评
估————对负责机构认证主体的一般要求）

ፇ՚
应根据下面的标准进行分组。住宅用途的房间应分为 3 个不同的组别。此外，如果任何组别在建筑
类型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应相应地进行细分。

ဦݴፇ
仅适用于一切住宅用房。应根据房间隔离墙和隔离楼板的类型进行细分。建筑侧翼构件（即空间上部、
下部和所有侧面的构件，如墙、楼板、洞室）和构件连接处的建造也非常重要。如果这些构件存在明显差异，
则需要进行深度细分。那些安装有相同隔离墙或楼板、相关侧翼构件的居住房间，且房间大小、布局基
本相似，可能不需要进行细分。一些住宅房间的结构设计可能不合理，例如，侧墙面积很大，山墙端没
有窗户。这类房间就不应该纳入组别中，而应进行细分。

ਃዿݝक़
居住房间：能够让个人坐立躺卧，休息思考且环境安静的房间。例如，卧室、客厅、餐厅、书房、
厨房餐厅一体化房间和厨房客厅一体化房间。

ൟዊۥ
屋顶： 每单位面积质量低于 150kg/m2
多人使用办公室
实际上指非分隔式办公室。即开放式办公区域，可容纳 2 个以上办公桌或工作台。

ݥਃዿݝक़
非居住房间：所有不符合上述居住房间定义的其他房间。包括厨房、浴室、厕所、门厅、停车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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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室。

๑ᆩक़
参见 BREEAM Hea 01 “视觉舒适性”。注意 BREEAM Hea 05 章节中，有一个特殊的、与“使用空间”
无关的定义，即“非使用空间”；欲知更多详情，请参考 Compliance notes 中的“声学测试和测量”。

ਰ߾മำᅼ֪
一旦建筑基本完工，就应开展测试，但是也有可能在后期装饰阶段之前进行。对于住宅建筑而言，
除非在相关国家建筑规章或标准中另有说明，否则应在地板装饰，如铺地毯、木质地板或乙烯覆盖物完
成之前，对其进行撞击声隔绝测试。

ዿᆩݝ
一人 / 多人居住或休息的非住所（房屋或公寓）房间或套房。包括旅社、酒店、公寓、大学宿舍或
自住房屋（这里类似于农家乐旅社）内的房间，且无论其是分隔式还是非分隔式；但是不包括病人住宿
的医院或其他类似机构。

ࢇጨዊำბॆ!)TRB*
SQA 需满足以下所有要求，方有资格负责 BREEAM 评估
1. 拥有声学或声音测试方面的博士学位或同等资质学位
2. 拥有至少 3 年（在过去 5 年中）的相关经验，充分了解建筑和建成环境声学的影响因素，就优化
声学性能等级及减轻噪音等方面给出顾问建议。
3. 拥有声学方面的认证合格书，同时也是适当专业机构的成员。
SQA 在核查由其他不满足 SQA 要求的声学家测量或计算的声学结果时进行计算，至少要保证自己
已经阅读并审核过（测试）报告，且以书面的形式确认该报告：
1. 代表了建筑行业声学领域的典例
2. 适用于所评估的建筑及所涉及的声学测试范围
3. 此外，符合相关条件的 SQA，还需要第三方审核机构出具书面确认函。

ڇටӸࠅ
设计成容纳 1 个或 2 个办公桌或工作台的分隔式办公室（通常不超过 10 平米）

ݥ๑ᆩक़
本 BREEAM 项目中“非使用空间”指的是用于开展声学计算或测量的空间。即，在该空间未被使用
（因而无其他任何噪音来源）前，必须开展这些（声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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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Քጚڪपֶ
HTM 08-01 将其定义为：“对现场空气声隔声进行评级的单元”
加权标准撞击声声压级
HTM 08-01 将其定义为：“对现场撞击声隔声进行评级的单元”

ڣЃԎᖜ
䴠䃱㏔ᰟ㏬
建筑设备咨询方通常基于 NR 曲线的噪音评估结果来预测机械化通风系统产生的噪音等级。但 BREEAM
相关要求中使用的是室内环境噪音级，即 L Aeq,T——包括围护结构所传导的室外噪音和诸如机械化通风系统
带来的的室内噪音。如果没有很强的低频噪音，可根据 NR 值、并通过下面的公式估算 L Aeq,T：L Aeq,T ≈ NR +
6dB。因此，如果 NR 值已知，但单个低频带中的声压级位置未知，仍可估算建筑设备的室内环境噪音级，
即 L Aeq,T，且必须涵括围护结构所传导的室外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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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 06 可及性（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㻳ᐧまㆨಸ㔹Ⴧ

ᬍ

Ⱋᴴ
认可并鼓励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建筑进出及使用过程中的风险、提高安全系数。

䃱ѝᴴ۳
需符合以下标准：

̭ܳÿÿႶڕ䕇䖀
1．提供专用的自行车道，宽度要求如下：
1.a 如行人与自行车共用一个通道，则共用道的最小总宽度为 3.0m。
1.b 如自行车道与与人行道和机动车道分开，则自行车道最小宽度为 2.0m，人行道最小宽度为 1.5m。
1.c 如自行车道设置在机动车道内部，则自行车道部分的最小宽度为 1.5m。
2．专用自行车道可从场地入口直达所有自行车停车处，骑行者停车时无需离开车道，并且，在相关
情况下，专用自行车道连通邻近开发项目边界地的场外自行车道（或其他适当的安全通道）。
3．场内的步行道可从场地入口直达建筑入口，并连通场外的公共步行道（如有），以便人们前往当
地交通节点及其他场外公共设施场所（如有）。
4．下客区（若有）应设在通道旁边或邻近处，且可直达步行道，避免让行人穿过机动车道。
5．在人行道与机动车道交叉处设置专用的人行道，并采取适当的交通减速措施，减缓交叉点处的交
通状况。
6．对于有大量公共用户或访客的开发项目，步行道必须树立路标，指引其他当地设施和场外公共交
通节点（如有）的方向。
7．通道、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照明须符合 Hea 01 视觉舒适性所述的外部照明标准，即符合国家最
佳实践道路照明指导。
如果机动车卸货区及下客区是评估项目的一部分，则下列标准适用：
8．卸货区与综合停车区不能直接互通；卸货区不与人行道、自行车道交叉或重叠；建筑用户和大众
能轻易到达周边公共设施场所。
9．设有货车专用停车区或等候区， 与调度区以及员工和访客停车场妥善分隔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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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可能进入场地的送货车辆的类型，设计停车和转弯区，从而方便调度，避免重复调车。
11．设有专用空间存放废料和垫板，与送货车辆调度区和员工和访客停车场分开（如适用于该建筑
类型或功能的话）。

࠲ღᕔȠᬍ䯉ⶺ䃫䃎喍ϲ䲋ѼႲᐧま喎
̭ܳ
12．建筑符合设计目的、适合且可供所有潜在用户出入。
13．根据检查表 A2 制定通道策略，至少需涵盖所有用户进入场地及在场地内通行的通道，着重关
注以下用户：
13.a 残障人士；在设计中提出可消除其通行障碍的解决方案。
13.b 不同年龄、性别、种族和健康状况的人。
13.c 带小孩的父母（如适合该建筑用途或类型）。
14．为潜在建筑用户提供设施设备（参看合规说明），相关情况下须包括可共享、公众或社区成员
可及（但进入建筑其他区域有一定限制）的设施（除非安全流程禁止）。

࠲ღᕔহᬍ䯉ⶺ䃫䃎喍ϲѼႲᐧま̻ѼწᱧᲱ喎
͑ܳ
15．如国家最佳实践标准或当地法规将终身住宅的需求列表（参看检查表 A4）列为最低要求，则被
评估项目须确保符合此类标准或法规。
16．如评估国家未规定当地标准，则开发商或设计师须（使用检查表 A4）证明被评估项目符合所有
终身住宅标准。

ᷭᴒ⌲ࢂࣷ㶕ᵩ
无

व㻱䄡ᬻ
㉏ᑂ



䄡ᬻ

ᐧまใภࣷᵥᓰ喍ϲ䲋ѼႲᐧまࣷѼწᱧᲱ喎

$/

䔯⩕⮱䃱Фᴴ۳

͑䶦喟̻䄒ᐧまㆨಸহߌ㘪Ⱕ⮱ڠᰶᴴ۳䔯⩕ȡ
䄤࣯㔰䭱У %ÿÿȨᐧまใภࣷᵥᓰѺ㒛ȩ㣤ःⰥڠ䃱ѝ䔶䶦⮱ᰡ็䄓㏳䄡ᬻȡ

ѼႲᐧまÿÿ䘕ܳ㷲ԛࣷڕ㷲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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㘪䔈ڒ䄒ᐧまȡ

ڞϘ䃫⮱⒉ౕ⩕ᝤ

ڞϘ䃫⮱⒉ౕ⩕ᝤ䰭㺮㻳ᗲۢ㔹Ⴧ䔈㵹䞡ჇڞϘ䃫⮱⒉ౕ⩕ᝤ喑ज㘪࠲
᠙В̸ᰶᝃ䘕ܳ㓑Ҁ喍ຯ䄒㓑Ҁ̻ᐧまㆨಸহ⩕䕁Ⱕڠ喎喟
 䄫ใ≨ߕҬ⩕㔲ࣷⰥ⩕ڠ䕁
 ౝᒀᅭᝃڣЃ᱙ౝࡧߎӈ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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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㜗ᙬ㔲㓑Ҁ
 ᒀౝ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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䃮ᬻ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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䃫䃎䭣⃢

ᐧ䭣⃢

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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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䋠ᱰ༮ᴴ۳͚݄⮱ᰭѻᴴ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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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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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

" ᷭᴒ㶕喑ᴴ䃝  ᴴ۳ᰶᓄ
ܳ◦喑́㶕ᵩ⩞ᐭࣾੳカ㒟
ឭᱜ㻱㠰ఫ㏥ᝃฺ࢝Уÿÿ䄒䭱У㘪
์䃑ᷭᴒ㶕" ͚ᰶⰛ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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䭱ߍԎᖜ
ⰥڠჇͶ
ྔևॺዾ൶
指评估建筑外，项目范围以内的区域，包括通往该建筑的车辆通道或行人通道或小路、停车场、卸
货及下客区。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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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 07 灾害（适用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ᬍ

Ⱋᴴ
减少或消除自然灾害对建筑的影响。

䃱ѝᴴ۳
需符合下列标准：

̭ܳ
1. 在提案概要或概念设计阶段，由适当人员开展风险评估，以确定开发项目所在区域的所有潜在自
然灾害。
2. 如确认有潜在灾害，相关人员需要制定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ᴒ⌲ࢂࣷ㶕ᵩ
无

व㻱䄡ᬻ
㉏ᑂ



䄡ᬻ

ᐧまใภࣷᵥᓰ喍ϲ䲋ѼႲᐧまࣷѼწᱧᲱ喎

$/

䔯⩕⮱䃱Фᴴ۳

͑䶦喟̻䄒ᐧまㆨಸࣷߌ㘪Ⱕ⮱ڠᰶᴴ۳䔯⩕
䄤࣯㔰䭱У %ÿÿȨᐧまใภࣷᵥᓰѺ㒛ȩ喑㣤ःᰡ็ᰡ็Ⱕڠ䄓ᗲȡ

ѼႲᐧまÿÿ䘕ܳ㷲ԛࣷڕ㷲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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䄡ᬻ

䔯⩕䃱ѝᴴ۳ÿÿࢂ̭ѼႲᐧま
Вࣷ็ᅯѼႲᐧま

͑䶦喟̻䄒ᐧまㆨಸࣷߌ㘪Ⱕ⮱ڠᰶᴴ۳䔯⩕
䄤࣯㔰䭱У &ÿÿȨ#3&&". ᐧま䔯⩕ᕔȩ喑γ㼐ڠλĄࢂ̭ѼႲᐧま
Вࣷ็ѼႲᐧまÿÿ䘕ܳ㷲ԛࣷڕ㷲ԛą䃱ѝ䔶䶦⮱ᰡ็䄓ᗲȡ

㏼䞡Ⴧ喑̺ႅౕ⒉ౕ䷻䮖ᝃ≗▫
ͧੜ̭䷻䮖

ຯᬍ䷻䮖喑݆̺䰭㺮䃱ѝ᱙䶦ڲღȡ
ຯ㏼䞡Ⴧ喑≗▫ͧੜ̭䷻䮖喑᱙䶦ڲღౕ̺䃱ѝ㠰డڲȡ≗▫䬛䷅䄤࣯㻮
#3&&". 䶦Ⱋ喟1PM ౝ㶕Ⅱᒱ≮ȡ

ắ䔝

$/

∂
无

䃮ᬻᱽ᫆
ᴴ۳

䃫䃎䭣⃢

ᐧ䭣⃢

㜗♣▫რ䷻䮖䃱ѝ្ॷޜ᱙


व䔯ϧঅ⮱䃑Ԏÿÿ䃑␎ڣ䋠व
ᵩУ
䃑Ԏÿÿ䃑㜗♣▫რ䃱ѝ㶕㏠ڒ
ጒ҉䃎ܿ⮱ᬣ䬡

ຯ䔯⩕喑䰭ӈ㜗♣▫რ䷻䮖䃱ѝ
្ॷޜ᱙ÿÿ䄓㏳ϸ㏺䔯⩕λ䄒䶦Ⱋ
ࡧഌ⮱䷻䮖Ꮑᄦᣗȡ
Вࣷ喑̸䲏̭喟
䄡ᬻΓⰥڲڠღ⮱ฺ࢝Уÿÿ㺮Ⅿͨ
ឬ࠲ੳ䛴ःጟੳჇ⮱Ꮑᄦᣗ
ᝃ
༁ចᝃ䃫䃎ఏ䭌অ䃑Ԏÿÿ㺮
Ⅿͨឬ࠲ੳ䛴㏠व䔯ϧঅ⮱ᐧ䃛



ह䃫䃎䭣⃢

ܧ䃱ѝঅ⮱⣝౧ᷭᴒ្ॷ喍ᝃ㔲ᐧまఫ㏥喎Вࣷᒞ
䉱᫆ぶ喑䃮ᬻጟ㏼䛴ःⰥᏁ⮱Ꮑᄦᣗ喑䛴㏠Ꭳ㔰
㭾γⰥڠव䔯ϧঅ⮱ᐧ䃛ВࣷڤҀ㺮Ⅿ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ጲሚ࡞
指的是：发生在地球生物圈或地壳、能够造成破坏性事件的自然过程或现象。下面所列的示例仅为
部分自然灾害类型。就此项条款而言，符合该定义的还有其他自然灾害，具体相关性取决于当地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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䏗ᓯ֑Ꮳ

地质、水文和气候因素。评估员应确认：委托方或设计团队已寻求当地适当专家对这些自然灾害进行了
完全评估。
1. 洪水（详见 Pol 03 地表水径流章节）
2. 地质自然灾害，如火山喷发、地震和山体滑坡
3. 气候或气象自然灾害，如干旱、雪崩、浪潮——包括海啸和潮汐、风暴——包括旋风、飓风、龙卷风、
热带风暴和台风
4.. 森林大火

ጲሚ࡞
指的是严重破坏社区或社会功能的事件，导致大规模人员、物资、经济或环境损失，且受影响人员
单凭一己之力无法负荷这些损失。

ړටᇵ
具有相关技术和专业经验的人员，其能够：
确定项目区存在的潜在自然灾害。
确定灾害对场地、建筑及当地的影响，并能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
适当人员可以是设计团队中的一员（或多名成员），或者能够独立完成设计和施工工序的专家。其
应该根据或遵守职业行为准则或类似文件开展相关活动。

ڣЃԎᖜ
请注意：本项目并不是要明确所有潜在风险和灾害，而是鼓励采用风险确定、评估和应对流程。
自然灾害、自然灾祸及风险评估：本项目所使用的定义来源为：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http://www.unisd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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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 08 私用空间（仅适用住宅）

ᕨܳ

ᰭѻᴴ۳



ᰶ

Ⱋᴴ
为住户提供有私密性和幸福感的室外空间。

䃱ѝᴴ۳
需符合下列标准：
̭ܳ
1. 户外空间（私人或半私人）必须符合下列标准：
1.a 空间够大，所有住户能同时坐在户外。
1.b 无障碍设计，轮椅用户也能轻松到达。
1.c 仅指定住宅的住户可进入。
2. 户外空间需紧邻或靠近住宅，并达到最小尺寸要求（参见合规说明）。

ᷭᴒ⌲ࢂࣷ㶕ᵩ
无

व㻱䄡ᬻ
㉏ᑂ



䄡ᬻ

ᐧまใภࣷᵥᓰ喍ϲ䲋ѼႲᐧまࣷѼწᱧᲱ喎

$/

䔯⩕⮱䃱Фᴴ۳

͑䶦喟᱙䶦ᴴ۳̺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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ϲᠴჇѼႲ⮱Ҭ⩕㔲㘪์䔈⮱ڒ
⾧䬡

ౕ䃫䃎䔆ㆨ⾧䬡ᬣ喑Ꮑ䕇䓴䃫㒛䓦⩹ᝃ㔲̻ܿܳڣᠴჇѼႲ⮱ڠ㈨喑⌲ẇ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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䲍䓾ᠴჇѼႲ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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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 09 水质（适用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喍ϲᴴ۳喎

Ⱋᴴ
最小化建筑设备带来的水污染，并确保为建筑用户提供洁净、新鲜的水源。

䃱ѝᴴ۳
需符合下列标准：
̭ܳ
ᐧま䃫ิӈⅡ㈨㐌喟ᴀ䷻䮖ᰭᄼࡃ
1．建筑中的所有供水系统均按照相关国家卫生安全最佳实验指导或规范进行设计，将细菌污染风险
最小化，如军团杆菌。
2．如需增湿，提供失效保护增湿系统。

ᐧま⩕ᝤ喟ӈ凉些⩕Ⅱ喍ϲੳ͇হ᪆㗟ㆨᐧま喎
3．在员工长期活动的区域，保证有益健康的供水，提供可及的、适于饮用的饮用水。
3.a 直饮水机
3.b 各员工简便厨房，或各楼层适当位置，以及员工餐厅（如有）。

ᷭᴒ⌲ࢂࣷ㶕ᵩ
无

व㻱䄡ᬻ
㉏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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㘪㷘ᴀ⮱Ⅱ㧥⅁ȡ㧥↪ߍ⎬㈨㐌Ӭ᭜̭͗Ҹȡ

$/

⩞⣝ᰶᐧまពᆂ㔹Გ⮱ᐧま

ຯពᆂ㔹Გ⮱ᐧまহ⣝ᰶᐧまᄳ⩕ڞह̭䃫ิᝃӈⅡ㈨㐌喑䗐͵ᬍ䃧䄒
⣝ᰶᐧま᭜॓ᆋλ䃱ѝ㠰డ喑䘪Ꮑౕ᱙ᴴ۳̸ᄦڣ䔈㵹䃱ѝȡຯពᆂᐧま
⩞⠙⿸㈨㐌ӈߎ喑䗐͵ϲ䰭ᄦពᆂᐧま䔈㵹䃱ѝȡ
ຯពᆂᐧま⮱Ҭ⩕㔲ᄳҬ⩕⣝ᰶᐧま⮱ӈⅡ㈨㐌喑䗐͵ᓲ䶨䃑䄒㈨㐌⮱
䃫㒛こवₑ䶦ᴴ۳ȡ

$/

ᓛ⩌➖ᴀহ #3&&". 䃱ѝঅ
⮱្ॷ䉐Ш

#3&&". 䃱ѝঅ̺䰭㺮䉌䉐䃑䄒䃫䃎喍᭜॓喎こवⰥڠᴴ۳⮱㺮Ⅿ喑䄒
Шߎ⩞䃫䃎ఏ䭌䉌䉐ȡᬍ䃧䄒䃫䃎ఏ䭌᭜॓ጟ㏼䃑䃫䃎⮱व㻱ᕔ喑䃱ѝঅ
ϲ䰭䃝ᒂⰥڲڠღ喑Вӈᵥ侹ȡ

В̸ㆨಸ⮱些Ⅱ◦̺こव᱙ #3&&". 䶦Ⱋᴴ۳⮱㺮Ⅿ喟
 Ⱑ些ᱧȡͧ䔆ㆨகۢ⟣⩌࢘⮱ڤ䯫ВԊ䯉喑́䯫ВԊ䃮⩕ᝤ⮱ܳٲ些
$/

̺व㻱⮱些Ⅱ◦

Ⅱ䛼
ࣂࡧഌͨ⮱ڲ㺮ӈⅡ哆喍∕ᘼ喑ࣕᝬ⮱Ⅱ哆こवᴴ۳喎
㜗ߕ䉖ࢃᱧᝃᴉझܧਜ਼⮱⨣㷲Ⅱȡ

ᠴჇ⮱ᐧまㆨ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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䄡ᬻ

㺮ᘠᠬݝĄۭ些⩕Ⅱą䲏⮱ᓄܳ喑䮑γ㺮ౕⅥͲঅጒࡧ喍㻮ᴴ۳ 喎
ӈ些⩕Ⅱใ喑䔅䰭␎䋠В̸㺮Ⅿ喟

$/

 ౕڞڙ౧ӈ࢘⩌⮱些⩕Ⅱ喟
BⰡ些Ⅱᱧ
Cౕ䬕ࢲȠ๔യȠҀ㗟亳ᝃ֒䏘ᝬӈ些⩕Ⅱ
D ຯ͗ბ䘪ᰶ些⩕ⅡӈᏁ喑䗐͵ᰶ䛺㺮⮱ڞڙ౧喑ࢠ䙿॔Ƞо
ᖜბȠ๔ࢲȠ䬕ࢲȠᣒᒲัᝃ丽ࢲज䃫㒛Ⱑ些Ⅱᱧȡ
E ຯ͗ბ⇎ᰶ些⩕ⅡӈᏁ喑䗐͵ᰶ䛺㺮⮱ڞڙ౧喑ࢠ䙿॔Ƞо
ᖜბȠ๔ࢲȠ䬕ࢲȠᣒᒲัᝃ丽ࢲज䃫㒛些Ⅱᱧ喑Ⴖ㷲ౕ䕇ा͗ბẩ
ᅯᝃࡧഌ⮱䛺㺮䕇䖀ڒऐั喍ຯ⩢ᷜऐহẩᷜ䬡喎䓦⮱ࡧڞڙഌȡ

䙿Ꮔㆨಸ

∂
无

䃮ᬻᱽ᫆
ᴴ۳

䃫䃎䭣⃢

ᐧ䭣⃢

þ

ᐧまឭᱜ䄡ᬻΓᝃवह͚⮱Ⱕ」ڠ㞯
ᝃ

䃫䃎ఏ䭌Ƞͨ㺮ឬ࠲ੳᝃႶ㷲ϧঅ⮱ₐᐼฝᬻܪ喑䃮
ᬻⰥڠ㈨㐌こव㺮Ⅿ
#3&&". 䃱ѝঅ⮱⣝౧ᷭᴒ្ॷȠᒞ䉱᫆䃮ᢛᝃ
【ጒఫ



䃫䃎ఫ㏥

#3&&". 䃱ѝঅ⮱⣝౧ᷭᴒ្ॷȠᒞ䉱᫆䃮ᢛᝃ
【ጒఫ

䭱ߍԎᖜ
ⰥڠჇͶ
ࠃဣཥ
在此指的是：
1. 冷却塔
2. 蒸发冷凝器
3. 家用冷热水供应系统
4. 其他含水（温度可能超过 20℃）设备和系统，且在其工作或维修期间，可能释放喷雾或气雾。例如：
a. 加湿器或空气净化装置
b. 温泉浴场或温泉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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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汽车或公交车清洗处
d. 湿式除尘器
e. 室内喷泉或水文景观

ਬཷթ
一种由军团杆菌引起的肺炎。吸入悬浮在空气中含有此类菌种的飞沫便会感染军团病。

ᆃऐ
指的是：直接与给排水干线系统相连的饮水机。它具有双重优点：现代美感的外观，能够吸引用户；
大多数直饮水机能够同时提供冰水和常温水。

ᆃᆩ
适合人类饮用，不含有任何微生物、寄生虫或有害物质的水。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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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能耗
ắ䔝
此版块鼓励建筑方案、系统和设备的高能效规格和设计，从而实现该建筑内能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
该建筑运营的可持续管理。此部分各评估项对提高建筑内在能效、促进碳减排、支持建筑整个运营阶段
高效管理的措施进行评估。

」㞯ڲღ̭㻵㶕

䃱ѝ䶦

ᓄܳ

ᓄܳắ䔝

&OFۼᄾ㘪㕄হⷠᢿᩫ



喒ȟ䃳ݘ䄒ᐧまౕӈ☚⮱ۤݣ㘪㕄䰭ⅯȠ̭⁎㘪㕄হι⅔ࡃⷠᢿᩫ䲏ᰶਗ
ψ㘪⎽ᕔ㘪хλపუᐧま㻱㠰ȡ
喒ȟ呀ߞ䛴ःᣗ䕇䓴ᐧま䃫䃎হ㈨㐌㻱㠰Გ䭺ѻ㘪㕄䰭Ⅿȡ

&OFB㘪㕄⯾≸



喒ȟ䃳ݘ䄒ᐧまౕӈ☚⮱ۤݣ㘪㕄䰭ⅯȠ̭⁎㘪㕄হι⅔ࡃⷠᢿᩫ䲏ᰶਗ
ψ㘪⎽ᕔ㘪хλపუᐧま㻱㠰ȡ
喒ȟ呀ߞ䛴ःᣗ䕇䓴ᐧま䃫䃎হ㈨㐌㻱㠰Გ䭺ѻ㘪㕄䰭Ⅿȡ

&OFC㘪㕄⯾≸



喒ȟ㘪㕄᭫㷲ิ⮱䄡ᬻ

&OFใ䘕⚔ᬻ



喒ȟౕᐭࣾহᣔ⮱ݣᝤใࡧഌ喑ͧ⮪ౕٺ๖ᝃ̺ᓲ㺮ᬣҬ⩕㔹䛴⩕⮱倅㘪㕄
⚔ᬻ㷲㒛⮱㻱ᵩȡ

喒ȟᄦᐧま䃫䃎̻ᐭࣾᵵ䔈㵹ܳᲽ喑В䃳ݘज䛴⩕㷘ߕᐼ䃫䃎ज㵹㼐۠
ᵵ⮱ᱧчᎣ呀ߞ䛴⩕喑ຯ㜗♣ۤࢡȡ
喒ȟጟ䔈㵹ͧ䄒ᐧまᝃᐭࣾ䶦Ⱋᐧ䃫ᰡ䔯⮱⣝౧ᝃ䓾౧ѻ䰣ⷠ喍-;$喎㘪
⎽䉱⎽⮱ज㵹ᕔⵁ⾣喑́䄒ⵁ⾣ᰶڤҀ䄡ᬻȡ

&OFѻⷠ䃫䃎



&OF㞯㘪ۤ㫼



喒ȟۤ㫼㈨㐌⮱ᣔݣ㷲㒛হ㏱Уጟᵦᢛ䔯⮱㻱㠰হᴴ۳䔈㵹䃫䃎ȠႶ㷲হ
䄰䄂喑́䃮ᬻౕڣҬ⩕䭽ڲ䭺ѻγ䬡ᣒ⍖ბ⅁Ҁᢿᩫ䛼喍$0F喎ȡ

&OF㞯㘪⮱䓽䓀㈨㐌



喒ȟ䔈㵹䓽䓀㈨㐌䰭ⅯহҬ⩕ᐼܳᲽ喑۠Ⴧ⩢ᷜ喑ឣᷜᝃ㜗ߕ䓴䖀ᰭ䔯
⮱䛼হᅧᄥȡ
喒ȟᠴჇ㞯㘪㷲㒛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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䃱ѝ䶦

ᓄܳ

ᓄܳắ䔝

&OF㞯㘪⮱侹ბ㈨㐌



喒ȟᝤ࣯̻۠Ⴧࢍ⩕ϧ㺮Ⅿࣷᬻ侹ბᕔ㘪ᴴ۳喑Вхࡃ侹ბ䃫⮱
㘪㕄䰭Ⅿȡ
喒ȟ䙹ᗲ䛴⩕ᰭҠ䌢㞯㘪䃫ิࣷᣗ⮱䄡ᬻȡ

&OF㞯㘪䃫ิ



喒ȟ䃑ज㘪ᄦ䄒ᐧま᱗⯾ノ㘪㕄䰭Ⅿᕨ䛼ᰶ䛺๔ᒞ৺⮱᱗⯾ノ㘪㕄䉌㢤ȡ
䃮ᬻ䄒ᐧま⮱᱗⯾ノ㘪㕄䰭Ⅿᕨ䛼ᰶ᭫㦄䭺ѻȡ

&OF᮫㶐⾧䬡



喒ȟӈٲ䋠⮱ڲ䘕  ใ䘕⾧䬡হ䃫ิ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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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 01 减少能耗和碳排放（所有建筑）

ᰭ倅ܳ

ᰭѻᴴ۳



ᰶ

Ⱋᴴ
认可并鼓励通过设计来最小化建筑的运营能源需求、一次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䃱ѝᴴ۳
须符合以下标准：
䔶䶦 喟Ҭ⩕㏼䃑ज⮱ᐧま㘪㕄䃎ツ䒜У
ᰭ倅  ܳÿÿ㘪᩵ᕔ㘪
1．计算国际新建建筑能效性能比（EPRINC）。将所得的能效性能比与表 26 中的基准相对比，以此
打出相应 BREEAM 分数。

㶔 喝&OF䭱ᐦぽ㘩ᩴᕓ㘩℀ദ۲
#3&&". ܳ

&13*/$





































ᰭѻ㺮Ⅿ
㺮㣤ᓄ̭ܳᝃ̭ܳВ̷喑䰭ౕ $/Ą⩌࣯⚔ᐧまąⅡᎠ⮱ധ̷ᰶࡴȡ

㺮㣤ᓄĄ#3&&". ఈᭌą喑ᰭѻ &13*/$ 䶨䓫 ݝ喍 ܳ喎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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㺮㣤ᓄĄ#3&&". ρᭌą喑ᰭѻ &13*/$ 䶨䓫 ܳ  ݝȡ





















如何根据某建筑的建模能耗需求、一次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其 EPR，参见“方法”部分。

䶦 喟㞯㘪䃫䃎➦◦
如无可用的 NCM（国家计算方法），设计团队决定采取另一种建模方法（参见 CN3.2），则可参考
A5 清单来判断建筑的能效性能。

ᰭ倅  ܳ
2．具备合适资格的能耗建模工程师或经认证的专业人士已参考 A5 清单确定本评估项的分数。
3．该具备相应资格的能耗建模工程师或经认证的专业人士已证明， A5 清单所用于评分（最高 10 分）
的各项均符合该建筑类型以及当地的气候条件。

㠰ⅡᎠᴴ۳
下列内容简述了示范水平标准，满足此标准可获得此 BREEAM 评估项的创新性分数，最高 5 分。

ᰭ倅  ܳ
4．该建筑在选项 1 下获得 BREEAM 得分 15 分。
5．该建筑已按照选项 1 进行建模，且建模证明，根据表 26 的规定，低零碳或近场低零碳技术所生
产的能源等同于建筑消耗能源，可用于满足建筑系统的设施能耗需求，参见 CN3.9。

㶔 喝݇ܲ
݈ܳ

हぶ⮫ܳ℁ᴴ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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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ÿÿ䉌㘪㕄ᐧま
6． 该建筑已通过选项 1 进行建模，且建模证明该建筑属于负能耗建筑。

ᷭᴒ⌲ࢂࣷ㶕ᵩ
无

व㻱䄡ᬻ
㉏ᑂ



䄡ᬻ

ᐧまใภࣷᵥᓰ喍ϲ䲋ѼႲᐧまࣷѼწᱧᲱ喎

$/

䔯⩕⮱䃱Фᴴ۳

㘪᩵ᕔ㘪喑ᴴ۳ 
ϲใภ喟ग䃎ツ䄒ᐧまӈᯃࣷۤݣ㘪㕄䰭Ⅿ喍&13&%喎⮱㘪᩵ᕔ㘪℁ȡ
ᄳ 䓫 & ⮱ ݝ13&% ̻ 㶕  ͚ ⮱ &13*/$ 䔈 㵹 ᄦ ℁喍 ⩕ &13*/$ А ᰬ
&13&%喎喑䃱ჇⰥᏁ⮱ #3&&". ܳȡ
᱙䃱ѝ䶦⮱㠰̺ܳ䔯⩕λϲใภ⮱ᗲۢȡ
ϲ䭽ᵥᓰ̻ใภ⮱ᗲۢ喟ᰶ̻䄒ᐧまㆨಸࣷߌ㘪Ⱕ⮱ڠ䃱ѝᴴ۳ڕ䘕䔯⩕ȡ
ڠλ̷䔝ใภ̻ᵥᓰ⮱䃱ѝ䶦喑䄓ᗲ࣯㻮Ȩ䭱ᒂ ÿÿใภ̻ᵥᓰ䶦Ⱋ䃱ѝȩȡ

$/

䔯⩕䃱ѝᴴ۳ÿÿϲใภВࣷใ
ภ̻ᵥᓰ

ᒀᐧま䃫ิ㘪᩵᱗ⴒᬣ喑Ҹຯᒀ̺ڣᆋλᐧまᐭࣾੳノ⤳㠰డڲ喍ࢠᐧま
䃫ิͧ㷲ԛጒ҉̭䘕ܳᬣ喎喑䔈㵹㘪㕄ᐧᬣ䛴⩕⮱䃫ิᏁこवⰥڠపუᐧ
ま㻱㠰㻱Ⴧ⮱ᰭѻ㘪᩵ᴴ۳ᝃᰭѻⅡᎠȡ

$/

㐬㞟㷲ԛࡼ䃛

ͧႹₑ #3&&". 䃱ѝ喑䔈㵹㘪㕄ᐧᬣ喑ٮ䃥䃫䃎ఏ䭌⩕Ⱕڠపუᐧま
㻱㠰㻱Ⴧ⮱ᰭѻ㘪᩵ᴴ۳ᝃᰭѻⅡᎠᲒАᰬ㐬㞟㷲ԛࡼ䃛͚㻱Ⴧ⮱㘪᩵䄡
ᬻ喑ѳݺУ᭜㷲ԛࡼ䃛⋢Ⰳγ̷䔝㘪᩵䄡ᬻᝃ㔲ᑂ⩕喑́⼌ᝤౕ㷲ԛ
䓴⼸͚ч䖢Ⴕ䄒ࡼ䃛ȡₑ㻱݆ϲ䔯⩕λᐧま͚㐬㞟㷲ԛࡼ䃛⊶ࣷ⮱ࡧഌȡ
ຯ䃱ѝᐧま䶦Ⱋ͚ႅౕ䲋㷲ԛᝃౕ̺ࡼ䃛㺳Ⰳ㠰డࡧ⮱ڲഌ喑ڣᓲ䶨䓫
ڠⰥݝపუᐧま㻱㠰㻱Ⴧ⮱ᰭѻ㘪᩵ᴴ۳ᝃᰭѻⅡᎠ喑㔹䶨ᰡສȡ

ѼႲᐧまÿÿ䘕ܳ㷲ԛࣷڕ㷲ԛ

$/

䔯⩕䃱ѝᴴ۳ÿÿࢂᝤࣷ็ᝤѼ
Ⴒ

͑ᗲۢ喟ᰶ̻䄒ᐧまㆨಸࣷߌ㘪Ⱕ⮱ڠᴴ۳ज䔯⩕ȡ
ڠλѼႲ䃱ѝ䶦喑䄓ᗲ࣯㻮Ȩ䭱ᒂ &ÿÿ#3&&". ᐧまᄦࢂᝤࣷ็ᝤȠ
䘕ܳ㷲ԛࣷڕ㷲ԛѼႲ⮱䔯⩕ȩ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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䄡ᬻ

$/

⣝ᰶᐧまពᆂ

ຯ䃱ѝᄦ䆎᭜⣝ᰶᐧま⮱ពᆂ䶦Ⱋ喑Ꭳ䛴⩕⣝ᰶᐧま⮱ߎ㈨㐌喑݆㘪㕄
ᐧВࣷࡴ⟣ۢᓲ䶨Вពᆂ䘕ܳ⮱ᐧまడ៑㐀ᲱহⰥᏁ⮱ᐧま䃫ิҀ㈨ͧ
◦ࣾܧ喑࠲᠙Ш҂ᄳͧពᆂࡧഌߎ⮱⣝ᰶ⮱Ƞ⮱⩕ڞВࣷ⮱䃫ิȡ
㘪㕄ᐧᬍ䰭㔰㭾⣝ᰶᐧま͚ᄳ̺ᆋλ #3&&". 䃱ѝ㠰డ⮱ڲ䘕ܳ喑́
ᬍ䰭㔰㭾⣝ᰶ䃫ิ㈨㐌͚̺ͧពᆂ䘕ܳӈӈ☚Ƞۤݣᝃ䕇䷻ߎ⮱䃫ิȡ

$/

ิڤव䔯䉱ᵩ⮱㘪㕄ᐧጒ⼸ጵ
ᝃ㏼䃑䃮⮱̀უ

ຯపუ䃎ツ∂喍/$.喎㺮Ⅿ⩞㏼䃑䃮⮱̀უ䔈㵹㘪᩵ᕔ㘪䃎ツ喑ЃЙ䔅䰭
䃮ᬻ㜗ጞᰶ䖢ᓗ #3&&". Ⱕڠ㻱݆ȡຯ /$. ᄦₑ᱗҉㺮Ⅿ喑Ό⇎ᰶ㺮Ⅿ
Ҭ⩕㏼䃑䃮⮱ᐧま㘪㕄䃎ツ䒜У喑݆ᓲ䶨⩞ิڤव䔯䉱ᵩ⮱㘪㕄ᐧጒ⼸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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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本评估项的得分时，EPR INC 的计算方法要考虑建模建筑的三项能效度量。这三项能效度量为：
1. 该建筑供暖和制冷的能耗需求（MJ/m2）
2. 该建筑的一次能耗（kWh/m2）
3. 结果产生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kg CO2/m2）

确定 Ene 01 评估项得分的计算方法分为如下四步：
步骤 1：对该建筑进行建模，以证明符合当地建筑规范。
由具备合适资格的能耗建模工程师或经认证的专业人士使用经认证的建筑能耗计算软件来进行建
模。
步骤 2：使用 BREEAM 最佳实践说明对所建模型进行升级。
通过此举创建第二组能效数据，这组数据可作为当地建筑规范强度的基准。
步骤 3：将步骤 1、2 所得的能效数据输入评分和报告工具。
－

通过评分和报告工具，能为特定项目制定专属的曲线图表。

－

在该图表中，能根据能效数据确定实际建筑的 EPR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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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PR INC 与表 26 进行对比
评估一个项目时，评估者需将下列参数（参见 CN3.4）输入评分和报告工具，以计算 Ene 01 的得分：
－

参照建筑能耗需求（MJ/m2）

－

实际建筑能耗需求（MJ/m2）

－

BREEAM 最佳实践建筑能耗需求（MJ/m2）

－

参照建筑一次能耗（kWh/m2）

－

实际建筑一次能耗（kWh/m2）

－

BREEAM 最佳实践建筑一次能耗（kWh/m2）

－

参照建筑碳排放率（kg CO2m2）

－

实际建筑碳排放率（kg CO2/m2）

－

BREEAM 最佳实践建筑碳排放率（kg CO2/m2）

此处为概述，BREEAM 网站上的《指引说明》对以上方法有较为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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ⰥڠჇͶ
ํाॺዾ༐ಇ୲ݣ
预测的建筑二氧化碳排放率，以 kg CO2/m2/ 年为单位，由经认证的建筑能耗计算软件计算得出。

ঢ়ණኤॺڦዾీࡼऺ໙ॲ
用于证明建筑节能和碳排放符合建筑规范要求（且符合《欧盟建筑能效指令》2012 重订版）的认证
软件。若现有国家已有国家计算方法（NCM），那么经 NCM 认证的工具，可自动被视作建筑能耗建模
软件。BRE 将确认这些工具会被列入认证标准与权重列表流程。如设计团队希望使用其他建模软件包来
评估本 BREEAM 评估项，首先需要获得 BRE Global 的能耗软件认证，确定该软件包在最低功能、设计
特点和测试结果方面是否符合最低要求。如满足这些最低要求，需要先（通过经认证的标准与权重列表
流程）获得 BRE Global 的批准，才能使用该软件包证明 Ene 01 的合规情况。

CSFFBN ፌॅํ७ࡀ߭
一组称之为“最佳实践”建筑的建模参数。此基准可用于确定某国的建筑规范可信度到底如何。
Ene 01 计算者计算 EPR INC 时会采用此基准。

ॺዾࡀݔ
建筑规范订立了建筑设计和施工的标准，以保障在建筑内部或周边人员的安全和健康。建筑规范，
同时还包括要求确保规定要节约燃料和电能、为帮助包括残障人士在内的人们居民提供进入轻松进出建
筑大楼以及在并提供周边活动设施。建筑中四处活动的设施的规定。

ీࡼႴ൱
为建筑中的终端用户供给的建筑能源，如空间供暖、热水、空间制冷、照明、风扇和泵浦能源。能
耗需求与房间负荷相同。《建筑规范输出文档》有单独的供暖和制冷能耗需求报告，而其他建筑能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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ࡔाႎॺዾీၳႠీԲǄFQSJODǅ
此度量比例仅为 BREEAM 独有，基于经认证的建筑能耗计算软件输出的结果，用 BREEAM Ene 01
计算器工具和 BREEAM Ene 01 合规检查器网站计算得出。其定义了 BREEAM 所评估建筑在基础服务能
耗需求、一次能耗和 CO2 排放方面的能效，从而确定建筑在 BREEAM 评估中的 Ene 01 评估项中的得分。
本评估项的计算流程部分详细描述了 EPR INC 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ࡼॺዾ
指的是现场低零碳技术年净发电量超出建筑年净能耗量的建筑。

ยแీࡼ
建筑系统或流程导致的除基础服务能耗（定义见下文）之外的建筑能耗。可能包括建筑必备系统及
其运转所消耗的能源，如电梯、自动扶梯、冷藏系统、有管道通风橱等；或运营相关设施所消耗的能源，
如服务器、打印机、电脑、移动通风橱、烹饪设施等电器。

୴ጎႪၹᅱ
建筑开发商或业主与其租户之间签订的正式的、具有约束力的契约协议。就其本身而言，绿色装修
协议（或者租赁协议中的“绿色”章节或条款）可在评估的临时设计阶段和最终建成阶段用作证明符合
相关 BREEAM 评估项标准的证据。协议必须明确参照 BREEAM 在本技术手册中规定的评分的规格要求
或水平要求。 BREEAM 旨在鼓励在建筑开发商或业主与未来租户之间建立互利的关系，从而保证全装修
运营建筑在能效上达到最高环保标准。为此，BREEAM 支持并奖励开发商或业主与租户签订正式的、有
法律约束力的绿色装修协议。如果将此作为证据，且保证租户的装修将符合本 BREEAM 评估项的标准，
则可获得相应的分数。

گଭ༐ǄM[Dǅरຍ
LZC 技术可用可再生资源或低碳资源来生产能源，如热电联产（CHP）、地源热泵（GSHP）等。

ࡔॆऺ໙݆ݛǄODNǅ
通过国家计算方法（NCM），可量化出建筑设备 / 系统及围护结构所产生的建筑运营能耗和 CO
排放。在欧洲， NCM 是该国证明符合《欧盟建筑能效指令标准》的方法。

ৎ ׇM[D
位于被评估建筑所在工地附近的低零碳能源来源。其很可能为包括被评估建筑在内的、当地社区所
有或部分建筑供应能源，例如，与社区供暖网络相连接的分散发电资源或者通过专用线路接入的可再生
电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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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ቷॺዾ
大小、形状、朝向 、遮光程度与实际建筑一致，从事的活动、区域划分和系统类型相同，处于同样
的气象条件下，但在建筑围护结构、装修和设备方面拥有预定义特定属性的虚拟建筑。

Ⴕెॺዾ༐ಇݣԲ
虚拟建筑碳排放比是当地建筑规范所规定的新建筑最低能效要求 (kg CO2/m2/ 年 )。使用经认证的建
筑能耗计算软件进行计算，表示为该建筑可用地板总面积每平方米每年的 CO2 排放量 (kg CO2/m2/ 年 )。

၄ ׇM[D
位于评估建筑所在场地的低零碳能源来源。

ᅃْీࡼ
指原始能源的直接消耗，即未经转化直接供应给用户的能源，也就是未经过任何转换或转变的能源。

ጆᆩ၍ୟ
在 BREEAM 定义 LZC 技术装置的语境下，专用线路是指将建筑工地之上或附近所发的电力的发电
量通过专用电源直接输入被评估建筑的线路。如果所发电力超出了该建筑的即时需求，富余电力可反输
入国家电网。任何以这一形式输入电网的电力所，而其带来的碳减排碳效益，仅可分配给某一座单独供
电装置或建筑。在建筑由公共装置集体供电，碳效益不可分配给未连接该公共装置的建筑。

एޜإခీࡼ
固定内部照明系统、固定供暖或制冷设施、热水服务或机械通风所产生的建筑能耗。

ਏԢࢇጨ߭ॺࡼీڦఇ߾ײईঢ়ණኤڦጆᄽට๗
最近五年内在建筑能耗建模领域有至少三年相关经验、持有建筑服务工程师或建筑建模工程师等资
格认证或执照的人士，技能面广，确保能妥善处理能耗建模的数据输入，反映该建筑的实际能效。可由
专营商或者公营或私营企业雇员担任。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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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 02a 能耗监测（仅适用非住宅与住宿机构建筑）

ᕨܳ

ᰭѻᴴ۳

㻳ᐧまㆨಸ㔹Ⴧ

ᰶ

Ⱋᴴ
认可并鼓励安装能耗分项计量表，帮助监测运营能耗。

䃱ѝᴴ۳
请注意：
第一分适用于所有建筑类型。
第二分不适用于幼儿园、小学和住宿机构。
满足以下要求方能证明合规：

̭ܳÿÿͨ㺮㘪㕄㈨㐌⮱ܳ䶦䃎䛼
1．安装能耗分项计量表，从而将至少 90% 的各燃料预估年能耗分配到耗能系统的多种最终用途类
别上（参见方法部分）。
2．对于总内部面积超过一千平米的建筑，使用适当的能耗监测管理系统来监测建筑能耗。
3．对于面积较小的建筑，可使用能耗监测管理系统；也可使用独立的、带脉冲输出线或其他开放协
议通信输出的可及分项计量表，以便将来接入能耗管理系统（参见相关定义）。
4．建筑使用者可辨识最终能耗用途，例如借由标签内容或者输出的数据结果。

̭ܳÿÿ倅㘪㕄䉌㢤⮱ࡧഌহ⼌䉮ࡧഌ⮱ܳ䶦䃎䛼
5．有一套能耗监测管理系统，或者独立的能耗分项计量表，带有脉冲输出或其他开放协议通信输出
设置，且将来可接入能耗管理系统，覆盖租赁区域的绝大部分电源，如果是单一使用性质建筑，须覆盖
该建筑或单元内的相关功能区或公寓。
5.a 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有多个入户立管、核心或楼面板的建筑，应当在每个楼层或楼面板设置分
项计量表，加以监测。
5.b 如果入户立管所服务的房间数量少于一个（由所有立管服务的）典型楼层的房间数量，可以按每
个完整核心或入户立管用分项计量表监测。
5.c 如果高层建筑有多根入户立管，每根立管在每个楼层服务大量房间，最好按“楼面板”用分项计
量表监测，即逐层对三根立管逐个进行监测。 147 of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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喓丽些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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Ⱕѩᐧま❴ࡧȡ

∂
䃎䛼ゃ⪒
关于怎样针对建筑的能耗标准开发适宜的计量策略，详细指南见《基本信息手册》第 65 页的“新建
非住用建筑能耗测量”以及“CIBSE TM39 建筑能耗测量”。

ࠚ໙߳ፌዕᆩࡼీڦ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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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任何单种最终用途类型的总能耗量（或各最终用途类型综合起来的总量）预计在某特定燃料年能
耗量中的占比低于 10%，则无需对该最终用途进行分项计量。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团队应当证明，相应
的最终用途在该燃料类型年能耗量中的占比预计将低于 10%。如果某最终用途在所考察的燃料类型年能
耗总量中的占比将明显低于 10%，可简单通过手工计算或使用基准数据来加以证明。

ࠚ໙܈ጺీࡼଉ
如果不清楚某燃料最终年能耗量的占比是否低于 10%，则应当提供更详细的计算。可以使用“CIBSE
TM54：在设计阶段评估建筑的运营能耗性能”中所述的方法，根据实际运营输入数据估算各最终用途
的能耗量当地可靠机构（如区域、国家或国际级的气象组织或其他同等水平机构）应负责提供气象数据
平均值。 “Wat01 耗水量”评估项所得的耗水量数据可作为衡量生活热水能耗的输入数据。

䃮ᬻᱽ᫆
ᴴ۳

ڕ䘕

䃫䃎䭣⃢

ᐧ䭣⃢

ᐧま㻱ᵩᝃवह͚⮱Ⱕ」ڠ㞯ᝃȡ䃫䃎ఫ㏥ȡ #3&&". 䃱ѝϧ⮱ౝ㔰ᄌ្ॷহ⚔❴䃮ᢛ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ᆩऺଉ
位于该建筑的易进入区域、以便建筑居用者或设施管理者定期监测和读表的能耗计量表。通常为设
备间、主配电室苏或控制室（安装建筑能源管理系统（BEMS）处）。

ࠅࠌ൶
有多个租赁单元的建筑，尤其是大型零售业建筑，可能会共用某些不为任何承租人个体所有或控制、
但被所有人使用的公共设施或通道。公共区通常由建筑的业主（即房东或其经理人）管理和维护。例如
中庭、楼梯井、主入口门厅、接待区或停车场等外部区域。

ࡼీဣཥ
建筑内为执行以下功能（如有）而消耗能量的系统：
1．空间供暖
2．生活热水加热（小型“使用点”、热水器除外）
3．加湿
4．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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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风，如风扇（主要）
6．泵
7．照明
8．小功率（如逐层、逐核心或逐楼面板进行计量，则照明和小功率可用同一个分项计量器监测）
9．可再生或低碳系统（分开）
10．控制
11．必要时的其他主要耗能系统或设备。视建筑类型而定，例如可能包括：用于游泳池或水疗池的设备；
其他运动休闲设施；厨房设备及餐饮设施；冷藏设备；实验室设备；消毒服务设施；运输系统（如电梯
和自动扶梯）; 带大型照明装置的剧场和影院；电信；专用计算机室；交易室；有顶停车场；烤箱或火炉；
泛光照明。此外，请参考“CIBSE TM39: 建筑能耗计量”及《基本信息手册》第 65 页的“新建非住用建
筑能耗测量”获取更多信息。

ۉ
能表测量电路中电力流入处的能源消耗量。主计量器测量主要的输入能源，电力供应商将其用于账
单计算。还包括用于工地电力和燃气计量的主要智能高级电力计量器。

ీࡼ֪॔࠶ဣཥ
分项计量表是第二级计量表，包括热量表、蒸汽表二次级表，用于测量特定设备或设施或者单体建筑、
多层建筑内的楼层、租赁区、功能区等分立的物理区域的能耗。
例如自动读表系统（AMR）、建筑能耗管理系统（BEMS）。
管理工具如自动监测定向（aM&T），它包括自动读表和数据管理功能。

ీᇸࠃᆌ
向评估范围内的建筑区域（功能区、公寓或租赁单元）供应的所有能源类型，包括各相关区域运营
过程中所消耗的电力、燃气、供暖等能源或燃料。

ዷᄲޅข
通常来说，主要风扇通常包括组合式空调机组（AHUs）。如果有多个风扇属于一个组合式空调机组，
它们可以作为一个机组进行计量。单人间的单体排气扇以及厨房、卧室、卫生间区域等小型风扇等，如
果在年能耗总量中仅占一小部分，则不要求包含在内。

ఇࣅࡒୗဣཥ
模块锅炉系统由一系列相连的锅炉组成，可满足多种加热需求。一般包括多个同样的锅炉，有时堆
叠使用，但也可将冷凝和传统锅炉混合使用。使用多个锅炉可以扩增运营容量，当每个锅炉保证其最大
容量和最高效率时，能确保整体负荷效率比单个锅炉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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ݴၜۉ
例如脉冲输出等及其他开放协议通信输出，如 Modbus。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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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 02b 能耗监测（仅适用于住宅）

ᕨܳ

ᰭѻᴴ۳

㻳ᐧまㆨಸ㔹Ⴧ

ᰶ

Ⱋᴴ
认可并鼓励使用能耗显示装置进行能耗监测。

䃱ѝᴴ۳
满足以下要求方能证明合规：
̭ܳ
1. 通过合规能耗显示装置告知用户当前耗电量或者主要燃料能耗量。

͑ܳ
2. 通过合规能耗显示装置告知用户当前耗电量以及主要燃料消耗量。

ᷭᴒ⌲ࢂࣷ㶕ᵩ
无

व㻱䄡ᬻ

㉏ᑂ



䄡ᬻ

ᐧまใภ̻ᵥᓰ喍ϲ䭽䲋ѼႲহѼწᱧᲱᐧま喎

$/

ज㵹䃱ѝᴴ۳

选项 1 或选项 2：本评估项不适用。
参考《附录 D——建筑外壳与核心项目评估》，了解相关评估项的更多详情。

ѼႲᐧまÿÿ䘕ܳ㷲ԛࣷڕ㷲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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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ч ӈ ᯃȠ  ۤ ݣᝃ ధ
Ҁ⛰᫆㈨㐌

ຯᬍ∂⩕व㻱⮱㘪㕄᭫㷲㒛⯾≸䓀ڒ㏬⩢⎽⮱㘪㕄喑݆㺮ⅯႶ㷲☚䛼䃎䛼கВ≸䛼
☚䛼㘪㕄ȡ☚䛼䃎䛼கᓲ䶨Вࡰ⨓ᬣ喍L8I喎ͧ㘪㕄䃎ツࢂѺ喑䓀ڒ㜠व㻱⮱㘪㕄᭫

፥㻱

㷲㒛ȡ

䃮ᬻᱽ᫆
ᴴ۳

ڕ䘕

䃫䃎䭣⃢

ᐧ䭣⃢

ᐧま䄡ᬻΓᝃवह⮱Ⱕ」ڠ㞯ᝃȡ
䃫䃎ఫ㏥ȡ

#3&&". 䃱ѝϧӈ⣝౧㻳ᄌ្ॷВࣷᒞ䉱
᫆䃮ᢛ喑䃮ᬻ䃎䛼㶕ጟ㏼Ⴖ㷲́䓽䒙ₐ፥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ࢇࡀీࡼ၂๖ጎዃ
由固定在输入干线电源上的自助传感器组成的系统，用于测量能耗数据并将其传至可视显示器。可
视显示器至少要显示如下信息：
1. 当地时间
2. 当前（实时）能耗（千瓦与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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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前（实时）估算碳排放量（g/kg CO2）
4. 当前（实时）关税
5. 当前（实时）费用（每小时）
6. 数据 可视显示（即非数字），方便消费者轻松识别能耗是高还是低。
7. 历史能耗数据，以便用户比较当前和以往的能耗情况。还包括每日、每周或每月的累积能耗数据。
所有数据至少应该内部存储两年，或者连接到可自动上传至能耗显示装置的独立装置上。

ዷᄲଙ
用于为评估住宅提供供暖或制冷主要能源的燃料。

ጲዺ؊ߌدۉഗ
由该建筑干线电源供电、将能耗数据传输到可视显示器上的传感器或发射器。如果证实由评估者负
责维护系统功能的运转，则可用使用寿命至少七年的电池来代替自助充电传感器或发射器。

䃎ツ≮⼸
无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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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 03 外部照明（适用于所有建筑）

ᰭ倅ܳ

ᰭѻᴴ۳



ᬍ

Ⱋᴴ
认可并鼓励建筑户外区域采用节能照明装置规格。

䃱ѝᴴ۳
满足以下要求方能证明合规：
̭ܳ
1. 经设计，建筑运营无需外部照明（包括建筑上的照明、标志照片、入口照明）。
或者，如果有外部照明，可按下述方式获得一分：
2. 施工区内外部照明装置的平均初始照明效率不低于 60 流明 / 瓦。
3. 全部采取自动外部照明装置，关闭不必要的白天照明，且在行人间接性往来区域能自动检测，无
人时自动关闭照明。

ᷭᴒ⌲ࢂࣷ㶕ᵩ
无

व㻱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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ज㵹䃱ѝᴴ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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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ᬣ ⚔ ᬻȠ 㷲 亝 ᕔ ⚔
ᬻࣷ∈⚔ٶᬻ

ຯᰶ㻱Ⴧ喑ᒞ䮏Ƞ㝋झᝃ⣝౧᭫ぶ͡ᬣ⚔ᬻज̺䃎ڒ᱙䃱ѝ䶦ȡѳ᭜㷲亝ᕔ⚔ᬻȠႶ
⚔ڕᬻহ∈⚔ٶᬻᓲ䶨䃎ڒ᱙䃱ѝ䶦ȡ

$/

፥㻱

∂
外部照明装置的平均初始光效
总计施工区内全部灯具的单独光通量（以流明为单位），然后除此全部灯具的总电路瓦数。
对于除 LED 灯之外的灯泡，可以这样计算使用这些灯泡的灯具的光通量：将该灯具中所有灯泡所产
生的光通量总量乘以（灯具生产商说明的）该灯具的光输出比。
注意：灯具（LED 灯具）通常一定包含 LED 灯泡。照此，生产商应提供灯泡和其他所有灯具的说明书。

䃮ᬻᱽ᫆
ᴴ۳

ڕ䘕

䃫䃎䭣⃢

ᐧ䭣⃢

ᐧま䄡ᬻΓᝃवह⮱Ⱕ」ڠ㞯ᝃȡ
䃫䃎ఫ㏥ȡ

#3&&". 䃱ѝϧ⮱⣝౧㔰ᄌ្ॷ喑ᒞ৺ᒞ䴠䉱
᫆ᝃᐧఫ㏥ȡ⩌ϔੳӈ⮱ϔ৮䄓ᗲ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ጲۯ੦
自动外部照明控制系统通过定时开关或日光感应器（带日光感应器或定时开关超控的手动开关照明
亦可）避免白天照明，同时对有间歇人流的区域进行检测。
注：对于未装人流检测器的外部照明，定时开关须在规定的宵禁时间内自动关闭照明，除非有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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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规定夜间不关闭照明。

แ߾൶
在本评估项的定义中，施工区指 BREEAM 所评估的建筑工地及其外部工地区，即新工程所覆盖的区
域。

න࠼ߌᆌഗ
一种可检测日光并在傍晚打开、在黎明关闭照明装置的感应器。

࠼ၳǄୁ 0 ྑǅ
整套灯具（照明装置）所产生的光通量（以流明为单位）与灯具内灯泡及控制装置耗电量（以瓦为单位）
的比率。

ටᇵॠ֪ഗ
一种感应器，在扫描区域发现有人员通过时自动开启照明，一定时长后，如未检测到任何人员则关
闭照明。人员检测器必须与所使用的灯泡类型兼容，因为频繁开关灯可能会缩短某些灯具的使用寿命。

้ۨਸ࠲
带内置时钟的开关，可以设定照明器具的开关时间。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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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 04 低碳设计（适用于所有建筑）

ᰭ倅ܳ

ᰭѻᴴ۳



ᬍ

Ⱋᴴ
鼓励采用可降低建筑能耗，相关碳排放以及对现有建筑设备系统依赖性的设计方案。

䃱ѝᴴ۳
此评估项分为两部分：
1. 被动式设计（2 分）
2. 低零碳技术（1 分）
以下内容须合规：

㷘ߕᐼ䃫䃎
̭ܳÿÿ㷘ߕᐼ䃫䃎ܳᲽ
1. 已获得 Hea 04 热舒适度评估项的第 1 分，证明该建筑设计保证居用空间可享有适宜的热舒适度。
2. 项目团队在概念设计阶段对拟建建筑物场所进行分析，确定旨在减少建筑能耗被动设计方案的实
施可能性（参见合规说明 5）。
3. 该建筑采用被动式设计方案，根据被动式设计分析结果，至少使整体的建筑能耗需求、一次能耗
或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百分之五。

̭ܳÿÿ㜗♣ۤࢡ
4. 已获得被动式设计分析得分。
5. 根据标准 2 开展的被动式设计分析包括自然冷却分析，并确定实施自然冷却方案的可能性。
6. 建筑采用自然通风，或任意组合合规说明 CN3.1 中所列的冷却策略。

ѻ䰣ⷠឭᱜ
̭ܳÿÿѻ䰣ⷠज㵹ᕔⵁ⾣
7. 在概念设计阶段完成之前，已有一名能耗专家（参见相关定义）开展了可行性研究，以确定最适
合该建筑或开发项目且当地（现场或近场）认可的低零碳能源来源（参看合规说明 CN3.3）。
8. 参照可行性研究的建议，确定适合建筑或开发项目的当地低零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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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ᴒ⌲ࢂࣷ㶕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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ϲใᒏ喟ᴴ۳ )FB̺䔯⩕喠ѳͧ㣤ः &OF 㷘ߕᐼ䃫䃎䃱ѝ䶦⮱ᓄܳ喑ᓲ䶨䃮
ᬻこव )FB ᴴ۳   হ ȡ
ใᒏহڲᵥ喟ᰶᐧまㆨಸহߌ㘪Ⱕڠᴴ۳䔯⩕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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䔯 ⩕ 䃱 ѝ ᴴ ۳ ÿÿ ࢂ
ᝤࣷ็ᝤѼ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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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౧ౝѺ㒛
 ౧ౝ๖⅁
 ᓛ⅁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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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ᐧ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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㷘ߕ䃫䃎ܳᲽ
通过比较采用和未采用被动式设计情况下的建筑能源需求，一次能耗或二氧化碳排放，计算证明采
用被动式设计所节省的能源，同时须在被动设计分析中加以鉴定。
为了树立比较基准，应该建立一个“标准建筑”模型，具备相当于当地“建筑法规概念建筑”所明
确的的围护结构，可能的话不要采取被动设计（即建筑朝向很可能是固定的）。
除了任何说明被动设计措施和建筑围护结构性能的变化之外，此“标准建筑”的建模应该与实际建
筑保持一致。
应该通过比较模拟建筑和“标准建筑”的模型规格输出计算所有能源需求，一次能耗或二氧化碳排
放的节省量。.
应由建筑设备工程师或认证能源评审员（见 Ene 01 减少能源使用和碳排放 - 相关定义）负责相关计算。

ѻ䰣ⷠज㵹ᕔⵁ⾣
低零碳技术减少的能源需求量通过比较使用低零碳技术的二氧化碳管制排放量和未使用低零碳技术
的实际建筑管制排放量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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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比较不同技术的二氧化碳减少情况时，合适的话可能会分别估算建筑能源模型的能耗，如借用制
造商数据，简单的手工计算，或电子数据表。
对于特定技术，需求减少情况根据需要使用动态仿真模型随能源需求减少情况进行模拟。用于基础
方案的能源供应是管道天然气和电网。如果场地没有供应管道天然气，可以用石油代替。基础方案包括
采用任何被动设计或自然冷却措施以获得头两个分值。

䃮ᬻᱽ᫆

ᴴ۳

䃫䃎䭣⃢

ᐧ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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䭱ߍԎᖜ
ⰥڠჇͶ
ీᇸጆॆ
指专业知识丰富或者取得相关认可证书的个人，有资格负责评估、设计和安装建筑低零碳技术设备，
并且其不与某一单独的低零碳技术或制造商有关联。

ڼᅃิپܾڼࢅپଙ
第一代生物燃料是使用传统技术由糖，淀粉，植物油或动物油脂制成的燃料。第二代生物燃料是使
用高级工艺流程由木质纤维素生物质原料制成的燃料。常见的第一代生物燃料包括植物油，生物柴油和
生物乙醇。

ጲૐ
建筑内部空间不需要依赖耗能的机械制冷就能为内部占据区域可以自然制冷提供冷却的能力。自然
冷却是增强的一种优化被动设计方式，它需要利用工程设计和模型模拟来论证其有效性可用性的模型。
其他类似方式包括方法还有优化增强被动通风和优化增强采光设计。

ৎگڦںׇଭ༐
参考 Ene 01 减少能源使用和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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گںׇଭ༐
参考 Ene 01 减少能源使用和碳排放

࣮
投资财政收益赶上原本投资金额所需的时段

具备相关资格的能源建模工程师
参考 Ene 01 减少能源使用和碳排放

ڣЃԎᖜ
ԥۯยऺణՔ
不像 Ene 01 减少能源使用和碳排放（它强调稳健提升性能），Ene 04 低碳设计旨在鼓励项目团队考
虑详细的设计方式。关于被动设计分值，它主要体现在标准 2 中；被动设计分析意在鼓励项目团队前摄
性地积极考虑如何能使建筑能从中获益的方法以及并采用取被动设计方法措施（如 CN3 中列出的那些）。
然而，为了确保分析结果有用，已经明确整个建筑能源需求，一次能耗或二氧化碳排放至少要减少 5%。
评审员应该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该要求轻易就能满足，他们的评估应主要针对给被动设计分析提供
信息的设计过程。

گଭ༐ႜႠჺ৯
BREEAM 低零碳可行性研究意在鼓励在项目早期开展研究，而非项目即将开始之前，以便可以采用
最合适的解决方案。同时，若采用的技术不能满足最佳实践标准，不能达到可持续要求，或者不能用于
建模，则不可授予该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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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 05 节能冷藏（仅适用非住宅建筑）

ᕨܳ

ᰭѻᴴ۳



॓

Ⱋᴴ
认可并鼓励安装节能制冷系统，减少系统能耗产生的运营性温室气体排放量。

䃱ѝᴴ۳
需符合以下标准：
̭ܳÿ㞯㘪䃫䃎喑Ⴖ㷲হ䄰䄂
1．关于冷藏系统 , 其控制装置和组件需满足如下要求：
构思设计阶段前，具备适当资格的工程师已经制定和实施了设计和安装方案。方案涉及多个方面，
包含为实现最小化环境影响而制定的能源使用、碳排放和制冷环境影响的可行目标和方法。
设计团队已证明冷藏室和建筑被设计为，可通过高层隔离，减少空气渗透和辅助热负荷 ( 如风扇和
水泵，照明设备，人和机械 ) 等最简化方式最小化热负载。
至少指定或安装了 50% 的相关节能设计技术设备（参照 CN3.1）。通过安装控制系统控制来最优化
蒸发设备温度和并控制压差，从而最小化制冷剂温度。
已安装能源分项计量器来充分监测运行参数和设备性能，温度水平和能耗的数据。这不要求一定获
得“能源监测”分数。
设计通过规范中央自动控制，反篡改控制，自动照明控制，固定设定值的温度和温度死区，使设备
控制的手动超控和正常操作条件下的设备要求最小化。
设计说明书详细描述完成时需进行的合适的调试和试验程序。
装置符合设计说明书，实施必要调整已经过合格工程师和正式文件批准。
2．冷藏系统按以下要求进行了调试：
遵守 BREEAM 评估项 Man04 调试和移交中的“调试”标准 5-6。这不要求一定要先获得“调试”分
项的分数。
出示文件，证明在开展装置测试和调试活动中尽职尽责，例如压力测试，泄漏测试和规格确认。

̭ܳ  㞯㘪ᴴ۳
3．冷藏系统使用符合已出版的节能标准的正规可靠组件（参考 CN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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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䬡ᣒ⍖ბ⅁Ҁᢿᩫ
4．符合标准 1 和 2.
5．所安装的制冷系统在以“基准”建筑的基础上，使用现有技术所能提供的技术参数仍然能够降低
间接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采用在计算过程部分所定义的总等效温室效应计算方法。

ᷭᴒ⌲ࢂࣷ㶕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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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䊲ጯᆂᴉ࠲ۤݣႶ㷲ᰶࢂ⠙㧥ࣾ⍖Ꮣ⮱倅㧥ࣾ⍖Ꮣᱧᴉ喍๔㏬వ喎
 ӈ☚ఋᩣ䃫䃎喑ຯ⩌≨☚Ⅱۼ⍖ ۤ☚܊ⅡВӈ☚ȡ喍̭ᬓ㻱Ⴧ喑ᓲ䶨Ԋ䔆̺
чᄩ㜡ۤ܊У㷘ϧͧ㛕㗭喑ϻ㔹э䔿☚ఋᩣ喎
 Ҭ⩕⎬ۤͧ܊ധ⮱㈨㐌ȡ
 Ҭ⩕㞯㘪ᩦ➖ݣУ喑ѳ̺ᓄᢌრۤ㫼䃫ิ⮱ᰭҠ㘪᩵ȡ
 ̺᭜ᰶ䔆ψ㞯㘪䃫䃎➦ᒮ䘪̻㷘䃱Ф⮱ۤ㫼䃫ิⰥڠȡ
 ᒀ䰭㺮ᢿ䮑ψ䔶䶦ᬣ喑Ⱕڠ䉌䉐ጒ⼸ጵᓲ䶨ڤܧव䔯⮱Γ䲏⤳⩞ȡ

$/

ጟࣾጰ⮱㞯㘪ᴴ۳ȡ
࣯㻮ᴴ۳ ȡ

䄤࣯㔰➦Ⴧపუ࣯㔰㶕Გᴒឫ䔯व᱙ప⮱㞯㘪䃱ѝᴴ۳ȡ
ᝃ㔲喑䄤䃮ᬻवᵩᴴ۳こवᝃ㔲倅λ &$" 㘪⎽ឭᱜϔ৮݄㶕 &51- 䔝ᴴ۳ FUM
EFDDHPWVL ͚⮱ᴴ۳ȡ
㠒ߎλۤ㫼㈨㐌喑́⩕λ̸݄㏱У⮱ϔ৮ᓲ䶨␎䋠ጟ㻱Ⴧ⮱㞯㘪ᴴ۳ 
 ⩕⾧⅁ۤࢡ⮱ࢸ㑖ۤ܊ᱧ㏱
 㜗ߕ⾧⅁ۭࡃக
 ౝ̸ბۤࢡ㷲㒛
 ੳ͇ߎۤᴉ喍丌➖ۤ㫼喎
 ۤݣᆂᴉ⮱⿄ፅ喑⮫ण⿄喑⏾ߕ䬕喑হ㺳Ⰳȡ
 㧥ࣾۤ܊க
 ᑧݣ䕇䷻䶱ۤக
 ۤݣᆂᴉ
 ࢸۤݣ㑖ᱧ
 ۤݣ㈨㐌ᣔݣ㷲㒛

$/

⣝ႅᐧま⮱ពᐧ䘕ܳ

ຯ㷘䃱ѝ⮱ᐧま᭜⣝ႅᐧま⮱ពᐧ䘕ܳ喑Ꭳ́ពᐧ䘕ܳजڞϘ⣝ႅᐧま⮱ۤ㫼ბ喑䗐
͵㺮ᘠᓄܳ喑䄒ۤ㫼ბᓲ䶨こवᴴ۳ȡ

∂
使用 TEWI（变暖影响总当量）计算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 (CO2e .)
计算变暖影响总当量 (TEWI) 系数时，影响各区域被相应隔开时必须使用以下等式：

由于标准只计算制冷系统的间接排放，只需要计算系统能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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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ぶᐼᱜ䄚

⅁Նअᯃᕨᒞ৺䛼 LH$0F 

⇱ᢌ㕄ᒞ৺

ᖏฺᢌ㕄ᒞ৺

㘪㕄ᒞ৺

㐊☚ᅯ⅁Ҁ⤰ڕअᯃ⒉߬թ喍̻ $0Ⱕ⮱ڠ喎

⤰ڕअᯃ⒉߬թ喍̻ $0Ⱕ⮱ڠ喎

⇱䛼喍ࡰ  ٸᎡ喎

㈨㐌䓽㵹ᬣ䬡喍Ꭱ喎

ݯۤݣღ䛼喍ࡰٸ喎

   ݝ䬡⮱ᖏฺᝃఋᩣ㈨

㘪㕄喍ࡰ⨓ᬣ  Ꭱ喎

ι⅔ࡃⷠᢿᩫ喍ࡰ⨓ࡰ  ٸᬣ喎

㐊㑅㈨㐌⮱ݯۤݣღ䛼喍ࡰٸ喎

⩌প᱘ϻ㐊㑅ᅯఋᩣ⮱⅁Ҁ℁⢴喑   ݝ䬡 CFUXFFO
BOE

喓(81 ᠴ⌤ܳٲव⮱⍖ბ⅁Ҁ䒽ᄱ➦ᕔᠴ喑А㶕̺हᬣ䬡䔆ψ⅁Ҁ⪆ౕ๔⅁⮱㐩वᒞ৺ВࣷႰЙ॥ᩣ䕥ܧ㏏ใ㏬䒽ᄱ⮱
Ⱕᄦᒞ৺ȡ䔆͗ᠴᣒ䓾⣝Ϸ⮱๔⅁ᅯ͚ᠴჇ⍖ბ⅁Ҁ⮱㐩व⍖ᒞ৺ᬣ䬡ȡ
喓ᢏツ ¤ 㶕  ࡰ⨓ᬣϔ⩌⮱ι⅔ࡃⷠ䛼喑䮼Ɑౝ◦হᬣ䬡⮱ᩦअⰥᏁअࡃ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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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由合格工程师负责相关计算（例如建筑设备工程师），并证实减少间接温室气体排放相关设想
和方法的可用性。

䃮ᢛ

ᴴ۳

䃫䃎䭣⃢

ᐧ䭣⃢

þ

ᐧま䄡ᬻΓᝃवह⮱Ⱕڠ䘕ܳহ᪴ᝃ㔲ڣЃ䃮
ᬻ᪴У喑Ҹຯ䃫䃎ఏ䭌⮱ⵁ⾣្ॷȡ㠒䘕ܳ㞯㘪
䃫䃎㷘㻳̻ͧ䶦Ⱋᬍڠ喑䉌䉐⮱ጒ⼸ጵ䰭ڤܧΓ
䲏䄡ᬻȡ

ह䃫䃎䭣⃢

þ

#3&&". 䃱ѝ䶦Ȩ.BO 䶦ⰛШপΓহ䃫䃎ȩ
ͧⰥڠᴴ۳ắ䔝⮱䃮ᢛ

ह䃫䃎䭣⃢

ݣ䕍ੳᝃӈᏁੳ⮱ⵁ⾣្ॷ喑ᝃڠⰥڤܧ䃮ᬻฺ
࢝У喑䄡ᬻ➦Ⴧ䰣У␎䋠ጟᰶ㞯㘪ឭᱜᴴ۳喑ᝃ
݄➦ܧჇϔ৮⮱㘪⎽ឭᱜϔ৮݄㶕喍&51-喎喍ᝃ
हぶ➖喎⮱ฺ࢝Уȡ



࠲क़ᠴჇឭᱜㆨಸহ䬡ᣒ⍖ბ⅁Ҁۼᢿѝ䃎թ⮱
䃮ᬻ᪴У喑ຯ䄡ᬻγຯ҂⣝ۼᢿȡᏁ⩞Ⱕิڤ
ڠ䉱ᵩ⮱ጒ⼸ጵ䔈㵹Ⱕڠ䃎ツ喑ߍВᵥᎣ㐆ܧ
ۼᄾ䬡ᣒ⍖ბ⅁Ҁᢿᩫ⮱∂ȡ



ह䃫䃎䭣⃢

ह䃫䃎䭣⃢ߍ̷Ⴖ㷲⮱ឭᱜ⮱䃮ᬻ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FDB ీᇸरຍׂଚ )FUQM*
ETPL 作为“促进资本减免方案”的一部分，是政府气候变化管理规划的关键要素。通过出台税收
激励政策，吸引投资并发展合规的低碳节能设备。能源技术列表 (ETL) 详细说明每种技术类别的标准，
并在每种类别列出相关合规产品 :etl.decc.gov.uk/etl/site.html.

ሏႜࡗײዐڦक़থ࿒ഘ༹ಇݣ
这些间接温室气体是冷藏系统的冷却装置消耗能源所产生的排放量，包括电网电力生产或现场能源
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排放量，如热电联供气体。提及冷藏系统，还有“直接温室气体排放”此术语；表
示系统制冷剂泄漏直接产生的排放。冷藏系统直接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在 BREEAM“Pol 01 制冷剂影响”
评估项中已作考虑。因此，此评估项只考虑系统能耗产生的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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ਏԢ၎࠲ጨ߭ײ߾ڦ
基于此 BREEAM 评估项目的，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个人可被视为“具备相关资格”:
1. 拥有最终设计决定权。
2. 有建筑设备工程或相关主题的学位或同等资格。
3. 过去七年内至少有五年的相关设计经验（符合合格工程时要求的相关经验），证明自己十分了解
影响冷藏设计的相关因素，包括相关的 CPD。

ڣЃԎᖜ
䰣ਜ਼ۤ㫼䘕䬕⮱ⷠۼᢿ㵹ͧ㻱㠰
此行为规范由英国碳信托有限公司与制冷研究所 (IoR) 以及英国制冷协会 (BRA) 共同制定，用于补
充碳信托制冷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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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 06 高能效的运输系统（适用所有建筑）

ᰭ倅ܳ

ᰭѻᴴ۳



ᬍ

Ⱋᴴ
认可并鼓励采用节能运输系统规格。

䃱ѝᴴ۳
需符合以下标准：
̭ܳÿÿ㘪㕄
1．规定电梯、自动扶梯或自动过道（运输类型）规格时：
1. a 已对运输需求和使用模式进行分析，以确定电梯、自动扶梯或自动过道的最佳数目和尺寸。
1. b 已根据《ISO/DIS 25745 电梯、自动扶梯与自动过道的能效性能》第二部分《电梯的能耗计算与分级》
或者第三部分《自动扶梯与自动过道的能耗计算与分级》，对如下任一能耗进行估算。
1. b. i 至少两类系统（对于每种运输类型）；或者
1. b. ii 多种系统的排列（例如就电梯而言，有液压型、曳引型、无机房型（MRL））；或者
1. b. iii 一项“符合目的”的系统策略。
1. c 应当根据 CN6 的要求，考虑使用再生驱动器。
1. d 指定能耗最低的运输系统。

͑ܳÿÿ倅㘪᩵➦◦
2 ．已达到标准 1。

⩢ᷜ
3. 对于各电梯，应说明如下三项高能效特点：
3. a 电梯在非高峰期进入待机状态。例如，当电梯闲置达一定时长时，关闭电梯控制器的电源一侧
及其他操作设施（如轿厢照明、用户显示器、通风扇）。
3. b 轿厢照明和展示照明的平均灯具光效（该轿厢中所有灯具）大于每瓦 55 流明。
3. c 电梯所使用的驱动控制器能够对驱动马达进行变频变压调速（VVVF）。
4. 如果再生驱动器可以节能，可以使用这一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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㜗ߕឣᷜᝃ㜗ߕ䕇䖀
各自动扶梯或自动通道至少符合如下任一要求：
5．装有负荷感应装置，可通过变速传动使马达输出功率随时根据乘客需求而随之变化；或者
6．装有可自动运转（自动前行）的乘客感应装置，因而当无乘客时，电梯可进入待机模式。

ᷭᴒ⌲ࢂࣷ㶕ᵩ
无。

वᵩ䄡ᬻ

㉏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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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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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䃮ᬻᱽ᫆

ᴴ۳

䃫䃎䭣⃢

ᐧ䭣⃢



䓽䓀ܳᲽᝃ䃎ツ⮱្͇̀ॷᝃⵁ⾣

ह䃫䃎䭣⃢

þ

ᐧま䄡ᬻΓᝃवहⰥڠ䘕ܳᝃ᪴喑Вࣷ㺮͵ݣ

ݣ䕍ੳ⮱ϔ৮㏳㞯
#3&&". 䃱অ⮱⣝౧ᷭᴒ្ॷহᒞ৺ᒞ䴠䃮
ᢛᝃ【ጒఫȡ

䕍ੳ⮱ϔ৮㏳㞯
㺮͵
㈨㐌ݣ䕍ੳᝃӈᏁੳ⮱ₐᐼឬ䄧Γ
Вࣷ
㠒⩌ں侞ߕᱧ㏱̺㷘㻳҉㞯㘪ឭᱜ䃫ิᬣ喑⩢߈
ӈᏁੳ䶨ڤܧΓ䲏䃮ᬻ喑䃫䃎ఏ䭌Ꮑ䄡ᬻ⤳⩞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ጒༀ
当电梯运行后停在某楼层进入待机模式前的状态 (ISO 25745-1: 2012)。

ऐႁۉڦݝ༱ )NSM*
所有设备都包含在电梯间内，而不在一个单独的机械房内

ځऐጒༀ . ۉ༱!
电梯停在某楼层，可能将能耗降到为特定电梯设定的更低水平的状态 (from ISO 25745-1: 2012)。电梯
上次使用到进入待机状态的时段被 ISO 25745-1 定义为 5 分钟。
175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㘩㕃

#3&&". 䭱❴ᐦᐦぽ

ځऐጒༀ . ጲޔۯ༱ࢅጲڢࡗۯ
自动扶梯或自动过道是静止和开机的，且能被授权人员启动的状态。

ڣЃԎᖜ
ISO/DIS 25745 -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过道的能源性能
ISO/DIS 25745 名为“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过道的能源性能”，包括以下三部分：:
第一部分：能源测量和验证
第二部分：电梯的能源计算和分级
第三部分：自动扶梯和自动过道的能源计算和分级。
在第一部分，电梯运行产生的能耗大约占建筑总能耗的 5%，并且其中大部分源于很多情况下的待
机模式。为了满足日益加剧的需求，确保并支持能源的有效和高效利用，ISO 25745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应运而生，它们提供了：
1. 预估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过道每天和每年能耗的方法。
2. 关于新型，现有，或现代化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过道的能源分级方法。
3. 关于减少可用于支持建筑环境和能源分级系统的能耗的相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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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 07 节能实验室系统（仅适用非住宅类）

ᕨܳ

ᰭѻᴴ۳

ः۠λᐧまㆨಸ

ᬍ

Ⱋᴴ
认可并鼓励对实验室区域进行节能设计，并减少运营过程中耗能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䃱ѝᴴ۳
此评估项分为三部分：
－

设计先决条件

－

规格（1 分）

－

最佳节能实践措施（最多 4 分），取决于建筑类型

需符合以下要求：

۠ٵУ
1. 满足评估项 Hea03 实验室安全防护标准 1

̭ܳ  䃫䃎㻱ᵩ
2. 准备初始项目任务书期间通过协商寻求委托人参与，确定使用者要求和实验室性能标准。性能标
准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目的
占有或加工活动
密闭度要求和标准
换气要求
通风系统性能和效率
供热和制冷要求（包括热回收）
系统间的交互作用
实验设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3. 设计团队证明为达到设计性能标准，已最小化实验设备的能源要求，明确了系统设备（包括通风
和排风）的正确尺寸（见相关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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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风柜和其他密闭设备的规格符合 Hea03 实验室安全防护中的标准 2 和 3，符合密闭设备既定规格。
5. 新安装或已有的管道通风柜：
遵守表 28 项目 A
考虑到通风柜泄露中（向内）体积流速的降低，应在排风管道（在实验室边缘）内测量体积流量
气流减少不影响既定的性能标准，因此不会给未来建筑使用者增加健康安全风险。

ᰭѻఈܳ  ᰭҠ㞯㘪䌢ᣗ
当试验区域占总楼层面积 10% 以上（见相关定义），以下标准才适用。
6. 达到标准 1 至 5（没有详细说明的管道通风柜为标准 1 至 4）
7. 实验设备和系统为促进节能进行设计，规定和安装，符合表 28 中条款 B 到 L（如何给分见 7.a 和 7.b）
：
最多 2 分：实验区（见相关定义）占总楼层面积的 10%-25%（包括 10%，但不包括 25%）；或者
最多 4 分：实验区占总楼层面积的 25% 及以上。
8. 为获得节能措施分项，所用措施必须合理减少整个实验室的能耗，即减少 2% 或更多的能耗，且
须通过计算或模型加以证明。
9. 节能措施不影响性能标准，因此不会增加对未来建筑居住这的健康和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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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区域被定义为进行物理，生物，化学加工或试验的高技术服务区（可控制温度，通风，湿度或
密封度）。这类区域的能耗需求天生就高。为了确保能在符合健康安全标准的前提下开展实验，实验室
通常 :
1. 含有多种排气和密封装置（如通风柜和微生物安全柜）
2. 设备完善，空气流通，保证供热供冷，湿度和新鲜空气。
3. 经常需要确保电力的不间断供应或者应急用电供应，确保电力备用系统的 24 小时皆可用，保证实
验不被耽搁 .
因此，实验区域不包括任何实验支持区域例如 :
1. 记录或办公区
2. 会议室
3. 仓库
4. 辅助和其他较低检修要求的支持区域 .

教学和其他实验工作坊配备限定数量的通风柜或其他防护设施，或采用指定的耗能加工设备，除非
设计团队可以提供证据证明这些设施设备在相关实验活动中产生的能耗至少比标准办公室高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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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办公室的基准请见 CIBSE TM46 (57) 能源基准的表 28。通常，建筑内若有 40% 的面积区域从事
实验相关活动，按照 BREEAM 标准实际上只有 10% 的地方会被定义为实验区域。不同类型的实验室对
HVAC，小功率设备和通路的插头负荷有不同的要求，导致能源与水量需求差异巨大。主要的实验室类
型包括 .
1. 需要湿润环境的实验室 - 测试和分析化学品，药品或其他物质或生物物质时，需要供水，直接通
风和专门的管道设备。通常包括配有专门设计设施的化学科学实验室。.
2. 需要干燥环境的实验室 - 在干燥环境下储存材料，电子器件或带少管道设备的大仪器。通常包括
温度、湿度、灰尘可精确控制且供应清洁能源的工程或分析实验室。.
3. 微生物和临床实验室 - 主要开展传染源工作。这些实验室通常要求配备有高水平的基础防护和多
重二级防护设施，如确保空气直接流动的专业通风系统，从废气，控制访问区，实验室入口气塞净化或
消灭传染源的空气处理系统，或分开建筑或模块来隔离实验室。.
4. 活体实验室 - 精心管理环境，以便保证动植物的正常成长。此类实验室内建筑设备复杂，运营成
本昂贵还需环保使用设备，避免引入污染物或病原体，防止爆发传染病和散播恶臭气味。
5. 教学实验室 - 学术机构建筑独有，要有教学设备空间，学生物品储存空间，仪器配备量比研究实
验室少。
6. 无尘室 - 指（空气质量，温度和湿度）可控的环境，无污染，环境条件可管理，从而可确保研究
与生产的精确性。通常大学里纳米技术，医疗制药研究以及微电子学应用学科需要设有无尘室。

٫ࢇ
尺寸合适原则鼓励准确估计设备负荷，好确定服务设备的尺寸。传统方法确定设备尺寸时，只是基
于制造商文件给出的额定数据或者先前项目设计经验。经过对比，尺寸合适原则更加合适，其不仅考虑
了适当的紧急需求，还能节省建筑成本，带来生命周期成本效益。

ڣЃԎᖜ
#3&&". 䃱ѝ䶦ࡼह᩵Ꮑ  ۼᄾ㘪㕄হⷠᢿᩫ
参见 Ene 01 减少能耗和碳排放
设置此 BREEAM 评估项，旨在推进新实验区域或国家计算方法目前没有完全认可的建筑的改进，可
借此评估建筑和获得《Ene 01 减少能耗和碳排放》条目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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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 08 节能设备（适用所有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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ᬍ

Ⱋᴴ
鼓励采购节能设备，确保高性能、高节能运营。

䃱ѝᴴ۳
满足以下要求方能证明合规：
͑ܳ
1. 确定建筑的设施能耗，估算其在建筑的年度设施能耗总量中的情况，从而假定一个典型或标准的
建筑规格。
2. 确定在建筑及其运营的年度设施能耗总量中能耗大的系统或建筑流程。
3. 证明建筑的年度能耗总量有显著下降。参见表 29。
表 29 针对产生显著设施能耗的常见范例提出了实现合规的解决方案，包括多个不同的建筑类型或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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Ⱕ℁Ҭ⩕䃫ิ喑⩕ݖں䊲䓴ڣᄬপ⮱ᬔ䃫ิᰡ倅᩵㞯㘪ȡ

∂
ѝ䃎ᎡᏓ䃫㘪㕄
应该使用基于预期设施负荷和运行时间的来估计年度能耗的方法。可以通过简单的手工计算，基准
数据或通过《CIBSE TM54: 估计设计阶段建筑运营能源性能的评估》中描述的方法估计能耗。

ѝ䛼ࢍᢛᒵ๔℁Ҹ⮱ᎡᏓ䃫㘪㕄
此方法用于估计估量哪些能耗占据在设施能耗中哪些部分占据的重大比例，所以不要求详细的计算。
方法应着重于鉴定应包含在内的大的高能耗和可以排除在外的小的低能耗。以下仅供指导，通常在预估
总年度能耗中占据至少 90% 的能耗类型应包括在内。

䃮ᬻᱽ᫆

ᴴ۳

ڕ䘕

䃫䃎䭣⃢

ᐧ䭣⃢

䔯⩕ᬣ࠲᠙В̸喟ᐧま䄡ᬻΓᝃवह⮱Ⱕ」ڠ㞯
ᝃȡ
ݣ䕍ੳ⮱ϔ৮䄓ᗲȡڤܧ᪴У喑䃮ᬻこवᴴ۳͚
ắ䔝⮱Ⱕڠᵵᝃᴴ۳喑ຯこव⁔Ⰼᢛ͚ᓰ㵹
ͧ㻱㠰⮱䄓㏳䄡ᬻȡ
䃫䃎ఫ㏥ᝃ䃎ツ䉱᫆ȡ

䔯⩕ᬣ࠲᠙В̸喟
#3&&". 䃱অ⮱౧ౝᷭᴒ្ॷহ⚔❴䃮ᢛȡ
ݣ䕍ੳ⮱ϔ৮䄓ᗲȡ
䃮ᬻႶ㷲䃫ิこवᴴ۳͚ắ䔝⮱Ⱕڠᵵᝃᴴ۳
⮱᪴У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ຕዐ႐
为此 BREEAM 评估项目的，术语“数据中心”包括所有配有企业服务器，服务器通信设备，冷却设
备和电力设备的的建筑，设施和房间，它可能提供某些数据服务（如大规模的关键任务设施到位于办公
建筑的小的服务器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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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 ण൶ᇘ
包括每 5 平方米就有至少一台电脑的区域，例如培训室，设计工作室，图书馆的 IT 区以及其他计算
设备密集的区域。

ӸࠅยԢ
电脑显示器，台式计算机，扫描器，复印机，打印机，智能终端等。

ยԢీࡼ
建筑内系统或程序产生的除了服务性能耗的建筑能耗。它可能包括建筑和其运营必不可少的系统能
耗，如电梯，自动扶梯，制冷系统。管道通风柜；或者与运营相关的设备能耗，如服务器，打印机，电脑，
移动式通风柜，烹饪和其他器具。

ӣฆࢅၭࠀ୲ยԢ
家用器具，如洗衣机，冰箱，冷冻箱，带冷冻室的大冰箱，滚筒干衣机，洗衣和烘干机，风扇或加热器等。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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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 09 晾衣空间（仅适用住宅）

ᕨܳ

ᰭѻᴴ۳



ᬍ

Ⱋᴴ
提供一种可降低能耗的干衣方式。

䃱ѝᴴ۳
满足以下要求方能证明合规：

̭ܳ
1. 自足式住宅：有充分的内部或外部空间，带柱子、立足处或嵌固工具，可悬挂：
1. a 一到两个卧室：长度在 4 米以上的晾衣绳；
1. b 多于两个卧室：长度在 6 米以上的晾衣绳。
或者
2. 独立卧室：有足够的内部或外部空间，带柱子、立足处或嵌固工具，可悬挂：
2. a 对于包含最多 30 间或 30 间以下独立卧室的建筑，每间卧室两米以上的晾衣绳。
2. b 对于包含多于 30 间独立卧室的建筑，每间卧室另外再加一米。
以及
3.（内部或外部）空间安全。

ᷭᴒ⌲ࢂࣷ㶕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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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度能耗中占据至少 90% 的能耗类型应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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ᴴ۳

ڕ䘕

䃫䃎䭣⃢

䃫䃎ఫ㏥ᝃ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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䭱ߍԎᖜ
ⰥڠჇͶ
Ҿඇक़
对于自足式住宅，这可以定义为只允许该住宅居民进入的封闭空间。对于带有公共晾衣空间的建筑
而言，可定义为带有安全入口，只允许该建筑居民进入的封闭空间。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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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交通运输
ắ䔝
此章节鼓励为建筑用户提供可持续的交通工具。此部分的评估项强调公共交通及其他替代性交通解
决方案（骑行设施、建筑本地的便利设施等）的可及性，减少小汽车的使用频率，减缓交通拥挤、降低
建筑整个生命周期的 CO2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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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 01 公共交通可及性（适用于所有建筑）

ᰭ倅ܳ

ᰭѻᴴ۳

㻳ᐧまㆨಸ㔹Ⴧ

ᬍ

Ⱋᴴ
认可并鼓励开发周边公共交通网络良好的区域，减少与交通相关的污染和拥堵。

䃱ѝᴴ۳
此评估项可分为两部分：
－

可及性指数（最高 5 分——视建筑类型而定）

－

专用公交服务（1 分）

需符合以下标准：

ᰭ倅ρܳÿÿजࣷᕔᠴ
1. 计算被评估建筑的公共交通可及性指数（AI），按照该建筑的类型、可及性指数以及表 30 中的
BREEAM 得分项来评定 BREEAM4 得分。
2. 可将下列信息输入 BREEAM Tra 01 计算器，计算可及性指数：
2.a 建筑主入口与各个合规的公共交通节点之间的距离（m）；
2.b 各个合规的交通节点的公共交通类型，如公汽或铁路。
2.c 该建筑一天的运营时间内，各个合规的交通节点每小时公共交通工具平均停靠次数（参见合规说
明和表 31）。

̭ܳÿÿ̀⩕ڙϑߎ
3. 若建筑人群出入模式固定，即绝大部分住户会在固定的时间到达或离开，如果建筑商在每次轮班
或每天开始和结束时提供或承诺将提供专用的公汽服务，可获得一分。
只有当开发项目无法通过可及性指数标准获取得分（即其所在位置的公共交通可及性指数很低）时，
方可获得此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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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䃎ツ喍ϑ䕇喎ߎ⮱Ꭰ⁎
为完成此项计算，公共交通的服务频率计算为：每小时进行（交通）服务的平均次数。计算方式为：
在某交通节点，确定巴士到站高峰时间段、或发车高峰时间段、或该建筑在正常运营时间（参见“运营时间”
定义）内，巴士停站进行服务的次数（该时段每小时内）。例如，某被评估建筑的运营时间是 08:00 - 19:00（11
个小时），且在该时间段内临近的巴士站点的停站服务次数是 35 次，那么平均服务次数为 3.2（等同于
大约平均每 20 分钟一趟）

็䛺ᕔߎ
指的是：在建筑附近区域，不止 1 个交通服务站点。也就是，同一辆巴士服务于两个不同站点，只
能算作一次服务；同一站点的不同服务可单独分开（也即可记为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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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路线是双向的；但是为方便计算该指数，仅考虑车流频率最高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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䭱ߍԎᖜ
ⰥڠჇͶ
ཚٳႠኸՔ
指示标——显示目的点（就 BREEAM 而言，这里就是指建筑）周围公共交通网的通达性和密集度。
这一指数受以下因素的影响：公共交通网的差异性、距建筑的距离、建筑可用交通站点的服务强度及频率。
例如，某建筑附近只有一个公共交通站点，距离主入口 500m，每 15 分钟一趟，即每小时 4 次。通过计
算其 AI 指数为 1.90。或者，同一站点每 15 分钟服务一次，但是距离仅为 300m，这时其 AI 指数为 2.26。
若每 15 分钟 2 次服务，则 AI 指数为 2.85。符合标准的站点数越多、其服务次数越多、且距建筑的距离越短，
那么 AI 指数就越高。

䭱ߍԎᖜÿÿᐧまㆨಸܳㆨ

ߛڪঞᇣ
义务教育结束后的再教育，如专科学院和大学

ߛڪঞᇣĊĊၯྔঞᇣऐࠓ
位于某校园——少于 25% 的学生住在该校内或住在距其主入口 1000m 半径范围内——内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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ߛڪঞᇣĊĊၯాঞᇣऐࠓ
位于某校园——高于 25% 的学生住在该校内或住在距其主入口 1000m 半径范围内——内的建筑

ഄॺዾĊĊᇵ߾๑ᆩ
主要由员工或雇员使用、偶尔会有业务相关到访者使用的建筑。

ഄॺዾĊĊݡڟኁ๑ᆩ
由核心员工或雇员（包括大量经常来访的人员）使用的建筑

ഄॺዾĊĊྔ൶ᇘ
基于特定需求设置在郊外区域的建筑，即绝也不会设置在城区内的建筑。如国家公园访客中心（参
见“郊外及郊外地区”、“敏感建筑区”的定义）

ऺ໙߾ਏ
用来确定评估建筑的 AI 指数和 BREEAM 得分方法，该计算方法以表格形式呈现。

ࢇࡀႠཚበۅ
合规性交通站点包括：距被评估建筑主入口 650m 范围内、带有停车点的所有公交车服务设施，以
及距被评估建筑主入口 1000m 范围内的所有火车站。这里的距离指的是安全人行通道路线的距离（而不
是直线距离）。每个交通站点的公交车能够将乘客送至或送出城市中心、主要的交通站点或社区聚集地，
如私人诊所、图书馆、学校或乡镇中心。仅需对当地服务设施进行评估，所有国家公共交通设施不在此
评估范围内，除非其能够为当地提供运输服务。

ॺዾዷ੨
建筑主入口指的是通向评估建筑的入口，直接连通至该建筑的主要接待处、内部通道、电梯或楼梯，
且大多数建筑员工及到访者都会经过该入口。这里并不是指建筑所在区的入口（除非该入口也是建筑主
入口，例如边界即为公共高速公路的建筑）。

ሏᆐ้क़
BREEAM 试图界定一段时间内建筑到公共交通网络的通达性——在该时间段内，大量建筑用户将会
到达或离开该建筑区。大多数情况下，可直接套用建筑的正常运营时间（作为该时间段）。若某建筑内
人员的上下班时间固定，即建筑内大量（超过 80%）人员会集中在某段时间到达或离开该建筑大楼。例如，
大多数办公室职员在 8.00-10.00 到达某建筑大楼，那么这段时间即可视为该建筑的运营时间。这里所说
的建筑包括 24 小时运营的建筑和轮班制建筑。一般，在非人流高峰段内几乎没有公共交通运营（即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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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频率也非常少），那么本项评估可不用考虑这些时间段。如果评估建筑是 24 小时运营的，或其运
营时间未知，那么请参考并使用默认运营时间表加以评估。请参见本项的附加信息部分。

ྔ൶ᇘǄ൶ᇘǅ
在本文件中，郊外区域定义为：明显不在某小型、中型或大型城市覆盖区内部或者其边界范围的区域。
城市覆盖区，由城市地块不间断组成，人口数量不低于 3000，面积不低于 20 公顷。因此，郊区包括乡村、
绿色田野区或者小型城市中心——该城市中心人口数量低于 3000 人，占地面积不超过 20 公顷。这些区
域很可能位于通往较大城市区域或其他乡镇的当地公交线路上；同时，其可能配备商店等其他设施。

൶௺ߌॺዾ
该定义包括下面所列的所有建筑类型。由于需要满足郊区人员的巨大社会和经济需求，因此将这些
建筑设置在公共交通通达性较高的的地区，即城市区域，是不可行的。
1. 为当地社区提供服务的办公建筑
2. 为当地社区提供服务的工业建筑
3. 为当地社区提供服务的零售类型建筑
4. 为当地社区提供服务的幼儿园、小学及中学
5. 为当地社区提供住宿的住宅建筑

Քጚන
标准日指的是某一特定时间段——在该时间段内，到达或离开该建筑的人员数量最大。对于大多数
建筑而言，应选择星期三（作为该时间段）。在选择标准日时，评估员应核查当日时间表上的信息能够
合理代表该建筑整个运营周（星期天除外）的公共交通状况。

ڣЃԎᖜ
标准日下，建筑的默认运行（营业）时间
ᐧまㆨಸ

吅䃑䓽㵹ᬣ䬡

ੳ͇



Ꭹ٬చ喑႓ᵎ

 

๔႓Ƞ倅ぶ᪆㗟ᱧᲱ



䰣ਜ਼喟䉚➖͚ᓰ



䰣ਜ਼喟䊲ጯ



䰣ਜ਼喟ߎ䘕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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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 02 公共设施可达性（适用于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㻳ᐧまㆨಸ㔹Ⴧ

ᬍ

Ⱋᴴ
对周边当地公共设施便利的建筑予以肯定和奖励，减少建筑用户多次往返或长途出行所产生的环境、
社会和经济影响，包括交通途中产生的排放和交通拥堵。

䃱ѝᴴ۳
需满足下列标准：
最高两分
1. 除类型 6 之外，其他所有类型的建筑附近必须至少有两项可及核心设施（参见表 32 中的“C”）。
2. 表 32 所要求的剩余设施数量，必须通过使用任何其他适用设施（包括任何其他核心设施）来达到
数量要求。

ᷭᴒ⌲ࢂࣷ㶕ᵩ

㶔 喝̹सᐦぽㆧಷ 53" 䶥͙⮰छᓃܲ
ᐧまㆨಸ

ᴴ۳

ㆨಸ 

ㆨಸ 

ㆨ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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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䬟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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ㆨಸ 
जᓄ  ܳ

ज⩕⮱ᝤใ⾧ᬤࡧ喍ڞڙᝃ⻮ϧ
⮱喑๔ᄼव䔯喑́㘪์ӈᐧまҬ
⩕㔲Ҭ⩕喎

ज⩕⮱䗛ᩬڞڙ䃫

ࡧ䃫

䲋ั㢜ߎࡧ

ڙᰶ䃷ᝃ̭㝙⮱ࡨ⫄͚ᓰ

٬〒Ԋ֒䃫ᝃច٬

-

-

∕
$ ᐧまㆨಸ⮱ڠ䩛Ӭݖ䃫
 ̻ᐧまㆨಸⰥ⮱ڠ䃫
ᐧまㆨಸ喟
ㆨಸ 喟ߋڙბᐧまȠ䰣ਜ਼ㆨಸᐧまȠጒ͇ᐧま
ㆨಸ 喟Ꭹ٬చȠ႓ᵎ
ㆨಸ 喟倅ぶ᪆㗟ᱧᲱȠ๔႓
ㆨಸ 喟ࡨ⫄Ԋ֒喍䰭㺮䶱ݣ䃱ѝ喎
ㆨಸ 喟ѼႲᐧまࣷ䪬ᅲѼ⮱ჱწᱧᲱ喍जᓄ  ܳ喠ऱᓄ  ܳ喑́͑㔲ο̺ᒞ৺喎
ㆨಸ 喟䙿ᏄȠⴚᅲѼ⮱ჱწᱧᲱȠВࣷڣЃ䲋ᴴ۳ᐧま

व㻱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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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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ѼႲᐧまÿÿ䘕ܳ㷲ԛࣷڕ㷲ԛ

䔯 ⩕ 䃱 ѝ ᴴ ۳ ÿÿ ࢂ
̭ѼႲᐧまВࣷ็Ѽ
Ⴒᐧま

͑䶦喟̻䄒ᐧまㆨಸࣷߌ㘪Ⱕ⮱ڠᰶᴴ۳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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䯳Ҁ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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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ᐭࣾ䶦Ⱋ

53"Ąڞڙϑ䕇䕇䓫ᕔą͚ڠλܳᐭࣾ䶦Ⱋ⮱ᠴࢄΌ䔯⩕λ᱙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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䃫䃎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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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䃱ѝঅ⮱⣝౧ᷭᴒ្ॷࣷᒞ䃮ᢛ喑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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䃑喟
Ӭݖ䃫ㆨಸࣷڣѺ㒛Ƞ䃱ѝᐧまݝӬݖ䃫
ᒀౝ᭜॓ႅౕӬݖ䃫Ƞ㷘䃱ѝᐧま㜠䄒Ӭݖ䃫
⮱䌜㏬
⮱䌜㏬ࣷ䌊⻨

ᰶ

ຯⰛ⇎ݺᰶӬݖ䃫喑ѳ᭜ऻ㐚чߍВࣾ
ᆂ喑݆䰭㺮༁ចᝃᐭࣾੳ⮱䃑Ԏ喑В䃑喟
ᄳчӈ⮱Ӭݖ䃫ㆨಸࣷڣѺ㒛Ƞᐭࣾ䔆
ψӬݖ䃫⮱ᬣ䬡䔈⼸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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䭱ߍԎᖜ
ⰥڠჇͶ
ᆩڦՍ૧ยแ
指的是：在距建筑要求距离（单位为 m）范围内的便利设施（如上文中所列的设施类型），且能够
通过安全的行人路线，如人行道、过道、安全的十字路口或专门的十字路口人行道（如果有），到达这
些便利设施所在点。不应用直线测量该距离。

ᆩྔࢽڦઃ൶Ǆࠅࠌईຳටڦǈٷၭࢇǈీࠕࠃॺዾ๑ᆩኁ๑ᆩǅ
指的是：能够使建筑使用者从室内活动（可能指工作）中脱离出来，并可适当休息的空间（区域）。
例如，能够让建筑使用者坐下来吃饭的区域，对某办公建筑而言是有益的。这些空间的大小要适当，不
可占用公路路段，并保证其可容纳合适的用户数量。

ᆩڦᇏૂतႩှยแ
指的是：能够允许建筑使用者进行锻炼和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设施。包括：当地的休闲中心、网球场、
现场健身馆，或学校、当地运动场。

๋ڦړی
指的是：多数建筑用户负担得起且能够满足他们日常需求的食物店。例如，某小型办公建筑可设卖
三明治或小吃的小商店，某住宅建筑或寄宿机构在该区域开办餐馆。

ܹཡԍॳยแईܹྂ
本项便利设施的目的是：为该建筑可能使用者的子女提供服务。包括育婴室、儿童保健设施或开发
区当地的学校。在对同一所学校进行 BREEAM 评估时，其不能被视作便利设施。

ม൶ยแ
指的是：能够容纳大多数建筑使用者的内部空间，他们将使用该评估建筑或开发项目。这些设施将
促进被评估建筑及其使用者的社区活动。例如，对某住宅建筑或寄宿机构而言，该设施可能是社区会堂；
对某办公建筑而言，该设施可能是酒店。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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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 03a 替代性交通方式（仅适用于非住宅和住宿机构建筑）

ᕨܳ

ᰭѻᴴ۳



॓

Ⱋᴴ
提供相关设施，鼓励以低碳的交通方式出行，减少个人化出行。

䃱ѝᴴ۳
满足以下标准方可证明合规：
ᰭ倅͑ܳ
已实施以下选项之一：
䃱ѝ䶦



ᴴ۳

䔯⩕ᐧまㆨಸ

ౕ䶦ⰛШߎΓウิ䭣⃢喑䃫䃎ఏ䭌ጟ㏼ाౝᒀᅭ䄏ᒀౝ㜗㵹䒓
ϑ䕇㑾㐉⟣ۢВࣷ䶦Ⱋࣾᆂຯ҂㘪์ࡴϑ䕇⟣ۢȡ
㏼̻ౝᒀᅭ䓫̭㜡喑Ⴧ̭䶦ᵵᎣȡₑᵵᓲ䶨᭜ౝ
ᒀᅭౕᬍ䄒䶦Ⱋᩜᠮ⮱ᗲ̸ۢч䛴ः⮱䷊ใ㵹ߕ喑́ᓲ䶨Ხ๔Ⴙ

ܳ

ڕ䘕



ᒀౝ㜗㵹䒓㑾㐉Ҁ㈨ȡ



̻ᒀౝڙϑڙथࡼੳ喑ߌߍ䶦Ⱋౕౝ⮱᱙ౝڙϑߎȡ
̷䔝ߍ⮱ڞڙϑ䕇ߎጟ㏼ᄳ⣝ᰶ⮱जࣷᕔᠴ倅㜠ᄾ 喍࣯
㻮5SBڞڙߎजࣷᕔ喎ȡ

ڕ䘕





ӈ⩢ߕ䒓⩢ٲ〆喑㜠ᄾ㺳Ⰳ  ⮱ᐧまᕨ։䒓ღ䛼ȡ
䃫䃎ఏ䭌㘪์䃮ᬻ喑Ҭ⩕䔆ψ↪ߕ⩢⮱◦⩢ٲ䒓ϔ⩌⮱ $0 ᢿᩫ䛼

ڕ䘕



ڕ䘕



ᄳѻλҬ⩕↪⇦ᝃᴡ⇦⮱↪䒓ȡ



ጟᐧ⿸↪䒓ڞϘఏҀᝃ䃫喑Ӱ䔈Ꭳ呀ߞᐧま⩕ᝤ្ऺ࣯ߍ↪䒓ڞ
Ϙ䃎ܿȡ
ጟ҉ݣ㥒䨭ᱽ᫆喑ߍ⌞ϧЙᄦ䄒↪䒓ڞϘ㈨㐌⮱䃑䃳喑Ꭳౕव䔯ᗲ
̸ۢܳࣾ㐆⼌ᝤȡ
ͧ↪䒓ڞϘ㔲ӈхٵ։䒓Ѻ喑㜠ᄾ㺳Ⰳ䄒ᐧまᕨ։䒓ღ䛼⮱ ȡ
хٵ։䒓ѺѺλ౧⻨ڲᐧまͨڒऐᰭ䓾⮱ज⩕։䒓ࡧഌ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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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䃫㒛γव㻱⮱㜗㵹䒓։䒓⾧䬡喑␎䋠㶕  㻱Ⴧ⮱ᰭѻᴴ۳喍࣯㻮
⌲ࢂ̻㶕ᵩ喎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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ᴴ۳  ጟ␎䋠ȡ
ᓲ䶨ͧᐧま⩕ᝤ㜠ᄾӈ̸݄͑व㻱䃫͚喟
Bव㻱⮱↽⊡䃫ȡ

ߋڙȠጒ͇ȠᎩ٬చȠ႓䮏Ƞ
倅ぶ᪆㗟Ƞ๔႓Ƞㆨಸ  হ
ㆨಸ  ⮱ڣЃᐧまȠ䰣ਜ਼Ƞ



Cव㻱⮱ᰡ㶐䃫হႅᩫ㶐⮱➖וᴉȡ
Dव㻱⮱᮫㶐⾧䬡喑⩕λ᮫⎬⮱㶐ȡ

䙿ᏄȠㆨಸ  ڣЃᐧま

㠰ⅡᎠᴴ۳
本 BREEAM 评估项如欲获得一分创新分，须达到以下示范水平标准：
6. 已实施上述选项中的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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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大范围地提供设施，可以通过增加标准度量单位值来减少建筑使用者的设施供给需求，从而
增强设施的可用性。
1. 如果建筑使用者的人数大于 200、小于 300，则度量单位增加至标准值的 1.5 倍。
2. 如果大于 300、小于 400，则为 2 倍
3. 如果大于 400，则为 2.5 倍

计算时，200 以内的数量其度量单位值不变（即标准值），仅仅对超出 200 的部分考虑相应的倍数。
例如，某办公建筑的使用者数量为 800，则其需要的自行车车位数量如下所示：
1-200 使用者 / 每 10 个人使用一个车位 =20 个车位，加上
201-300 使用者 / 每 15 个人（即标准值的 1.5 倍）使用一个车位 =7 个车位，加上
301-400 使用者 / 每 20 个人（即标准值的 2 倍）使用一个车位 =5 个车位，加上
400 以上使用者 / 每 25 个人（即标准值的 2.5 倍）使用一个车位 =16 个车位，
总数量等于 48，即为所需的自行车车位数
这一度量方法不适用的建筑类型包括：小型和大型零售类建筑、小学、寄宿机构。

㜗㵹䒓䒓Ѻᰭᄼӈ
如果经计算得出的自行车车位不少于 4，那么应根据下列较低值得出总提供数
1. 应提供至少 4 个符合标准的自行车车位，或
2. 每个使用者（员工及适当情况下的其他用户群）1 个车位 .

็ᐧまࡧ⣝౧ӈ⮱㜗㵹䒓䒓Ѻࣷ䃫
如果在现有的开发区内增加一栋（或者在建筑内增加新的建筑）或多栋新建筑，那么可根据单个建
筑或整个项目区来评估其是否符合本项的标准。至于究竟是选择单个建筑还是整个项目，则取决于所提
议的自行车车位和设施的整体结构和配置，以及评估员对车位和设施的说明及验证（前文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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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为被评估建筑提供自行车车位及相关设施，则需满足以下要求：

㜗㵹䒓䒓Ѻ
自行车车位的数量是否符合标准取决于被评估建筑的使用者数量。所有车位必须符合 BREEAM 标准，
且必须位于被评估建筑内或其附近区域。很明显，所提供的车位其可及性安排、划分和定位仅与被评估
建筑有关。
在决定该建筑所需车位的数量时，可采用该“符合标准的比例度量方法”。

㜗㵹䒓䃫
这里的“自行车设施”可能包括符合 BREEAM 标准的所有新增、现有的设施。
设施应位于被评估建筑内或邻近建筑内，且仅供被评估建筑使用者使用。

ധλ᪡͗ᐭࣾࡧ䔈㵹䃱ѝ⮱∂
如果提供了自行车车位及相关设施，且开发区内所有使用者均能使用这些设施；或者，如果开发区
当地建筑的特殊用户群可以共享这些设施，那么则需满足以下要求：

㜗㵹䒓䒓Ѻ
自行车车位的数量是否符合标准取决于整个开发区的使用者数量或者当地建筑特殊用户群的人数。
所有新的车位必须满足 BREEAM 标准。如果现有车位方便自行车的停放和取用，且能够将其安全地
锁在停放区，那么应该将这些车位也考虑在内（即必须符合 BREEAM 标准）

㜗㵹䒓䃫
自行车设施的数量是否符合标准取决于整个开发区内能够使用这些设施的使用者的人数。

㐩वҬ⩕В̷͑∂
如果自行车车位是作为“基于整个开发区的评估方法”进行交付的，且自行车设施仅满足被评估建
筑的要求，则可以综合使用两种方法。但是，如果自行车设施是作为“基于整个开发区的评估方法”进
行交付的，而自行车车位仅满足被评估建筑的要求，则不能同时使用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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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BREEAM Tra 01 “公共交通通达性”

ࢇޙՔጚڦጲႜככ࿋
指的是能够满足以下要求的自行车相关设施：
1. 如果经计算得出的自行车车位不少于 4，那么应根据下列较低值得出总提供数：
A. 应提供至少 4 个符合标准的自行车车位（除非另有说明），或
B. 每个使用者（员工及适当情况下的其他用户群）1 个车位
2. 自行车能够安全地存放在停车区，且该区带有能够固定一个或多个自行车的装置。这些装置应能
够将车轮和车架安全地锁住。停车区上方应有遮蔽物，且车位应设置于或固定在永久性结构（如建筑或
硬质停车坪）中。或者车位应位于某上锁结构中——该结构固定于某永久结构中或为其一部分），且设
有监控。
3. 每个车位之间或车位与墙等其他障碍物（如墙壁）之间的间隔应留出适当通道，从而方便自行车
的停放和取用。
4. 停放设施或其入口应设于显著的位置——从使用建筑建筑主入口着眼能够看到该位置。
5. 自行车设施的停放处应有足够的照明。可使用 BREEAM Hea 01“视觉舒适性”确定的照明标准来
对其进行证明。该照明系统必须可控，避免在非运营时间及日照时间（如果设施所在区或其附近日照充足）
内启用。

ࢇޙՔጚڦଦᇥย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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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满足以下要求：
1. 每 10 个车位提供 1 个浴室，本文倾向于（或推荐）至少提供 1 个浴室。
2. 如果为建筑提供了 8 个或以上的浴室，那么无论该类建筑自行车车位的数量如何，其均符合标准。
3. 应同时满足男性和女性用户的需求。即在男性使用的公共设施和女性使用的公共设施内，分别提
供浴室（各提供一半）；或者，同时提供单人淋浴室及更衣空间。
4. 不限制浴室仅供自行车骑行人员使用，其他用户也可以使用这些浴室。

ࢇޙՔጚ߸ڦᅊยแ
需满足以下要求：
1. 对于一定数量的用户而言，其大小要合适。评估员应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确定对于一定数量车位
或浴室而言，更衣区的大小是否合适。
2. 更衣区必须要有足够的空间和设施，如长凳或挂钩，从而使用户在更衣或洗澡时能够存放或挂放
衣物。
3. 卫生间或浴室不能被算作是更衣设施。

ࢇޙՔጚئڦࡋ
需满足以下要求：
1. 其数量应不少于所需车位的数量
2. 其应该设在符合标准的更衣室（如果有）内或者在这些房间附近
3. 储物柜的大小要合适，以存放自行车骑行人员的装备。

ࢇޙՔጚڦଊᅊ൶
定义为：为晾干湿衣物而特别设计、带有足够晾晒和通风区域的空间。例如，设备房不属于该类空间。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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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 03b 替代性的交通方式（仅适用于住宅）

ᕨܳ

ᰭѻᴴ۳



॓

Ⱋᴴ
提供相关设施，鼓励以低碳的交通方式出行，最小化个人化出行减至最少。

䃱ѝᴴ۳
需满足如下标准方可证明合规：

ᰭ倅͑ܳ
已实施下列选项之一：
䃱ѝ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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㠰ⅡᎠᴴ۳
本 BREEAM 评估项如欲获得一分创新分，须达到以下示范水平标准：
6. 已实施上述选项中的两者。

ᷭᴒ⌲ࢂࣷ㶕ᵩ

㶔 喝͖ѻႱᝬ䰬⮰㜖㵸䒒䒒ѹࣶڢᄥᏀ⮰छ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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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大范围地提供设施，可以通过增加标准度量单位值来减少建筑使用者的设施供给需求，从而
增强设施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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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建筑的使用人数大于 200、小于 300，则度量单位增加 1.5 倍。
2. 如果大于 300、小于 400，2 倍
3. 如果大于 400，则 2.5 倍

计算时，200 以内的数量其度量单位值不变（即标准值），仅仅对超出 200 的部分考虑相应的倍数。
例如，某办公建筑的使用者数量为 800，则其需要的自行车车位数量如下所示：
1-200 使用者 / 每 10 个人使用一个车位 =20 个车位，加上
201-300 使用者 / 每 15 个人（即标准值的 1.5 倍）使用一个车位 =7 个车位，加上
301-400 使用者 / 每 20 个人（即标准值的 2 倍）使用一个车位 =5 个车位，加上
400 以上使用者 / 每 25 个人（即标准值的 2.5 倍）使用一个车位 =16 个车位，
总数量等于 48，即为所需的自行车车位数
这一度量方法不适用的建筑类型包括：小型和大型零售类建筑、小学、寄宿机构。

㜗㵹䒓䒓Ѻᰭᄼӈ
如果经计算得出的自行车车位不少于 4，那么应根据下列较低值得出总提供数
1. 应提供至少 4 个符合标准的自行车车位，或
2. 每个使用者（员工及适当情况下的其他用户群）1 个车位 .

็ᐧまࡧ⣝౧ӈ⮱㜗㵹䒓䒓Ѻࣷ䃫
如果在现有的开发区内增加一栋（或者在建筑内增加新的建筑）或多栋新建筑，那么可根据单个建
筑或整个项目区来评估其是否符合本项的标准。至于究竟是选择基于单个建筑还是整个项目进行评估，
则取决于所提议的自行车车位和设施的整体结构和配置，以及评估员对车位和设施的说明及验证（前文
有提到）。

ᵦᢛࢂ͗ᐧまᲒ䔈㵹䃱ѝ
如果仅为被评估建筑提供自行车车位及相关设施，则需满足以下要求：

㜗㵹䒓䒓Ѻ
自行车车位的数量是否符合标准取决于被评估建筑的使用者数量。所有车位必须符合 BREEAM 标准，
且必须位于被评估建筑内或其附近区域。很明显，所提供的车位其可及性安排、划分和定位仅与被评估
建筑有关。
在决定该建筑所需车位的数量时，可采用该“符合标准的比例度量方法”。

㜗㵹䒓䃫
这里的“自行车设施”可能包括符合 BREEAM 标准的所有新的、现有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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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应设于评估建筑内或邻近建筑内，且仅供被评估建筑使用者使用。

ധλ᪡͗ᐭࣾࡧ䔈㵹䃱ѝ⮱∂
如果提供了自行车车位及相关设施，且整个开发区的所有使用者均能使用这些设施；或者，如果开
发区当地建筑的特殊用户群可以共享这些设施，那么则需满足以下要求：

㜗㵹䒓䒓Ѻ
自行车车位的数量是否符合标准取决于整个开发区的使用者数量或者当地建筑特殊用户群的人数。
所有新增车位必须满足 BREEAM 标准。如果现有车位方便自行车的停放和取用，且保证车辆的安全
停放，那么应该将这些车位也考虑在内（即必须符合 BREEAM 标准）

㜗㵹䒓䃫
自行车设施的数量是否符合标准取决于整个开发区内能够使用这些设施的用户人数。

㐩वҬ⩕В̷͑∂
如果自行车车位是作为“基于整个开发区的评估方法”进行交付的，且自行车设施仅满足被评估建
筑的要求，则可以综合使用两种方法。但是，如果自行车设施是作为“基于整个开发区的评估方法”进
行交付的，而自行车车位仅满足被评估建筑的要求，则不能同时使用两种方法。

䃮ᬻ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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䭱ߍԎᖜ
ⰥڠჇͶ
ࢇࡀڦጲႜככ࿋
指的是能够满足以下要求的自行车相关设施：
1. 如果经计算得出的自行车车位不少于 4，那么应根据下列较低值得出总提供数：
A. 应提供至少 4 个符合标准的自行车车位（除非另有说明），或
B. 每个使用者（员工及适当情况下的其他用户群）1 个车位
2. 自行车能够安全地存放在停车区，且该区带有能够固定一个或多个自行车的装置。这些装置应能
够将车轮和车架安全地锁住。停车区上方应有遮蔽物，且车位应设置于或固定在永久性结构（如建筑或
硬质停车坪）中。或者车位应位于某上锁结构中——该结构固定于某永久结构中或为其一部分），且设
有监控。
3. 每个车位之间或车位与墙等其他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应留出适当通道，方便自行车的停放和取用。
4. 停放设施或其入口应位于显著的位置——从使用建筑或建筑主入口着眼能够看到该位置。
5. 自行车停放设施应有足够的照明。可使用《BREEAM Hea 01“视觉舒适性”》确定的照明标准来
对其进行证明。该照明系统必须可控，从而避免在非运营时间及日照时间（如果设施所在区或其附近日
照充足）内启用。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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ᬍ

Ⱋᴴ
鼓励使用替代性的交通方式代替私家车往返该建筑，降低该建筑运营相关的交通废气排放和交通
拥堵。

䃱ѝᴴ۳
需满足下列标准方可证明合规：
ᰭ倅͑ܳÿÿ։䒓ღ䛼
将该建筑的停车容量与表 36 所述的最大停车容量基准以及相应的可获分数相对比。
对于大多数建筑类型，除另有规定的之外，上述基准因建筑的公共交通可及性指数（AI，根据
BREEAM 评估项“Tra 01 公共交通可及性”确定）而异。因此，这些建筑类型的可及性指数必须在评估
此项之前确定。此评估项旨在确保将该建筑的停车容量与其对公共交通网络的可及性联系起来。

ᷭᴒ⌲ࢂࣷ㶕ᵩ

㶔 喝5SBĄֈ䒒ࡦᰬ๓ქ䛻ą͙ڟκ̹सᐦぽㆧಷ⮰छᓃܲ
ᓄܳ
ᐧま䕇䓫ᕔᠴ



ᴴ۳
ō


ᓄܳ
ō

ᐧまㆨಸ

ᰭ๔։䒓ღ䛼
͗։䒓Ѻजღ㏠ Y ͗ᐧまҬ⩕㔲喑
 ͚ڣY ᠴ̸䲏⮱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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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䶦喟᱙䶦̺䔯⩕
䄤࣯㔰Ȩ䭱У &ÿÿȨ#3&&". ᐧまᄦࢂ̭ѼႲᐧまВࣷ็ѼႲᐧまÿÿ䘕ܳ㷲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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ຯ̸݄ͧᐧまҬ⩕㔲⪆⮱ܧ։䒓ࡧ̀ӈ䔆ψҬ⩕㔲Ҭ⩕喑Όࢠ։䒓ࡧ⮱๔ᄼ̻ڣᑂᄩ
ᴴᝃᴴᔄ̭㜡喑䗐͵䔆ψࡧഌजౕ̺᱙ᴴ۳̸䔈㵹䃱ѝȡ
 ₸⫫ϧ
 ❣̻ྡ٬
 ᦖច䒓侾㵹ϧঅ
 ᠩ䒓㔲
ౕ̺࠲᠙ᠩ䒓㔲։䒓ࡧ⮱ᗲ̸ۢ喑᱗Გ⮱ᐧまҬ⩕㔲䰭㺮䃑ڣ᠒ᰶजᑧݣ㵹⮱ᠩ䒓
ᩬゃȡ
䄡ᬻ喟ĄDBSTIBSFą䔆䛹ᠴ͑ϧᝃВ̷ڞहҬ⩕⮱↪䒓ȡౕₑ㔨䃾ͧĄᠩ䒓ą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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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ڣЃᐧま⮱⩕ڞ։
䒓ࡧ

ຯ㷘䃱ѝᐧま᭜䒰๔䶦ⰛࡧÿÿຯᵎࡧȠੳ͇చࡧȠࡨ䮏ÿÿ⮱̭䘕ܳ喑́։䒓ࡧ
Ꭳ̺᭜̀䬕ӈࢂ͗ᐧまҬ⩕ȡ䗐͵䃱ѝঅౕ䃱ѝᬣᰶ͑͗䔶᠖ 
ധλ᪡͗䶦Ⱋࡧ⮱։䒓ࡧღ䛼喑Ꭳ㔰㭾ᰶ⣝ᰶহ⮱ᐧまҬ⩕㔲Ƞ։䒓Ѻ䛼喑
Გ䃱ѝڣ᭜॓こवᴴ۳ȡ
Ҭ⩕։䒓ღ䛼ⰥᄦλᐧまҬ⩕㔲䛼⮱℁ҸᲒ䔈㵹व㻱䃱ѝ喑Ҹຯຯ㷘䃱ѝᐧま
⮱Ҭ⩕㔲ࢍ᪡͗䶦ⰛࡧҬ⩕㔲䛼⮱ 喑䗐͵ധλₑ䶦䃱ѝ喑ᄳᕨ։䒓Ѻ⮱  ܿ
ܳ㐆䄒䃱ѝᐧまȡ

∂
ᰐ

䃮ᬻᱽ᫆

ᴴ۳

ᰶ

䃫䃎䭣⃢

ᐧ䭣⃢

䶦Ⱋ㻱ܿᝃ䃫䃎㻱㠰ޜ᱙
䃫䃎ఏ䭌ᝃ༁ចڠλ䃑ᐧまҬ⩕㔲䛼
⮱Ⱕڠ᪴Уᝃ䕇Ԏܪȡᐧま "* ᠴ䃑Γ喍ᵦ
ᢛ 5SBĄजᠮ㐚ᕔϑ䕇ᵵą喎

ह䃫䃎䭣⃢
䃱ѝঅ⮱⣝౧ᷭᴒ្ॷࣷᒞ䃮ᢛ

䭱ߍԎᖜ
ⰥڠჇͶ
ཚٳႠኸຕ
参考 Tra 01 “可持续性交通方案”

ॺዾ๑ᆩኁ
本 BREEAM 评估项中所使用的“建筑使用者”一词，其指的是下列人员（在与该建筑类型相关的情
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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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员工（该建筑内的工作人员）
2. 学生（在学术期间或学期内，进入该建筑工作或学习的人员）
3. 居民（永久居住于该建筑或短期居住的人员）
如果已知项目具体的使用率或者能够对其进行合理地估算，那么应使用该数据。如果没有，例如某
建筑是投机性项目，那么使用“其他信息”板块中表 37 所给的使用率默认值来确定使用者数量。如果
建筑使用者的数量是变化的，那么应该依据在标准日内任意时间段内可能使用该建筑的最大使用者数量
来提供停车位。

ࢺᇾ
在此，“护理院”定义为：提供居所和用餐的建筑，需要为用户提供一定程度的个人护理，如吃饭、
清洁，以及一定程度的医疗护理。

Խࢺࠅᇦ
定义为：自足（设备齐全的）公寓，通常带有紧急事件报警系统、公共设施以及一位居民看护人。

ഄॺዾૌ႙
参见 Tra 01 “公共交通通达性”关于其他建筑——员工使用、到访者使用和郊区建筑的定义

ڣЃԎ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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ᝬ

Ⅱ⫄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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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 37 中居住率默认值的说明
1. 每个功能区的楼面净面积必须乘以其对应的居住密度，从而确定该功能区的整个居住率
2. 本表并未列出所有的建筑区域，仅列出本楼型需要反映其估算居住率的区域。比如，某办公楼可
能有个餐厅，但使用该餐厅的主要是员工。使用办公区域默认占用率估算员工的人数。因此，如果把餐
厅包括在内将产生双倍的占用面积。
3. 对于不在上表中的建筑类型，其居住率可参考相似的建筑类型或功能区。
4. 以上居住率数据来源于“英国建筑能源简化模型”（SBEM）中的活动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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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 05 出行计划（仅适用于非住宅区，住宅机构多户住房区）

ᓄܳ

ᰭѻᴴ۳



ᬍ

Ⱋᴴ
为建筑使用者提供一系列出行方式，从而减少对环境影响最大的出行方式。

䃱ѝᴴ۳
需满足以下要求
ܳ
1．出行计划已经被制定为可行性设计阶段的一部分。
2. 对特定地点的出行进行评估或声明，以确保出行计划在结构上能够满足特殊地点的需求，并涵盖
以下内容（作为最低要求）
2a. 参考现有的相关出行类型，以及建筑或项目地用户对于骑自行车和步行的看法，以此确定出行
方式的约束条件和可能性。
2b. 出行类型和未来建筑用户的交通影响
2c. 目前行人和骑车者所处的当地环境
2d. 残疾人通道（考虑不同程度的残疾和视障人员）
2e. 为项目地提供服务的公共交通链接
2f. 为骑车者提供的现有设施
3. 出行计划包括一系列的措施，鼓励在建筑物运营和使用的过程中，采用可持续性的交通方式和可
持续性的人员货物流动方式
4. 若业主已知，他们必须要参与出行计划的开发；同时，他们必须要确定项目建成后出行计划可以
实施，并得到运营管理组的支持。

ᷭᴒ⌲ࢂࣷ㶕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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䭱ߍԎᖜ
ⰥڠჇͶ
ॺዾ๑ᆩኁ
这里使用的“建筑使用者”一词，指以下人员（视建筑类型而定）：
1. 员工（通勤上班者或商务出行者）
2. 小学生和学生
3. 到访者
4. 客户
5. 社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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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区内收货或发货人员
7. 承包商和服务供应商——经常工作、出入于该建筑或项目区的人员
8. 住宅建筑及寄宿机构的居民

ႜऺࣄ
出行计划是用于管理某组织内所有出行和交通的一种策略。该策略旨在改善到达建筑场地或项目区
域的可持续交通方式，增加交通方式的可选项，减少私家汽车出行。出行计划包括对使用者身体和行为
的考量，从而增加出行方式选项，减少单人驱车出行。

ڣЃԎᖜ
关于如何制作出行计划可参考以下：
1.The Essential Guide to Travel Planning
2.TfL Travel Planning Guidance
虽然这些文件是为英国房地产而写的，但原则上适用于全球各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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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 06 家庭办公室（仅适用于住宅区）

ᓄܳ

ᰭѻᴴ۳



ᬍ

Ⱋᴴ
提供用户在家办工所需的空间和设备，从而减少通勤需求。

䃱ѝᴴ۳
需满足以下要求

ܳ
1. 每户家庭办公室均配备了足够的空间和设备，如下所述：
1a. 对于带有一室或两室或工作室的户型，会在客厅、其中一个卧室、或室内任意合适的区域（如大
型客厅、用餐区）提供相应的空间。
1b 对于带有三室及以上的户型，会在除了厨房、客厅、主卧室或浴室外的房间内提供足够的空间
1c. 在所有情形下，房间空间够大，不得妨碍房间的预期使用。例如，在主卧室里设置家庭办公室，
且卧室又可容纳双人床，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家具，两者并不冲突。
2. 足够的空间必须包括至少以下内容：
2a. 两个双电源插座
2b. 两个电话线接口（或者双接口电话线插座）或者 1 个电话线接口（房间已链接电缆）或者本地宽
带业务已开通。
2c. 日照充足。对于选做设置家庭办公室的房间，其平均日照须充足，满足标准。
2d. 通风良好。采用可开式窗户，或者其他通风设备，如排气竖管、机械通风装置。

ᷭᴒ⌲ࢂࣷ㶕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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ຯ䃫䃎ఫ㏥㘪์䃮ᬻजВВڣЃᒏᐼᲒႶ㷲Γᵹ喑ຯ෮哈ᝃㆨѩ㐀Ჱ喑䗐͵ౕψ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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䕇䷻㞜ສ

⩕҉Γᝬ⮱ᝬ䬡ᓲ䶨␎䋠 )FBĄბ⅁⾧ڲ䉕䛼ąᴴ۳  ⮱㺮Ⅿ

∂
无。

䃮ᬻᱽ᫆

ᴴ۳

ᰶ

䃫䃎䭣⃢

ᐧ䭣⃢

℁Ҹఫ㏥ᝃ䃫䃎㻱㠰ޜ᱙

【ጒఫᝃ䃱ѝঅ⮱⣝౧ᷭᴒ្ॷ喑䃑䃫䃎䭣⃢
ᠴБ⮱ጒ㏳㞯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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䭱ߍԎᖜ
ⰥڠჇͶ
无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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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水
ắ䔝
本范畴鼓励在建筑及其工地的运营期间进行水的可持续利用。本章的评估项重点在于确定方法，以
在建筑的生命周期中减少（内部或外部）饮用水消耗、并将渗漏损失降至最低。

」㞯ڲღ̭㻵㶕

䃱ѝ䶦

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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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 01 水耗（所有建筑）

ᰭ倅ܳ

ᰭѻᴴ۳



ᰶ

Ⱋᴴ
通过使用节水设施和节水再循环系统，在新建筑的所有源头处减少卫生用途的饮用水耗。

䃱ѝᴴ۳
满足以下要求方能证明合规：
ᰭ倅  ܳ
1. 使用 BREEAM Wat 01 计算法对建筑中的家用耗水设施进行效率评估。
2. 将被评估建筑的水消耗量（升 / 人 / 天）与基准性能和基于表 38 的 BREEAM 得分进行对比。
3. 评估必须包含下列“家用”耗水设施的效率（如有）：
3. a 马桶
3. b 小便器
3. c 水龙头（洗手盆；如有，还应包括厨房水龙头和废物处理装置）
3. d 沐浴设备
3. e 浴缸
3. f 洗碗机（家用及商用型）
3. g 洗衣机（家用型、商用型及工业型）

BREEAM Wat 01 计算法定义了必须评估上述设施的建筑类型和活动区域。
4. 如指定了灰水或雨水系统，其收集量（升 / 人 / 天）可抵销本需消耗饮用水的设施的非饮用水需求。
5. 灰水系统的规格和安装必须遵守国家最佳实践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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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BREEAM 降水区分类信息请参考合格说明 CN3.1 和图 5。此外，请注意对于某些建筑类型
必须使用一种替代的合规方式才能得分。（更多信息请参考“方法”部分和 BREEAM Wat 01 计算法）
Note: please refer to compliance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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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 BREEAM Wat 01 计算工具，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之一，决定建筑的节水性能。一是使用标准方法
（常见建筑类型）；二是使用替代方法（其他建筑类型）。两种方法概述如下。
ᴴ۳ 8BU ∂ 4UBOEBSE8BUNFUIPE
标准 BREEAM 方法根据建筑实际组件规格和该建筑类型和其活动区域的默认使用模式，决定建筑的
用水效率（以升 / 人 / 天和立方米 / 人 / 年为单位进行测量）。把根据此方法得出的计算结果与同等条件
下基线组件规格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其提高的百分比决定获得的 BREEAM 分值。
基准组件规格相当于行业标准的组件用水效率 ( 参见表 39), 它由供水系统 ( 给排水管配件 ) 条例要
求的最低水平控制。BREEAM 提高百分比基准是根据效率日益增加的耗水组件标准决定的，更高性能等
级是由灰水和雨水系统规格决定的。
为获得用水数据，标准方法是用于计算 BREEAM 评估建筑用水效率的默认方法 , 也是大多数常见建
筑形式使用的方法。对于无法提供用水数据的建筑类型，它们不能使用确定性能的标准方法 , 因此必须
使用合规的替代方法 ( 如下所述 )。参考 BREEAM Wat 01 计算工具中当前可以用标准方法进行评估的建
筑类型列表。
8BU ᰬА∂ "MUFSOBUJWF8BUNFUIPE
当不能使用标准方法确定建筑的总耗水量（升 / 人 / 天）时，评估可以在组件基础上完成，如下 .
1. 根据可应用的家用规模用水组件列表（见标准 3），确定评估建筑中指定或存在的用水组件。
2. 把每个组件类型实际规格与组件类型用水效率水平表 ( 表 39 ) 进行对比，确定每种类型的性能水平。
注意引述的容量是该水平的最大值，洗手间或便池冲水需求百分比是该水平的最小值。
3. 在 BREEAM Wat 01“其他建筑类型计算法”工作表中确定每个组件的性能水平。
a. 关于替代方式，计算法将特定建筑类型权重应用到每个组件水平来反映其相对于其他现有组件的
“使用”消耗。因此高“使用”水耗组件比低“使用”组件的权重大，对建筑此 BREEAM 评估项整体性
能水平的影响更大。
b. 权重由来自 BNWAT22(61) 非民居建筑每天的实际用水量数据产生。它们可以在 BREEAMWat 01
计算法中找到。
4. 基于每类组件的性能分类和组件权重 , 计算法将决定总体性能水平和授予相关 BREEAM 分值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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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当组件规格达到五级或回收的非饮用水满足 95% 以上的洗手间或便池冲水需求时，可获得示范水平
创新分。
由于使用了权重，达到的整体组件水平不一定是整数，如组件四级。这种情况下，下舍入最近的组
件水平，从而获得 BREEAM 分值水平，例如，如果组件规格达到 3.6 分，实际分值为 3 分（不是 4 分，
因为没达到 4 分要求的性能规格）。
当评估建筑同种用水组件有不同规格时，每个规格的装置数和组件等级可以输入“其他建筑类型计
算法”。使用此信息，计算法将确定建筑该组件类型的总体性能水平。
请注意：当尝试同时使用以上两个方法的基准时，它们是以不同的方法确定性能的。因此每种方法
之下相同用水组件规格获得的 BREEAM 分值可能不一样。这可能导致应用 BREEAM 新建筑标准到组成
一个整体项目的不同建筑类型时，获得分值的差异。

㏱Уㆨಸ
表 39 概述了组件类型标准，用于确定 BREEAM 设定的性能水平。这些确定的效率水平由一系列出
版的信息来源控制（见参考文献 (62))，因此反映了有力的典型、良好、最佳和示范实践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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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按上述等级为建筑指定组件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将获得相应的 BREEAM 分值。然而 , 请记住 ,
上面的组件规格是类似于每一层之间的阈值。因此当使用与阈值水平完全相同的水平来定义 BREEAM
评估建筑组件规格时要小心谨慎。如期望获得 Wat 01 BREEAM 分值，建议在承诺特定规格或订购或安
装组件之前，使用 BREEAM Wat 01 计算法证实特定建筑组件规格的性能。这将为组件规格达到目标
BREEAM 分值提供更大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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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节水方法和 BREEAM 分值是将建筑模拟的用水性能与相同组件类型的基线规格性能进行比较，
所以当未指定组件类型时，不能用这种方法，即组件被排除在拟建建筑和基线建筑之外了。因此决定不
指定特定组件不能获得任何 BREEAM 性能好处。但是，作为不指定特定组件的结果，该方法将反映建筑
整体耗水量的减少情况（升 / 人 / 天）。

ፓ▝Ⅱহ䰕Ⅱ㈨㐌⮱ᐧま
当指定了灰水或雨水系统时，需要提供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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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水面积 (m2)。
2. 水量系数（用于识别由于溅出，蒸发，泄漏和溢出导致部分雨水丢失的系数 (%)）
3. 水力滤器效率（用于识别水力滤器效率的系数 (%)）。
4. 降雨量（平均值 毫米 / 年）。
或者
5. 根据可靠的和可证实的国家或地方数据如地区或国家或国际气象组织的数据或同等来源的数据，
计算每日降雨收集量（升）。

Hsfzxbufs; ࣨǖ
1. 制造商或系统设计师详细信息。
2. 以下方式（如相关）收集的（或重复利用的）废水量百分比：洗手池，淋浴器，厨房用池，洗碗机，
浴缸，洗衣机和非家用组件来源的废水。
当指定了灰水或雨水系统时，获得 BREEAM 4 分或 5 分和示范水平分必须达到组件效率最低等级。
这是为了避免当更低效率的器具性能被灰水或雨水收集系统规格抵消时授予较高的分值。
这样做是确保在抵消消费前优先考虑如何减少需求。当指定或安装了灰水或者雨水系统时 , 组件规
范必须达到相当于 2 分的用水量减少比例 ( 超过基线规范 ), 即用水效率提高了 25%。达到这个等级时 ,
灰水或雨水来源满足的总用水需求有助于实现获得 BREEAM 分所需的总百分比提高。如果没有实现 , 灰
水或雨水容许的百分比将相当于组件规格用水效率提高百分比，即在基线性能基础上提高的百分比。
例如，如果只实现了 20% 的提高，建筑因此不满足 25% 的提高要求，只有 20% 的通过灰水或雨水
来源满足的用水需求可以用于抵消微小组件的水耗。当只寻求 1 分，2 分或 3 分时，或当没有指定灰水
或雨水系统时，此最低要求不适用，即提高百分比只单独基于微组件规格的用水效率。
在由于特别的用户要求导致特定装置类型需要高流速并且其规格不符合提高 25% 的要求的情况下，
BRE 国际版可能会免除该规则的部分条款，

⌤वγ̺हߌ㘪ࡧ⮱ᐧま
对于使用标准 Wat01 方式的大部分建筑，BREEAM Wat 01 计算法确定建筑类型和建筑不同耗水活动
区的范围；例如，带售货区和货物仓库的零售建筑，或者带有餐厅和健身房的办公楼。然而，如果建筑
由多种活动区组成或小区由多种建筑类型组成，并且所有这些活动区或建筑类型都能在计算法内分别进
行评估，当对这种建筑或小区进行单一评估时，以下适用：
通过对每个相关活动区或建筑类型分别进行评价来确定建筑的总水耗性能。完成每个评价时，评审
员需要根据以下来确定提高百分比：

I = 整体提高 (%)
424
人 /of天）
Tn Act = 每个建筑类型的模拟净用水量（升 /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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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 Base = 相关建筑类型的模拟基线用水量
Tn Occ = 相关建筑类型的总默认居住率

当指定了灰水或雨水系统时，评审员应当小心谨慎，避免无意中对此系统产量进行重复计算和用它
抵消每个活动区或建筑类型的需求。

ధჇ⩕Ⅱ䛼
BREEAM 用水效率计算包括固定用水。它包括容器填充（用于建筑用户饮用水）的水量，和带餐饮
设施的建筑中的食物准备和厨房清洁。固定用水被包含在内是为了在建筑整体预估用水量报告中提供更
准确的数据。由于这些用途对于实际和基线建筑模型都是固定的，所以它们的总量不影响 BREEAM 得分。

ڣЃजٮ䃥⮱䲋些⩕Ⅱ㏱У䰭Ⅿ
此 BREEAM 评估项的重点放在建筑的永久性家用规模用水组件性能。当指定了灰水或雨水系统时，
该系统的水应该被优先用于如洗手间或小便池冲水这样的用途。然而，如果建筑有其他一贯的（即日常的）
同等非饮用水需求，并且这样的需求是建筑操作所固有的，那么允许将这些非家用用途需求计算在内，
也就是说这样的系统或组件的灰水或雨水需求也可以进行使用，或以此替代建筑洗手间 / 小便池组件的
非引用水需求。
这种一贯而固有的需求的可以是酒店或居家洗涤用途或公园、植物园和高尔夫球场的用途。一般景
观和装饰性植物浇灌方面的用途不计在内。

ڣЃजٮ䃥⮱䲋些⩕Ⅱ⎽
该方法允许从标准中列出的相关组件（即水龙头，淋浴器，浴缸，洗碗机或洗衣机）中收集和回收
非饮用水。此外，如果从建筑固有的非家用组件或来源中收集非饮用水，那么此收集量可以包含在方法
内。它包括，例如，主动卫生冲洗废水，也就是提高冷 / 热饮用水系统水质的定期卫生冲洗程序。为了
包含全部内容，设计团队要向评审员确认该组件或系统（以升为单位）产量和产出频率（以天为单位），
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周一次，频率为七天。

䃮ᬻ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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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AM Wat 01 计算法是一种评估常见新建筑类型用水效率的方法。计算法评估每个室内家用规模
用水组件（如标准所列）对整个建筑用水量的影响。计算法和使用计算法的指南可分别从这个方案文件
中获得。请注意，计算法是一个合规工具，而不是用水需求和排水系统的设计工具。该工具根据建筑默
认用途和居住率，考虑指定装置用水量（升 / 人 / 天和立方米 / 人 / 年）和其对建筑整体用水效率的影响，
列出了正常用水量的基准。由于实际用户的行为和居住率会存在不同的影响和区别，该方法不会直接反
映建筑运营期间的实际用水情况，也不能预测非住用建筑的实际用水量。

ॆᆩࡀఇڦፇॲ
家用规模的组件包括耗水的（饮用水和非饮用水）室内建筑组件（包括厨房水龙头，洗手池水龙头，
浴缸，淋浴器和洗碗机，卫生间组件，小便器，洗衣机以及废物处理装置）。

ᆶၳ؋֦ଉ
单一冲厕洗手间的有效冲厕量是指一次冲厕的用水量。双重冲厕洗手间的有效冲厕量是完全冲水与
减量冲水之比。指非居住建筑的一次完全冲水相当于三次减量冲水，和居住建筑或区域的一次完全冲水
相当于二次减量冲水。因此有效冲厕量可以按照以下公式计算，以一个 6/4 升双重冲厕量的洗手间为例：
非住用：{(6 升 x 1) + (4 升 x 3)}/4 = 4.5 升有效冲厕量 (6/4 升双重冲厕洗手间 )
住用： {(6 升 x 1) + (4 升 x 2)}/3 = 4.67 升有效冲厕量 (6/4 升双重冲厕洗手间 )。

࣮ࣨ
适当收集，处理和储存家用废水（即为厨房，浴室或淋浴室，洗衣房和类似房间排放的水）以满足
建筑非饮用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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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连接到建筑主供水系统的装置中获取的可饮用水，既可从公共供水系统获得，也可从私人供水系
统获得，如通过开凿水井获取地下水。

ݥᆃᆩ
除了饮用水以外的所有水，也被称为不健康的水。

ᇐ࣮
适当收集和储存来自室外硬质铺装表面的雨水，以满足建筑的非饮用水需求，例如，洗手间冲厕，
或评估建筑场地上其他非饮用水。

ڣЃԎᖜ
BREEAM 降水区 - 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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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 02 水耗监测 ( 所有建筑 )

ᰭ倅ܳ

ᰭѻᴴ۳



ᰶ喍ϲᴴ۳喎

Ⱋᴴ
确保水耗的监测和管理，从而减少消耗量。

䃱ѝᴴ۳
满足下列要求方可证明合规：
̭ܳ
1. 在每座建筑自来水供应源安装水表，水井或其他私有水源也须包含在内。
2. 耗水量达整座建筑总需水量百分之十或以上的耗水设备或建筑区域，配备了易及二级水表，或者
该设备或区域包含水耗监测设备（参见合规说明）。
3. 各水表（包括主水表及辅助水表）有脉冲输出线或其他开放协议通信输出，可连接适当的监测管
理系统，如建筑管理系统（BMS），以进行水耗监测（参见相关定义）。
4. 如建筑所在场所已有一套 BMS，由同一个居用者或业主（与新建筑相同）管理，则新建筑的脉冲
或电子水表必须接入现有的 BMS（参见相关定义）。

ᷭᴒ⌲ࢂࣷ㶕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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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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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䃮ᬻᱽ᫆

ᴴ۳

ᰶ

䃫䃎䭣⃢

ᐧ䭣⃢

ᐧま䄡ᬻΓᝃवहⰥڠ䘕ܳᝃ᪴ȡ
䃫䃎ఫ㏥ȡ

#3&&". 䃱ѝጵ⮱⣝౧ᷭᴒ្ॷহ⚔❴䃮ᢛ喑
ᝃ㔲【ጒఫ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ᇵ߾൶
参考 BREEAM 评估项 Hea 01 视觉舒适性。

ᅏ
例子包括脉冲输出和其他开放协议通讯输出，如网络通讯协议。

ࠅᆩยแ֪॔ࢅ࠶ဣ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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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包括自动读表系统 (AMR) 和建筑能源管理系统 (BEMs)。自动监测和定位 (AM&T) 是一个包括
自动读表和数据管理功能的管理工具。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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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Wat 03 漏水检测和防漏（所有建筑）

ᰭ倅ܳ

ᰭѻᴴ۳

㻳ᐧまㆨಸ㔹Ⴧ

ᬍ

Ⱋᴴ
减少未检测到的漏水造成的影响。

䃱ѝᴴ۳
需满足如下要求方可证明合规：

̭ܳÿÿᷭ㈨㐌
1. 安装了能够检测建筑内以及建筑与供水公司水表之间的较大管道渗漏的检漏系统。该渗漏检测系
统必须：
1. a 为永久性的自动水渗漏检测系统，可警告建筑居用者出现渗漏；或者为内置的自动诊断程序，
可检测渗漏。
1. b 当水流通过水表时，或数据记录器流速高于预设最大值达到预设时长时，处于激活状态。
1. c 在设定的时间段，能够判断不同的水流及相应的渗漏率，如连续、高速、低速。
1. d 可编程，以匹配业主或居用者的水耗标准。
1. e 必要时，其设计可避免因大型耗水设备（如冷却装置）的正确操作而引起的错误警报。

̭ܳÿÿⅡ≮ᣔݣ㷲㒛
2. 安装了水流控制装置，可根据需求调节各盥洗区域或设施的供水从而将卫生设施的水渗漏和浪费
降至最低。

̭ܳÿÿ䭟䯁⻨
3. 隔离阀安装在可及位置，可手动将下列各供水处的冷水和热水隔离（打开或关闭）：
3.a 进入住宅的供水管道
3.b 水龙头
3.c 沐浴设施
3.d 供暖或热水系统
3.e 电器（如洗碗机、洗衣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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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ᐧま⮱ពᐧ䘕ܳȡ ຯពᐧ䘕ܳ⮱ӈⅡ᭜䕇䓴⣝ᰶᐧまӈ⮱喑䗐͵⣝ᰶᐧま⮱ӈⅡ㈨㐌ᓲ䶨ᵦᢛₑ䃱
㻮ᴴ۳  হ ȡ
ѝ䶦⮱ᴴ۳䔈㵹䃱ѝȡ

䦵ᄦᐧまㆨಸ

$/

Ѽ წ ᱧ Ჱ হ 䙿 Ꮔ喟 Ⅱ
≮ᣔݣ㻱㠰ȡ
㻮ᴴ۳ ȡ

Ⱂ≄ࡧഌᝃ䃫⮱Ⅱ≮ᣔݣ㷲㒛㻱㠰̺ܳ䔯⩕λѼႲࡧഌ⮱ຄ䬡䃫喑ຯࢂ⠙⮱⻮ϧ
ბ⮱ຄ䬡䃫В̭ࣷឦࢂ䬡Ƞ䛺㺮অጒწ㜺ᝃᎴ៑⩌̭࢘͗⩕ڞ䬡ȡ̺ノᔻᵤ喑ܳ
թহᴴ۳䔯⩕λᰶᝬፓຄ䬡䃫⮱ᐧま喑ຯ䙿Ꮔᝬ䬡喑≄ڞڙ䬡ࡧഌᝃ䃫喍ຯ䙿Ꮔ喑
᠈ᒲহ៑⤳䮏͚⮱≄ڞڙ䬡䃫喎ȡ

249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Ⅰ

#3&&". 䭱❴ᐦᐦぽ

∂
无。

䃮ᬻᱽ᫆

ᴴ۳

ᰶ

䃫䃎䭣⃢

ᐧ䭣⃢

ᐧま䄡ᬻΓᝃवह⮱Ⱕڠ䘕ܳᝃȡ
䃫䃎ఫ㏥ȡ
ݣ䕍ੳ⮱ϔ৮䄓㏳䄡ᬻȡ

#3&&". 䃱ѝጵ⮱⣝౧ᷭᴒ្ॷহ⚔❴䃮ᢛȡ
ݣ䕍ੳ⮱ϔ৮䄓㏳䄡ᬻ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
隔离阀是管道系统中的一个阀门，可以在维修时阻止水流进入特定位置。它能隔离流入最终装置，
器具或整个系统（例如水龙头，洗衣机，供热系统或整个住所）的水流，以方便维修或替换组件或系统。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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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Wat 04 节水设施（所有建筑）

ᰭ倅ܳ

ᰭѻᴴ۳



ᬍ

Ⱋᴴ
通过鼓励采用节水设备，减少水消耗。

䃱ѝᴴ۳
满足如下要求方可证明合规：
̭ܳ
1. 设计团队已确定所有除家用饮水和卫生设施之外其他用途的耗水量，如游泳池、洗车、灌溉设施（见
相关定义）。
2. 已确认减少耗水量的系统或流程，并通过良好实践设计或规格，证明建筑的总耗水量有显著降低。

ᷭᴒ⌲ࢂࣷ㶕ᵩ
无。

वᵩ䄡ᬻ

㉏ᑂ



䄡ᬻ

ᐧまใภহᵥᓰ喍ϲ䲋ѼႲহѼწᱧᲱ喎

$/

䔯⩕⮱䃱ѝᴴ۳

͑䶦喟ᰶ̻ₑᐧまㆨಸহߌ㘪Ⱕ⮱ڠᴴ۳䔯⩕ȡ
࣯㔰䭱ᒂ % ใภহᵥᓰ䃱ѝ喑㣤ᓄڠλใภহᵥᓰ䃱ѝ䔶䶦⮱ᰡ䄓㏳⮱䄡ᬻȡ

ѼႲᐧま  䘕ܳ㷲ԛহڕ㷲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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䄡ᬻ

䔯⩕⮱䃱ѝᴴ۳  ⠙
ᝤহ็ᝤѼႲ

͑䶦喟ᰶ̻ₑᐧまㆨಸহߌ㘪Ⱕ⮱ڠᴴ۳䔯⩕ȡ
࣯㔰Ȩ䭱ᒂ &#3&&". ᐧᐧまᄦ䘕ܳ㷲ԛহڕ㷲ԛѼႲ喑⠙ᝤহ็ᝤѼႲ⮱䔯⩕ᕔȩ喑
㣤ᓄڠλѼႲㆨ䃱ѝ䔶䶦⮱ᰡ䄓㏳⮱䄡ᬻȡ

$/

䮑γუ⩕些Ⅱহ࢘⩌
䃫⩕ⅡᬍڣЃ⩕Ⅱ
䰭Ⅿ

ᒀᐧまڲ䮑γუ⩕些Ⅱহ࢘⩌䃫⩕ⅡᬍڣЃ⩕Ⅱ䰭Ⅿᬣ喑ₑ䃱ѝ䶦̺䔯⩕喑̺䰭㺮䃱
ѝȡ

$/

ۼᄾ⩕Ⅱ䛼ȡ
㻮ᴴ۳ ȡ

#3&&". ̺ᠴჇۼᄾ⩕Ⅱ䛼⮱ᰶज㘪ᐼᝃ㼐۠ᵵȡ䃫䃎ఏ䭌䰭㺮ा䃱ѝጵ䃮ᬻ
ЃЙጟ㏼Ⴧγᐧま⩕ڲⅡ⮱ͨ㺮ࡧഌ喑ᎣҬ⩕⣝ᰶ⮱Ą䕇䓴≸侹হ䄂⩕⮱ą㼐۠ᵵ

$/

ắ䔝

ᝃ⮱̻ᐧまহߌڣ㘪㺮ⅯⰥ݈⮱ڠ⮱㼐۠ᵵۼᄾγ⩕Ⅱ䛼ȡВ̸᭜̭ψ䔯⩕λ
̺हᐧまㆨಸহߌ㘪⮱䓫ᴴ⮱Ҹၽ喍ᒀ䄒ߌ㘪⮱⩕Ⅱ䰭Ⅿ᭜䄒ᐧま⮱̭͗᭫㦄⩕Ⅱ䰭Ⅿ
ᬣ喎ȡ
 क़ౌฑ⎬ᏓᙌᏁக⮱ౝ̸␡╹ȡᏁ䄒䃫㒛ܳࡧ⮱╹⎶ᣔݣ㷲㒛Вᄦ̺ह⮱Ḻ㏱व䛴
ः̺ह⮱╹⎶ᐼȡ
 Გ㜗䰕Ⅱᩣ䯳㈨㐌ᝃᏌⅡఋᩣ㈨㐌⮱䔈㵹γᖝᒀוႅ⮱⩌ںⅡᝃఋᩣⅡ喑Όᅞ᭜Ҭ⩕
些⩕Ⅱ⮱ᐧまߌ㘪ᝃ≮⼸⮱▝Ⅱᩣ䯳喑Ҹຯ≄䒓喑࢘⩌䃫喑╹⎶ぶȡ
 ̭Ꭱఈ႐䘪गӊ䊃䭺䰕⮱ใ䘕ᮜ㻯হ㟞రȡ
ᠴჇ⮱ᰶḺ➖ϲ䭽λ䔯Ꮑᒀౝ⣜ධ⮱➖喑䔆ψḺ➖̺⩕╹⎶Ό㘪㠮ป䪬喑Ꭳౕ́
⅁Նअࡃ⮱ᗲ̸ۢ喑䕇፥ͧअᯃअᬣ喑Ό㘪㐔㐚⩌䪬ȡ

$/

⩞㏳㣹ᑂ䊤⮱ᴀ

ᒀᠴჇγ≄䒓㈨㐌ᬣ喑䃫䃎ఏ䭌㺮䬽ᬻႶ㷲㈨㐌⮱䃫䃎㘪ۼᄾۈఏᱳ㣹䷻䮖喍࣯㔰
#3&&". 䃱ѝ䶦 )FBⅡ䉕喎ȡ

➦Ⴧᐧま

$/

⠙ᝤѼႲ  䰕Ⅱᩣ䯳

ౕፓᰶ㟞చ⮱⠙ᝤѼႲ喑ӈ䰕Ⅱᩣ䯳ࢠ䋠В䃮ᬻこवₑᴴ۳ȡᄦ䰕Ⅱᩣ䯳⮱ㆨಸ
ᝃღ䛼⇎ᰶ➦Ⴧ㺮Ⅿȡ䃱ѝጵᏁ䃑䯳䰕ᶣ⮱Ⴖ㷲䔯व䄒ࡧഌ⮱ᐧま㻱হ⅁ՆУȡ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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䃮ᬻᱽ᫆

ᴴ۳

ᰶ

䃫䃎䭣⃢

ᐧ䭣⃢

䄓㏳䄡ᬻ䮑γუ⩕些Ⅱহ࢘⩌㏱У⩕Ⅱใ⮱ᰶ

#3&&". 䃱ѝጵ⮱⣝౧ᷭᴒ្ॷহ⚔❴䃮ᢛȡ

ڣЃ⩕䕁⮱⩕Ⅱ䰭Ⅿ⮱᪴Уȡ

ݣ䕍ੳ⮱ϔ৮䄓㏳䄡ᬻȡ

ᐧま䄡ᬻΓᝃवह⮱Ⱕڠ䘕ܳᝃ
ᝃ㔲
䃫䃎ఫ㏥喍䰭㺮ᬣ喎ȡ
ݣ䕍ੳ⮱ϔ৮䄓㏳䄡ᬻ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ᆩႴ൱
针对此 BREEAM 评估项的目的，用水需求包括但不限于：游泳池、休闲热水浴缸和水疗池、灌溉设
备，以及洗车设备。家用卫生器具的用水需求不在此评估项内进行评估，而是在评估项 Wat 01 用水量项
下进行评估。

ဢכ
商业规模的自动、半自动或手动洗车系统。它包括用刷子，喷雾器或手持喷射软管清洗轮胎和底盘，
龙门轴和车窗。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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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材料
ắ䔝
本范畴鼓励通过设计、建设、维护和维修来采取措施以减少建筑材料的影响。本类别的评估项关注
的是以一种可靠的方法来采购材料。同时，这些材料在提取、加工、制造和回收过程中所带来的影响较低。

」㞯ڲღ̭㻵㶕

䃱ѝ䶦

ᓄܳ

ᓄܳắ䔝

.BUᄬপকᒞ৺

ᰭ倅  ܳ

䕇䓴ᄦͨᐧまٰ㉍⮱䃱ѝۼᄾᐧま⣜ධᄬপক⮱ᒞ৺

.BUచᮜᐧまহ䓦⩹Ԋ៑

ᬍ

.BUᐧまϔ৮⮱䉌䉐Ш䛴䉚



.BU䯁☚

ᬍ

.BU㔽⩕ᕔহ㔽ᢌᕔ䃫䃎



ᐧま᱙䏘࠲क़γ䭺ѻⵡ౼হ⸕ᢌぶᒞ৺⮱ⰥڠᣗȡⰥڠᐧまٰ㉍㐀व䔯
ᒀ⮱䃫䃎হ㻱㠰ᣗВ䭽⩞ݣλ⣜ධ㉍ᄩ㜡⮱ᱽ᫆㔮ࡃȡ

.BUᱽ᫆ߌ᩵



ጟჇহ䛴ःⰥڠज㘪ᕔᣗВхࡃᱽ᫆⮱Ҭ⩕ȡ

ᱽ᫆㣤ᓄこवजᠮ㐚ᕔ䛴䉚䃎ܿȡ䉌䉐Шౝ䛴䉚ڠ䩛ᕔᐧまᱽ᫆Вۼᄾ⣜
ධহч㏼≻ᒞ৺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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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01 生命周期影响（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ӊᢛᐧまㆨಸ㔹Ⴧ

ᬍ

Ⱋᴴ
承认并鼓励使用良好、适当的生命周期评估工具，以及对建筑整个生命周期有着较低环境影响（包
括产生的隐含碳）的建筑材料。

䃱ѝᴴ۳
需证明以下标准：
1-5 分
1 在项目中使用生命周期评估工具（LCA11）来测量建筑组件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
2.LCA 至少包括“Mat 01 计算工具”中“材料评估范围”标明的（正在建筑使用中）的强制性建筑组件。
3. 满足“Mat 01 计算工具”中“材料评估工具、方法和数据”的强制性要求。
4. 项目组成员完成使用“Mat 01 计算工具”，根据所使用的 LCA 工具的可靠性和组件的评估范围来
确定得分。得分如下：

㶔 #3&&"..BU䃍ッڣᓃܲࢌ℀ࣶⰤᏀᓃܲ
#3&&"..BU䃎ツጒڤᓄܳࢍ℁ 

ᓄܳ
ጒ͇ᐧま

ᰶڣЃᐧま































ǂ⭏ભઘᵏ䇴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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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U䃎ツጒڤᓄܳࢍ℁ 

ᓄܳ
ጒ͇ᐧま



 喍ڥಸ喎

ᰶڣЃᐧま
 喍ڥಸ喎

̭ܳÿÿ⣜Ԋϔ৮ฝᬻ喍&1%喎
1. 设计阶段（DS1）指定、建后阶段（PCS2）安装的至少 5 件产品为已验证的“环保产品声明”（EPD3）
项下产品（见 CN3.2）

㠰㏔ݘᴴ۳
2. 已达到以上评价标准表格 41 中的模范级标准要求
3. 设计阶段（DS）指定、建后阶段（PCS）安装的至少 10 件产品是已验证的针对制造商的“环保产
品声明”（EPD）项下产品（见 CN3.2）

ᷭᴒ⌲ࢂࣷ㶕ᵩ
无。

वᵩ䄡ᬻ

㉏ᑂ



䄡ᬻ

ᐧまใภࣷᵥᓰ喍ϲ䲋ѼႲᐧまࣷѼწᱧᲱ喎

$/

䔯⩕⮱䃱ѝᴴ۳

͑䶦喟̻䄒ᐧまㆨಸࣷߌ㘪Ⱕ⮱ڠᰶᴴ۳䔯⩕
䄤࣯㔰䭱У %ÿÿȨᐧまใภࣷᵥᓰѺ㒛ȩ喑㣤ःᰡ็ĄᐧまใภࣷᵥᓰѺ㒛ą䃱ѝ䔶
䶦⮱䄓㏳䄡ᬻȡ

ѼႲᐧまÿÿ䘕ܳ㷲ԛࣷڕ㷲ԛ

$/

䔯 ⩕ 䃱 ѝ ᴴ ۳ ÿÿ ࢂ
̭ѼႲᐧまВࣷ็Ѽ
Ⴒᐧま

͑䶦喟̻䄒ᐧまㆨಸࣷߌ㘪Ⱕ⮱ڠᰶᴴ۳䔯⩕
䄤࣯㔰䭱У &ÿÿȨ#3&&". ᐧまᄦĄࢂ̭ѼႲᐧまВࣷ็ѼႲᐧまÿÿ䘕ܳ㷲ԛ
ࣷႹڕ㷲ԛą⮱䔯⩕ᕔȩ喑γ㼐Ⱕڠ䃱ѝ䔶䶦ᰡߍ䄓㏳⮱䄡ᬻȡ

ǂ䇮䇑䱦⇥
ǂᔪਾ䱦⇥
ǂ⧟؍ӗ૱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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䄡ᬻ

$/

᱗ 䄡 ᬻ ⮱ Ჱ У喍 ज ⩕
ᲱУ喎

ౕψᐧま͚喑Ꭳ䲋Ą#3&&". ప䭲ą.BUĄ䃱ѝጒڤą͚݄⮱ᰶᲱУчܧ
⣝ᝃ㷘➦ݘ䄡ᬻȡҸຯ喑ࢂᅯᐧまᅞ⇎ᰶ̷ᅯẩ䲏喍ᬍすιᅯ喎ȡౕ䔆ᗲ̸ۢ喑Ą䃱
ѝጒڤą㺮ᵦᢛज⩕ᲱУᲒᄦᴴ۳হ㠰㏔ധ۳䔈㵹䛺䃱ѝȡ

$/

-$" ጒ⮱ڤ䃑ज

ຯ䶦Ⱋఏ䭌㔰㭾Ҭ⩕᱗㏼Ą#3& ⤰ڕą喍#3&(喎䃱ѝ⮱ -$" ጒڤ喑䗐͵䃱ѝঅ
Ꮑ㖁㈨ #3&(喑Ꭳӈ䃱ѝ䄒ጒڤ䰭⮱ᰶԎᖜȡ-$" ጒ⮱ڤ䃱ѝ≮⼸䕇፥䰭㺮䄒
ጒ҉ݣڤ㔲ᝃᐭࣾ㔲⮱࣯̻Ꭳӈ䃮ᬻᱽ᫆ȡ

ắ䔝

䃱ѝ≮⼸ज㘪䪬䓫  ক喑ₑᐧ䃛䃱ѝঅᅪᔘ㖁㈨ #3&( Გᐭ䔆̭≮⼸ȡ䃱ѝ
অใ㑾͚⮱䉦⩕⌲ࢂӈγڠλ -$" ጒڤ䃱ѝ⮱䄓㏳䉦⩕Ԏᖜȡ
ᰶҬ⩕⮱ጒڤ喍ࣷጒ⮱ڤऱ͗❵᱙喎ᓲ䶨喟
 ␎䋠Ą#3&&". ప䭲ą.BUĄ䃱ѝጒڤą͚䔝⮱ᑧݣᕔ㺮Ⅿ
 㣤ᓄĄ#3&&". ప䭲ą.BUĄ䃱ѝጒڤą⩌ȠᎣ㏼Ą#3& ⤰ڕą䃱ѝ⮱ᓄܳȡ
Ą#3&&". ప䭲ą.BUĄ䃱ѝጒڤąӈγጟ㏼ϑ䓴⮱ጒ݄ڤ㶕喍ܳ❵᱙݄ܧ喎
ࣷⰥڠ䃱ѝᓄܳȡ

$/

⣜Ԋϔ৮ฝᬻ喍&1%喎
ܳㆨ

Ꮑᵦᢛ .BUĄᐧまϔ৮ज䲍Გ⎽ą͚⮱㶕  Გᄦᰶ &1% 䔈㵹ܳㆨȡᄦλ̭
&1%喑䔶᠖̻ڣᰭࡦ䙺⮱ܳㆨȡܳㆨᰭ็ϲٮ䃥͑ &1%ȡ䕇䓴䔆ᵤᲒ呀ߞᲒ㜗
̺हᐧまϔ৮䘕ㆨ⮱̭㈨݄ &1%ȡຯϔ৮⩞̺ग̭ᱽ᫆㏱喑䗐͵䃱ѝঅᏁᵦ
ᢛڣ㜗䏘ݑᲒჇ䄒Ҭ⩕҂ᱽ᫆ㆨܳㆨȡౕҬ⩕ϔ৮ᬣ喑䄒 &1% 䃮Γᓲ䶨᭜ᰶ
᩵⮱喍ࢠ᱗䓴⮱喎ȡ&1% ᓲ䶨こव *40 *40ᝃ&/ȡ

∂
无。

䃮ᬻᱽ᫆

ᴴ۳

þ

䃫䃎䭣⃢

ᐧ䭣⃢

ឭᱜ㻱㠰喑ڣ㘪์䃑喟
 Ҭ⩕ -$" ጒ❵ࣷ⼝ऺ⮱ڤ᱙
-$" ጒڤӈ㔲ӈ⮱ڠλ䄒ጒڤ䓀ܧ㐀
ᝃⰥڠԎᖜ⮱ޜ᱙喑В䃮ᬻĄ#3&&". ప䭲ą.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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䭱ߍԎᖜ
ⰥڠჇͶ
ĐCSFFBN ࡔाđNbu!12!Đऺ໙߾ਏđ
一种基于电子表格的计算工具：其根据生命周期评估的评估范围和精度，以及 LCA 中所考虑的一些
构件，用于确定某项目是否使用了较为合适的 LCA 工具，并计算其在本 BREEAM 项中所获的得分。

!Đ࣍ԍׂำđ
EPD 是一种根据 ISO14025 相关要求经独立认证的环保标识（也即 ISO 类型 III 标志）。
对于建筑产品而言，其 EPD 必须转化成 EN 15804（63），ISO14025（64）或 ISO 21930（65）。

!ĐଙጹࢇದዃतׯԨࢃ໙߾ਏǄन JNQBDU ߾ਏǅđ
关于 IMPACT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IMPACTwba.com

䃎ツ⼸Ꮌ
“计算程序”与在项目中对 LCA 的使用、所用方法或工具的稳定性有关。目前，我们没有确定性
能基准值。但随着 LCA 的成熟，该基准将纳入到本书中。“BRE 全球”目前也收集了足够的建筑性能
数据以帮助建立稳定的基准值。
就以下方面而言，MAT01“计算工具”其得分点的依据是 LCA：
1. 该评估工具或方法及其数据的可靠性
2. 建筑构件在该评估范围内。

ڣЃԎᖜ
䃮ᬻ㺮Ⅿ
注意：使用 LCA 工具可能会对环境带来益处，此外，BREEAM 的目的是收集 LCA 性能数据，从而
生成基准值，并为该方案未来的更新提供信息。下文中的证明要求是通用的，但是“BRE 全球”也知道
有些工具不能满足所有评估标准的要求。如果某些工具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该工具使用者在提交结果时
应尽可能的满足该工具评估标准的要求。

こवᴴ۳⮱ *.1"$5 ጒڤ喍ࢠ *.1"$5 व㻱ጒڤ喎
评估员向 BRE 全球提交的全部 IMPACT 项目副本或建筑文件必须要转换成下面的格式：
258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3&&". 䭱❴ᐦᐦぽ

ᱼ᫅

1. 对于依据于 IMPACT 合规工具的三维 CAD 制图或建筑信息建模（BIM1）：IFC 标准或 IMPACT
合规性工具其本来的格式。
2. 对于基于电子表格的 IMPACT 合规工具：IFC 格式、MS Excel 格式或 CSV 文件（即逗号分隔文件）
格式
3. 对建筑构件的分类要根据“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员协会 (RICS) 测量新则 (NRM)”
4.MS Excel 或 CSV 文件格式的表格要列出每种建筑构件，而对于每一种构件，要按照 2b，c，d（参见“其
他工具“部分）列出其相关信息，同时还要在 NRM 下进行分类。

ڣЃጒڤ
评估员向“BRE 全球”提交的由该工具生成的电子数据表或结果表（表格之间可适当相互参考）必
须满足以下标准：
[1]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建筑信息模型
1. 提交关于建筑在刚进入运营（仅指构件安装的完成）以及运营时间为 60 年时其环境影响的总结论，
如下所示：
a. 包含每个环境问题的结果，该工具或数据认可的、能够反映环境问题的指标，或者指标名称及其
所用的单位。如果可获得基于 BS1（英国标准）EN 15978:2011 的相关项目或指标，则应使用这些内容（即
相关项目或指标）；
b. 包含建筑在每个生命阶段——如阶段 A，B，C（参见 BS EN 15978:2011）——或每个模块单元的
环境问题结果。如果该工具允许，或上述每个阶段的结果测定不是完整的，则应提供更多（关于结论）
详细信息
c. 报告格式应为 BS EN 15978:2011（或同等格式）

2. 每个构件的结果如下所示。在没有 IMPACT 合规工具的情况下，其可以帮助项目团队组员和评估
师检查模型（即建筑信息模型）的精度
a. 建筑构件对每个问题（即上文中所说的环境问题）的影响，其结果应带有单位。
b. 在建筑的每个生命阶段或模块，所用构件的质量（kg）、产生 CO2 的质量（kg）
c. 构件的数量，带有单位
d. 对构件的描述
e. 对于建筑构件中所使用的每种材料：
i. 安装材料的数量，带单位
ii. 现场的材料损耗数量，带单位
iii. 更换、维修和翻新材料的数量，带单位
iv. 再利用、回收利用或废弃（指填埋、焚烧）材料的数量，带单位
3. 转换成 IFC、MS Excel 或 CSV 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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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本项评估，“BRE 全球”需要使用向其提供的资料来达到以下要求：
1. 满足 BRE 质量保证相关要求
2. 对于 BREEAM 中 LCA 性能稳健基准值的建立、BRE 相关工具或“方法”，
（通过使用匿名化的数据）
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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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02 硬质环境美化及边界保护

并未在 BREEAM 《国际新建筑》(2016) 中作为独立问题进行评估。相关评估包含在 Mat 01 寿命周期
影响问题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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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03 建筑产品的可靠采购来源（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喍ϲᴴ۳

Ⱋᴴ
认同并鼓励建筑产品的规范化可靠采购。

䃱ѝᴴ۳
需满足如下要求：

ݺУ
1. 本项目中使用的木材和木制产品全部是合法采收、交易木材。
注意：本阶段中其他建筑材料无前提要求

̭ܳÿÿजᠮ㐚䛴䉚䃎ܿ
2. 在概念设计阶段尾期，客户或开发商有一份已备案的政策和程序文件——列出所有对供应商和交
易的采购要求，以确保相关建筑产品的可靠性采购。
3. 备案的政策和程序文件必须向所有内部和外部相关人员传达，并且包含在建筑合同中，以确保在
评估项目中能够实施。
4. 备案的政策和程序文件必须鼓励说明产品有可靠的来源证明，而不用无证明的类似产品。

ᰭ倅  ܳÿÿᐧまϔ৮⮱ज䲍䛴䉚
5. 若所用的建筑产品是按照 Methodology 板块中的 BREEAM Methodology 规定进行采购的，则可获
得此项得分。

㶔 喝#3&&".ᓃܲᗱۡຮ̷

ज䲍ᕔ䛴䉚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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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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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



ō

㠰ⅡᎠᴴ۳
以下描述了关于获得相关 BREEAM 评估创新得分一分的示范水平标准。
6. 获得至少 52% 的可靠采购得分

ᷭᴒ⌲ࢂࣷ㶕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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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定标准 5 的得分，必须遵循“路径 1”、“路径 2”或“路径 3”（关于不同路径的信息请参见“附
加信息”）来进行计算。下面的步骤简述了为确定“负责任来源”的得分数而要遵循的流程。
关于本方法的示例和进一步的解释，以及关于建筑设备 、产品的简易方法请参见“指导报告”（GN）
24
ₒ俑 喟᪡⤳ԎᖜᎣᄳڣ䓀ڒ㜠Ą#3&&". ప䭲ą.BU 䃱ѝጒ͚ڤ
ᄦλᰶĄ䌜ᒱą喑ᵦᢛ̸䲏⮱ₒ俑ᲒҬ⩕Ą.BU ጒڤą
1. 对于每一种属于“材料类别”（参见“评估范围”下方的表 44）的建筑产品：
备注：对于“路径 1”，仅步骤 1.1，1.3，1.5，1.6，1.7 和 1.9 为必须遵循的步骤。对于“路径 1”和
“路径 2”，步骤 1.4 为可选步骤。
步骤 1.1（仅“路径 1”）：估算该建筑产品的数量，判断其是否大于临界值（参见 CN3.3）。如果
大于临界值，将该产品输入到评估工具中，并确定其为“位置和用途”类别，然后进入到下一步骤。如
果该产品的数量不大于临界值，则可以不对此产品进行评估。
步骤 1.2（仅“路径 2”）：估算该产品的数量（质量或体积），参见 CN3.5
步骤 1.3：如果可能，需要获取经 BREEAM 认可的“负责任来源认证方案”（RSCS）证书或者“环
境管理体系”(EMS1) 证书（参见 CN3.2）。将该证书与“指导报告 18”对照，获得 RSCS 得分。如果建
筑产品没有任何证书，不符合“供应链断裂要求”（参见 CN3.4），或证书类型不属于“指导报告 18”
所列范围，那么其 RSCS 得分为 0。如果该产品为可再利用或可回收产品，则根据“指导报告 18”获得得分。
步骤 1.4（为可选步骤，如果不遵照此步骤，则进入步骤 1.5）：如果某建筑产品构件比整个建筑产
品的认证得分更高（参见 CN3.2），且其符合“供应链断裂要求”（参见 CN3.4），则应遵照以下步骤：
步骤 1.4.1：确定占建筑产品构件体积不小于 80% 的材料类别
步骤 1.4.2：将已确定的每个材料类别输入到该评估工具中（在该工具中添加新行）
步骤 1.4.3：在步骤 1.4.1 中，对于大于或等于建筑产品构件体积 5% 的部分，如果其属于未知材料，
则将其归为“其他”材料类别。
步骤 1.4.4（仅“路径 2”）：对于遵照路径 2、并在步骤 1.4.1 中确定的每种材料，将其在整个建筑
中的数量输入到评估工具中。这可能要依据在步骤 1.1 中材料占整个建筑产品数量的百分比来进行计算。
步骤 1.4.5：对于每个材料类别（包括“其他”材料类别），将步骤 1.4 中确定的构件（RSCS）认证
评分输入到评估工具中。
步骤 1.5：经估算，确定占建筑产品体积（如果可以，不包括步骤 1.4.1 中输入的数量）不小于 80%
的材料类别
步骤 1.6：将每个已确定的材料类别输入到评估工具中（通过复制步骤 1.1 中的方法）
步骤 1.7：在步骤 1.5（以及 1.4，如果可以使用）中，对于大于或等于建筑产品体积 5% 的部分，如
果其属于未知材料，则将其归为“其他”材料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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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8（仅“路径 2”）：对于遵照路径 2、并在步骤 1.5 中确定的材料类别，将其在整个建筑中
的数量输入到评估工具中。这可能要依据在步骤 1.1 中材料占整个建筑产品数量的百分比来进行计算。
步骤 1.9：对于每个材料类别（包括“其他”），将整个建筑材料的认证评分（来源于步骤 1.3）输
入到评估工具中。

ₒ俑 喟Ą#3&&". ప䭲ąᓄ្ܳࣷॷጒڤ
步骤 2.1：将“BREEAM 国际”Mat 03 评估工具所产生的最终得分输入到“BREEAM 国际”得分及
报告工具中。

Ą䃱ѝ㠰డą
表 43（基于 NRM 分类体系）展示了必须包含在“评估范围”内的建筑构件。为了确保一定程度的
可比性，必须将这些构件（仅这些构件）纳入到其中。作为某个或多个建筑构件一部分内容而安装的所
有建筑产品都在此范围内，且这些建筑产品必须包含在“BREEAM 国际”Mat 03 评估工具中。对每个建
筑构件而言，本表提供了在“BREEAM 国际”Mat 03 评估工具中所使用的各个“位置或用途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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ĐCSFFBN ࡔाđNbu!14 ೠࠚ߾ਏ
指的是 BREEAM 评估员使用的评估工具，以用来确定 BREEAM Mat 03 评估项中的可得分。

CSFFBN ණڦሴඪઠᇸණኤऺࣄ )STDTt*
指的是由“BRE 全球”在 BREEAM 标准下进行评估从而获得认证的第三方计划。关于该计划的评估
标准、评估及认证流程（包括申请和诉求）方面的信息，请参考 BREEAM 网站中的 Responsible sour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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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指导报告”18

ӈᏁ䨫㷯
如果建筑产品（或建筑产品构件，下文有解释）为认证产品，但是这些产品由供应链下端的某个或
多个无相关证书的组织提供。在这种情况下，除非能够满足供应链断裂的要求（参见 CN3.4），否则该
产品证书不被 BREEAM 所认可。

Ė՞ླᄸิۯኲࡔाஹᅟࠅሀė)DJUFT2*
《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对所选物种样本的国际贸易进行了一定的控制。《公约》所涉及
物种的所有进出口、再出口和引进都必须经过某个认证系统的授权。《公约》的每个成员国都必须指定
一个或多个管理机构来管理这一系统；同时，还要指定一个或多个科学权威机构就物种贸易的影响为其
提供建议。根据成员国所要求的物种保护等级，将《公约》所涉及的物种在三份附件中列出。
1. 附件 I 包括濒临灭绝的物种。仅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此类物种样本的贸易。
2. 附件 II 包括不一定会灭绝的物种。但是，为了避免对其生存的不利影响，必须对这类物种的样本
交易进行控制。
3. 附件 III 包括在多个国家中受保护的物种。这些国家在控制这类物种的样本交易时，需要其他成员
国的帮助。
附件 I 和附件 II 列举了需要受到彻底保护的木材物种。附件 III 列举了在多个国家中受保护的木材物
种。如果项目中使用的木材物种属于附件 III，只要该木材的来源国对该物种不进行保护，那么就可以对
这一木材进行评估。

ॺዾׂ
指的是由设计师（如建筑师、工程师、室内设计师、施工技术员、景观设计师等）所指定、或者由
承包商所选择，并安装在项目中的“特定制造商的建筑产品”（即带有制造商参考号的产品）。

ॺዾׂࠓॲ
指的是：不是由设计师所指定或承包商所选择，但是在生产某个特定建筑产品时会使用到的“特定
制造商的建筑产品” （即带有制造商参考号的产品）。

ࢇ݆֑݃तᅟڦఢ
合法采伐的木材以及木制品指的是来自于森林，符合以下标准：
1. 森林的所有者或管理者对该森林拥有合法使用权
2. 森林管理组织和所有承包商都需要遵照当地及国家法律标准，包括与以下方面相关的标准：
a. 森林管理
ǂǉ☂ড䟾⭏ࣘἽ⢙ഭ䱵䍨᱃ޜ㓖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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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环境
c. 劳工及福利
d. 健康与安全
e. 其它人或组织的使用期限和使用权利
f. 需支付所有相关土地使用费及赋税
3. 需完全符合 CITES 标准的要求。
合法交易指的是，对于来源于合法采伐木材的木料或木制品，其
1. 出口符合出口国管控木材和木制品出口的法律要求，包括支付出口税、关税或征税
2. 进口符合进口国管控木材和木制品进口的法律要求，包括支付进口税、关税或征税
3. 贸易符合与《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 相关的法规（如果适用）

֪ଉႎࡀሶ
NRM 为建设项目和维修工程的成本管理提供了一套标准的测量规则以及基本指导。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rics.org/.

ሴඪઠᇸ
指的是建筑材料和组件的供应、采购和可溯源性中所运用可持续性发展原则的管理和落实。在
BREEAM 中，负责任来源是通过可审查的第三方认证计划来证明的。关于为完成本项评估所需的 “BRE
全球”所认可的最新 RSCSs 表，请参考 BREEAM 网站“负责任来源”部分“指导报告”18

ୟ০ 2
不要求将每种建筑产品的数量输入到“BREEAM 国际”Mat 03 评估工具中。这减少了在计算每个建
筑产品得分时所花费的时间。但是在计算本项评分时，由于无法考虑到建筑中每个建筑产品的不同数量，
所以使用每类材料关于“位置或用途”分类的最低得分来计算整个材料类别的得分。

ୟ০ 3
通过考虑到每种建筑产品的数量及其“位置和用途”类别，路径 2 为建筑设计中与建筑产品相关的
风险提供了一个更为精确的测量方法。它要求将每种建筑产品的数量输入到“BREEAM 国际”Mat 03 评
估工具中，而没有使用每类材料关于“位置或用途”分类的最低得分。精度的提高使路径 2 更为合理，
并且与路径 1 相比，其给分可能更高。

ୟ০ 4
路径 3 是路径 1 和路径 2 的综合体。例如，路径 1 可能用于木材或木制品类别，而路径 2 用于金属
制品类别。对于每种材料类别，只能使用一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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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ࠔઠᇸණኤऺࣄೠपՔጚ
指的是一种评级标准，能够反映可靠采购来源认证计划的严谨性，是 BREEAM Mat 03 评分的基础。
为完成本项评估，关于“BRE 全球”所认可的最新 RSCSs 表，请参考 BREEAM 网站“可靠采购来源”
部分的“指导报告”18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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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04 保温隔热

并未在 BREEAM 《国际新建筑》(2016) 中作为独立问题进行评估。本部分包含在 Mat 01 “寿命周期
影响”问题点以及 Mat 03 “建筑产品的可靠性采购”问题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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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05 耐久性及耐损性设计（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ᬍ

Ⱋᴴ
认同并鼓励对建筑和景观的暴露部分进行充分保护，从而使材料更换的频率最小化、材料最优化。

䃱ѝᴴ۳
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
保护建筑物易损部分，以防止损伤
1. 建筑物本身具有一定的耐用性和保护措施，或者设计特性、方案以阻止建筑物、景观内外易损部
位遭受破坏。必须包括但不仅限于：
1.a 使主入口、公共区域和主干道免受高密度人行交通影响的保护（如走廊、电梯、楼梯、门等）；
1.b 相应保护措施，以防止仓库、运送通道、走道、厨房区域等结构体 1m 范围内的内部车辆和推车
活动的不利影响；
1.c 在建筑物外部车辆停靠区域墙面 1m 范围、以及卸货区域 2m 范围内，防止车辆停靠和行动时发
生碰撞

Ԋ៑ᐧま➖ᯡ䱟䘕ܳВ䭟㔮ࡃ
2. 建筑物的相关部部位包含适当设计和措施以降低材料因环境因素而老化的可能性。（评价标准流
程请参见 Mat 05 耐用性及耐损性设计板块）
请参见“清单和表格”中的表 45，查看相关构件、环境因素和材料老化影响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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㶔 喝䔮⩔ᐦぽᲰТ喏⣛දఌ㉌Бࣶᱼ᫅㔭ࡂ҈⩔
䔯⩕ᐧまᲱУ喑⣜ධ㉍Вࣷᱽ᫆㔮ࡃ҉⩕

䔯⩕ᐧまᲱУ

喓ౝധȠ̸ᅯ㐀ᲱȠᰭѻᅯ喑ᡎౌෆ
喗喓ใෆ
喘喓ᅸ䶣ᝃ䭠झ
喙喓⣨⦰喟⿄ᝤȠ๖⿄
喚喓ใ䬕
喛喓డᴼᝃᴼᱳ喍ᯡ䱟λใ䘕⣜ධ喎
喜喓ใෆ㺳Ⰳ䲏喍ᯡ䱟ౕใ⣜ධ̸喎
喝喓ẩᷜᝃಎ䖀喍ᯡ䱟ౕใ⣜ධ̸喎
喞喓䉕ᮜ㻯

⣜ධ㉍

喖喓⣜ධ㉍喑࠲᠙
B喓ᬒ⚔ٶᄱ
C喓⍖Ꮣअࡃ
D喓Ⅱܳᝃ⒛⎬Ꮣ
E喓䷻
F喓䭺Ⅱ喑ຯ䭺䰕ᝃ䭺䰗
G喓Ხ〜๖⅁⟣ۢ喟ᑧ䷻Ƞ≗▫Ƞᯡ䰕Ƞᯡ䰗
喓⩌➖㉍喑࠲᠙喟
B喓Ḻ➖
C喓რ㮘Ƞᬳ㮘
喓ᴀ➖喑࠲᠙喟
B喓๔⅁ᴀ➖
C喓ౝ䲏ᴀ➖

ᱽ᫆䔭ࡃ҉⩕喍࠲᠙喑ѳ̺ϲ䭽λВ̸喎

喓㙽㮭
喓ᅧᄥअࡃ喑ຯ㛕㗭ᝃ㑖ᄼ
喓㹗㞟ᝃअ㞟
喓㏳㣹ܳ㼐
喓⋸␑҉⩕
喓䊤∎
喓㲺ࡃ
喓⯽㐀ᮣ
喓⸕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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䄡ᬻ

ᐧまใภࣷᵥᓰ喍ϲ䲋ѼႲᐧまࣷѼწᱧᲱ喎

$/

䔯⩕⮱䃱ѝᴴ۳

Ԋ៑ᐧま➖⮱ᭀᢌ䘕ѺВ䭟ऄⵡݝ౼ÿÿᴴ۳ ȡຯጟჇ⮱ᭀᢌ䘕ѺᆋλĄᐧま
ใภࣷᵥᓰѺ㒛ąᐭࣾੳ⮱ノ䓃㠰డ喟
͑䶦喟̻䄒ᐧまㆨಸࣷߌ㘪Ⱕ⮱ڠᰶᴴ۳䔯⩕喑́ᓲ䶨ౕ᱙䃱ѝ䶦͚Ҭ⩕ȡ
ຯጟჇ⮱ᭀᢌ䘕Ѻ̺ᆋλĄᐧまใภࣷᵥᓰѺ㒛ąᐭࣾੳ⮱ノ䓃㠰డȡҸຯ喑䔆ψ
䘕ѺѺλᐧま➖⮱जࡧ⼌ܧഌڲ喑䔆ᬣ喑व㻱ᕔः۠λឬ⼌ϧᝃ᱗ᲒҬ⩕㔲Ҭ⩕⮱㷲
ԛ㻱ᵩ喟
͑䶦喟䔆ψࡧഌजౕ̺᱙ᴴ۳̸䔈㵹䃱ѝȡ
Ԋ៑ᐧま➖⮱㸥䱟䘕ܳВ䭟㔮ࡃÿÿᴴ۳ 
͑䶦喟̻䄒ᐧまㆨಸࣷߌ㘪Ⱕ⮱ڠᰶᴴ۳䔯⩕
䄤࣯㔰䭱У %ÿÿȨᐧまใภࣷᵥᓰ䶦Ⱋ䃱ѝȩ喑㣤ःᰡ็ĄᐧまใภࣷᵥᓰѺ㒛ą䃱
ѝ䔶䶦⮱䄓㏳䄡ᬻȡ

ѼႲᐧまÿÿ䘕ܳ㷲ԛࣷڕ㷲ԛ

$/

䔯 ⩕ 䃱 ѝ ᴴ ۳ ÿÿ ࢂ
̭ѼႲᐧま

Ԋ៑ᐧま➖⮱ᭀᢌ䘕ѺВ䭟ऄⵡݝ౼ÿÿᴴ۳ 
͑䶦喟ᴴ۳ B হ C ̺䔯⩕
Ԋ៑ᐧま➖⮱㸥䱟䘕ܳВ䭟㔮ࡃÿÿᴴ۳ 
͑䶦喟̻䄒ᐧまㆨಸࣷߌ㘪Ⱕ⮱ڠᰶᴴ۳䔯⩕
䄤࣯㔰䭱У &ÿÿȨ#3&&". ᐧまᄦࢂ̭ѼႲВࣷ็ѼႲᐧまÿÿ䘕ܳ㷲ԛࣷڕ㷲
ԛᐧま⮱䔯⩕ᕔȩą喑γ㼐䃱ѝ䔶䶦ᰡߍ䄓㏳⮱䄡ᬻȡ

$/

䔯 ⩕ 䃱 ѝ ᴴ ۳ ÿÿ ็
ѼႲᐧま

Ԋ៑ᐧま➖⮱ᭀᢌ䘕ѺВ䭟ऄⵡݝ౼ÿÿᴴ۳ 
͑䶦喟̻䄒ᐧまㆨಸࣷߌ㘪Ⱕ⮱ڠᰶᴴ۳䔯⩕
Ԋ៑ᐧま➖⮱㸥䱟䘕ܳВ䭟ڣ㔮ࡃÿÿᴴ۳ 
͑䶦喟̻䄒ᐧまㆨಸࣷߌ㘪Ⱕ⮱ڠᰶᴴ۳䔯⩕
䄤࣯㔰䭱У &ÿÿȨ#3&&". ᐧまᴴ۳ᄦࢂ̭ѼႲВࣷ็ѼႲᐧまÿÿ䘕ܳ㷲ԛࣷ
ڕ㷲ԛᐧま⮱䔯⩕ᕔȩ喑γ㼐Ⱕڠ䃱ѝ䔶䶦ᰡߍ䄓㏳⮱䄡ᬻȡ

ắ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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䄡ᬻ

$/

䔯ᒀ⮱㔽⩕ᕔᣗ
࣯㻮ᴴ۳ 

䦵ᄦᐧま➖ᭀᢌ䘕Ѻ⮱䔯ᒀ㔽⩕ᕔᑧࡃহԊ៑ᕔᣗ喑࠲᠙喟
 ౕࢥ䉔ࡧВࣷ䒓䒳̸ࡧ䃫㒛៑ᴞȠᴲᴼᝃܥ䊤⮱䌜㑅ⴠ
 ಇధ⮱ใෆ㐀Ჱ喑倅䓫 N
 ౕ䊝ෆ෮̷Ⴖ㷲៑ᴼ
 䬕㶕䲏Ⴖ㷲䭟៑Წぶ䭟Ԋ៑㷲㒛喍䭟ऄݝᣕ䒓ぶ⮱ⵡ౼喎
 ౕϧ≮䛼䒰๔⮱ࡧഌ喍ࢠᐧま➖ͨڒऐȠ䊝Ƞࡧڞڙഌぶ喎䃫㒛㔽⸕ᝃღᭀ⌲≄
⮱ౝᲬȡ
 䕇䓴䃫䃎㔹ᬍ䰭Ⴖ㷲䷊ใ➖Ҁ䭺ѻ䷻䮖喑ϻ㔹Ԋ៑ᭀᢌ䘕Ѻȡ

$/

䒓䒳䭟Ԋ៑ᣗ
࣯㻮ᴴ۳ D

ᰶ➦Ⴧ⮱䭟Ԋ៑ᣗᓲ䶨㺮䃫Ⴧౕ䌊ᐧま➖䋠์䌊⻨⮱ࡧഌ喑ϻ㔹Ԋ៑ᐧま➖㐀Ჱ
В䭟ڣऄݝᲒ㜗λ䒓䒳ᅑڣ᭜ࢥ䉔ࡧ䒓䒳⮱ܨ喑䔆ψ䒓䒳⮱䒓䏘๔λ䒛䌊ᒵ็ȡ
ϲౕ䒓䒳≨ߕࡧ喟ຯᠴჇ㺮Ⅿಇధใෆ㐀Ჱこव᱙䃱ѝ䶦⮱㺮Ⅿ喑䗐͵ᓲ䶨㺮ӈ䷊
ใ⮱Ԋ៑ᣗ喑ࢠᠴჇ⮱៑ᴞᝃᴼᱳ喑ВԊᐧま➖ใෆ̺чऄݝᲒ㜗≨ߕ䒓䒳⮱ⵡ౼ȡ

$/

䭟ᱽ᫆⮱䓴ᏓҬ⩕

䔶᠖⮱㻱ᵩᝃ䃫䃎ᣗᏁࣺ䷊ใҬ⩕ᱽ̻᫆Ԋ៑ᐧまᲱУ䬡⮱Ꭰ㶎ڠ㈨喑ϻ㔹ᰭ
ᄼࡃᱽ᫆⮱ᰡᢏ䶾⢴喑䭟ᱽ᫆⮱䓴ᏓҬ⩕Ꭳхࡃᱽ᫆⩕ݖȡ
࣯㻮 .BUᱽ᫆᩵⢴

$/

ڞڙ౧वᝃ̭㝙ࡧഌ

ᄦڞڙ౧वᝃ̭㝙ࡧഌ喍ᅑڣ᭜ڞڙぶՆࡧহ≄䬡喎Ҭ⩕⮱ᱽ᫆㻱ᵩ喑ᏁӈԊ៑ᣗ
Вᅪज㘪䭟ڣऄݝ⒉ౕ⮱ᖣᘼⵡ౼ᝃใ㻯ऄݝᢌ౼ȡ

∂
Ԋ៑ᐧま➖⮱ใ䱟䘕ѺВ䭟ᱽ᫆㔮ࡃ
对于新安装的材料和建筑构件，以下对其在标准 2 下评估的流程进行了概述：

1. 根据表 45 下的列表“适用建筑构件”，确定适用于被评估建筑的构件。
2. 根据列表“环境因素”，确定可能导致建筑构件中材料老化的因素。
3. 确认有设计和规格措施限制这些材料老化。
4. 评估员应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来确定设计团队是否充分证明其已经对材料或保护措施进行设计和
规格化（这些材料或措施能有效防止不必要的材料老化），从而减少材料在整个建筑使用期中的频繁更换、
修复和维保。
5. 在建后阶段，如果这时采用的设计和规格措施不同于设计阶段，那么评估员必须要确保这些措施
满足本项评估的目的，如第 4 点所述。

280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3&&". 䭱❴ᐦᐦぽ

ᱼ᫅

䃮ᬻᱽ᫆

ᴴ۳



䃫䃎䭣⃢

ᐧ䭣⃢

䃫䃎ఫ㏥ÿÿᄦᐧま➖⮱ᭀᢌࡧഌᝃ䘕Ѻ䔈㵹ఫ

䃱ѝঅڠλᐧま➖ᝃ⣝౧⮱ᷭᴒ喑ᝃఫ䃮ᬻᱽ



᫆喑ВჇڣव㻱ᕔ

Ⴧ➦Ⴧ㔽Ͳᕔᣗ⮱䃫䃎ఫ㏥ᝃឭᱜ㻱㠰



Ⴧ䔯⩕ᐧまᲱУ⮱䃫䃎ఫ㏥
̻ᐧま➖Ⱕ⮱ڠ⣜ධ㉍ࣷᱽ᫆㔮ࡃ⮱Γ䲏䃮ᬻ
ۼ䒨㔮ࡃ⮱䃫䃎হ㻱ᵩᣗ
ຯᰶڠ喑Ꮑӈݣ䕍ੳ⮱ϔ৮ឭᱜ࣯喑В
Ⴧᱽ᫆㔮ࡃчऄݝᠴჇϔ৮⮱ᒞ৺

䭱ߍԎᖜ
ⰥڠჇͶ
ଙၳ୲
参见 BREEAM Mat 06 材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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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06 材料效率（所有建筑）

ᓄܳ

ᰭѻᴴ۳



ᬍ

Ⱋᴴ
认可并鼓励优化材料效率的措施，从而在不影响建筑物的结构稳定性、耐用性或使用年限情况下使
材料和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化。

䃱ѝᴴ۳
需要满足以下方面：
̭ܳ
1. 确定可能性，制定并落实适当措施，从而使在建筑设计、采购、建造、维保和服务终止的过程中
更有效地使用材料。
2. 经过与相关部门（参见 CN3）的磋商，设计或建造团队在下面各个项目工作阶段实施以上内容。
2.a．准备和任务书阶段
2.b．概念设计阶段
2.c．扩初设计阶段
2.d．技术设计阶段
2.e．施工阶段

ᷭᴒ⌲ࢂࣷ㶕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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ⰥڠჇͶ
ଙၳ୲
指的是在实施某建筑工程的过程中，使材料在该建筑物及其组件的整个使用期间其使用效率最大化。
这包括：使用更少的材料，对现有的拆除或拆卸材料进行再利用，以及在适当情况下，采购含可回收成
分较高的材料。这也包括：可以采用能够降低材料用量和废料产生量的设计或施工方法，包括非现场加工、
使用预制设施箱。

ڣЃԎᖜ

㶔 喝̷㶔᭛ᵥᢚ #4 ㈧݃ᴳ۲͙䘔ܲ  স  ᝬ݃⮰࣋݅㔸⮰ݢȠ
其提供了关于如何在各工程阶段考虑材料效率的一些例子。至少需要满足“证明”项下所列的措施，
来证明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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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材料使用是所有可持续性策略中重要资源效率目标之一。它涉及到各种建筑组件，以确保材料
的高效使用、废料产生的预防和减少、环境破坏以及自然资源消耗的最小化。本项为新增评估项，旨在
鼓励并支持，为减少建筑设计中材料的使用量所做的努力，且不影响建筑结构稳定性和其他性能因素。
BRE 计划在未来更新 BREEAM 时，进一步发展本项评估标准。因此，BRE 欢迎运用本项评估时的一些反
馈信息，从而促进未来版本中本项评估标准以及合规报告中附加指导的改进。

ᠴᄩᱽ᫆᩵⢴ゃ⪒⮱ጒڤ
以下为设计和施工中资源效率的考虑和审核提供了框架

#4 ᐧま䶦Ⱋ͚ڠλᱽ᫆᩵⢴⮱䃫䃎
本标准概述了材料效率的具体流程、主要任务、团队成员及其在每个工程阶段中的责任和成果；此
外本标准还附带一些辅助指导和工具。作为一个有用的工具，本标准有助于设计团队在项目中开发和落
实材料效率策略。此标准由 4 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关于策略定义、准备及概要的实施守则 (68)（已出版）
第二部分：概念及改进设计实施守则 (69)（已出版）
第三部分：技术设计实施守则（计划开发）
第四部分：建筑运营及翻新实施守则（计划开发）

减少废物设计：《建筑设计团队指南》(70)。本文件对减少废物设计的 5 项原则进行了概述，其可用
于建筑的设计开发，且能够在设计时为调查材料效率的可能性提供一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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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Waste 废弃物
ắ䔝
本类别旨在鼓励对施工、运营废弃物，以及未来建筑结构维护和修理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可持续管理
（并在可行的情况下再利用）。通过鼓励采用良好的设计和施工实践，减少因建筑施工和运营而产生的
废弃物，鼓励从填埋池转移废弃物。由于需要根据未来气候变化来改动建筑，应采取措施减少因未来的
改动所产生的废弃物，本评估项对这些措施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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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t 01 施工废弃物管理（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

Ⱋᴴ
对施工废弃物进行有效管理，以提高资源效益。

䃱ѝᴴ۳
本评估项分为两部分：
减少施工废弃物（2 分）
从填埋池转移资源（1 分）
需满足下列标准：

ۼᄾጒᏌᐰ➖
̭ܳ
1．为场内无害和有害废弃物的产生量制定了适当的目标，即每 100 m2 多少 m3 或者公吨废弃物。
2．根据上述目标将无害和有害废弃物降至最低量的流程已经到位。
3．对场内施工产生的废弃物量进行监测，定期审查达标情况。
4．设计或场地管理团队已任命人员负责上述内容的实施。
5．完成对所有现有建筑、结构或硬面的拆前审计，以确定翻新和再利用是否可行，如否，可最大限
度回收拆除下来的材料，以备将来使用，高级别或高价值的用途优先。 审计内容包括：
5.a 确定有哪些关键的翻新或拆除材料。
5.b 关键的翻新或拆除材料的潜在用途及其再使用再循环的相关问题。
6．使用所搜集的数据，用 BREEAM 评分和报告工具报告施工过程中每 100m2（室内毛面积）所产
生的废弃物量，单位为 m3（废弃物的有效体积，而非毛体积）或者公吨。

̭ܳ
7．已达到标准 1 到 6（在适用情况下）。
8．将施工废弃物划分为至少五个废弃物组（见表 48）进行再利用和回收的相关流程已经到位。相
关工作由持有许可的外部承包商在场内或场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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䖬ٺᄳ䉱⎽䒙⼨㜠౧
̭ܳ
9．根据如下表 47 的规定，避免将项目所产生数量较大的无害建设废弃物及拆除废弃物（在适当情
况下）转移至填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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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将在场内或场外由持有许可证的承包商将废弃材料分为不同的关键废弃物组（根据施工范围所
产生的废物类别）。（关于废弃物组的信息见表 48）
11．使用整理后的数据，用 BREEAM 评分和报告工具报告下列内容（在适用的情况下，此条适用于
建设废弃物和拆除废弃物）：
离开场地的无害废弃物的去向（即地址、相关设施）；以及
将废弃物从填埋转移的百分率水平，或每 100 m2 多少 m3 或公吨废弃物（参见合规说明）。

㠰ⅡᎠᴴ۳
获得本 BREEAM 评估项创新分一分的示范水平标准概述如下：
12．在适用的情况下，标准 1 到 11 已达到。
13．避免转移至填埋场的无害建设及拆除废弃物（如有关）所占比例达到或超出示范水平百分比基
准（如表 47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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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些地方基础设施有限，但是应该能够在本地重复使用和回收利用五种基本材料（陶瓷，开挖料，
石膏板，混凝土和木料），这样只有在建设及拆除（C&D）废弃物被分为至少五类废弃物组（见主要废
弃物组举例）或其处理至少满足当地最低要求，（要满足两者中较严格的一项）才能授予第二分。如果
有较大量的金属要被再利用和回收，这可以取代上述五类中的最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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ⰥڠჇͶ
ࢇణՔ
可以根据最佳实践（如有）设定合适目标，合适的目标取决于废弃物类型和场地上再利用的机会。
也可以设定与过去的数据相比更高的目标，要在过去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去达到公司目标。设计团队
需要论证为什么该目标被认为是合适的。此评估项不仅仅因为某目标能够达到就被视为“合适目标”。
注意：目标和测量不包括拆除和挖掘废弃物，因为它们因项目的不同而不同（并包含在“从填埋池转移”
评估项中）。更多关于如何设定合适目标的信息可以在智能废弃物计划网站中找到。

ܨႠݭച
以下情况下废弃物被视为惰性的：
1. 它不会经受任何重大的物理，化学或生物转化；
2. 它不溶解，燃烧或以其他方式发生物理或化学反应，它不会生物降解或以可能引起环境污染或危
害人类健康的方式对与它接触的其他物质产生不利影响；以及
3. 它的总沥出性和污染物含量和沥出物的生态毒性都无关紧要，尤其是不危害地表水或地下水的质
量（来自欧共体 (EC) 关于废弃物填埋的指令 1999/31/ EC）

ָأമอऺ
审计提供关于再生和回收材料的详细信息，包括减少废物处理成本和环境影响，通过再利用现有材
料节省开支，并通过出售不需要的材料获取盈利。这些信息：
1. 可以确定废弃物体量，以便公司在工程开始前对再利用，循环利用和恢复活动进行计划。
2. 因每个拆除项目的不同而不同，包括：
a. 确认回收和再生材料的市场
b. 确认在场内和场外进行回收和再利用的可能性
c. 当地和国家材料估价
d. 分离建议
e. 环境量化。
3. 提高材料和劳动效益，减少浪费，使获利最大化。。

ڣЃԎᖜ
౧ౝᏌ➖ノ⤳䃎ܿ
实施场地废物管理计划 (SWMP) 可以帮助管理场地施工产生的废弃物。场地废物管理计划 (SWMP)
的目的是提高资源效率，预防不法废弃物处置行为。资源效率包括在源头减少废弃物以及确保委托方，
设计师和总承包商评价场内和场外材料和产品的使用，再使用和回收情况。场地废物管理计划 (SWMP)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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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设计减少废弃物
2. 减少场地产生的废弃物
3. 制定和实施对场内和场外施工废弃物进行分类和再利用或回收利用的程序（如适用）。
从测量和监控场地施工废弃物中获得的数据可以用于针对目标和基准检查绩效，分析实施方案的有
效性，并追求持续的提高。

ᮧ㘪Ꮜᐰ➖
智能废弃物是一个用于建筑行业的在线环境报告工具，能让机构高效获取，监控和报告：
废弃物（包括场地废物管理计划和拆除前审计）
能源（包括转换成二氧化碳排放）
水
可靠来源的材料（包括木料）
运输
考虑周全的承包商方案

用于满足此评估项标准并作为证明达标的证据来源，智能废弃物帮助机构减少他们的环境影响，节
约大量时间和成本。
关于智能废弃物的更多信息，可上 www.smartwaste.co.uk.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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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t 02 再生骨料（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ᬍ

Ⱋᴴ
对使用回收骨料及二次骨料予以肯定和鼓励，从而在施工过程中减少对新材料的需求，优化材料利
用率。

䃱ѝᴴ۳
需符合以下标准：

̭ܳÿÿ⩌ں俕᫆
1. 至少 25% 的高级骨料用量（在该项目内）由二次骨料或再生骨料满足。此比例可按重量或体积进
行测量。
2. 再生骨料或二次骨料需为下列两者之一：
2.a 从场内或场外获取的建设废弃物、拆除废弃物和挖掘废弃物，或者
2.b 二次骨料（见“Wst 02 再生骨料”部分）

㠰ⅡᎠᴴ۳
获得本 BREEAM 评估项创新分一分的示范水平标准概述如下：
3. 回收骨料或二次骨料占项目高级骨料总量的 50%（按重量或体积）以上。
使用的回收骨料或二次骨料的运输距离不得超过 30km 陆运。

ᷭᴒ⌲ࢂࣷ㶕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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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㔰䭱ᒂ &#3&&". ᐧᐧまᄦ䘕ܳႶ㷲হڕ䘕Ⴖ㷲⮱⠙ᝤহ็ᝤѼႲ⮱䔯⩕ᕔ喑
㣤ᓄڠλѼႲㆨ䃱ѝ䔶䶦ᰡ䄓㏳⮱䄡ᬻȡ

$/

⌤⩌ںౌ܊俕᫆

ᒀపუᐧま∂㻱䭽ݣҬ⩕⌤⩌ںౌ܊俕᫆喍䕇፥䔯⩕λ݄⮱ܧ㜡ჳಸ俕᫆⩕䕁喎ᬣ喑㣤
ᓄₑܳ᭜ⰸ俕᫆⮱Ძ᪐ಸ⩕䕁喍䄤∕ᘼᕨ俕᫆⩕䛼ᓲ䶨Ϻ♣࠲᠙㜡ჳಸ⩕䕁喎ȡ

$/

పუᄦҬ⩕⩌ں俕᫆
⮱䭽ݣ

ౕ䭽ݣҬ⩕⩌ں俕᫆⮱పუ喑̺ч吅䃑㐆εₑܳȡ
ౕᄦ⩌ں俕᫆⮱ᰭ倅ٮ䃥⩕䛼ѻλ  ⮱పუ喑ᒀҬ⩕⮱⩌ں俕᫆⮫ܳ℁๔λᝃぶλ
 ᬣ喑ज㣤ᓄ㠰ⅡᎠܳȡᒀ⇎ᰶ䭽Ⴧᰭ倅⩕䛼ᬣ喑㣤ᓄₑܳᓲ䶨䓫℁ܳ⮫⮱  ݝȡ

$/

ڠλᄳ䷄ㆿٲহ㺳
Ⰳ҉ͧ倅㏔⩕䕁⮱ప
უᰭҠ䌢ᠴࢄ

ͧ䃮ᬻ䔆ψҬ⩕⮱ᱽ᫆ͧ倅㏔俕᫆喑䄤࣯㻮➦Ⴧపუ࣯㔰㶕Გᴒឫ䃱ѝప⮱䔯ᒀ⮱పუ
ᰭҠ䌢ᴴ۳ᝃ㻱⼸ȡ
ᝃ㔲喑䄤䃮ᬻ䔯⩕ᕔຯ̸喟
ᷭᴒ⌲ࢂ " ݄⮱ܧᰭѻ㺮Ⅿহ䃛᪴У⋢Ⰳ⮱ឦ۳⮱ᴴ۳হᱰ䛺喑ᝃ㔲喑ᒀ䄒ప
⇎ᰶव䔯⮱ᴴ۳ᬣ喑䃫䃎ఏ䭌Ꮑ䃮ᬻこव➦Ⴧపუ࣯㔰㶕͚⮱㠞పᝃ⁔≟ᴴ۳ȡ

$/

౧ใ⩌ں俕᫆

ᒀҬ⩕Გ㜗ᐧ䃫喑៳䮑হᡃᣅᏌᐰ➖⮱౧ใ⩌ں俕᫆ᬣ喑䔆ψ⩌ں俕᫆Ꮑ䄒᭜ᵦᢛⰥڠ
俕᫆ᴴ۳⩌ϔ⮱ȡ

$/

౧ใ⩌ϔ⮱Ꮑ⩕⼸Ꮌ
͚⮱俕᫆

ᒀ倅㏔俕᫆⩕䕁ጟ㏼࠲क़ౕ౧ใ⩌ϔ⮱Ꮑ⩕⼸Ꮌڲᬣ喑䔆ψᏁ⩕⼸Ꮌ͚ܧ⣝⮱俕᫆Ꮑ࠲
᠙ౕₑ䃱ѝ䶦⮱䃱ѝڲȡ

$/

⅁ۤᐼ倅▶⍐҉ͧ

⅁ۤᐼ倅▶⍐㷘ᑿㆨͧޜϔ৮喍㔹̺᭜Ꮜᐰ➖喎喑ₑ̺䰭㺮䉕䛼ࡼ䃛ᅞजВ҉ͧ俕

ι⁎俕᫆

᫆Ҭ⩕ȡҬ⩕⮱▶⍐ᓲ䶨␎䋠⁔≟Ⱕڠ㺮Ⅿ喑হ␎䋠䔯λᰭ㏵Ꮑ⩕⮱俕᫆ᴴ۳喍ຯ㜡ჳಸ喑

ắ䔝

Ძ᪐ಸ⇒䱿ぶ喎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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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䃮ᬻᱽ᫆

ᴴ۳

ᰶ

䃫䃎䭣⃢

ᐧ䭣⃢

ᐧま䄡ᬻΓᝃवहⰥڠ䘕ܳহȡ
䶦Ⱋఏ䭌䃎ツȡ
䃮⩌ں俕᫆ᝃι⁎俕᫆Გ⎽ВࣷजВӈ㺮Ⅿ
䛼⮱᪴Уȡ
ڠλᴴ۳হᱰ䛺݄㶕⮱व䔯᪴У喑Ҹຯ䄡ᬻΓ喑

ڠλᏁ⩕俕᫆⮱䛺䛼喍ᝃҀ⼜喎হㆨಸ⮱䃎ツ
䄡ᬻȡ
ڠλ౧ౝ俕᫆ㆨಸহ䛼⮱䔮䉔ࢂ喍ᝃӈᏁੳ⮱
䃮ᬻ喎ȡ
ᱽ᫆␎䋠Ⱕڠᴴ۳হᱰ䛺݄㶕͚Ⱕڠ㺮Ⅿ⮱䃮

ᴴ۳ぶȡ

ᬻ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ߛपࠡଙ
高级骨料为：
致密型
1. 结构构架
2. 楼板包括底层楼板
3. 沥青或水压致密型基层，粘合剂，和已铺硬面区域和道路的表面层。
松散型
1. 以沥青为基础的或类似的路面
2. 颗粒填充和覆盖
3. 管垫
4. 底基和建筑基础
5. 砾石景观

گपࠡଙ
用于一般景观填充材料的碎砖石并不被认为是高级的。现在这种做法由于填充成本的增加常用于建
筑工地。

ምิࠡଙ
再生骨料是由之前施工中使用的材料再加工而来的，例如，来自建设和拆除废弃物材料的压碎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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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或砖石。

ْܾࠡଙ
1. 瓷土废弃物
2. 石板覆盖层
3. 粉煤灰
4. 地面粒状高炉矿渣
5. 气冷式高炉矿渣
6. 钢渣
7. 熔炉底灰
8. 焚化炉底灰
9. 铸造用砂
10. 回收的玻璃
11. 再生塑料
12. 废油页岩
13. 煤矿弃土
14. 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残留物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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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t 03a 运营性废弃物（仅非住宅及住宿机构）

ᕨܳ

ᰭѻᴴ۳



ᰶ

Ⱋᴴ
认可并鼓励为建筑的运营性可回收废弃物提供专用的存放设施，避免填埋或焚烧这些废弃物。

䃱ѝᴴ۳
需满足下列标准：

̭ܳÿÿ䓽㥒ᕔᏌᐰ➖
1．提供专用空间，分离和储存被评估建筑或单元、其用户以及其中的活动所产生的可回收运营性废
弃物。此空间须满足下列要求：
1.a 贴有清晰的标签，有助于可回收废弃物的分离、存放和收集。
1.b 建筑用户或设施运营者可用，以便管理承包商收集并处理废弃物。
1.c 空间容量与该建筑类型、大小、单元数量（如有关）、预计每天或每周的运营活动和建筑占用率
所产生的废弃物量相适宜。
2．如运营性废弃物可能持续产生，如因建筑的使用或运营而产生大量的包装废弃物或可堆肥废弃物，
则需提供下列设施：
2.a 废弃物压实机或捆扎机，置于服务区或废弃物管理专用空间。
2.b 有容器用来盛放建筑日常运营和使用所产生的、适合堆肥的有机废弃物；或者有适当的空间，可
在收集和运输其它堆肥设施之前，存放隔离的食物废弃物和可堆肥的有机材料
2.c 如在场内进行有机废物存放或堆肥，须在该设施旁边或内部提供出水口，以便清洗保洁。

䔯⩕λፓ㜗䋠ᐼѼ⮱ѼწᱧᲱ⮱䭱ߍԎᖜ喟
3 ．每间住所要有三个内部垃圾存储箱，具体要求如下：
3.a 总容量最低为 30 升。
3.b 各容器容量不低于 7 升。
3.c 所有容器放置于无障碍的专用位置。
3.d 除要有不可回收废弃物的容器之外，还须有可回收废弃物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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ϲ䔯⩕λፓ⠙⿸ბহ⩕ڞ䃫⮱ѼწᱧᲱ
4．对每六个卧室，需满足上述针对自足式住宅或卧室兼起居室的存储容器要求（标准 3）。
5．可回收物存储容器放置于无障碍的专用位置，在如下区域之一：
5.a 公用厨房，或者
5.b 如无公用厨房，则放置于公用休息室或生活区等公共空间。
6．在各自足式住所、卧室兼起居室或公共厨房的厨房区域或公共空间提供家用堆肥设施和家用堆肥
信息传单。

ᷭᴒ⌲ࢂࣷ㶕ᵩ
无。

वᵩ䄡ᬻ

㉏ᑂ



䄡ᬻ

ᐧまใภ̻ᵥᓰ喍ϲ䲋ѼႲㆨহѼწᱧᲱ喎

$/

䔯⩕⮱䃱ѝᴴ۳

䓽㥒ᕔᏌᐰ➖喑ᴴ۳  হ 
͑䶦喟ᰶ̻ₑᐧまㆨಸহߌ㘪Ⱕ⮱ڠᴴ۳䔯⩕ȡ
⩕λѼწᱧᲱ⮱䭱ߍᴴ۳喑ࢠᴴ۳   ݝ
͑䶦喟䔆ψᴴ۳̺䔯⩕ȡ
࣯㔰䭱ᒂ % ใภ̻ᵥᓰ䃱ѝ喑㣤ᓄڠλₑใภ̻ᵥᓰ䃱ѝ䔶䶦ᰡ䄓㏳⮱䄡ᬻȡ

$/

⩕ᝤ̺ᬻȡ㻮ᴴ۳ 

㮪♣ᰭ㏵⩕ᝤ᱗ⴒ喑ѳ䃱ѝᐧま⮱ߌ㘪ᝃࡧഌ㶕ᐧま䓽㥒ज㘪ϔ⩌๔䛼⮱࠲㷲ᝃള㗒
Ꮜᐰ➖喑Ҹຯᐧまͧ䰣ਜ਼ᝃጒ͇䶦Ⱋᝃ࠲क़๔ಸ丽些䃫ิ喑䗐͵ᓲ䶨ӈⰥᏁ㻱⮱⾧
䬡হߎᝃധ䃫ȡѳ̺䰭㺮ӈᝃႶ㷲䔆ψ䃫᱙䏘㘪䃮ᬻव㻱ȡ

ѼႲᐧま  䘕ܳ㷲ԛহڕ㷲ԛ

$/

䔯⩕⮱䃱ѝᴴ۳  ⠙
ᝤࣷ็ᝤѼႲ

͑䶦喟䔆ψᴴ۳̺䔯⩕ȡ
࣯㔰Ȩ䭱ᒂ &#3&&". ᐧᐧまᄦ䘕ܳ㷲ԛࣷڕ㷲ԛ⮱⠙ᝤࣷ็ᝤѼႲ⮱䔯⩕ᕔȩ喑
㣤ᓄڠλѼႲㆨ䃱ѝ䔶䶦ᰡ䄓㏳⮱䄡ᬻȡ

ắ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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䄡ᬻ

Ⴧ̀ᆋ⾧䬡᭜॓こ
व㻱Ⴧȡ㻮ᴴ۳  হ 

䃫䃎ఏ䭌䃮ᬻ䃱ѝᐧま⮱Ꮜ➖ノ⤳䃫⾧䬡๔ᄼ䔯वᐧまㆨಸহ⩕ᝤ喍ຯⴒ䖀喎喑䓽㥒
ߌ㘪হज㘪⮱Ꮜ➖≮হᏌ➖ღ䛼ȡ
ᒀᬍ∂ჇᏁ䄒ӈ็๔⮱⾧䬡ᬣ喑В̸᭜ڠλᏁӈ⮱ᰭᄼႅ⾧ו䬡⮱ᠴᄩ喟
 ᄦλẩ䲏ۭ䲏⼜ N ⮱ᐧま喑 N 㜠ᄾᰶ N ⮱̀ᆋᏌ➖ノ⤳⾧䬡
 ᄦλōN ⮱ᐧま喑㜠ᄾ N ⮱̀ᆋᏌ➖ノ⤳⾧䬡
 ᒀӈ丽些ᬣ喑 N ẩ䲏ۭ䲏⼜䭱ߍ N喍ōN ⮱ᐧま⮱ᰭᄼ䭱ߍ䲏
⼜ͧ N喎ȡ
ẩ䲏ۭ䲏⼜Ꮑᠶ⚔ڣᰭᣒ䓾⮱᪡ࡰᎠㆠ䃎ツȡ

$/

⣝ᰶᐧま⮱ពᐧ䘕ܳ

ᒀ⣝ᰶᐧまڲᰶⰥڠ䃫ิ⾧䬡ᬣ喑䔆ψ䃫ิ⾧䬡जВ⩕λ䃱ѝव㻱ᗲۢȡ䔆ψ䃫ิ⮱㻱
ᓲ䶨䋠Вღ㏠ពᆂহ⣝ᰶᐧま⮱जఋᩣᏌᐰ➖䶱䃎ᕨ䛼ȡ

$/

$/

็ᐧま䃱ѝহ҉ͧ๔

ᒀ䃱ѝ䔯⩕λᆋλ๔ಸᐧま䉱ϔᝃᵎచ̭䘕ܳ⮱̭͗ᝃ็͗ᐧまᝃࢂٰᬣ喑䃫䃎ఏ䭌ज

ಸౝϔ䶦Ⱋ̭䘕ܳ⮱
ᐧま㻮ᴴ۳ Dȡ

ВВ䔆ᵤ⮱ᐼᲒ䃮ᬻव㻱喑ࢠӈ̀ᆋ䯳͚וႅ⾧䬡হರ౫ノ⤳䃫喑䋠Вღ㏠ᰶ
ᐧまࣷߕ≨ڣϔ⩌⮱जఋᩣರ౫ȡ

ᄦλࢸጒڤᝃក࠲
ᱧ Გ 䄡喑 ⾧ 䬡 ᰶ 䭽喑
䒓䒳̺ᭀ䔈ڒ㻮ᴴ۳

ຯ౧ౝ⇎ᰶ䋠์⮱⾧䬡⩕λధჇ㷲㒛喑जВᵦᢛᄼಸӬᢤᐼࢸጒڤᝃក࠲ᱧ⮱⾧䬡
䔈㵹䓫ᴴ䃱ѝȡ

ȡ

$/

ბוڲႅࡧ

ᒀ䃫ิѺλბڲᬣ喑ͧ䒓䒳䔈ܧ䃫⮱䬥䬕⮱倅ᏓহცᏓ喑Вࣷ䄰ߕহ㷲ࢥ⾧䬡⮱๔ᄼ喑
ᓲ䶨㘪Ӭλ䒓䒳ᩣ䯳जఋᩣರ౫ȡ

$/

̭㝙Ꮜᐰ➖

䮑γӈั⤳̭㝙Ꮜᐰ➖⮱ࡧഌহ䃫ิВࣷࢸጒڤ喑ក࠲ᱧহള㗒கใ喑䔅ᓲ䶨
ӈႅוजఋᩣರ౫⮱ࡧഌȡ

$/

ᄼಸጒ͇ࢂѺȡ
㻮ᴴ۳ ȡ

ᄦλ࠲क़͗܍䒰ᄼ⮱ࢂٰ喑͗ࢂٰ⮱ᝬᅸ䲏⼜ŌN ⮱ጒ͇ᐧまᝃᄼࡧᝃ౧ౝ喑

䉚➖͚ᓰহ䰣ਜ਼ڙచȡ

䉚➖͚ᓰহ䰣ਜ਼ڙచᓲ䶨ᰶ䋠์⮱⾧䬡␎䋠͗⼌ᝤ⮱䰭㺮হღ㏠ЃЙज㘪ϔ⩌⮱जఋ

㻮ᴴ۳ ȡ

ᩣᏌᐰ➖ȡࢍ⩕䄒͚ᓰ䒰๔℁Ҹ䲏⼜⮱⼌喑ࢠĄᬄ㝝⼌ᝤą喑ᓲ䶨ᰶЃЙ㜗ጞ⮱̀ᆋ
व㻱䃫ȡᄦλ䒰ᄼ⮱䲋ᬄ㝝⼌ᝤࢂѺ喑౧ౝ⮱͚ᓰᝃڞڙ䃫ᝃ⠙⿸ࢂٰ⮱̀ᆋ⾧䬡
㺮こवₑ䃱ѝ䶦⮱䃱ѝᴴ۳ȡ

㜗ߕࡃ⮱Ꮜᐰ➖ᩣ䯳
㈨㐌

ᬍ䃧ノ⤳䃎ܿ᭜⮱ڞڙ喍ౝᒀᅭ喎䔅᭜⻮ϧ⮱喑ग㺮ノ⤳䃎ܿݝѺ喑́␎䋠ܳ⻨㺮Ⅿ喑
⮳ツव㻱ȡ

$/

$/

␎䋠В̷ᴴ۳⮱ᐧまᝃ౧ౝ⮱ڞϘ䃫䋠В㣤ᓄₑܳȡ

䦵ᄦ➦Ⴧ⮱ᐧま
300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3&&". 䭱❴ᐦᐦぽ

㉏ᑂ

Ꮛᐯ➕



䄡ᬻ

$/

უ⩕ള㗒Ԏᖜڹ喍็
ѼႲᐧま喎ȡ
㻮ᴴ۳    হȡ

ڹᓲ䶨ӈВ̸Ԏᖜ喟
ള㗒ຯ҂䔈㵹ࣷڣ䛺㺮ᕔ 
जВ⩕λള㗒⮱ᱽ᫆喍Ҹຯ⩌㩙㤉⯛হⅡ喑ⶻ㏥喑㡣ण㶸喑ぶ喎喠
ڞڙള㗒ᵵ⮱䓽㥒হノ⤳䃎ܿ㏳㞯ȡ
ᒀ㐬㞟ᝃࣕᝬರ౫ᩣ䯳ᵵᬣ喑ౝᒀᅭӈ⮱Ԏᖜڹ䋠В␎䋠Ԏᖜڹᴴ۳ȡ

$/

Ѽ წ ᱧ Ჱ喟 䙺 ຄ ⩌ ≨
䃫

ᒀܧλႶڕ㔰㭾喑̺㘪ౕࡧڞڙഌ䃫㒛ᅲℾजࣷ⮱ఋᩣマᬣ喑喍Ҹຯ喑ຯᅲℾᰶ⺋
䬛䷅喑㜗⩞ᣒ䓾䔆ψ䃫ᄳፓᲒ䛺๔㜗₸ᝃёრЃϧ⮱䷻䮖喎喑जВᄳڣ䃫㒛ౕ̀ᆋ⮱
ᬍ䭨ⶺ⮱गᰶঅጒजВ䔈⮱ڒѺ㒛喑ѳ㺮䲍䓾ϔ⩌जఋᩣᏌᐰ➖ᱽ᫆⮱ࡧഌȡ

∂
无。

䃮ᬻᱽ᫆

ᴴ۳

ᰶ

䃫䃎䭣⃢

ᐧ䭣⃢

䃮̀ᆋ䃫喍౧ڲহ౧ใ喎⮱ӈᏁহ㠰డ⮱䃫
䃎ఫ㏥ᝃᐧま䄡ᬻΓ⮱Ⱕڠ䘕ܳᝃȡ
䶦Ⱋఏ䭌ч䃛䃝ᒂᝃܪУ喑䃮ᐧま➖Ꮜ➖ज㘪
⮱ϔ⩌ᗲۢࣷڣҀ䛼ȡ

ह䃫䃎䭣⃢ȡ
#3&&". 䃱ѝጵ⮱⣝౧ᷭᴒ្ॷহ⚔❴䃮ᢛ
䃑䃫ݝѺव㻱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तक़
可及空间通常在建筑入口 20 米范围内。可及空间一般离建筑物出入口在 20 米以内。基于建筑大小，
场地限制或租用安排的考虑，设施可能无法安置在建筑入口 20 米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判断此
空间对建筑用户和车辆是否“可及”。

ጲݭڦࣅۯणဣཥ
现在一些公司提供全自动的地下废物收集，分类和运输系统。该系统能在源头对来自不同位置的不
同类型的垃圾进行分离，采用加强的卫生、健康和安全标准。它还能减少废物卡车运输的麻烦，减少化
石燃料消耗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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ጆຌፆҹ࿋ዃ
触手可及的橱柜或厨房内的其他橱柜，位于水槽下方，且靠近垃圾储存区或可能的存放不可回收垃
圾的区域（如可行）。当厨房内不能按上述设置橱柜，则应将垃圾桶设于靠近厨房的位置，例如杂物间
或相连的车库。

ഌॴई࠲॰ፀࢽ
零售建筑内最大最主要的租户，通常一家百货商店。

ݭചუํഗईٶԈऐ
用于压缩废物以提高储存和运输效率的机器。

ڣЃԎᖜ
जఋᩣ➖⮱וႅ
决定可回收储存空间大小和可及性标准时，以下占地尺寸可以作为参考：
1. 压实器规格：约一个停车位大小：4.8 x 2.4 米
2. 废料桶：一个 8 和 12 立方码的废料桶占地面积 3.4m x 1.8m；因此这些容器的储存区域和通道至少
宽 2.0 米，长 4.0 米或面积 8 平方米。
3. 有轮子的垃圾箱：360 公升 = 0.86m x 0.62/660L= 1.2m x 0.7m/1100L = 1.28m x 0.98m
4. 滚装式集装箱：至少 6.1m x 2.4m
5. 车辆通道：以下是通常用于收集废弃物的卡车的通道规模。因此闸门高度和宽度不应小于这些尺寸：
a. 垃圾车：中等容量；长 7.4 米，高 4 米，宽 3.1 米
b. 翻斗卡车：长 7 米，高 3.35 米，宽 3.1 米。
还必须考虑进入此区域的其他类型的车辆，如用于滚装式集装箱的卡车。

ఋᩣマ
建筑中各处位于方便位置的单个回收箱是必要的，它们可以将回收率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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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t 03b 运营性废弃物（仅住宅）

ᕨܳ

ᰭѻᴴ۳



ᰶ

Ⱋᴴ
肯定和鼓励为运营性家庭废弃物提供专用的存放设施，有助于避免废弃物被送去填埋或焚烧。

䃱ѝᴴ۳
需满足下列要求：

̭ܳÿÿఋᩣ
1．已为可回收与不可回收或不可堆肥的家庭废弃物（参见合规说明）分配充足的外部空间。该空间
须符合下列要求：
1.a 达到地方政府所建议的最低标准，或者
1.b 如地方政府无相关建议，则须为独卧住宅提供 100L 的容量，每多一个卧室增加 70L。
1.c 位于平坦的硬质平面上。
1.d 对该住宅、单元或公寓的住户可及。
2．已为可回收家庭废弃物提供充足的室内空间（包括废物桶），具体要求如下：
2.a 如该区域有住户可参与的可回收废弃物收集计划，则已为可回收家庭废弃物的存放提供如下之一：
2.a.i 至少三个单独的室内废物桶，每个不小于 7L ，或者：
2.a.ii 一个容量不低于 35L 的废物桶（仅在当地回收方用同一个容器收集多种不同废弃物组的情况下
适用）。
2.b 如无可回收废弃物收集计划，则至少需要提供五个废物桶（每个不小于 15L）用来存放可回收家
庭废弃物。
2.c 室内废物回收桶应放置于无障碍的专用位置。直接放在地面上或者橱柜里的独立式回收桶不符合
要求。回收桶可以放在厨房（靠近不可回收废弃物桶）或者靠近厨房的位置（即 10m 以内），如杂物间
或者与之相连的车库。

̭ܳÿÿള㗒
1．为家庭可堆肥废弃物的存放和堆肥提供充足的室外设施。该设施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1.a 放置在专用位置，住户可以无障碍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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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配上宣传单，送到各住宅或公共厨房。该传单须提供下列信息：
1.b.i 堆肥的原理和重要性
1.b.ii 可堆肥的材料有哪些（如生的蔬菜皮和水果、粉碎的纸张、茶包等）。
1.b.iii 公共堆肥计划的具体操作和管理方法
1.b.iv 充足的室外堆肥设施空间、故障排除办法的信息，例如堆肥过干或过湿时应如何处理。
2．在各个住宅厨房或各个公共厨房提供充足的室内容器放置空间（至少足可容纳一个 7L 的容器），
用于存放分离开的可堆肥有机材料（即食物残渣） 。可以是标准 2.a 所述的三个室内废物桶之一。
3．如未提供充足的外部设施和堆肥容器，如评估表明下列任何一项适用于所有住宅，则达到标准：
3.a 当地有可及的公共或社区堆肥服务，由地方政府或私营机构经营。
3.b 管理方案已到位，可确保食物或绿色垃圾被妥善移除并送往其它堆肥设施。
3.c 存在由地方政府或私营机构经营的绿色垃圾或厨房废弃物收集系统。
4．对于公共设施，须提供至少一个出水口，以便对设施内外进行清理打扫。

ᷭᴒ⌲ࢂࣷ㶕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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䭱ߍԎᖜ
ⰥڠჇͶ
ጲݭڦࣅۯणဣཥ
现在一些公司提供全自动的地下废物收集，分类和运输系统。该系统能在源头对来自不同位置不同
类型的垃圾进行分离，采用加强的卫生、健康和安全标准。它还能减少废物卡车运输的麻烦，减少化石
燃料消耗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

ܑݨ
堆肥是通过细菌和微生物将有机废物转变为土状块的自然过程。幼虫、木虱、甲虫、蠕虫和其他此
类生物也可促进堆肥过程。

ࠅࠌܑݨईม൶ܑݨ
公共堆肥或社区堆肥是指一群人共用一个堆肥系统。原材料由所有参与此方案的人员提供，堆肥在
社区内使用，或是个人用于他们自己的花园，或是用于当地环境的较大项目。场地入口到公共或社区容
器的距离通常不超过 50 米（或在国家规定更严格的情况下符合国家规定范围）。
堆肥方案必须符合评估国所有相关法律法规。

ጆᆩቱҹ࿋ዃ
理想情况下，这将是一个可轻松到达的水槽下的橱柜 或厨房内其他橱柜，靠近储存区或可能的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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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回收垃圾的区域（如可行）。当厨房橱柜不可行时，箱柜可以位于靠近厨房的位置，例如杂物间或
相连的车库。

ݛںአުणݛӄ
在这些方案中，地方政府负责从住宅或住宅所在地定期收集家庭垃圾。它包括收集剩余废弃物（不
用于回收或堆肥的废弃物）和可回收的家庭垃圾。

ຳට࣮ݛӄᆐሏݛ
若无地方政府收集方案，或者居住者选择用私人方案时，如一些公寓的居住者，可以任命私人回收
方案操作员来收集可回收的材料。

ᷭᴒ⌲ࢂহ݄㶕
无。

䃎ツ⼸Ꮌ
无。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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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t 04 预估表面材料和涂料（仅预估办公室及多户住宅）

ᕨܳ

ᰭѻᴴ۳

喖

ᬍ

Ⱋᴴ
鼓励由建筑用户选择装修表面材料和涂料的规格和配件，以避免不必要的材料浪费。

䃱ѝᴴ۳
需满足以下标准：
̭ܳÿÿ䶱ѝᕔ⊯᫆
1. 对于租赁办公区域（未来用户未知），在进行全面装修之前，仅在展示区铺设地毯，并使用地板
和天花板表面材料和涂料。
2. 对于为指定用户开发的办公楼，该用户已选择（或同意）指定的地板和天花板表面材料的涂料。
3. 对于多户住宅（未来用户未知），仅对展示区进行地板、厨房和浴室使用表面材料和涂料。
4. 对于住宅楼，未来用户已选择（或同意）指定地板、厨房和浴室表面材料和涂料中的至少三种。

ᷭᴒ⌲ࢂࣷ㶕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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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ᝤᝃ็ᝤѼႲ

Ѽᝤ̺࣯̻㷲ԛᱽ᫆䔶᠖⮱ѼႲ̺㘪㣤ᓄₑܳȡ

፥㻱

ᬍȡ

ắ䔝

$/

∂
无。

䃮ᬻᱽ᫆

ᴴ۳

ᰶ

䃫䃎䭣⃢

ᐧ䭣⃢

䃫䃎ఫ㏥ᝃᐧま䄡ᬻΓᝃवह⮱Ⱕڠ䘕ܳᝃ
ᝃ༁ច喑䶦Ⱋఏ䭌ᝃᐧま⩕ᝤ喍ຯ᱗Გ⩕ᝤ
ጟⴒ喎⮱ܪУȡ

ह䃫䃎䭣⃢ᝃ #3&&". 䃱ѝጵ⮱⣝౧ᷭᴒ្ॷ
হ⚔❴䃮ᢛ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ዿࢅݝ؞ᇥጎႪ

厨房用具（橱柜和柜台面）：
1. 厨房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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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厨房墙面装饰
3. 浴室套件（浴缸，淋浴器，洗脸池，洗手间）
4. 浴室墙面装饰。

ቛ๖൶
办公建筑：或是一块楼面板或是一个独立的办公室。无论如何，要获得此分它必须小于净租赁面积
的 25%。
居民楼：一样品房。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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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t 05 适应气候变化

ᕨܳ

ᰭѻᴴ۳

喖

ᬍ

Ⱋᴴ
认可并鼓励采取措施来减少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条件在整个建筑生命周期对建筑的影响。

䃱ѝᴴ۳
新建建筑方案中的许多 BREEAM 评估项包含旨在支持减轻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的影响的评估标
准。此评估项的主要得分强调其他评估项未提及的建筑结构和组织的耐损性。如果通过在其它评估项得分
来证明已经有了一个整体性的适应气候变化措施，则可以获得示范性得分。需要满足以下方面的要求：

̭ܳÿÿ䔯Ꮑ⅁Նअࡃÿÿᐧま㐀Ჱহ⮱㔽ᢌᕔ
1．在“概念设计”（或同等设计）结尾，采用气候变化适应策略对建筑结构和组织耐损性进行评估。
1.a，通过实施系统化风险评估（针对建筑结构和组织的耐损性）来鉴定和评估由天气变化引起的预
期极端天气条件在建筑计划生命周期对建筑的影响，且可能的话，减轻这些影响。评估应包括以下几个
阶段（参见方法）：
1.a．i 危险鉴定
1.a．ii 危险评估
1.a．iii 风险估计
1.a．iv 风险评估
1.a，v 风险管理
1.a．vi 示范水平得分——应对气候变化

㠰ⅡᎠᓄܳÿÿᏁᄦ⅁Նअࡃ
对目前建筑的寿命周期设计和建造进行全面分析，以减轻气候变化对建筑的影响，全面分析通过达
到这些标准来体现。
以下概述了获得此 BREEAM 评估项创新得分的示范水平标准：
2．达到此评估项标准 1，结构和组织耐损标准，以及以下得分标准。

Hea 04 热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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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Wst 05 评估项相关：预防过热风险的增加）
Hea 04 热舒适性：已达到标准 6

Hea 07 灾害
（与 Wst 05 评估项相关：降低由于气候变化可能更加严重的自然灾害的风险）
Hea 07 评估项已得分
Ene 01 减少能耗和碳排放
（与 Wst 05 评估项相关：将有助于（能源需求增加导致的）低碳排放的能源效率最大化。
此评估项至少获得 8 分。

Ene 04 低碳设计
（见 Wst 05：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碳排放）
已获得此评估项被动式设计分析得分。
Wat 01 水耗
（见 Wst 05：减少干旱时期的水需求）
此评估项至少获得了 3 分。
Mat 05 耐用性和耐损性设计
（见 Wst 05：避免增加材料老化风险和更高的维保需求）
已达到与材料退化相关的标准 2。

Pol 03 地表水径流
（见 Wst 05: 使影响项目点和周边地区的高洪水风险和地表水径流风险最小化
洪水风险——至少已获得 1 分。
地表水径流——已获得 2 分。

ᷭᴒ⌲ࢂࣷ㶕ᵩ
无。

वᵩ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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ౝᩬ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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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㻱

$/

ឭᱜᱧᲱȡ

∂
▫რ䞡Ⴧ
1. 对相关主体的证据和信息进行审查，以鉴定和了解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对建筑的
影响。
2. 鉴定可能的灾害（见 Wst 05 适应气候变化）。

▫რ䃱ѝ
1. 鉴定灾害规模。

䷻䮖ѝ䃎
1. 鉴定这些灾害对建筑造成的风险和这些灾害可能的影响，至少考虑以下方面：
a. 结构稳定性
b. 结构坚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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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耐候性及细节设计
d. 材料耐久性
e. 居住者及他人的健康安全
f. 对建筑内容和业务连续性的影响。

䷻䮖䃱ѝ
1. 评估这些风险对建筑的潜在影响。
2. 确定可容忍风险的门槛。
3. 检查风险评估的敏感度。
4. 鉴定哪里不能存在健康与安全、生命周期评估和财务方面的风险。

䷻䮖ᣔݣ
1. 鉴定降低风险的措施。
2. 尽可能减轻灾害影响。
3. 设计或规格加入最终设计风险评估鉴定的措施。

䃮ᬻᱽ᫆

ᴴ۳

ᰶ

䃫䃎䭣⃢

ᐧ䭣⃢

㈨㐌ᕔ䷻䮖䃱ѝ⮱ޜ᱙হᰶݝѺ⮱▫ۼᄦゃȡ

ह䃫䃎䭣⃢ȡ
䃱ѝጵ⮱⣝౧ᷭᴒ្ॷহ⚔❴䃮ᢛ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ఱ৳Ⴀ
经受磨损，压力或损坏的能力。
ሚ࡞
灾害是指可能造成伤害的形势或事件。它可能是一个偶然的或恶意的事件，或者是力量或抵抗力不
足使然，或者是对界限的重大偏离。
ڑႠ
建筑或构造体系或材料在承受意外或特殊负重或者其他事件时，不会出现过度损坏和性能下降的能
力，因此不会出现持续坍塌、性能丧失和严重损坏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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ࠓࢅፇኯఱႠ
BREEAM 将其定义为建筑结构抵御气候变化引发的增强的天气负担，增强的压力或灾害的能力。增
强的压力或灾害的例子包括：
1. 太阳辐射
2. 温度变化
3. 水或湿度
4. 风
5. 降水，如降雨和降雪
6. 极端天气条件：狂风，洪水，暴雨，暴风雪和积水。
7. 地面下沉或地面移动。
ဣཥႠޅ၃ೠࠚ
当降低风险不可或缺时，该评估法有助于专家鉴定，评估和控制风险。它包括：
－

鉴定灾害

－

采取所有可行措施消除灾害

－

采取所有可行措施降低每种灾害的风险

－

对建筑进行稳健的设计

ڣЃԎᖜ
这个新的 BREEAM 评估项旨在通过考虑设计各阶段的相关因素，从而努力减轻未来气候变化对建筑
的影响。BRE 避免过分规定评估标准以保持应用此评估项和评估合规性的灵活度，因为这是一个场地位
置和建筑特定因素极大影响解决方案和方式的复杂的环保和设计问题。它更强调 BREEAM 评估师根据自
己的判断决定项目团队和建筑设计是否达到此分值和标准的目的和意图，并运用恰当的项目信息来支持
他们的判断。BRE 会通过质量担保审计（基于项目团队行动和提议设计方案，有明显的获得此分的合理
论证）来认可 BREEAM 评估师的判断。BRE 欢迎提出应用此评估项的反馈，以便在未来的 BREEAM 版
本中改进标准和加入更多的合规指导。
一些英国报告和出版物也为国际项目提供了有用的适应气候变化的原则：
1.“国家适应性计划”报告已由政府，行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共同合作起草。它包含通过处理风险
和最大限度利用机遇帮助英国成功适应未来气候条件的一系列的政策和行动。
2.《为气候变化设计》这本书将建筑和评估项作为未来气候设计的一部分进行了描述。
“适应性建筑”计划，英国最大的专注于建筑对气候变化适应性的计划。这份来自技术战略委员会
(TSB) 的计划旨在提高建筑项目的气候顺应力。此书是建筑指导，内容包含结构稳定性。
3.BRE 报告——气候变化对建成环境的潜在影响，讨论了气候变化适应策略，包括一些结构耐损性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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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t 06 功能性适应（仅非住宅建筑）

ᕨܳ

ᰭѻᴴ۳

喖

ᬍ

Ⱋᴴ
认可并鼓励采取措施来适应整个建筑生命周期建筑用途的改变。

䃱ѝᴴ۳
需满足以下要求：
̭ܳÿÿߌ㘪䔯Ꮑᕔ
1. 委托方和设计团队完成概念设计时，已针对特定建筑的功能性适应策略进行了研究，研究包括提
高未来适应性的措施建议。
2. 在技术设计完成时，根据功能适应策略建议，在实用而节约成本的条件下，功能适应性措施（见
表 49 的例子）已在设计中实施。相关的删减已向评估师做出书面说明。

ᷭᴒ⌲ࢂࣷ㶕ᵩ
无。

वᵩ䄡ᬻ

㉏ᑂ



䄡ᬻ

ᐧまใภহᵥᓰ喍ϲ䲋ѼႲㆨহѼწᱧᲱ喎

$/

䔯⩕⮱䃱ѝᴴ۳

͑䶦喟ᰶ̻ₑᐧまㆨಸহߌ㘪Ⱕ⮱ڠᴴ۳䔯⩕ȡ䄤࣯㻮䭱ᒂ %Ąใภ̻ᵥᓰ䃱Фą喑
В㣤ᓄⰥڠ䃱Ф䔶䶦ᰡ䄓㏳⮱䔝ȡ
࣯㔰䭱ᒂ % ใภহᵥᓰ䃱Ф喑㣤ःڠλᐧまใภহᵥᓰ䃱ѝ䔶䶦ᰡ䄓㏳⮱䄡ᬻȡ

ѼႲᐧま  䘕ܳ㷲ԛহڕ㷲ԛ

316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3&&". 䭱❴ᐦᐦぽ

㉏ᑂ

$/

Ꮛᐯ➕



䄡ᬻ

䔯⩕⮱䃱ѝᴴ۳  ⠙
ᝤহ็ᝤѼႲ

͑䶦喟ₑ䃱ѝ䶦̺䔯⩕ȡ
࣯㔰Ȩ䭱ᒂ &#3&&". ᐧᐧまᴴ۳ᄦ䘕ܳႶ㷲হڕ䘕Ⴖ㷲⮱⠙ᝤহ็ᝤѼႲ⮱䔯
⩕ᕔȩ喑㣤ᓄڠλѼႲㆨ䃱ѝ䔶䶦ᰡ䄓㏳⮱䄡ᬻȡ

ߌ㘪ᕔ䔯Ꮑゃ⪒ⵁ⾣

ߌ㘪ᕔ䔯Ꮑゃ⪒ⵁ⾣Ꮑ㔰㭾喟
 䛺๔᪡ԛ喑࠲᠙ᰡᢏใ㻯⮱ज㘪ᕔ
 ౕᐧまᄬপڲӰҬᰬᢏᰶͨ㺮䃫ิ⮱䃫䃎㉍喑Ҹຯӈषᶮহ䊤䛺ᱧ⼨䊝ౝ䲏ᝃ
ෆҀ⮱ቹᲬ㔹̺ᒞ৺ڣ㐀Ჱȡ
 ڲ䘕⣜ධᄦጒ҉अࡃ⮱䔯ᏁᏓ
 ڲ䘕⾧䬡হใภᄦ⩕䕁ᩦअ⮱䔯ᏁᏓȡ
 ᄦᒀౝߎ喑ຯౝ⩢߈喑ᢛധ䃫ぶ⮱ज⩕⼸Ꮣȡ

ắ䔝

$/

 䭱ߍ⮱ᠴᄩ喑㻮㶕 

$/

ߌ㘪䔯Ꮑᕔ

䦵ᄦᐧまহ䶦Ⱋ㠰డ䔈㵹喑ѳ᭜ӈ㐆䃱ѝጵ⮱ԎᖜᏁ䄒⋢Ⰳ喟
 䔯λ็喍ᝃज䔶᠖⮱喎ᐧま⩕䕁হࡧഌߌ㘪⮱ज㵹ᕔ喑Ҹຯ喑̻ᐧま⮱㐀Ჱ䃫䃎Ⱕڠȡ
 ധλ䃫䃎㏳㞯喑Ҹຯ಄ᕔ⮱็ᐧま⩕䕁হࡧഌߌ㘪⮱䔶䶦ȡ
 ᰬᢏͨ㺮䃫ิ⮱䌜ᒱহᐼ喑Ҹຯ㑾䖀হ䔋ᣒ㷲㒛ᰶពᆂ⮱▢≨ᕔহ㘪߈ȡ
 ᱙ౝ䃫ิহߎ⮱䙺䔮䌜ᒱ喑ҸຯڠλᐧまⅡノহ䔋ᣒ㷲㒛Ⴖ㷲⮱䄓㏳Ԏᖜȡ
 ᐧま⇬ⅡᎠा喑ಯⰡा喑ᝃहᬣ⇬ⅡᎠহಯⰡाពᆂ⮱⒉߈ȡ

∂
无。

䃮ᬻᱽ᫆

ᴴ۳

ᰶ

䃫䃎䭣⃢

ߌ㘪ᕔ䔯Ꮑゃ⪒হ䃎្ܿॷȡ

ᐧ䭣⃢

ह͡ᬣ䃫䃎䭣⃢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ॺዾࠀీႠۙኝ
根据要求对现有建筑进行的改造，并且这些改造超出了维护和修理的范围。这些改造能解决建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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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问题并显著改善建筑。功能性调整工程包括改建，转化或扩建。

ࠀీᆌႠ
建筑适应同种建筑类型运行要求变化的能力，或者能够适应作为一个不同类型建筑的用途。

ڣЃԎᖜ
表 49 提供了功能设计措施的例子，这些措施可用于每部分的评估（当考虑到可及性、空间适应性和
扩展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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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土地使用和生态
ắ䔝
本范畴鼓励可持续的土地使用，栖息地保护和创造，以及建筑场所和周边地区长期生物多样性的改
善。这部分的评估项涉及棕色地带和低生态价值土地的再利用、缓解问题、生态进步和长期生物多样性
管理。

」㞯ڲღ̭㻵㶕

䃱ѝ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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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01 场地选择（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ᬍ

Ⱋᴴ
鼓励利用之前已占用或受到污染的土地，避免利用之前未经开发的土地。

䃱ѝᴴ۳
该评估项分为两部分：
－

之前已占用的地块（2 分）

－

受污染的地块（1 分）

最高两分 - 之前已占用的地块
1．拟建项目足迹百分比是指其在以前由工业、商业或居住建筑或固定地表基础设施占用的土地所占
的百分比。

㶔 喝᠋ᐦ䶥Ⱊͷݹጞᐬࣽోᝬࢌ⮰⮪ܲ℀
᠌ᐧ䶦Ⱋౕݺጟᐭࣾౌౝࢍ⮱⮫ܳ℁

ܳթ









̭ܳ  ऄᴀ⮱ౝ಄
2．该场地被认定为受重大污染，即未经整治不能被开发或建筑，以达到项目最终目的。这可以通过
由土地污染专家进行证明或通过检查清单 A7 进行鉴定。
3．采用这些标准中更严格的标准：
法规和国家认可的实施规程中陈述的关于场地调查、风险评估和污染土地评估的指导，或者
根据（至少）检查表 A7 的要求进行了有力的场地调查、风险评估和鉴定。
4．委托方或总承包商证实：将按照污染土地专家或任何相关法规推荐的修复策略和实施计划（定义
在检查表 A7 中）进行场地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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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䄒䶦Ⱋ⮱ᢿゃ⪒
 ᢿ䃎ܿ⮱Ԏᖜắ㺮
ຯ䔅᱗ᠴჇᢿឬ࠲ੳ喑䗐͵䰭㺮༁ចᝃ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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䭱ߍԎᖜ
ⰥڠჇͶ
แ߾൶
为完成本项评估，将“施工区”定义为处于开发状态项目地的所有地块，外加从项目地边界向外测
量宽度为 3m 的区域。该项目区开发的建筑包括：建筑物、硬质停车坪、软质景观、项目区通道。此外，
还包括用于临时性现场存储及临时建筑的所有区域。如果不太清楚建筑物、硬质停车坪、项目区通道以
及临时存储区将位于何处，那么必须假定整个项目区即为“施工区”

කںڦईၜణ൶
指的是：没有进行排污整治就不能合法地或安全地进行开发或按计划建设的地块。“污染”定义为
施工区 内地表或地下存在的所有物质或化学制品，其能够为人类健康、财产或环境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
为完成本项评估，将能够造成不可接受污染风险的物质或化学制品定义为阻碍项目地开发的障碍物，也
包括一些植物，如（包括但不限于）虎杖及大猪草。

ක൶ᇘዎጆॆ
指的是在化学、环境科学或管理、地球科学、土木工程等相关学科方面拥有学位或同等资质，同时
在项目现场调查、风险评估及鉴定方面（在过去五年中）拥有至少三年以上相关经验的人员。这种经验
必须能够明显证明其具备现场调查方法的实践知识，理解整治技术和相关国家法规。同时，其能够以顾
问身份为整治提供相关建议。

ᅙᆩں
为完成本项评估，BREEAM 将其定义为被永久性建筑物——包括所有相关的固定地表基础设施——
占据的地块（该定义的依据为“国家规划政策框架”对之前占用地块的定义 (74)）。该定义不包括：

1. 被农业或林地建筑占据的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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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采矿或填埋处理废物等原因而进行开发的地块。该地块的相关的修复规定已经通过开发控制程
序制定出来。
3. 建成区的地块。这些建成区包括公园、游乐场、以及 ( 分配给或租借给私人经营的 ) 小块园地；
虽然它们带有通道、亭台等建筑，但是之前未被占用
4. 之前被占用的地块。但是，在这些地块中，残留的永久性结构或固定地表结构随着时间的流逝已
融入到周围的景观中。（达到了可合理地认为这些结构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的程度）

༵ᅱਸ݀ۅ
在被评估项目区范围内的所有开发点（建筑物、硬质景观、停车场、通道）

ኝዎ
受污染地块会对人们健康和环境造成风险。“整治”一词表示所有为了防止、最小化、去除或降低
该风险而实施的所有活动。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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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02 场地生态价值以及生态特征保护（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ᬍ

Ⱋᴴ
鼓励开发野生动植物价值有限的土地，保护现有的生态特征，避免其在场地准备和工程竣工阶段遭
到大量破坏。

䃱ѝᴴ۳
该评估项分为两个部分：
—

场地生态价值（1 分）

—

生态特征保护（1 分）

需符合以下标准：

̭ܳ  ౧ౝ⩌ᔮФթ
1. 评估区土地可以通过以下任意一种方式被定义为“低生态价值土地”：
1.a BREEAM 检查表（表 51）定义的低生态价值土地（见清单和列表），或者
1.b 被合格的生态学家（SQE1）在基于实地调查的生态评估报告中定义为“低生态价值”的土地。
见 BREEAM 给合格生态学家（SQE）的定义。

̭ܳ  ⩌ᔮ➦ᒮ⮱Ԋ៑
2. 在场地清理，场地准备和施工活动期间，评估区和场地范围内所有现存的具备生态价值的特征（见
LE02 场地生态价值和生态特征保护）都得到充分保护，使其不受破坏。（见 CN3）
3. 在任何情况下，总承包商都需要在初期施工或准备工作之前，建造 SQE 建议的生态保护设施，例
如：场地清理或临时场地设施架设。

ᷭᴒ⌲ࢂࣷ㶕ᵩ
#3&&". ڠλჇĄѻ⩌ᔮФթౝ಄ą⮱ᷭᴒ㶕
如果检查表中所有问题的答案均为“否”，那么该地块可定义为“低生态价值的地块”，并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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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为“是”，那么只有在 SQE 确认该地块具有较低的生态价值后，才能得分。
该检查表应由 BREEAM 评估员通过使用设计团队提交的适当证明材料来完成，或者由设计团队完成，
并连同适当的辅助证明材料一起提交给评估员。回答该检查表时，应依据对项目区的评估，且该评估应
在对项目区进行任何清理工作或施工活动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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䭱ߍԎᖜ
ⰥڠჇͶ
݆ۨڦړऐࠓ
指的是法定或法律组织或实体，其职责是核准项目规划。

䃱ѝࡧ
基于本项评估，
“评估区”定义为项目区内进行建筑开发（因而受到干扰）的所有地块，这些建筑包括：
建筑物、硬质停车坪、软质景观、现场通道、以及以上区域边界（不考虑场地边界）向外延伸 3m 的区域。
此外，还包括任何用于临时存储的区域及建筑物。如果不太清楚建筑物、硬质停车坪、软质景观以及临
时存储区将设置在何处，那么必须假定整个项目区为“施工区”。

ᇑิༀბ၎࠲ڦბ
根据生态学方面的内容占比（至少 60%），以下文凭必须被视作具有相关性：生态学、生物科学、动物学、
植物学、乡村管理、环境科学、海洋及淡水管理、地球科学、农学、林学、地理学、景观管理。

ਏᆶิༀॏኵڦ༬ኙ
指的是在进行现场清理或施工时需要保护的地貌特征，从而保留场并维护其生态价值，至少包括
通过使用以下一项衡量标准来确定树木是否具有生态价值：
1. 树龄大于 10 岁（或者在树龄未知的情况下，树干的直径大于 100mm）
2. 由具备合适资格的生态学家或具备资质的林学家根据 BS15837: 2012 而确定的具有明显生态价值的
树木

ǂ㤡ഭ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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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要保护的灌木地或自然区域
4. 水道和湿地
5. 在建筑内部鸟类或蝙蝠可能筑巢或栖息的区域
备注：如果法定机构或具备资质的林学家认为某些树木可能会对公众或使用者造成威胁，那么这些
树木不属于本评估项“保护具有生态价值的特征”所列的要求范围。

ਏԢړጨዊิڦༀბॆ
基于本项评估，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人员可认为是“具备适当资质”：
1. 在生态学或其他带有较多生态学内容的学科上取得学位或同等资质
2. 为生态学领域从业者，其至少拥有三年相关经验（在过去五年中）。这些经验需证明其就建筑和
建成环境而言，对于影响生态环境的因素有着符合实际的理解。包括：能够对生态的保护、改进及缓和
措施提出建议。该相关经验必须与该评估所在的国家相关。

ڣЃԎᖜ
通常发生的情况是，无论是否需要提高生物多样性，某项目区都可能通过适当的设计和管理来提高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从而获得规划许可。本评估项为那些有助于保护并提高生物多样性、改善环境、达
到环境目标的项目提供了赋分的可能性。
SQE 的建议可能会影响其他设计团队，如景观建筑师或排水工程师制作的设计规范。BREEAM 建议
可以在概念设计阶段之初，即寻求生态学家和有关专家各方的意见建议，从而突出地标出可能性和限制
条件，以使得其（即可能性和限制条件）有效地融入到生态学家的建议中。
“全球保护区数据库“（WDPA）包含来自不同组织的信息，如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
国际生态多样性保护公约秘书处等等。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或地图来进行环境影响分析；同时，在具有生
态价值区域受到影响时，用于私营部门的决策。

Ҭ⩌ᔮ႓្ॷ̻ #3&&". Ⱕڠ
BREEAM 网站中“指导说明 13”提供了使生态学报告与 BREEAM 相关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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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03 减少对现有场地生态性的影响

331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ҫ⩔স⩋ᔭ

#3&&". 䭱❴ᐦᐦぽ

LE 04 提高场地的生态价值（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ᬍ

Ⱋᴴ
鼓励通过行动来提高场地的生态价值，并将其作为开发项目的成果。

䃱ѝᴴ۳
此评估项分为两部分：
—

生态学家的报告和建议（1 分）

—

提高生态价值（2 分）

需符合以下要求：

̭ܳ  ⩌ᔮ႓უ⮱្ॷহᐧ䃛
1. 委托人或项目代表在确定设计任务书之前委任合格的生态学家，即在概念设计阶段初期任命该生
态学家。
2. 该合格的生态学家在概念设计阶段提供了带有改善场地生态建议的生态报告（见 LE04 改善场地生
态）。此报告基于该生态学家的实地视察或调查（见 CN2.1）。
3. 在最终设计和施工中已经或将有至少 50% 的生态报告中的建议被实施。

ᰭ็͑ܳ  倅⩌ᔮФթ
4. 满足标准 1 和 2。
5. 提高生态价值的生态报告中一定百分比的建议已经或将要在最后设计和施工中被实施。

㶔 喝⩋ᔭ៑ॶ͙ᐦ䃚ᝬࢌ⮰⮪ܲ℀
⩌ᔮ្ॷ͚ᐧ䃛ࢍ⮱⮫ܳ℁

ܳ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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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䃮ᬻᱽ᫆

ᴴ۳

ᰶ

䃫䃎䭣⃢

ᐧ䭣⃢

⩞⩌ᔮ႓უႹȠᑧ䄰䭱У ' 㺮ⅯԎᖜ⮱្ॷ喑
ᝃ㔲̭Ъ⩞⩌ᔮ႓უႹ⮱䭱У 'ȡ䃫䃎ఫ㏥喑
࠲᠙䃛⮱হ⣝ᰶ⮱喍䶱ᐭࣾ喎⣝౧㻱ܿᝃࠅ≸ȡ
Გ㜗༁ចᝃ䃫䃎ఏ䭌ڠλ䃑ᄳຯ҂⩌ᔮ
႓უᐧ䃛⮱Γ䲏䃑ܪȡ

̻䃫䃎䭣⃢㺮ⅯⰥह
ڠλ䃑Ḻጒ҉こव䃫䃎䭣⃢㻱ܿ⮱
#3&&". 䃱ѝঅ⣝౧ᷭᴒ្ॷহఫ䃮ᬻᱽ᫆
ᐧま㻱ܿⰥڠȠᝃᲒ㜗ᝤᝃͨ㺮ឬ࠲ੳ⮱
वहᝃԎܪ喑䃑䶦ⰛႹጒऻḺጒ҉ᄳౕ 
͗ᰵڲႹ
䔆᭜䦵ᄦλ๔ಸ⌤व⩕䕁ᝃ็ᴸᐧま䶦Ⱋ㔹㼭
⮱ȡᗲᒏ᭜䔆ψ䶦Ⱋ䔅᱗ႹȠ倅⩌ᔮФթ⮱
ᣗ䔅᱗喠ᝃ㔲ᄳౕऻ䔯Ḻ⮱႐㞯䛹
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Đิༀბॺᅱđ
“生态学建议”定义为：为 提高项目区的生态价值而采取的措施，而且是生态学家期望可以落实的
措施（生态学家已经分析过相关建筑或现场的限制性）。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 种植适宜当地的、对当地野生动物有着已知吸引力或益处的本土或非本土植物。
2. 采用园艺方面的最佳实践方法（例如，不使用或较少使用有残留的农药）
3. 在项目区内的适当位置安装鸟笼、蝙蝠箱、昆虫盒
4. 制定关于生物多样性管理的完整计划，包括在避免一年当中的关键时期（例如繁殖期）开展清理
或其他工作。
5. 对可持续性排水系统（SuDS1）（如雨水花园）、绿色屋顶、绿墙、社区果园、社区农园等进行适
当地整合、设计和维护。

ڣЃԎᖜ
无。

ǂਟᤱ㔝ᙗᧂ≤㌫㔏

334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3&&". 䭱❴ᐦᐦぽ

ోҫ⩔স⩋ᔭ

LE 05 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长期影响（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ᬍ

Ⱋᴴ
减少开发项目对场地及周边地区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影响。

䃱ѝᴴ۳
需符合以下标准：

ᰭ็͑ܳ
1. 合格的生态学家在建设活动开始前被任命，其确认设计和施工过程遵守欧盟、当地和国家关于生
态保护和改善的法律法规要求。
2. 制定出适合该地的景观和栖息地管理计划（包括施工和运行期间建筑带来的影响），其内容项目
完成后至少五年管用。该计划书将发放给建筑物的业主或使用者，包括以下内容：
场地任何被保护特征的管理
任何新建，现存或改善的栖息地的管理活动
提及当前或以后适用于该地的关于物种和栖息地保护的（当地的，国家的或地区的）法规要求，（在
适当情况下参考生物多样性行动策略或行动计划）
合格的生态学家出具的确认信，证实计划书囊括了所有生态相关内容
3. 根据表 53 采取了改善评估地长期生态多样性的其他措施。
满足标准 1 和 3 可获得如下分数：

ܳթ

ڣЃᣗ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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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态学家证实表 53 中的一些其他措施不适用于评估开发区时，可按照下表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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䭱ߍԎᖜ
ⰥڠჇͶ
ิܠᄣႠ
其定义为地球上的各种生命形式。包括所有物种，如动物、植物、真菌、藻类、细菌以及其赖以生
存的栖息地。

ิܠᄣႠႜݛۯӄ
其指的是一方案，该方案对于物种和栖息地的保护，设定了具体的、可测量的、能完成的、现实的、
具有时间性的目标

!ĐิܠᄣႠኧኁđ
由主要承包商正式委派的人员，其职责是监控并影响现场的活动、最小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危害。该
人员在生态学和施工方面必须足够权威且知识丰富，并且为了完成其职责能够在现场花费足够长的时间。
“生物多样性支持者”不一定是生态学家或生态学领域专家。其可能与 Man 03“负责任的施工实践”中的“可
持续性指导者”为同一个人。

ᆛᆶᄸิۯጆᄽኪ๎ںړڦፇኯ
拥有野生动物专业知识的当地组织，可能是当地“野生动物基金会”，也可能是参与到当地野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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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护或促进项目的组织。
为完成本评估项，满足下列所有要求的人员可认为是“合格”的：
1. 在生态学或在包含较多生态学内容的学科上获得学位或具备同等资质。
2. 是一名有实践经验的生态学家，，其至少有 3 年相关经验（在过去 5 年中）。这些经验需证明其
就建筑和建成环境而言，对于影响生态环境的因素有着务实的理解。包括：能够对生态的保护、改进及
缓和措施提出建议。该经验必须与该评估所涉国家相关。。

ڣЃԎᖜ
关于与 BREEAM 相关的生态学报告指南请参考 BREEAM 网站中的“指导报告”。以下是关于栖息地、
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特征的长期管理计划所包含内容的示例：
1. 关于需要管理的特征的描述和评估
2. 能够影响管理的现场生态学趋势和限制条件
3. 管理的目的和目标
4. 为到达目的和目标所采取的合适的管理选项
5. 管理工作指导方针
6. 工作时间表的准备（包括年度工作计划，其在 5 年内能够不断向前推进）
7. 负责落实该计划的团队或组织人员
8. 监控及补救措施
9. 保证相关管理长期、可持续有效的资金来源及机制

对于给定的项目，其管理细节的分级应取决于对现有生物多样性特征有效管理的必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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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污染
ắ䔝
本章节涉及的是与项目位置和使用相关的污染和地表径流的防控。本部分的评估项旨在降低建筑在
光污染、噪音、洪涝和大气、土壤及水污染物排放等方面对周边社区和环境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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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 01 制冷剂影响（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ᬍ

Ⱋᴴ
减少因用于建筑供暖或制冷的制冷剂泄漏而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䃱ѝᴴ۳
本评估项分为两部分：
不使用制冷剂的建筑（包括连接场外系统的建筑）（4 分）
或者对于使用制冷剂的建筑：
先决条件
潜在臭氧消耗（1 分）
制冷剂影响（1-2 分）
泄漏检测（1 分）

需符合如下要求：

ఈܳÿÿ̺Ҭ⩕ݯۤݣ
1. 如该建筑无需在其安装的设备或系统中或者在所连接的场外系统中使用制冷剂，
或者，如该建筑确实需要使用制冷剂，可按如下标准进行评分：

ᣔݣ䶦
2. 所 有（ 带 电 动 压 缩 机 的 ） 系 统 必 须 符 合 EN 378:2008+A2: 2012 (75)（ 第 2、3 部 分 ） 或 ISO
5149:2014(76) 的要求；如果安装的制冷系统含有氨，则须符合《英国制冷学会氨制冷系统业务守则》(77)。

̭ܳÿÿ⊵㕄㜚⅔⒉㘪թ喍0%1喎
3. 所使用制冷剂的消耗臭氧潜能值必须为零。

͑ܳÿÿݯۤݣᒞ৺
4. 使用制冷剂的系统，直接影响生命周期 CO
CO2e），每 1000 瓦的制冷或制热容量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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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或等于 100 kg。DELC CO2e 的计算方法请参考相关定义和方法，或者
5. 如使用空调或制冷系统为建筑供暖或制冷，所用制冷剂的全球变暖潜能值（GWP）小于或等于
10。
或者

̭ܳÿÿݯۤݣᒞ৺
6. 使用制冷剂的系统，直接影响生命周期 CO2 排放值（DELC CO2e），每 1000 瓦的制冷或制热容量
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或等于 1000 kg。

̭ܳÿÿ⇱ᷭ≸
7. 使用制冷剂的系统，安装了永久性自动化制冷剂泄漏检测系统；或者安装了内置自动化诊断程序。
在所有情况下，均须安装有力的、经测试的制冷剂泄漏检测系统，且必须能够持续监测泄漏。
8. 在检测到泄漏事故时，系统必须能够自动隔离并封存剩余的制冷剂。（见 Pol 01 制冷剂影响）。

ᷭᴒ⌲ࢂࣷ㶕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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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每千瓦制冷或供暖容量的直接影响生命周期 CO2 等效排放值 (DELC)，使用以下等式进行计算：

其中 :
制冷剂运行损耗 (RLO) = (Refcharge x Sys op-life x (L1 + L2 + S1 + S2))/100
制冷剂系统退化损耗 (RLSR) = Refcharge x (1 - RefRecEff/100)

其中 :
5.Refcharg : 制冷剂容量（公斤）
6.Sysop-lif : 系统运行寿命（年）
7.RefRecEff: 制冷剂回收效率因子 (%)
8.L1: 年度泄漏率（占制冷剂容量的百分比）
9.L2: 年度净化释放系数（占制冷剂容量的百分比）
10.S1: 年度检修消耗（占制冷剂容量的百分比）
11.S2: 出现灾难性情况可能性的系数（占每年制冷剂亏损量的百分比）
12.GWP: 制冷剂的全球变暖潜能值
13.CC: 制冷或供暖能量 (kW)
当不能提供指定的系统数据时，必须使用以下默认值：
Sysop-lif : 系统运行设计寿命（年）: see Table 54 见表 54
RefRecEff: 制冷剂回收效率因子 (%): 95
L1: 年泄漏率（占制冷剂容量的百分比）: 见表 55
L2: 年度净化释放系数（占制冷剂容量的百分比）: 0.5 ( 如果系统不需要年度净化，该系数为零 )
S1：年度检修消耗（占制冷剂容量的百分比）：0.25（当设备需要打开进行年度维修时适用。对于
不需要打开的设备，则不存在相关的年度制冷剂释放，因此应使用默认值零）
S2：出现灾难性情况可能性的系数（占每年制冷剂亏损容量的百分比）：1%（基于 100 个系统中 1
个系统的失效）。
以下信息必须从设计团队的机电工程师或系统制造商那里获得：
—

System type 系统类型

—

Refcharg : 制冷剂容量（千克）

—

GWP: 制冷剂的全球变暖潜能值

—

Cooling or heating capacity (kW). 制冷或供暖容量（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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䭱ߍԎᖜ
ⰥڠჇͶ
থᆖၚิంዜ )EFMD* ܾᄟࣅ༐ڪၳኵ
测量设备在其生命周期内排放到大气的制冷剂（单位：kg CO2e）
（BREEAM 评估）对全球变暖的影响。
计算包括估计运营期间的制冷剂总释放量及其转化成同等量的二氧化碳。如果系统使用了不同的制冷剂，
例如初级制冷剂和二次冷却剂，或串级系统，那么对每种进行单独计算，以测算其所造成的直接影响（见
Pol 01 制冷剂影响部分关于如何计算 DELC 的说明）。

ඇ൰Վയీኵ
全球变暖潜能值被定义为某种化学品拥有的相对于 1 个单位二氧化碳（主要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
潜能。决定制冷剂的全球变暖潜能值时，应该采取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方法，该方法使用 100 年的综
合时间范围。

ၩࡼؚᄟയీኵ
指某种物质造成的全球臭氧损失相对于同质量的 CFC-11 ( 消耗臭氧潜能值 ODP = 1.0) 排放所造成的
臭氧损失的比值。

ၩࡼؚᄟ֫ڦዊ
“已知的消耗平流层臭氧层的物质。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修正案规定的消耗臭氧层物质有氯氟化碳
(CFCs)，氢氯氟烷（HCFCs），哈龙，甲基溴 (CH3Br)，四氯化碳 (CCl )，甲基氯仿 (CH CCl )，含溴氟
烃 (HBFCs) 和溴氯甲烷 (CH2BrCl)。”摘自 IPCC/TEAP 报告，《保护臭氧层和全球气候系统特别报告》，
剑桥大学，2006。

ૐवႅॠ֪
自动永久安装的多点式感测系统，旨在持续监测制冷设备附近的大气，在检测到泄漏时，发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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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可能会送气发音或有多个传感器连接到中央警报装置或 BMS。有多个传感器类型可供使用，包括
红外线，半导体或电化学等类型。

ૐव࣮
将制冷剂从某个系统转出并储存于密闭容器的过程。

ૐव؏
规范制冷剂自动抽空可以进一步减少潜在的损失和对环境的伤害，并且会给建筑业主带来经济效应。
根据《英国环境保护法案 1990》，废弃的制冷剂和制冷系统油脂被归类为受控的或有害的废弃物，不得
将其排放到环境中，并且处理这些废弃物时需要遵守相关运输，储存，所有权转让和最终处置的规程。
《欧
盟条例 2037/2000 》的第十六条规定必须回收使用后的氟氯化碳和氢氯氟碳化合物，并进行销毁或再生
利用。

ഽॳڦĂঢ়֪ڦૐवႅॠ֪ဣཥ
该系统通常指“提高投资补贴方案 (ECA) 能源技术产品列表“（或同等列表）中包含的系统。当系
统不在 ECA 能源技术产品列表或同等列表范围内时，设计团队必须向评估师证明，指定的系统的使用
能够满足相应要求。

ၭ႙ӣฆ
定义为家用级别的白色商品，也包括小型展示柜，例如小型零售店里的饮料柜。

๑ᆩૐवڦဣཥ
此评估项的标准适用于以下方面给建筑供暖或制冷的空调和制冷系统，无论系统的制冷剂容量是多
少（公斤）：
舒适性制冷或空间供暖（包括评价热泵的制冷剂）
冷藏，包括商用食物和饮料展示柜，但不包括小型白色商品（见以上定义）
基于流程的冷负荷，例如服务器，IT 设备。

ૐव
制冷剂主要包括三种：
1. 氢氟碳化物制冷剂 (HFCs) 由氢，氟和碳组成。由于这种制冷剂不使用氯原子（大部分制冷剂都
使用氯原子），所以是对地球臭氧层破坏最小的制冷剂。
2. 氢氯氟烷（HCFCs）制冷剂由氢，氯，氟和碳组成。这种制冷剂包含少量的氯；它们不像一些其
他的制冷剂一样对环境有害。
3. 氯氟化碳 (CFCs) 制冷剂包含氯，氟和碳。这种制冷剂含大量的氯，因此对臭氧层的破坏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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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氯氟化碳 (CFCs) 和氢氯氟烷（HCFCs）制冷剂的使用，已经在《蒙特利尔议定书》中加以说
明。逐步淘汰它们的计划已经取得共识。 因此，已经新设备和大部分现有设备中已经不再使用它们。现
在受行业欢迎的替代物是氢氟碳化物制冷剂 (HFCs)，它们通常是有力的全球变暖贡献者。碳氢化合物和
基于氨的制冷剂的全球变暖潜能值极低或为零，因此成为制冷剂的长期首选。这种制冷剂目前到处都能
容易买到，只要充分解决了相关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就是所有建筑已经使用的氢氟碳化物制冷剂 (HFCs)
的有效替代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了 HCFC 帮助中心，该中心为管理和逐步淘汰 HCFCs 以及使用
HCFCs 替代物提供相关的信息。

ڣЃԎᖜ
㜗ߕ䯁⻨হוႅݯۤݣ
任何在系统内隔离和储存制冷剂的系统以在系统故障时减少其泄漏。满足标准 8 的一个系统例证，
就是能够自动锁闭制冷剂并将之抽空到单独的储存罐中。

፥㻮ݯۤ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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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AM 用于计算直接影响生命周期二氧化碳等效排放的公式，是基于新的固定的制冷和空调系统
的变暖影响总当量计算方法。变暖影响总当量是测量既考虑直接排放（如此 BREEAM 评估项所评估的）
又考虑设备运行耗能产生的间接排放（在 BREEAM 能源选择中评估）的设备的全球变暖影响。
参考 EN 378-1 (80) 和“英国制冷协会 (BRA) 的计算变暖影响总当量指导方法“，以获得更多详细信息。
英国制冷协会 (BRA) 的出版物也包括按照标准设计的新系统的释放因素。

䰣
实零是英国在欧盟相关管理条例背景下领导的调查制冷剂泄漏原因和解决方案的项目。它集各行业
的专门知识于一体，提供实用的指导和训练手册。它经过更新而发展成为名为”实际技巧“的欧洲电子
学习计划。
如果想获取包括指导说明，计算方法，工具和案例研究等进一步的信息，请访问：http://www.
realskillseurope.eu/

ज㘪⊵㕄㜚⅔ᅯ⮱ݯۤݣ
CFCs 氟氯化碳和 HCFCs 含氢氯氟烃现在被严格控制在可预见的未来，所有“消耗臭氧层物质蒙特
利尔议定书“签署国将逐步将它们淘汰。因此，BREEAM 仅认可消耗臭氧潜能值为零的制冷剂。
注：这个表格省略了通常不在建筑中作为制冷剂使用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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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 02 氮氧化物排放（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ᬍ

Ⱋᴴ
通过在建筑中使用低排放量的热源，为降低全国的氮氧化物排放量水平做贡献。

䃱ѝᴴ۳
需满足下列要求：

͑ܳ喍䮑ጒ͇ㆨᐧまใ⮱ᰶᐧまㆨಸ喎
1. 为满足建筑的供暖和热水需求而安装的设备，在正常操作情况下，氮氧化物排放量水平（以干燥、
过氧量为 0 的条件计算）如下：
ӈᯃহ☚Ⅱ⮱ /0Y ᢿᩫ䛼ⅡᎠ喍NHL8I喎

ܳթ

ŌNHL8I

ܳ

ŌNHL8I

ܳ

ѼႲ䶦Ⱋิ∕喟ऱຄ㜗䋠ᐼѼႲᓲ䶨こव㺮Ⅿȡ

͑ܳ喍ϲ䭽ጒ͇ㆨᐧま喎
ӈᯃহ☚Ⅱ⮱ /0Y ᢿᩫ䛼ⅡᎠ喍NHL8I喎

ܳթ

ߋڙბࣷⰥࡧڠഌŌNHL8I

ܳ

䓽㥒ࡧഌŌNHL8I

ܳ

2. 使用 BREEAM 评分和报告工具，报告所安装设施为满足该建筑空间供暖、制冷与热水需求而产生
的直接和间接 NOx 排放量（以 mg/kWh 为单位）以及能耗（以 kWh/m2/yr 为单位）。

ᷭᴒ⌲ࢂࣷ㶕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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ᐧまใภ̻ᵥᓰ喍ϲ䭽䲋ѼႲㆨহѼწᱧᲱ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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䔯⩕⮱䃱ѝᴴ۳

ϲใภ喟ₑ䃱ѝ䶦̺䔯⩕ȡ
ใภ̻ᵥᓰ喟ᰶ̻ₑᐧまㆨಸহߌ㘪Ⱕ⮱ڠᴴ۳䔯⩕ȡ
࣯㔰䭱ᒂ % ใภ̻ᵥᓰ䶦Ⱋ䃱ѝ喑㣤ᓄڠλใภ̻ᵥᓰ䃱ѝ䔶䶦ᰡ䄓㏳⮱䄡ᬻȡ

ѼႲᐧまÿÿ䘕ܳ㷲ԛࣷڕ㷲ԛ

$/

䔯⩕⮱䃱ѝᴴ۳  ⠙
ᝤࣷ็ᝤѼႲ

͑䶦喟ᰶ̻ₑᐧまㆨಸহߌ㘪Ⱕ⮱ڠᴴ۳䔯⩕ȡ
࣯㔰䭱ᒂ &Ą#3&&". ᐧᐧまᴴ۳ᄦ䘕ܳ㷲ԛࣷڕ㷲ԛ⮱⠙ᝤࣷ็ᝤѼႲ⮱䔯⩕
ᕔą喑㣤ᓄڠλѼႲㆨ䃱ѝ䔶䶦⮱ᰡ䄓㏳䄡ᬻ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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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ᐧま⮱ពᐧ䘕ܳ

ຯពᐧ䘕ܳ⮱ӈᯃ  ☚Ⅱ䰭Ⅿ⩞⣝ᰶ㈨㐌ӈᏁ喑䗐͵ᓲ䶨ᠶ䃱ѝᴴ۳ᄦ⣝ᰶ㈨㐌⮱⅛
⅔ࡃ➖ᢿᩫⅡᎠ䔈㵹䃱ѝ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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ࢂѺ⮱ᒏᐼӈ

ᒀ⅛⅔ࡃ➖ᢛ⩞̺हࢂѺ⮱ᒏᐼӈᝃВ๔λ䰣⮱⅔䛼䓴ޖⅡᎠӈ喑ᓲ䶨䃖ݣ䕍ੳ
ᝃӈᏁੳᄳڣ䒙ᢏВこव #3&&". ᴴ۳ȡᝃ㔲喑䃱ѝጵजВҬ⩕ 1PM ⅛⅔ࡃ➖ᢿ
ᩫ䘕ܳӈ⮱Ⱕڠᵎₐ㈨䄰᪡ᢛȡຯҬ⩕☚⩢㖁ӈ㈨㐌喑݆̺㘪Ҭ⩕䔆ψᢏツ㈨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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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㑾

ắ䔝

⩞⩢㑾侞ߕ⮱ӈᯃ㈨㐌जВ㷘䃑ͧ᭜䰣⅛⅔ࡃ➖ᢿᩫȡຯᐧまᰶӈᯃ䘪⩞⩢㑾ӈ喑
ज吅䃑㣤ᓄₑܳ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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ज⩌ں㘪⎽ӈ⮱⩢
߈

ຯӈᯃ㈨㐌Ҭ⩕⮱⩢߈Გ㜗䰣ᢿᩫज⩌ں㘪⎽ຯٶмȠ䷻ぶ喑ᬍᏌ⅁ᢿᩫȡ䔆ӈᯃ⎽
ज㷘㻳ͧ䰣⅛⅔ࡃ➖ᢿᩫ

$/

☚⩢㖁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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㷘䃱ѝѼႲ⮱ڞڙӈ☚㈨㐌ᏁౕѼႲᐧऻ䔯ᬣែڒҬ⩕喑Ꭳͧ㷘䃱ѝ⮱☚㘪⎽ȡₑ

䭣⃢Ҹใ

ᬣ̺㘪ںᄳ͡ᬣӈ☚ᣗ҉ͧ䃱ѝ䶦喍ᄦₑΌᏁεВ∕ᘼ喎ȡڞڙ㈨㐌喍ຯ☚⩢㖁ӈ喑
ࡧഌӈᯃぶ喎ᓲ䶨᭜䄒ѼႲ⮱ͨ㺮ӈᯃ⎽ȡᓲ䶨ӈᐭࣾੳឬ䄧হڣЃⰥڠឭᱜ᪴Уÿ
ຯᒀౝߎゃ⪒ÿぶ䃮ᢛᲒ䃑喑䄒Ҁ㈨ᄳౕѼႲႹጒऻ⮱  ͗ᰵڲែڒ䄂⩕ȡ

∂
䃎ツ☚⩢㖁ӈ㈨㐌⮱⅛⅔ࡃ➖ᢿᩫⅡᎠ
如有热电联供系统，此评估只需要考虑热量相关的氮氧化物排放。与供热相关的氮氧化物排放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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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公式计算：

其中 :

ႄ

䄡ᬻ

9

ࢂѺ☚䛼⮱⅛⅔ࡃ➖ᢿᩫ ℘⨓ࡰ  ٸᬣ☚䛼 ȡ

"

ࢂѺ⛰᫆ߍڒᄩ㜡⮱⅛⅔ࡃ➖ᢿᩫ ℘⨓ࡰ  ٸᬣ⛰᫆ߍ ڒȡ

#

☚䓀ܧ䛼喍ࡰ⨓喎

$

⩢߈䓀ܧ喍ࡰ⨓喎

以上方法决定与中央发电相比的热电联供发电的净氮氧化物排放，并将这个量分配到热生产中。当
x 为负数时，应假定其为零。

䃎ツ็͗㈨㐌⮱Ꭰ⅛⅔ࡃ➖ᢿᩫⅡᎠ
如热电联供或其他供暖系统类型与另一个系统共同运行时，应采用基于每个来源电力输出率的平均
氮氧化物排放率，也就是用每个系统的排放乘以它提供热需求所占的百分比，然后将这些值相加。
热电联供系统很可能是按基础电力需求而不是热需求来确定大小，因此还需要次级供热系统。
这种情况可使用以下公式：

其中：
こत

䄡ᬻ

/0YBWH

Ꭰ⅛⅔ࡃ➖ᢿᩫ⢴

/

Გ⎽  ⮱⅛⅔ࡃ➖ᢿᩫ⢴

/

Გ⎽  ⮱⅛⅔ࡃ➖ᢿᩫ⢴

/O

Გ⎽ O ⮱⅛⅔ࡃ➖ᢿᩫ⢴

)5

ᰶᲒ⎽⮱ᕨ☚䓀ܧ

)

Გ⎽  ⮱☚䓀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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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Გ⎽  ⮱☚䓀ܧ

)O

Გ⎽ O ⮱☚䓀ܧ

䃮ᬻᱽ᫆

ᴴ۳

ᰶ

䃫䃎䭣⃢

ᐧ䭣⃢

ᐧま䄡ᬻΓᝃवह⮱Ⱕڠ䘕ܳᝃȡݣ䕍ੳ⮱ϔ
৮䄓㏳䄡ᬻȡ䃎ツᢛȡ

ह䃫䃎䭣⃢ȡ
្ॷহᒞ৺ᒞ䴠䃮ᢛ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ණॺڦዾీᇸऺ໙ॲ
参考 BREEAM 评估项 Ene 01 减少能耗和碳排放

ڌᄟࣅಇݣ
氮氧化物排放物是燃料燃烧产生的污染气体。其与热量和日光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可导致严重呼吸问
题的臭氧。它也与水发生反应，产生对生态系统有害的酸雨。BREEAM 要求，氮氧化物排放水平以毫克
/ 千瓦时为单位在 0% 氧量过剩的干基基础上进行测量。

ᢏツ㈨
制造商应该提供在干基基础上进行测量的氮氧化物排放数据，以毫克 / 千瓦时为单位。当这无法实
现时，评估师可以使用以下换算系数来转换以百万分率 (ppm)，毫克 / 兆焦耳，毫克 / 立方米或湿氮氧
化物为单位的数据。应该注意的是，这些换算系数假定的是最差条件的效率，所以很可能得出的是保守
值，这可能会降低得分。请注意，在使用热电联供系统时这些换算系数不适用。请参阅下面的计算程序，
以获得评估热电联供系统的更多细节。
1. 以毫克 / 立方米为单位的数据要转换成毫克 / 千瓦时的排放率应乘以 0.859。不以 0% 氧量过剩计
算的数据也可能需要换算。
2. 以百万分率 (ppm) 为单位的数据要转换成毫克 / 千瓦时的排放率应乘以 1.76。不以 0% 氧量过剩
计算的数据也可能需要换算。
3. 以毫克 / 兆焦耳为单位的数据要转换成毫克 / 千瓦时的排放率应乘以 3.6 (1 千瓦时 = 3.6 兆焦耳 )。
不以 0% 氧量过剩计算的数据也可能需要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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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⅛⅔ࡃ➖ᢏツ㈨
其中 y 是该气体中测量的水蒸气含量的百分比。这个数据应从制造商处获得。

⅔䛼䓴ޖԛₐ
如果制造商引用的氮氧化物排放率是以毫克 / 立方米或者百万分率 (ppm) 为单位，那么应该确定这
个排放是以多少百分比的氧量过剩进行测量的。测量时暖气管气体中的过剩氧量越大，氮氧化物排放越
“稀释”。因此将任何排放率转换成 0% 氧量过剩很重要。BREEAM 要求，制造商最常用的比率可使用
以下换算系数：

㶔 喝⅓䛻䓳ޕᢎッ㈧
䓴℁ܳ⮫⅁⅔ޖ

ᢏツ喍D喎



Y



Y



Y

换算系数 c= 20.9/(20.9 – x)
其中 x = 过剩氧气百分比（不是过剩空气），20.9 是空气中氧气的百分比。

ڣЃԎᖜ
一些系统可能很难在此评估项得分，包括：
ࡧഌӈᯃ
焚烧废弃物的区域供暖系统的氮氧化碳排放率通常高于获得任何 BREEAM 分值的水平。

⩌➖䉕
生物质系统通过使用可再生燃料（假如其来源是可持续的）减少化石燃料消耗的影响。然而，生物
质会产生大量的氮氧化物，所以不能获得此分。但是它们或许可在 BREEAM 能源部分获得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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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 03 地表水径流（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ᬍ

Ⱋᴴ
避免、减少或延迟雨水向公共下水道和河道的排放，从而将导致现场及场外局部洪涝、水道污染及
其他环境损害的风险和影响降至最低。

䃱ѝᴴ۳
本评估项分为三部分：
—

洪涝风险（1-2 分）

—

地表水径流（2 分）

—

水道污染最小化（1 分）

ᰭ倅͑ܳÿÿ≗⋊ᖏฺ߈
͑ܳÿÿѻ≗⋊䷻䮖
1. 特定场所的洪涝风险评估（FRA）确认，项目位于一个年洪涝发生机率低的区域（根据当前最佳
国家规划指导划分）。洪涝风险评估必须考虑当前及未来所有可能的洪涝源头 （参见 CN3.2）。

̭ܳÿÿ͚ぶᝃ倅≗⋊䷻䮖
2. 如特定场所洪涝风险评估（FRA）确认，项目位于一个年洪涝概率中等或很高的区域，但不处于
泛洪平原之内（根据当前最佳国家规划指导划分）。洪涝风险评估必须考虑当前及未来所有可能的洪涝
源头 （参见 CN3.2）。
3. 为增强建筑对洪涝的恢复力和抵抗力，必须满足下列要求其中之一：
3.a 建筑的首层、进入建筑及场地的通道经过设计（或分区），要至少比设计洪水位高出 600mm（see
CN3.5），或者：
3.b 建筑以及场所的最终设计反映了适当顾问的建议。

͑ܳÿÿౝ㶕Ⅱᒱ≮
۠ٵУ
4. 任命一位适当的顾问来实现、展示或确认建筑符合以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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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详细规定了排水措施，以确保场地开发之后，从场地到（天然或市政）水道的径流峰率与开发之
前相比未有增加。这也适于每年和百年重现期事件。
6.，关于所有可持续排水系统（SuDS）的所有权、长期运营和维护的相关维护协议已经具备。
7. 计算时应当考虑气候变化余地，根据当前最佳实践规划指导（参见相关定义）来进行计算。

̭ܳ
8. 在本地排水系统（因降雨量过大或缺乏维护）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房屋财产不会遭遇水浸。以及
或者
9. 详细规定了排水设计措施，确保在开发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就百年一遇六小时事件（译注：
一年有百分之一发生概率、持续六小时的洪水事件）而言，考虑气候变化余地（参见标准 14），被评估
场地开发后的径流量与开发之前相比未有增加。
10. 对于可预见的增加的径流量，使用渗透式或其他可持续排水技术阻止其流出场地。
或者（仅在无法满足标准 9 和标准 10 时适用）：
11. 由适当的顾问说明理由，证明为何上述标准无法满足，即为何渗透式或其他可持续排水技术不可行。
12. 详细规定了排水设计措施，确保将开发后的径流峰率降低到排放限制以下。可按以下选项将排放
限制定义为最高流速：
12.a 开发前一年流速峰值；或
12.b 年流速均值 Qbar；或
12.c 2L/ 秒 / 公顷
注意，对于一年流速峰值，一年重遇期事件标准可适用（如上文径流峰值标准所述）。
13. 对于规定的所有可持续排水系统（SuDS），有关其所有权、长期运营和维护的协议已到位。
14. 对于任何一种选项，应该考虑气候变化因素，并根据当前最佳实践规划指导（参见相关定义）来
进行所有的计算。

͑ܳÿÿౝ㶕Ⅱᒱ≮ÿÿϲ⠙ᝤѼႲ
对于独户住宅，应采用下列标准而不是上述地表水径流标准（详情参见 CN2.1）：
15. 满足下列标准之一：
15.a 与之前已有的不可渗透硬面相比，不可渗透面积减少了 50% 或者更多；或者
15.b 降雨量达到 5 mm 时，现场已对所有新建及已有建筑的屋顶径流采取了源头控制措施，进行管控。
或者

̭ܳÿÿౝ㶕䰕Ⅱᒱ≮ÿÿϲ⠙ᝤѼႲ
16. 满足下列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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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a 新施工并未导致不可渗透表面扩大；或者
16.b 如新施工导致不可渗透表面扩大，则必须符合以下标准：
16.b.i 硬路面区域——新施工导致硬路面区域有所扩展或增加，进而使不可渗透区域的总面积增加，
则硬路面区域必须为可渗透地面，或者配备现场可持续排水系统，使增加的水量充分渗透，从而实现同
等的最终结果。可渗透的硬路面必须包含所有人行道、公共通行道、停车场、车道和非可征购性道路（译
注：道路征购（road adoption）指政府征购私有道路，将其转变为公共道路），但小型公园路由于可借
助自然可渗透地面排水，可不计在内。
16.b.ii 建筑（新建或扩展）——如建筑足迹有所增加，扩展到任何之前可渗透的地面，对于因新建
或扩展区域所引起的额外径流，降雨量达到 5mm 时，现场必须使用适当的可持续排水技法加以管控。

̭ܳÿÿⅡ䖀ᴀᰭᄼࡃ
17. 降雨达 5mm 时，开发场所无水流排出（经适当的顾问确认）。
18. 当水道污染风险低时，使用适当的可持续排水技法，进行适当的防污处理。
19. 当汽油、油之类的物质污染或外溢风险高时（参见 CN3.17），在地表排水系统中安装分离装置（或
同类系统）。
20. 如建筑有化学制品或液化气储存区域，场地排水系统须采取防护措施（即安装切断阀），以免化
学制品逸入自然水道（在发生外溢或防护故障的情况下）。
21. 将为建筑或场所的使用者提供一份全面、最新的排水方案。
22. 已经具备关于所有可持续排水系统（SuDS）的所有权、长期运营和维护的相关协议。。

ᷭᴒ⌲ࢂࣷ㶕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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䃑こवౝ㶕Ⅱᒱ≮ܳթ⮱ᒱ≮ም⢴হҀ⼜⢴㺮Ⅿ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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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ₑᗲ̸ۢ喑ᓲ䶨ប㵹≗Ⅱ䷻䮖䃱ѝ喑Ꭳប㵹ᰶ㘪ۼᄾౝ㶕Ⅱᒱ≮⮱ᣗ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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ຯ䃮ᬻ䛴⩕γजВ᠓Ѽ−⇆Ꭳ䭺㼐⇦㘯⮱䔼Ⅱ䨧䌜㈨㐌䃫䃎喑䗐͵Ⴐᄳ␎䋠։䒓౧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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ຯ䃮ᬻ䛴⩕γजВ᠓Ѽ−⇆Ꭳ䭺㼐⇦㘯⮱䔼Ⅱ䨧䌜㈨㐌䃫䃎喑䗐͵Ⴐᄳ␎䋠։䒓౧হ
䕇䖀Ⅱ䖀ᴀᰭᄼࡃ䃱ѝᴴ۳ȡ

ᬻᲒ㜗౧ౝڣЃ䉕㶕䲏⮱  ℘ㆠ䭺䰕㏼䓴γั⤳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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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䃎ツᒱ≮ም⢴
不要求评估师进行任何计算。计算应由合适的顾问提供，以证明他们已经查看了相关的排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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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合适。更多关于不同场地和状况的径流峰值计算指导包括：
1. 可持续排水系统手册 (83)
2. 项目初步的雨水径流管理
3. 特定国家的国家规划政策指导或声明
4. 水文学会报告 124，小集水区的洪水估算（马歇尔和贝利斯，1994）
5. 洪水估算手册（生态和水文中心，1999）。

ᄼλ  ڙ䶤⮱㐬㞟ౝ಄
绿色地块径流率的计算必须遵守水文学会报告 124，小集水区的洪水估算（马歇尔和贝利斯，
1994）。必须遵循可持续排水系统手册，建筑行业研究和信息协会，C697 (2007) 中表 4.2 详细描述的集
水面积比例法。

 ڙ䶤⮱㐬㞟ౝ಄
绿色地块径流率的计算必须遵守水文学会报告 124，即《小集水区的洪水估计（马歇尔和贝利斯，
1994）》。这些场地也可以使用洪水估计手册（生态和水文中心，1999）作为另一种依据但只有在集水
区在适合的情况下才可以。

๔λ  ڙ䶤⮱㐬㞟ౝ಄
绿色地块径流率的计算必须遵守洪水估计手册（生态和水文中心，1999）和之后的所有更新内容。
当该项目不适合使用洪水估计手册时，可以使用水文学会报告 124。

Ḃ㞟ౝ಄
应该按照以下方法进行棕色地块径流率的计算：
如果知道既有的排水系统，那么应使用最佳实践模拟建模，来确定排放口一年和百年的最高流速（不
允许系统水量超过封盖水平导致通过排放口的流速变大）。
如果不知道该系统，那么棕色地块径流应根据以上绿色地块径流模式进行计算但要采用土壤类型 5。

䭽ݣᢿᩫ䕌Ꮣ
每个排放口的限制排放速度应按照流入开发场地前的流速进行计算。计算应包括所有流入排放口的
场地区域（如适用，这既包括 BREEAM 评估的开发部分也包括 BREEAM 不评估的部分）的总流速。该
排放口被定义为排入水道或下水道（包括河流，溪流，河沟，排水沟，水道，排水管，河堤，水闸，公
共下水道和水流通道，见 Pol 03 地表水径流部分的相关定义）的地点。如果此计算得出最高流速少于每
秒 5 升（5L/s）, 那么排放口的限制性排放速度可增至不高于 5L/s 的水平，以减少堵塞的风险。
例如，如果一年和百年事件的流速分别为 4 升 / 秒和 7 升 / 秒，那么限制排放速度为 5 升 / 秒和 7 升
/ 秒。同理，如果计算为 2 升 / 秒和 4 升 / 秒，那么两个排放口的排放速度最多为 5 升 /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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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为了获得更高的总限制排放速度而细分场地。然而，由于当地地形或附近现有的排水设施等原
因，一些场地可能需要一个以上的排放口。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排放口的限制排放流速可以增加到不超
过 5 升 / 秒的水平。评估师应寻求证据证明需要一个以上的排放口，不管是因为地形原因，还是基础设
施限制的原因，还是两个原因都有。证据可以是一张地形图加相关顾问的解释，以证明设置更少的排水
口是不可行的。

⮫Ꭱም⢴θУ喟䓴䛼ᒱ≮
储存百年峰率事件过量径流不一定要包含在可持续排水系统功能内（这些功能只用于排水）。如果
可行，可通过临时淹没一些地面（游乐场）蓄存过量洪水。。应该仔细考虑地面水流路径。不能频繁地
使用地面流和临时蓄洪以免侵扰居民和其他用户。

䃮ᬻ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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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ᬣ䃫䃎䭣⃢

ᰭ㏵ᐧ䭣⃢

䃫䃎ఫ㏥ᝃᐧま䄡ᬻΓᝃवह⮱Ⱕڠ䘕ܳᝃ㶕
ᬻ喟
 ౧ౝ⮱倅䷻䮖হѻ䷻䮖ࡧഌ
जᠮ㐚ᢿⅡ㈨㐌喑⎽ᣔݣ㈨㐌喑ⴠ⇦ᝃ↪⇦ܳ⻨
கহܴ䬭⮱䄡ᬻΓȡ

䃱ѝጵ⮱ᐧまᝃ౧ౝᷭᴒহ⚔❴䃮ᢛȡ
ВࣷВ̸̭喟
ᐭࣾੳᝃव䔯䶫䬛ڠλጟ㏼䃫䃎䭣⃢䃱ѝ⮱
Γ䲏䃑ȡ
ᝃ
ᒀ䃫䃎ᩦअᬣ喑㺮ӈౕ䃫䃎䭣⃢䃱ѝ⮱䃮ᬻ喑
ӈᐧऻᝃ【ጒ㏳㞯Ҭ⩕ȡ

䭱ߍԎᖜ
请注意这部分在可持续排水国家标准和相关法规生效时会进行修订。

ⰥڠჇͶ
֑ᆩࠅڦୟ
根据 BREEAM 评估要求，“可采用的公路”指由公路管理机构负责安装和维护地表水排水设施的公
路，该排水系统只负责公路自身的排水。这意味着要成为“可采用的公路”，排水网不能直接连接到任
何其他上游排水网（例如，来自一个私人小区）并且只处理公路自身的排水。当公路排水系统包含公路
和房屋两部分的排水时，该公路不属于“可采用”公路。这种情况下，排水设计必须考虑公路排水。

ࢇ߭ࠥ࿚
具有设计可持续排水系统和防洪措施以及完成径流峰率计算相关资历的顾问。当需要复杂的洪水计
算和防洪措施时，这个顾问必须为专业水文工程师。

ࢇ݆ۨऐࠓ
指负责批准项目规划的法定 / 合法组织或实体。

ण൶
将地表水导入排水系统某个点或水道的区域。它可以分为分集水区。

ยऺࢡ࿋
设计暴雨事件中预计最高洪水位。场地洪水位设计可通过已知的历史数据或特定场地建模确定。

ยऺԓᇐ๚ॲ
根据每年洪水概率的历史数据或设想的天气条件，评估拟建项目适宜性和设计灾害缓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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ಇۅݣ
排放点是来自场地的径流离开场地边界进入水道的地点。

ࢡݞᇟ߾๚
洪水防御工事不能完全消除洪水风险，但它们确实能减少洪水风险。所以，处于有洪水防御工程（并
进行了恰当设计使其禁得起一定的洪水级别）区域内的建筑，比没有防御工事且位于中等或高风险区域
的建筑更占优势。然而，根据此评估项目的，与仅仅为了新项目而鼓励在有较高洪水风险的区域修建新
的洪水防御工事相比，在低风险区域进行开发更为可取。

Gmppe!fwfou ࢡ๚ॲ
A flooding incident characterised by its peak level or flow, or by its level or flow hydrograph.
洪水事件的特征在于其最高水位或流速，或者其水位图或径流线。

Gmppe!qspcbcjmjuz ࢡ߁୲
The estimated probability of a flood of given magnitude occurring or being exceeded in any specified time
period. For example, the 100-year flood has a 1% chance of occurring in any given year.
预计的在任何指定时段发生或超过给定级别洪水的概率。例如，百年洪水在任何指定年份发生的概
率为 1%。

Gmppe!sjtl ࢡޅ၃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lood probability and the magnitude of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the flood event.
洪水概率和洪水后果强度的结合。

ࢡޅ၃ೠࠚ
评估场地洪水风险和场地上任何改变或开发对场地和其他地方洪水风险影响的研究。应根据相关规
划政策和技术指导文件来准备洪水风险评估。评估必须基于历史、地质和地形数据（如海拔），并考虑
所有洪水来源。洪水风险评估必须包含未来气候变化并详细说明任何必要的应对措施。如洪水风险计划
实施已经超过五年，则需要证据证明当时洪水风险评估的基础没有发生改变。

Ⴚࢡ
洪水期间用池塘，盆地，水库或涝原临时储存过多的径流水或河水。

୴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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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建设过的场地或者闲置 5 年及以上的场地。

୴ں০ୁ୲
出现于未开发从而被闲置的场地的径流率。

ᆘ௬
硬表面包括屋顶，停车场，通道，人行道，运送和服务场以及外部硬质景观。两边可排水到软土区
域同时宽度小于 1.5 米的小径可能会被排除在外。

าཪ
水流入透水表面如土壤，透水路面和渗水井。

၌ಇݣ
限制排放基于计算的开发前排放口的流速。

කᇨتݞڪप
地表水处理的一、二、三级别与可持续排水系统的元素数量相对应。这些元素用于衡量地表水从雨
水降落处流入场地排水点。如果上述元素对应一个以上的处理过程，那么处理的级别也不止一个。在这
种情况下应寻求 BREEAM 办公室的建议。

ޅگ၃൶ᇘǄ࠲ᇀڢකǅ
低风险区域可定义为降低了汽油和石油等物质污染或溢出风险的区域。为此评估项目的，屋顶和小
停车场可视为低风险区域。

০ୁ୲ރǄԥ ྺRq\ ૬ݛ 0 ௱ ^*
这是在假定雨水均匀分布在排水区域的情况下，来自特定集水区域水流的最高速度。还有的条件就
是，将整个排水区视为一个单位，只在最下游的点预估流速。

ਸ݀മ
委托方或开发商刚即将购买场地前评估场地的状态（或者如果委托方已经拥有或占用该场地若干
年，，那么它现在的状态）。

R
集水区年均洪水流速预估（见水文学会报告 124，小集水区的洪水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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ᇐಇݣ
雨水排放指从开发场地流入水道和下水道的雨水。它也被称为径流。

০ୁ
通常是雨水，但也可以是地下水或下水道和其他源头的溢出水。

ူڢӸݛ
这是一个主体，通常是自来水公司，对下水道系统，污水处理以及屋顶和庭院的地表水负法定责任。

า
旨在促进地表水渗入地面的地下构造。一般而言，渗水井可能浅而宽—如在透水铺砌面下的覆盖层
内，或者有更深的结构。道路和停车场排水系统应避免更深的点源渗水井；提供广泛渗透的浅层结构（入
渗沟和透水铺砌面）不需要油分离器。

Ⴤಇဣཥ࠶ಢჟ
学习排水系统设计的一种方式，为了减少人对环境的影响，使用可持续排水系统结合一系列适当的
地表水排水设施结构来管理径流以处理排水，减少径流量和抑制径流率。还包括相关的运行和维护，生
态和便利设施管理方面的培训。管理培训包含以下技术层级：
1. 源头控制。可持续排水系统技术的例子包括：
—

渗水井

—

多孔的或可渗透的铺砌面

—

屋顶水直接流入花园（而不用排水管）

—

雨水再利用或收集

—

绿色屋顶

—

用于处理源头径流的其他表面渗透、减少和传送技术。

2. 场地或就地控制。可持续排水系统技术的例子包括：
—

洼地

—

池塘

—

渗滤池

—

蓄洪盆地

—

较大的渗水井

—

可渗透的（多孔的或透水的）铺砌面。

3. 区域控制。可持续排水系统技术的例子包括：
—

平衡池

—

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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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蓄洪盆地。

Ⴤಇဣཥरຍ
为管理地表水径流预防洪水和污染建立的一个或多个组件，包括如：湿池，渗滤池，蓄洪盆地，洼地，
苇地，可渗透的（多孔的或透水的）铺砌面，渗水池，雨水收集，滤土带，过滤管和有或没有穿孔管的
滤水沟，绿色屋顶和地下减水储存。更多信息参考可持续排水系统手册。

ں০ୁ
水流过地表进入排水系统的过程。它在地面不透水，地面饱和或降雨特别激烈时发生。

חမࢋ੨
潮汐河口被定义为自由连接到开阔海域的半封闭沿海水体，潮汐河口内海水适度地被来自地面排水
的淡水冲淡。河口应该为不受约束的有潮水域，即在任何情况下这里不应该有约束水自由流入开阔海域
的栅栏或限制海岸线。河口整体水位对来自该场地（或未来可能排水到河口的其他场地）的总径流量的
影响应该是不重要的。BREEAM 所说的潮汐河（正常潮汐运动期间这里没有或仅有有限的可测量的海水
容量）不属于河口的一部分。

ت
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手段提高水质。

ᆳݴഗૌ႙
2 ૌݴഗǖ这类分离器的设计使得标准测试条件下油浓度小于 5 毫克 / 升。在要求分离器去除很
小的油滴，例如由停车场排水产生的油滴时应该使用这类分离器。
3 ૌݴഗǖ这类分离器的设计使得标准测试条件下油浓度小于 100 毫克 / 升。这类分离器适用于质
量要求较低的排水或用于捕获大量的油脂泄露。这两类都可以制造为“全保留”或“旁路”分离器：
ඇԍାݴഗǖ这种分离器处理可由排水系统运送的流水，通常相当于强度 50 毫米 / 小时降雨产生
的流水。
ಖୟݴഗǖ这种分离器充分处理所有强度最高为 50 毫米 / 小时的降雨产生的流水。高于此速度的
流水允许绕开分离器。虽无法充分处理过大的降水，但此中风险尚可接受，在这种情形下，可以使用旁
路分离器。污染预防指南 3 包含关于合适的分离器类型的选择和尺寸的更详细的指导。

০ୁଉ
发生在场地上的降雨产生的径流的容量。它通常以立方米为单位进行测量。额外的预测径流量是指
开发前后的径流量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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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ࢅڢڢ
此术语包括河流，溪流，河沟，排水沟，排水管，堤，水闸，下水道和水流通道。

ڣЃԎᖜ
≗Ⅱ⎽হ≗Ⅱ䷻䮖
2/ ဘୁࢅࢋୁǖ由于集水区高强度降水导致流水溢出河道，从而可能引发的洪水。
3/ ᄂ࡛ईࢋ੨ǖ由特定的满潮或大浪或两者结合导致的来自海洋的洪水。
4/ ူںǖ当地下水位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时，洪水发生。在地下为渗水岩（含水层）的低洼地区最
常见，通常由长时间的多雨天气导致。
5/ ူࠅࢅڢୟಇǖ二者结合。由于雨量过大或淤塞，污水地面水下水道和公路排水设施超负荷，
水溢出。
6/ ںǖ地面上（场地内或场地外）未渗入地面或流入排水系统的净降雨量形成的径流。
7/ ยแࠤቱǖ运河，水库，工业生产过程，自来水管爆裂，下水道堵塞或泵站故障。

ऄᴀ౧ౝ
如场地风险评估证实某处不适合应用可持续排水系统渗透技术，那么可以使用不渗透的可持续排水
系统技术，如一些洼地使用防渗膜。如果场地只是部分受到了污染，那么可持续排水系统渗透技术可用
于未受污染的部分。可能需要对受污染土壤进行修复，创造机会在修复后使用可持续排水系统渗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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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 04 减少夜间光污染（仅非住宅和住宿机构）

ᕨܳ

ᰭѻᴴ۳



ᬍ

Ⱋᴴ
确保外部照明集中于适当区域，且方向向上的照明减至最少，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性光污染、降低能
耗和对周边住宅的侵扰。

䃱ѝᴴ۳
需符合如下标准：
̭ܳ
1. 已通过有效的设计，在不给场地及其使用者的安全带来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去除了外部光照的需求，
从而避免外部刺眼光照。
或者，如该建筑的确是需要外部照明，可按如下标准获得一分：
2. 所有外部照明（除安全照明之外）可在 23:00 到 07:00 之间自动关闭。
3. 规定的带照明的广告需满足下列标准：
3.a 表 59 所述的最高亮度（CD/m2）（不同区域的定义请参考附加信息）。
3.b 在 E1 区（见表 59），最高亮度宵禁后应为零。
4. 如提供了并将使用 23:00 到 07:00 之间的安全照明：
4.a 在此时间段，安全照明符合 CIE 150-2003 和 CIE 126-1997 所建议的低照明水平，例如使用自动开
关在 23:00 或更早时间降低照明亮度。

ᷭᴒ⌲ࢂࣷ㶕ᵩ

㶔 喝ᰬ倄ϚᏒ喋$%N喌ᐦ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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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提供了何时以及如何应用评估建筑相关外部照明标准的指南。
1. 如评价针对现有场地的独个建筑，只需评估受工程影响的区域，即施工区之内。当评估建筑为整
个新建项目的一部分时，标准适用于整个场地范围。
2. 如果评估范围只涵盖一个新的扩建区，那么只需评估扩建工程部分的新增照明。
3. 车辆调动区安全用途的照明灯可能排除在评估之外。
4. 灯具配件符合特定安全标准但与 BREEAM 标准冲突，可以排除在此评估项之外。在此情况下，评
估师必须取得证据以证实此特定安全标准，并确认其适用于此评估项目。。

䃮ᬻᱽ᫆

ᴴ۳

ᰶ

䃫䃎䭣⃢

ᐧ䭣⃢

䃫䃎ఫ㏥ȡ
ᐧま䄡ᬻΓᝃवहⰥڠ䘕ܳᝃ᪴喑ᝃใ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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䶦Ⱋఏ䭌⮱Γ䲏䃮ᬻ喑䃮ጟ㏼䃫䃎䭣⃢
䃱ѝ⮱㼐۠ᵵ喑喑ᝃ㔲ຯ䃫䃎ࣾ⩌γᰡᩦ喑
ͧᐧऻহ【ጒ㏳㞯ӈ䃮ᢛȡ

䃫䃎ᢛᝃ䃎ツȡ
ڠλใ䘕⚔ᬻ䃫䃎喑ᱧ⩢ጒ⼸ጵᝃ⚔ᬻ䃫䃎ጵᓲ
䶨ӈᠴҸ䃮喑䄡ᬻ䄒ゃ⪒ౕਗ䛹Вࣷຯ҂こ
व䃱ѝᴴ۳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ߢ
任何被部分或全部用于广告宣传的文字，字母，模型，符号，海报，牌匾，布告，遮阳篷，百叶窗，
器物或表达。还包括用于广告展示的任何围板或类似结构。

แ߾൶
在此评估项中，施工区被定义为为 BREEAM 评估建筑开发的场地及其外部场地区域，即新工程范围。

ߢ࠽࠼ڨ
根据设计和调整，被人工照明直接或间接照亮的广告。

ቷ൶
对附近区域或背景形成对比，建筑照明环境改变了光感。广告最高亮度因此需要根据照明环境进行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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ڣЃԎᖜ
应检查设计是否符合国际照明委员会（CIE）指南。这给出以下四组建议：
1. 限制灯具向上光线的平均比值，以限制人工白昼光的强度
2. 限制附近建筑窗户的光度，以免出现光线入侵问题。
3. 限制每个光源的强度，以免其可能超越地界对他人造成侵害。
4. 限制建筑平均亮度，如果建筑是泛光灯照明的话。
每种情况的限制值取决于建筑场地位置 ( 例如农村，城市或市中心 )。如果所有的灯具皆为截光型
灯具且存在光束角，从而屏蔽了潜在刺眼光线，那么无需进行灯光照明度（b）或强度（c）计算。

符 合 国 际 暗 夜 协 会 模 范 条 例 指 导：http://www.darksky.org/assets/documents/MLO/MLO_FINAL_
June2011.pdf 也能确保满足此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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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 05 减少噪音污染（非住宅、住宿机构及多户住宅）

ᕨܳ

ᰭѻᴴ۳



ᬍ

Ⱋᴴ
减少开发场地内固定装置所产生的噪音，从而降低其对周边噪音敏感建筑造成影响的可能性。

䃱ѝᴴ۳
适用性：
需符合以下标准：
̭ܳ
1. 被评估场地周边 800m 半径区域内没有或未来也不会有对噪音敏感的区域。或者
2. 场地周边半径 800m 的区域内存在对噪音敏感的区域或建筑，可按以下要求获得一分：
2.a 已进行噪音影响评估，根据 ISO 1996 系列进行测量或判定下列噪音级：
2.a.i 在距离拟建项目最近或受其影响最大的噪音敏感建筑处、或者某个可论证背景条件与之相近的
地点处，现有的背景噪音级。
2.a.ii 新噪音来源所产生的噪音级（参见 CN3.1）。
3. 噪音影响评估的实施者必须是具备合适资格的、持有经认证的声学资格证书以及适当专业团体会
员身份的声学顾问（参见相关定义）。
4. 拟建场地或建筑的噪音级（在距离最近或受影响 最大的噪音敏感建筑所在位置进行测量），与背
景噪音相比，白天（07:00 至 23:00）的差异不超过 +5dB，夜间的差异不超过 +3dB（23:00 至 07:00）。
5. 如拟建场地或建筑的噪音级超过标准 4 所述，已采取措施从源头处减弱噪音，使其降至符合标准
4 的水平。

ᷭᴒ⌲ࢂࣷ㶕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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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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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䃱ѝጵ⮱⣝౧ᷭᴒ្ॷহ⚔❴䃮ᢛ喑
䃮ᬻႅౕᠴჇ⮱䴠䭺ѻᣗȡ
ᝃ㔲
ฝ႓უܪУ喑䃑ጟ㏼ᠶ⚔㺮Ⅿ⮱ᴴ۳Ⴖ㷲γ
ᰶᠴჇ⮱䴠㶝䭺ѻ䃫ȡ

䭱ߍԎᖜ
ⰥڠჇͶ
ሯᅼ௺ߌ൶
建筑或者区域的使用者可能对评估建筑安装的新设备所产生的噪音敏感，包括：
1. 住宅区
2. 医院，健康中心，护理院，医生的外科手术室等。
3. 学校，学院和其他教学机构
4. 图书馆
5. 宗教敬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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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野生动物地区，有历史意义的风景，公园和花园
7. 具有杰出的自然美以及科学或生态价值的区域
8. 其他被认为对噪音敏感的项目

ਏԢࢇጨ߭ڦำბॆ
持有认可的声学资格证书和适当的专业团体会员资格的个人。满足 Hea 05 声学性能中具备合适资格
的声学家定义的声学家，也须符合此评估项相关的定义。

ڣЃԎ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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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创新
ắ䔝
创新范畴提供机会给模范的性能，以及不在评分标准之内或超过评分标准的创新。它包括模范性能
分，给予某个评估项达到模范性能水准的建筑。它也包括经 BRE 全球国际有限公司批准的，能获得创新
分的创新产品和过程。

通过帮助鼓励，驱动和宣传创新措施的加速领会，培养和发展了创新节约成本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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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 01 创新（所有建筑）

ᕨܳ

ᰭѻᴴ۳



॓

Ⱋᴴ
通过认可没被标准 BREEAM 评估项授分的可持续性效益，在建筑业中支持创新。

䃱ѝᴴ۳
需符合以下标准：

最多提供 10 分，BREEAM 总分上限为 100%，结合以下：

⣝ᰶ #3&&". 䃱ѝ䶦ᕔ㘪㠰ⅡᎠ
1 建筑物通过达到以下一个或多个 BREEAM 评估项定义的模范水平性能标准，证明其符合模范性能。
（模范性能水平评估标准细节请参考这份方案文件的相关 BREEAM 评估项）

Man 03 可靠的施工实践
Man 05 建成后维保
Hea 02 室内空气质量
Ene 01 减少能耗和碳排放
Wat 01 耗水量
Mat 01 生命周期影响
Mat 03 可靠的施工产品来源
Wst 01 施工废弃物管理
Wst 02 再生骨料
Wst 05 气候变化适应

㷘䃑ज⮱݈
2. 当建筑物符合定义在被认可的创新应用表中的标准时，每个 BRE Global 认可的创新应用奖励一个
创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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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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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䃱ѝ䶦͚⮱㠰㏔ᕔ㘪
关于本评估项的方法请参考相关 BREEAM 评估项的“方法”部分。

㏼ឦ۳⮱݈
BREEAM 特许评估员可以使用正式的“创新批准申请表”（可从“BREEAM 评估员外网”中获取）
向“BRE 全球”提交创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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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䭱ߍԎᖜ
ⰥڠჇͶ
Đᅙ಼ጚظႎđ
以 BREEAM 中未涉及的方式来提高建筑可持续性性能、并对更广阔的行业有着明显益处的所有新技
术、设计、施工、运营、维护或拆除方法或流程。此外，该创新得到了“BREEAM 全球”的认可，符合
已出版“BREEAM 创新”得分流程的要求。

ڣЃԎᖜ
⩠䄤݈ᓄܳ
关于“BREEAM 创新”得分资格标准、申请流程、申请费用、之前已批准的创新，请参考 BREEAM
评估员外网中“BREEAM 创新”部分的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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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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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国家方案执行者（NSOs）
国家方案执行组织（NSOs）实施的是经“BRE 全球”有限责任公司许可的、为特定国家定制的
BREEAM 方案。选择这些组织并通过其管理结构来提供当地知识、塑造市场形象，并使当地利益相关方
参与到方案实施中。
“BRE 全球”有限责任公司是“BREEAM 英国”和泛国家“BREEAM 国际”方案的 NSO1。“BREEAM
国际”方案适用于除英国外的全球所有国家，以及 NSO 正在操作当地方案的地区。
由 NSO 制定的方案必须要符合“BREEAM 核心技术标准”和“BREEAM 核心流程标准”的要求。
这两项标准都是在“可持续性建成环境规范”的框架下扩展而来的。
BREEAM 网址：www.breeam.com 列出了 NSOs 及其当地 BREEAM 方案的清单；同时可使用“技术
标准查找器”工具来帮助客户选择恰当的方案。如果可以，必须使用当地的方案来进行评估；在这种情
况下，请联系当地的 NSO 以获取更多信息；或者，当地如果没有 NSO，可使用泛国家“BREEAM 国际”
方案。

ǂഭᇦᯩṸᢗ㹼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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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适用范围及教育类建筑
《BREEAM 国际新建筑 2016》是专门为评估下列教育机构而定制的：
1. 幼儿园，包括
a. 托儿所 (85)
a. 儿童中心 (86)
2. 学校，包括
a. 小学
b. 中学
c. 全龄学校（包括寄宿学校里的教育或教学建筑）
d. 非急性特殊教育需求（SEN）学校
3. 大学和专科学院
4. 高等教育机构或职业学院，包括：
a. 教学设施
b. 学习资源中心
c. 实验室、研讨室或工作室
d. 学生活动楼
e. 或以上类型的混合型建筑

ᕒᕔ➦₷᪆㗟䰭Ⅿ喍4&/喎႓ᵎ
急性 SEN 指的是有着严重残疾或学习障碍的儿童。这些儿童在了解周围环境时，会感到紧张或痛苦，
且容易精神错乱或受到过度刺激，或者两者都有。该类人群主要包括有着行为、情感或社交障碍（BEDS），
以及交流和互动缺陷（多动症，即 ASD）的儿童。
本份 BREEAM 方案不是专门为评估非急性 SEN 学校而定制的。但是使用这一方案来进行评估仍然
是有可能的，以下情况除外（即不能使用本方案）：评估高度专业化的住房。因此需要为急性 SEN 学校
定制评估方案。
关于 SEN 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由“儿童、学校和家庭部”出版的关于需要特殊教育残疾儿童的书籍：
《Building Bulletin 102 Designing》（来源于：www.education.gov.uk）

4UVEFOUSFTJEFOUJBMBDDPNNPEBUJPO
《BREEAM 国际新建筑 2016》可用于评估寄宿学校、专科学院或大学宿舍。为完成 BREEAM 评估，
本书将这类建筑归为“寄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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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适用范围及寄宿机构
作为居民住宅，多户住宅建筑不适合进行评估。但可以使用《BREEAM 国际新建筑 2016》来评估这
类建筑。《BREEAM 国际新建筑 2016》评估方案提供了一整套建筑评估方法，这一方法也适用于评估同
时带有私人居住空间和公共设施的整栋建筑。

《BREEAM 国际新建筑 2016》可用于评估以下类型的寄宿机构：
1. 酒店、旅社、寄宿公寓以及宾馆
2. 学生宿舍
3. 设施不够齐全或不带有专业医疗设施（小空间咨询室或医疗室可接受）的养老院
4. 庇护所
5. 其他带有公共区域和居所的寄宿机构，如军事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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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建筑外壳及内核项目评估
可使用《BREEAM 国际新建筑 2016》评估方案对未安装设施的投机性新建筑（通常是指仅有外壳的
建筑或者带有外壳和内核的建筑）进行评估。
《BREEAM 国际新建筑 2016》适用于安装设施齐全的建筑项目、仅有外壳的建筑项目以及带有外壳
和内核的建筑项目。本部分为评估员和项目团队就关于 BREEAM 在仅有外壳项目以及带有外壳和内核项
目上的应用提供了指导意见。
如果开发商的工作范围仅为基础建筑的设计与建造，并且在建筑能够使用前仍留有一定的建造和安
装工作，那么要将该建筑确定为仅有外壳的建筑项目或者带有外壳和内核的建筑项目。此种建筑项目可
能包含部分或全部的下列建筑构件：结构，建筑表皮，建筑核心系统，包括建筑服务策略和安装（如暖
通空调）或支撑此类服务设施的安装的结构，或是装修完成的公共区域。在这些项目中，如果没有对开
发区域进行完全安装，那么需要依据开发商的工作范围来审核该建筑的性能及合规性。项目性能与合规
性可以通过使用两项标准项目类型来对此进行测量。这两项类型分别确定了适用于各类型的评估标准。
虽然有些项目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这两项标准类型的范围，但是为了完成 BREEAM 评估，在评估时将不
考虑不属于所选类型范围内的项目点，即使这些项目点在开发商的工作范围内。这一方法对于确保房地
产市场的透明度、一致性和可比性来说有其必要性。无论出于性能基准，还是推广或宣传目的，根据单
个项目类型范围内的标准或评估项所筛选出来的评估表不能确保 BREEAM 评级的可比性。

Ⴧใภࣷڲᵥ䶦Ⱋㆨಸ
为确定评估范围和 BREEAM 认证标志，可将未完全装修的非住宅类型新建项目归为以下一种类型。
仅有外壳建筑的评估及其证书
带有外壳和内核建筑的评估及其证书

ϲᰶใภᐧま⮱䃱ѝ
如果开发商在进行新建筑开发时，其工作范围仅为建筑外立面、下层结构和上层结构，那么可进行
此项评估，并获得该类证书。这些结构包括：
外墙、窗户、门（外门）、屋顶、室内核心墙壁、结构性楼层、硬软质景观区域（如果有，且属于
开发范围内）

ፓᰶใภࣷᵥᓰѺ㒛ᐧま⮱䃱ѝ
如果开发商的工作范围包含选项 1 中描述的范围，同时还有建筑的核心设施，那么可以使用此项评估。
建筑的核心服务设施有关的部分是：中央或公共交通系统、供水系统、公共区域的装修、中央机电系统，
包括暖通空调，但是不包括出租区域内的局部装配系统。通常情况下，会将这些局部装配系统集中起来、
且不封盖，分配到每个出租区域内（以便未来租户的装修连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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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个评估选项适用于独户住宅和公寓楼除外的所有建筑类型。请参考附件 E——《REEAM 新建
筑适用性》中对“单一住宅建筑以及多住宅建筑——部分安装及完全安装”评估选项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说明。

䃱ѝᐧใภহᵥᓰ䶦Ⱋ
总的来说，评估过程和主要 BREEAM 评估项的应用不会受到仅有外壳新建筑和带有外壳及核心建筑
的工作范围的影响。这是因为，BREEAM 中大多数标准与所有新开发建筑的影响、流程和管理程序有关，
无论该建筑是外壳、核心、还是完全安装的项目。但是，有一小部分 BREEAM 评估项和标准是专门为评
估已安装建筑而定制的，比如声学性能。因此，在“合规报告”表格中的评估项中给出了关于这部分内
容的额外指导。这些“建筑外壳及内核”的合规报告确定了评估项适用于“仅有外壳项目”还是“带有
外壳及内核的项目”，应用在何处，以及如何针对所确定的项目类型来进行评估。

ใภࣷڲᵥᐧま䃱ѝȠ#3&&". ᰭѻᴴ۳
所有 BREEAM 最低标准仍然适用于属于开发商工作范围的外壳和内核建筑评估。唯一的例外是：不
在“仅有外壳项目”或“带有外壳及内核的项目”中进行评估 BREEAM 评估项、得分或标准的最低标准

#3&&". ప䭲ᐧま 
“BRE 全球”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出一套涉及非住宅类建筑寿命期内翻修和装配阶段的独立 BREEAM
方案。在这一方案下，仅需评估属于租户装配工作范围内的标准。
通过将外壳和内核项目分为两部分进行评估，即对外壳及内核部分、安装部分进行单独评估，
BREEAM 为外壳和内核项目的评估提供了一个灵活而稳健的方法。
图 6 通过图解的方式简要概述了《国际新建筑》和《国际翻修及安装》两者之间的关系。
䃱ѝ䔶䶦

ᐧま䭣⃢

Ⴖ㷲䭣⃢

#3&&".
ᐧま

ใภࣷڲᵥ

ϲใ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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䘕ܳ喑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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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尽可能地使用经认可的行业定义，例如英国办公室委员会关于 A 类和 B 类安装的定义，来确定
《BREEAM 国际新建筑》选项 1 和选项 2，《BREEAM 国际翻修及安装》评估方案的评估范围。但在实
际操作中，由于对翻修和安装工程的定义没有固定的行业标准，不同的项目之间差异特别大。为了降低
这一差异，也为了通过一致定义来确保评估的可比性，《BREEAM 国际翻修和安装》评估方案将一系列
可选评估定义为“评估部分”。每个“评估部分”的范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围绕建筑关键物理参数所设
定的边界。在这一方案下，委托方就可以根据委托方翻修和安装工程的范围针对不同“评估部分”的任
意组合，来寻求评估认证。这样一来就提供了一种灵活性很高的方案。
《BREEAM 国际翻修和安装》评估方案中“部分 1”的范围与《BREEAM 国际新建筑》评估方案选项 1，
即仅有外壳评估选项相对应。“部分 1”与“部分 2”的组合与选项 2，即带有外壳及内核评估选项相对应。
“部分 3”与“部分 4”涵盖了租户所实施的装配工程，因而可以用于“填补”装修后的“外壳及内核评估”。
《BREEAM 国际非住宅建筑翻修 2015》评估方案的不同评估类型：
部分 1——外立面及结构：建筑外围护结构，包括墙壁、屋顶、窗户和楼层
部分 2——核心设施：中央机电设施，包括供暖、制冷和通风设施。
部分 3——局部设施：包括照明设施，局部性供暖、制冷和通风设施
部分 4——室内设计：室内涂层、家具、配件及设备
获取更多关于《BREEAM 国际非住宅建筑翻修 2015》评估方案的信息，请参考：www.breeam.com。

392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3&&". 䭱❴ᐦᐦぽ

䭰Т

附件 E——《BREEAM 新建筑》在单一住宅建筑、多住宅建筑，以及部分、
完全安装建筑中的应用
由于世界上建造、销售着各种各样的住房，《BREEAM 国际新建筑 2016》为住宅类建筑的评估提供
了 4 种不同的分类。
关于 BREEAM 在住宅建筑开发中的应用，本部分为评估员和项目团队提供了指导意见。

为实施评估，评估员和项目团队必须首先确定其项目属于单一住宅项目还是多住宅项目，其次要确
定将会对项目进行“部分”还是“完全”安装。必须要在评估开始时通过使用“得分和报告”工具来确
定这一点。

ࢂ̭ᝃ็ѼႲᐧま

ڇᅃዿॺዾۨڦᅭ
单一住宅是指永久性的、且与其他建筑分离开来的建筑。
或者，指的是“家庭”或“家庭单元”，这里的“单一住宅”指由一户人或一个家庭所使用的房子。
单一住宅与其附近的住宅没有任何公共区域或共享设施。
通常情况下，单一住宅建造在比其一楼面积要大的地块上，这样能够为其提供私人的户外空间。但是，
对于那些建造在密集地块的住宅，并不总是会出现这一情况。比如建造在城镇或城市的住宅。对于建造
在其他住宅上部并与其毗邻的住宅，只要不对其他建筑进行评估，那么“单一住宅”的标准仍然适用。
对于带有额外空间或套房（供新增家庭成员使用）的住宅，在不改变“单一住宅”的定义下，可以
适当放宽条件。

ܠዿॺዾۨڦᅭ
多住宅建筑是住宅数量大于 1 的永久性住宅建筑。这些住宅必须要在同一地块上，并且要么在同一
建筑围护结构中互相连接，要么是分开的。
例如，单个建筑的围护结构可能由一栋公寓大楼或一排房屋（这类房屋风格相似且拥有公共墙壁）。
或者，也可以是建造在同一地块上包含一组“单一住宅”的建筑。

䘕ܳႶ㷲ࣷႹڕႶ㷲
“部分安装及完全安装”评估标准的目的是认同加大“装修”阶段灵活性的需求，以应对“交房”
房地产市场。“交房”地产指的是在开放市场中处于完工作态而出售的新房，并且其使用者能够立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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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新房。

ևݴҾጎዿۨڦᅭ
这里指的是供“交房”新房房主使用的房间；但是由于当地建筑惯例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即使这些
房子在销售的时候被认为是“完工”的，这些房主仍然需要为其新房安装一些具体的设备和装置。
虽然“BREEAM 住宅建筑”希望新房房主所安装不同设备和装置的规格能够为房间留出一些灵活性，
但是对于确定为“BREEAM 部分安装住宅”的新房，无论建筑惯例或文化差异如何，工程阶段中的一些
特殊构件必须始终存在。
如果开发商的工程范围涵盖了新建筑工程中的建筑外立面、下部及上部结构、以及为了让每户住宅
使用者能够舒适地居住而必需的建筑内核、中央和局部系统，那么可以使用本项评估认证选项。根据新
房的设计特点及其所处的气候环境，这些构件包括：

ևݴҾጎዿڦഽႠ༬ۅǖ
屋顶、外墙、室内隔墙、结构性楼板、窗户及外门（每个住宅）
饮用水供给。除非提供了给水水管配件，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项目区都必须在“完全安装”评估选
项下进行评估，并且满足最低标准。
水管和排水设施
机电系统，包括：
1. 照明设备及装置
2. 供暖、制冷及通风系统

ևݴҾጎዿڦഽႠ༬ۅǄසࡕᆶǅǖ
公共区域的装配
中央及公共运输系统的装配
硬质及软质景观区
在对这些构件进行评估时，为了完成对项目更加精准的认证，必须提供所实施的工程范围及其详细
信息。

ྜඇҾጎۨڦᅭ
完全安装住宅定义为：除了内核、中央和局部系统外，还包括为了在建筑整个使用期内降低建筑对
环境的影响而提供的额外设备和装置。
室内表面装修，如地板、墙面和门板装修；家具的装配（如厨房和浴室）
冷、热饮用及非饮用水供水配件
室内配件，如回收箱、晾衣绳、家用电器
监控设备，如能量监测及显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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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开发商的工程范围，所有 BREEAM 最低标准仍然适用于部分安装评估选项。唯一的例外是：
不在“部分安装”项目中评估的 BREEAM 评估项、得分项或标准的最低标准
如果不会为新房房主或使用者安装供水配件、那么不包括 Wat01“耗水”中的最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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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BREEAM 新建筑》证书示例
关于《BREEAM 新建筑》中期设计阶段、最终建后阶段的证书示例分别在图 7 和图 8 中展示


)LJXUH([DPSOHRI,QWHULP&HUWLILFDWHDW'HVLJQ6WDJH
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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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G——备用施工方案要求

ᱧᲱȠ᱙ౝࡃᝃపუิ⩕ጒᵵ㺮Ⅿ喍ᵵノ⤳㔲ᠴᄩ喎
本附件的目的是为备用施工方案管理者或实施者提供相关指导。根据这一指导，他们可以确定其方
案是否能够通过 BREEAM 的认可，成为“合规方案”，从而确定由该方案评估或评定的建筑性能是否适
合于获得 BREEAM 得分。
如果方案管理者在下列要求下对其方案进行了审核，并希望能够通过 BREEAM 认可将其列为“合规
方案”，那么他们应该联系“BRE 全球”的 BREEAM 办公室，并提供以下信息：
1. 方案的操作说明，包括它是如何监测、检验合规性，以及它（或者评估员）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
2. 方案的要求
3. 这一方案是如何根据其操作守则来对承包商和现场的表现打分或评定的。
4. 如果有关，需提供使用该方案的项目数量，以及表现的平均得分或评级。

“BRE 全球”随后会通知该方案实施者下一步的审核及入列程序
请注意：
“BRE 全球”不提供翻译服务。因此，备用施工方案管理者或实施者必须提交翻译后的文件（英
文格式）以及原文件的相关部分。

ᵵ᧺҉㺮Ⅿ
1. 方案中包含操作守则（其范围请参见下文）
2. 使方案的评估及评分结构化，从而能够根据整个方案或者单个操作守则项目来确定承包商或现场
表现的评级，其依据为：
a. 不合规
b. 合规（需要获得 BREEAM2 分）
c. “超过”合规性（如果可以），例如表现评级的前 25%
d.. 示范级操作，例如表现评级的前 10%
3. 方案确定了表现的评级（或得分）基准线。根据这一基准线，能够确定单个操作项及整个工程的
表现评级。在制作该基准线时，应广泛结合国内或国际建筑现场上公认的最佳操作。
4. 由方案管理者任命的人员或服务提供商对承包商和现场的表现进行监测及审核。
5. 方案管理者需说明其采取的措施以确保进行评估和审核的人员拥有胜任此项工作所需要的技能、
知识和经验。
6. 监测人员在施工阶段需要对施工现场至少进行 1 次考察，以核实其符合方案操作守则的要求并确
定表现评级。（对于施工时间大于 12 个月的工程，考察次数要更多）
7. 监测人员需对施工现场的表现进行报告，且每次考察需确定整个工程的得分及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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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由方案管理者将表现或合规性证书颁发给承包商。
9. 方案管理者需运行公开的投诉流程，并根据这一流程来调查投诉事件

ᵵ᧺҉Ⴕ݆⮱㠰డ
方案操作守则必须包含或说明以下类别和项目：

⣜Ԋᘼ䃳ࣷᒞ৺⮱㑀㼐
就施工现场对环境的影响，说明承包商的意识、关心及缓解措施
1. 环境管理体系或环保政策
2. 对光、噪音、空气、土壤及水污染进行预防和管理
3. 节能、节水措施或程序
4. 填埋废物减少或转移措施或程序
5. 低环境冲击、负责任来源建筑材料
6. 来源于当地的劳工及供应商
7. 对环境影响目标的确定及监测
8. 生态特征的保护
9. 低碳或零碳能源
10. 施工现场的操作意识及培训

Ⴖ́ڕ䛼䋠์⮱䕇䖀
说明施工人员在进行现场操作时所采取的施工方式能够确保通往项目地或其附近的道路是安全的。
1. 项目地交通管理计划
2. 无障碍的、有着明确标识的、安全的道路、人行道和拐角
3. 可以进入的、安全的、有标识的项目地，以及所有人员（不分性别）均可使用的现场宿舍
4. 安全的项目地及边界
5. 提供安全信息及应急程序
6. 提供用当地常用语言而写的警示、通知等其他信息
7. 保护公众人员，以防止其受到现场作业的伤害，如设备的移动、高空坠物等
8. 对现场访客的管理

㔰㭾ক⮱ݝႶڕጒ҉⣜ධ
说明施工人员以一种清洁、安全、负责任的施工方式来进行现场操作，以确保现场作业人员的健康，
并最小化施工对其健康和安全造成的威胁
1. 提供干净的，保养良好的，大小、位置或遮蔽程度适当的现场设施（浴室、更衣或晾衣设施、吸
烟区或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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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职业健康指导、应急信息或程序、急救人员、急救设备
3. 干净的、保养良好的工作区和设备间
4. 对项目地内部及边界范围的反社会行为或犯罪活动进行预防或监控，如乱扔垃圾、谩骂或攻击性
语言、破坏建筑行为或涂鸦
5. 提供清洁的、恰当的“个人防护设备”（PPE）
6. 项目地健康和安全计划的落实、监控和遵守（该计划制定了施工作业安全实施的保障程序，以确
保现场工作人员和其他可能受到施工作业影响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7. 现场操作人员专业化的着装及行动
8. 现场操作人员的培训需求

㞜ສ⮱ক䓦ڠ㈨
说明施工人员在进行现场操作时，考虑到周边居民，项目区附近区域到访者
1. 与现场作业、计划等信息相关的通信、告示及其他可以获取的信息
2. 包含应急程序和紧急联系信息
3. 可以使用的现场管理及评注程序
4. 项目地、项目地边界、相邻道路及现场通道的维护和清洁
5. 防尘、防噪音措施
6. 项目地图片，包括具有适当视觉效果、保养良好的现场和边界广告牌、以及所涉及的广告设计
7. 更广泛社区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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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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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表 A1

 Ⴖٲ́ڕ䋠⮱䕇䖀
此部分的目的是证明施工方的场地运营方式可确保场地内及周边的通道安全且充足。具体需符合以
下要求：

㶔 喝ᷬᴑ㶔 " Ⴕٱ̀ڔ䋟⮰䕆䕿㺭Ⅾ
3&'
B

ᴴ۳

᭜

㺮Ⅿ⮱䃮ᢛ  ࣯㔰

䔈ڒ౧ౝ⮱䕇䖀䔯́Ⴖڕȡ㜠ᄾᏁ

᭜

ᴒⰸ։䒓㻱ܿޜ᱙Ꭳᷭᴒ

࠲᠙В̸ऱ䶦喟

ϑ䕇ᝃ̀㏬ߎᬣ䬡㶕喑

喓౧ౝڲᝃ䭱䓾ᰶ։䒓౧喑ᝃ㔲౧

ᎣᴒⰸڣЃ౧ౝڲ䃫ȡ

ౝ  ㆠڲᰶࣾ䒓䬡䯁̺䊲䓴  ܳ
䧌⮱ڞڙϑ䕇㞯◦喑ࣵᝃ㔲ጒ
ӈ̀㏬ߎ喑जᄳ΅䔮㜠ͨ㺮ڞڙ
ϑ䕇㞯◦喠
喓ᰶ㞜ສ⮱⚔ᬻࣷٲ䋠⮱డᴼহᎠ
᪡㐌̭⮱䌜䲏喑ࢠ౧ౝ䓦⩹ใᬍ㏷Կ
࢞䮖喠
喓ᰶ䕇䖀⌲∮Ƞ̺−∋喠
喓౧ౝడ៑হ㙇᳣喍Ჱ౧ౝ䓦
⩹⮱̭䘕ܳᝃใ䘕喎้䬡ᰶ㞜ສ⚔ᬻ喑
㙇᳣Ԋ៑㑾ݝѺ́㐡៑㞜ສȡ
C

౧ౝ⮱ڲ䕇䖀䔯́Ⴖڕȡ㜠ᄾ࠲᠙

᭜

В̸ऱ䶦喟

⣝౧ᴒⰸ喑ᷭᴒᰶრ➖䉕
݄㶕᭜॓Ⴙ᪡ȡ

喓ₒ㵹䖀Вᴴ䃳হಎ䖀ᴴܧ喠
喓䕇䖀ცᏓजӈ䒛Ḳ㵹䊝喠
喓ᰶࡧഌ䘪जӈᰶ㻳߈ᝃख़߈䯉
ⶺ㔲䕇㵹喠
喓ౕ౧ౝڒऐัᴴᬻ౧ౝᰶ⒉ౕ
࢞䮖ȡ
D

౧ౝ⮱ڒܧऐᰶ⌲ᮝᴴ䃳喑Ӭ䃬

᭜

⣝౧ᴒⰸȡ

᭜

២䓫ᬣᷭᴒᴴ䃳ᝃᴒⰸ䔈

হ䔮䉔थᱧ䃳ݘȡ
E

౧ౝᣒᒲัᰶ⌲ᮝᴴ䃳喑ᝃ㔲ᰶ䃬
䘪⩞̀ϧፓ㜠ᣒᒲัȡ

F

䗛み㒛λ䌜喑䭟䗛ጛ䔈ڒ౧ౝȡ

䬕≮⼸ޜ᱙ȡ
᭜

⣝౧ᴒⰸȡ
401 of 424

侹䃮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ᴑ㶔

3&'
G

#3&&". 䭱❴ᐦᐦぽ

ᴴ۳

᭜

㺮Ⅿ⮱䃮ᢛ  ࣯㔰

ຯ౧ౝౕࡧഌᰶ䃟ڣЃ䄚㼭⮱ᄾ

᭜

ᷭᴒౕࡧഌহঅጒ⮨䃝

㓑ࡧ喑ᝃ㔲౧ౝڲᰶ䃟ڣЃ䄚㼭

ㅬ喑䃑᭜॓ᰶᄾℾ

⮱ᄾᄾ㓑ጒ҉ϧঅ喑݆ᰶ䕇ⴒ

ࡧȡຯ౧ౝڲᝃ౧ౝ

䰭⩕ᒀౝ䄚㼭Γۆȡ

ক䓦ᰶᄾℾࡧ喑ᷭ

侹䃮

ᴒВ䄒ᄾऺ䄚㼭Γۆ
⮱ᴴ䃳ȡ
H

ᰶ䖀䌜ऺ⼝হᴴ䃳ज⌲ᮝⰸݝ喑ຯ

᭜

⣝౧ᴒⰸȡ

᭜

⣝౧ᴒⰸ≮⼸ȡ

䖀䌜ऺ⼝ᝃᴴ䃳㷘䖛ᡎ喑݆ᓲ䶨ओ
ᴾᴴ䃳Аᰬȡ
I

ຯ౧ౝϑ䕇͒䛺ൢඋ喑㔹䔮䉔◦⻨
౧ౝ䒰䔉喑݆ज̺ᬣҬ⩕ᄼಸ䒓䒳䓽
䓀喑ϻ㔹ᄳ䕍⮱ϑ䕇̺Ӭ䭺㜠ᰭѻȡ

喗 ࣸᒲ䗨䛹
此部分的目的是证明施工方的场地运营方式充分考虑了周边的邻里。具体需满足下列要求：

㶕ᵩ 喟ᷭᴒ㶕 " 䗨䛹ࣸສ㺮Ⅿ
3&'
B

ᴴ۳

᭜

ጟ㏼ᝃࢠᄳࣾϸ㏺Ԏ㐆ᰶ䗨ᅲ喑́

᭜

㺮Ⅿ⮱䃮ᢛ  ࣯㔰
ᴒⰸፓౝ౭݄㶕⮱ԎУޜ

ឬ䄧ౕጒ㐀ऻ㜡Ԏ䗨ᅲᙌ䅏ڣ㔽

᱙ȡ

ᓰ喑Ꭳाڣӈࣺ亵㶕ᵩȡ

ӈឬ䄧Γޜ᱙喑ᝃ㔲䕇
፥ౕጒ⼸㐀ᬣࣾ⮱ܧᴴ
۳ԎУޜ᱙ȡ
ᓲ䶨ӈࣺ亵㶕ޜ᱙喑В
ࣷᄦ㐀䔈㵹⯾≸Ꭳౕ᱗
Გጒ҉͚ᩦ䔈⮱≮⼸ȡ

C

䛴ः䔯व䄒ࡧഌ⮱౧ౝጒ҉ᬣ䬡হ
䴠ጒ҉䭽ݣ喑ᅑڣ᭜䭱䓾ᰶຯ̸䃫

᭜

ӈᘼाΓȠᩬゃȠࡼ䃛
ぶ⮱ޜ᱙

ᬣ喟
 ѼႲ
 ႓ᵎ
 ࡨ䮏
 ጒ͇ࢂѺ
 ͨ㺮ڞڙϑ䕇㞯◦
 ጯ͚ᓰ
 䉚➖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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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

ᷬᴑ㶔

ᴴ۳

᭜

㺮Ⅿ⮱䃮ᢛ  ࣯㔰

ጒ౧ౝ䓦⩹喍ᄳᰶऄጒᒞ৺⮱

᭜

䄏䬛౧ౝ㏼⤳᭜॓㔰㭾γ

ࡧഌ࠲᠙ౕڲ喎㺮В⌲ᮝȠႶڕᎣ́

డ៑䃫ࣷ౧ౝѺ㒛ȡడ

䔯वক䓦⣜ධ⮱ᐼᴴܧ喟

៑䃫᭜॓⌲ᮝ  Ⴖڕᴴ

 Ⴧጒ౧ౝడ៑䃫⮱䷉㞟ᬣ㺮

ܧȠۭ᪡∮́㐡៑㞜ສȡ

㔰㭾ক䓦⣜ධ喠

Ԋᬍ౧ౝ̺᪡∮⮱ែ䃶喑

 ౧ౝ䓦⩹কడᰶव䔯ȠႶڕȠऄԊ

ຯᰫᰶ喑ጟ䓲䕌㏍ₐ́᱗

៑⮱䕇䖀ӈ㵹ϧҬ⩕喠

ᰶ⟜ںȡ

侹䃮

 ᰶ䦵ᄦ㵹ϧহ䖀䌜Ҭ⩕㔲⮱䂓ॷᴴ
䃳喑ᴴ䃳ᰶ㞜ສ⚔ᬻ喠
 ڙф䃑ͧጒ౧ౝক䓦⌲∮᪡命ȡ
E

ᰶែ䃶䃝ᒂ᱙喑́ᰶ䃮ᢛ䃮ᬻᰶែ

᭜

䃶ᓄࢠݝᬣั⤳ȡ
F

⩕ጰॷᲬВ໒ᐼ䕇ⴒᒀౝϧঅВ

ᷭᴒែ䃶䃝ᒂ᱙ࣷั⤳ࣷ
ᬣᕔȡ

᭜

⣝౧ᴒⰸȡ

᭜

ӈᰶ䖛ٶ䄡ᬻ⮱͡ᬣ

̸Ԏᖜ喟
 ጒ䔈Ꮣ喠
 ጒ⮱㖁㈨ᐼ喍⩢䄊Ƞ㑾〆Ƞ
䗛マౝ౭喎ȡ
G

▜ٶ໒䖛㩪喑Вٺᒞ৺䗨ᅲȡ

ጒ᪴Уޜ᱙喑݆॓౧ౝ㏼
⤳ᓲ䶨䃮ᬻ䖛ٶᰶ᩵ᝃ㔲
̺ज㵹ȡ
H

̺呀ߞ౧ౝጒ҉ϧঅ⾬ⱭጒݣҬ

᭜

⩕ᒀౝ䃫ȡҸຯज䕇䓴В̸ᐼ

⣝౧ᴒⰸȡ̻౧ౝ㏼⤳̭
हᷭᴒ≮⼸ȡ

⣝喟
 ӈ丽ࢲ
 ̺ह㓑Ҁоᖜᬣ䬡ϑ䩆
 ӈᢏ≄䬡
 ӈ➖וᴉ
 㺮Ⅿࠬᄳ 11&喍͗ϧ䭟៑㷲ิ喎
ፓܧ౧ౝȡ
I

䭽ݣᎬ᧚䴠䛼ᝃ⺮Ҭ⩕Ꭼ᧚ȡ

᭜

ᷭᴒ䭽ݣᝃ⺮Б᭜॓ݝѺ
́ຯ҂ប㵹ȡ

 ⣜Ԋᘼ䃳
本部分的目的是证明施工方已考虑场地对环境的影响，且已采取措施缓解其影响。具体需符合下列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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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

ᴴ۳

᭜

㺮Ⅿ⮱䃮ᢛ  ࣯㔰

ᄦٶᴀᒞ৺ᰶ䭽ݣ喑ᰶ⚔ᬻ౧ͧ

᭜

⣝౧ᴒⰸȡ

᭜

⣝౧ᴒⰸȡ

᭜

ᴒⰸᒞ৺ᰭᄼࡃゃ⪒ȡ

᭜

⣝౧ᴒⰸ≮⼸ȡ

Ⴧा⮱Ƞ̺ч䕍ᴀ⮱ȡຯᰶ䦵ᄦ
➦Ⴧ౧ౝ⮱⣜Ԋᩬゃ㻱Ⴧγ⚔ᬻ䭽
ݣ喑ज㣤ᓄₑܳȡ
C

ጒ౧ౝ䛴ःγ㞯㘪ᣗ喑℁ຯ喟
喓㞯㘪▜ڤ
喓䃫ิ̺Ҭ⩕ᬣڠ䬚⩢⎽
喓Ⴖ㷲㜗ߕ䄰⍖க
喓Ⴖ㷲Ⴧᬣக
喓Ҭ⩕㞯㘪䃫ぶ
ຯᰶ䦵ᄦ➦Ⴧ౧ౝ⮱⣜Ԋᩬゃ㻱Ⴧγ
㞯㘪ᣗ喑ज㣤ᓄₑܳȡ

D

౧ౝ⮱ᒞ৺ᰭᄼࡃゃ⪒䃛ጟݝѺȡ
䄒䃛Ꮑ㔰㭾౧ౝ⮱⣜ධᒞ৺喑Вࣷ
ຯ҂ᄳ䉌䲏ᒞ৺ᰭᄼࡃ喑ຯԊ៑⩌ᔮ
➦㞟Ƞᣔݣᴀぶȡ

E

౧ౝ䛴ःγ㞯ⅡᣗᎣ䔈㵹⯾≸ȡຯ
ᰶ䦵ᄦ➦Ⴧ౧ౝ⮱⣜Ԋᩬゃ㻱Ⴧγ⣝
౧ຯ҂ノ⤳হ⯾≸㞯Ⅱᣗ喑ज㣤ᓄ
ₑܳȡ

F

ጟ㔰㭾ᰬА㘪⎽

᭜

⣝౧ᴒⰸȡ

G

⛰⇦ᰶ䭟⏏⇦䃫ȡ

᭜

⣝౧ᴒⰸȡԊ䭟⏏⇦䃫
Ѻλज㘪ࣾ⩌⏏⇦⮱ౝ
喑ВӬ䓲䕌ั⤳ȡ

H

ӈ䯳Ⅱ䃫喑䭟๔䛼䰕Ⅱ≮⏏ȡ

᭜

⣝౧ᴒⰸȡ

᭜

⣝౧ᴒⰸȡԊӈ⮱

ຯᰶ䦵ᄦ➦Ⴧ౧ౝ⮱⣜Ԋᩬゃ㻱Ⴧγ
⣝౧ຯ҂ᄳ๔䛼䰕Ⅱ≮⏏⮱ज㘪䭺㜠
ᰭѻᎣߍВั⤳喑ज㣤ᓄₑܳȡ
I

ᐧまᱽ᫆হᐧ䃫䃫ิളᩫ᪡命喑ౕᓲ
㺮ᗲ̸ۢ䶨໒Ԋ៑ᝃ䖛Ⰳ喑́ᐧ

⾧䬡Вₐ⮱ᐼҬ⩕ȡ

まᱽ᫆ᰶٲ䋠⮱וႅ⾧䬡喑໒ႅᩫ
ౕႶ⮱ڕȠᰶ䖛Ⰳ➖⮱ࡧഌ喑䖬ٺᢌ
౼Ƞ㷘⾰হ๖⅁ऄᢌ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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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Ⴖڕক⮱ݝጒ҉⣜ධ
本部分的目的是证明施工方的场地运营方式洁净、安全，以保障员工的健康，将其面临的健康和安
全风险降至最低。具体需符合下列要求：

㶔 喝ᷬᴑ㶔 " Ⴕڔঔ⮰ݜ҈⣛ද㺭Ⅾ
3&'
B

ᴴ۳

᭜

㺮Ⅿ⮱䃮ᢛ  ࣯㔰

⣝౧ᰶ䋠์⮱ߎ䃫ӈጒϧহ䃬

᭜

⣝౧ᴒⰸȡ

᭜

⣝౧ᴒⰸȡ

᭜

⣝౧ᴒⰸȡ

᭜

ᷭᴒڙथᩬゃহ≮⼸喑В

Ҭ⩕喑㜠ᄾ䰭࠲᠙喟
喓⠙⿸⮱⩤ຠࣂহ₸⫫ϧࣂ喠
喓ጒ҉ᬣजҬ⩕⮱⋸⊡䬡Вࣷ䔯
⮱ᰡ㶐ࡧ喠
喓㶐ბᰶ➖וᴉ喠
喓॥☌̀⩕ࡧ喠
喓䔯́Ⴖ⮱ڕწ㜺喍ຯᰶ喎ȡ
C

౧ౝڲ䃫㐡៑㞜ສ喑Ԋᠮ࢘⩌ȡ㜠
ᄾ࠲᠙В̸ऱ䶦喟
喓丌യȠߋڙბহᏌ➖ളᩫัকడ
ࡧഌ喠
喓౧ౝ≨⩌⮱ڲ䃫喍࠲᠙ࣂহ
ᰡ㶐ࡧ喎喠
喓॥☌̀⩕ࡧȡ

D

⻮ჳ⮱ᝃᰶ㻳㻶۟ࡧ⮱ܨഌ䰭䖛ᣖ䊤
Გȡ㜠ᄾ࠲᠙В̸ࡧഌ喟
喓ᓲ㺮ᗲ̸ۢ喑丌യȠߋڙბহᏌ
➖ളᩫัকడࡧഌ喠
喓ࣂ喠
喓॥☌̀⩕ࡧȡ

E

ӈ⌲∮⮱͗ϧ䭟៑㷲ิ喍11&喎㐆
䃬Ҭ⩕ȡ

ࣷ⣝౧᭜॓㥪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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ᴴ۳

᭜

㺮Ⅿ⮱䃮ᢛ  ࣯㔰

֒ᏤႶ⼸ڕᎼ喑࠲᠙В̸ऱ䶦喟

᭜

ᷭᴒڙथᩬゃহ≮⼸Вࣷ

喓ᄦ࠲᠙䲋᱙ౝ⮱ጒϧঅౕ⮱ڲ

Ⱕڠ㻱㠰⮱㥪ᗲۢȡ

ᰶϧঅ䔈㵹䔯ᒀ⮱ദ䃚喑Ҭڣᬻ⮪

ᷭᴒᕒڹ喑ᅑڣ᭜䒨

֒Ꮴ̻Ⴖڕ喍)4喎ᰭҠ䌢ࣷ⣝౧

ᓛθᩲⰥڲڠღȡ

ᆂ⮱Ԏᖜȡ

ᷭᴒᕒϧঅ݄㶕ࣷڣ䉱

喓ጒϧঅᬒ̸҉͇ȡ

ᵩ喍䉱ᵩ䃮Γᬒᓲ䶨ͧ

喓ጒϧঅ䏘Ъ䃮У喠ͧᰶጒ

̶ᎡВڲ喎ȡԊ͗ᕒ

ϧঅӈᰶ⚔❴⮱ፓऺ❹ȡ

ϧঅᰶ̭͗ᕒധ᱙

喓̷្ᰶ䒨ᓛহ͒䛺θᩲВࣷ᱗

䃫マ喑́ᓲ㺮ᬣज㣤ः

䕯θᩲȡ

ᰡ็䃫喑Ꭳ⌲ẇϻ҂ั

 Ԋ⣝౧ᰶ䔯ᒀ䛼⮱ᕒϧঅহ

㣤ःȡ

ᕒ䃫ȡ
G

ᑍ䉡აэ䉱᫆喑䄡ᬻ⻨౧ౝᰭ䓾⮱䂓

᭜

ᴒ㏼⤳ȠጒϧঅȠᣒ

죠হ喍ᰶᕒ䃫⮱喎ࡨ䮏喑㜠ᄾ

ᒲϧঅ喑ᷭᴒЃЙ᭜॓ⴒ

䰭ౕВ̸ౝ◦ᑍ䉡喟

䖀ₑԎᖜ喑ᝃ㜠ᄾⴒ䖀҂

喓ᣒᒲั

ัजឫݝₑԎᖜȡ䕇䓴䔈

喓丌യ

䬕ϑ䄵䔈㵹ᷭᴒȡ

 ጒౝͨ㺮ߋڙბ
H

ᰶ䉌䉐֒ᏤႶ⮱ڕᷭᴒঅᝃϻθहぶ

᭜

⣝౧ᴒⰸȡ

᭜

⣝౧ᴒⰸȡӈ▘▫⑁

ጒ҉⮱ϧঅ䔈㵹ᷭᴒȡ
I

㉔ᕒ⪼᪐䕇䖀ᰶ⌲ᮝᴴ䃳喑㉔ᕒ⪼᪐
≮⼸⌲ᮝ喑́䔈㵹㉔ᕒ⪼᪐⑁ȡ

≮⼸⮱Γ䲏䃮ᢛ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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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表 A2
参见 Man 04 调试与交付

㶔 喝ᷬᴑ㶔 "ÿÿ⩔ᝣᝫᅷҫ⩔ᠳࢃ喋ẨΒ喌㺭Ⅾ
ᷭᴒ㶕 "ÿÿ⩕ᝤᝬᅸҬ⩕ᠴࢄ喍ẩΓ喎㺮Ⅿ

᭜॓

す̭䘕ܳÿÿ䓽㥒Ⱕڠ䬛䷅

B ⣜Ԋゃ⪒ᝃ䃫䃎Ƞ
➦ᒮ

ڠλᰶ➦Ⴧ⣜Ԋᝃ㞯㘪䃫䃎ゃ⪒ᝃ➦ᒮ⮱䄓㏳䄡ᬻ喑࠲᠙䛴⩕䔆ψ䃫䃎ᝃ➦ᒮ⮱࣌
ắ䔝喍Ҹຯ喑ౕ䔈㵹ᩦ䕍ᬣ喑ϔ⩌⮱⣜Ԋ㏼≻᩵⯷ࣷ䭽ݣУ喎ВࣷᰭສᏁຯ҂ᄦڣ
䔈㵹᧺҉ȡ
䔆ψゃ⪒ᝃ➦ᒮज㘪࠲᠙喟㷘ߕᐼ๗䭠㘪䃫䃎Ƞ䊲㏔䯁☚➦ᒮȠ㞯㘪᱕⿄Ƞ☚䛼ఋᩣ
㈨㐌Ƞ๗䭠㘪☚Ⅱ㈨㐌Ƞ๗䭠㘪⩢ٶᲬȠ㷘ߕᐼ䕇䷻㈨㐌ᝃౕ͗ϧ䉱ϔ喍࠲᠙ᝬͨᰶ
⮱ڕ䘕䉏ϔ喑ຯᝬᅸȠ։䒓౧Ƞ㟞చぶ喎㠰డڲ喑䛴⩕㏼䃑䃮⮱᱕ᱽᝃजᠮ㐚ᕔᢿⅡ㈨㐌ȡ

C㘪⎽

ڠλᐧまȠధჇᐧま䃫Вࣷᄦڣ㐡៑㺮Ⅿ⮱䋠์Ԏᖜ喑Ҹຯ喟
B ӈ̭ຄव䔯⮱䓽㥒হ㐡៑ᠴࢄ喑Ⱋ⮱᭜В̭⩕ᝤ㘪์⤳㼐⮱ᐼ喑ౕҬ⩕⛰᫆ᝃ
⩢㘪ᬣ喑㘪์㣤ᓄ㏼≻᩵⯷ȡ䔆ຄᠴࢄᏁ䄒̻Ⴖ㷲ౕ⩕ᝤᝬᅸ➦⮱ڲჇ㈨㐌ᰶⰡᣒ㖁㈨喑
Ꭳ́㔰㭾ݝγ䄒㈨㐌ౕڕᎡᒀ͚ज㘪䃫㒛⮱̺ह䰭Ⅿȡ
C ᰶज㔨㈨㐌ࣷڣ䓽㵹ᐼ⮱䄓㏳Ԏᖜ
D ѻ㘪㕄⚔ᬻ▜ڤВࣷڣҬ⩕হ⯷ั⮱䄓㏳ԎᖜȡҸຯ喑̻э㐌▜℁Ⱕڤ喑ڣፓᲒ⮱㘪
⎽হ᱙᩵⯷
E ᰶუ⩕䃫ิᝃ⩢க㞯㘪ᴴカ䃎ܿ⮱䄓㏳Ԏᖜ
F ڠλ㘪᩵⮱ധ᱙Ԏᖜ
G ຯႶ㷲ᝃӈγγ㘪⎽䃎喑䰭ӈڠλຯ҂Ҭ⩕Ꭳ㐡៑䄒㘪⎽䃎⮱䄓㏳Ԏᖜȡ

D ⩕Ⅱ

E ఋᩣࣷᏌ➖ั⤳

 㞯Ⅱᣗহᐧ䃛⮱䄓㏳Ԏᖜ
 ბใ⩕Ⅱࣷڣ᩵⢴ȡҸຯ喑䯳䰕ᶣぶڣЃ䰕Ⅱఋᩣ㈨㐌⮱Ҭ⩕

 ᒀౝᱧᲱᝃᩬᏉᩣ䯳ᵵ⮱Ⱕڠ䉱᫆喍ຯᰶ喎
 ຯᒀౝ⮱ᩣ䯳ᵵ᱗⊶ࣷݝѼႲ喑݆䰭ӈࡧڞڙఋᩣᶣȠఋᩣ䒓ᝃఋᩣ䃫⮱
Ѻ㒛ࣷ䄓㏳Ԏᖜ
 ᰶఋᩣマহള㗒マ⮱Ѻ㒛ȠҬ⩕ᗲۢ⮱䉱᫆
 ᅲℾ㣤ःఋᩣࣷजᠮ㐚ᕔᏌ➖ั⤳ⰥڠԎᖜᝃᠴࢄ⮱Ѻ㒛䉱᫆喍ࢠϻ҂ั㣤ःఋᩣぶ
Ԏᖜ喎喑Ҹຯजϻౝᒀᅭᝃ⻮ϧᱧᲱ㣤ःȡ

F 䨫 ᣒȠ ࣯ 㔰 ᪴ У ࣷ
ᰡ็䉱᫆

 ڠλڣЃԎᖜ⮱࣯㔰᪴Уᝃ䨫ᣒ࠲᠙ӈຯ҂В̭ᰭҠ⣜ԊᐼᲒ倅᩵䓽㥒ᝬᅸ
ⰥڠԎᖜ⮱㑾〆Ƞ➖❵ܧহᱧᲱȡ㜠ᄾ࠲᠙喟
B ڠλຯ҂㞯㘪⮱㞜ສ䌢ᠴࢄ
C 䉌䉐ᐧ䕍䄒ᝬϔ⮱ڙथ
D 䉌䉐ᝬᅸノ⤳⮱ڙथ喍ຯᰶ喎
 ౕВ̷ᰶᗲ̸ۢ喑䘪Ꮑ䄒ӈⰥڠౝ౭ᝃ㖁㈨⩢䄊Вࣷ 63-

G ӈᰬАᵩᐼ⮱Ԏᖜ

 ࠲᠙㣤ःڣЃᰬАᵩᐼᠴࢄ⮱≮⼸Ԏᖜȡ䔆䛹⮱ᰬАᵩᐼ࠲᠙喟ᰬА䄚㼭ȠⰟ᪴Ƞ๔
ႄ❵᱙Ƞᒂ䴠ፓᝃ $%ȡₑใ喑䔅Ꮑӈݣ䕍䄒ᠴࢄ͗ϧᝃᱧᲱ⮱㖁㈨Ԏᖜ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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すι䘕ܳÿÿ䶦Ⱋౝࣷڣক䓦ࡧഌ

B ఋᩣࣷᏌ➖ั⤳

 ᄦλౝᒀᅭকᴴ۳ᩣ䯳ᵵ䛹᱗⊶ࣷ⮱ݝᏌ➖喑ຯマȠۤۨᱧȠ⩢㘾䃫ิȠ⩢
হڣЃڤᰶ⒉ౕ࢞რ⮱䃫ิ喑䰭㺮ӈຯ҂ั⤳ႰЙ⮱䉱᫆ȡౕψౝࡧ喑ౝᒀᅭ
чᩣ䯳䔆ψᏌ➖ȡຯܧ⣝䔆ᗲۢ喑Ꮑӈ䄒ᩣ䯳ᵵ⮱䄓㏳Ԏᖜȡ
 ᒀౝఋᩣ䃫⮱Ѻ㒛হ䄓㏳Ԏᖜ喑ВࣷᏌ➖ั⤳ᐧ䃛ȡ

C ज ᠮ 㐚 ᕔ喍  ጯ喎
ᢿⅡ㈨㐌喍4V%4喎

 䶦Ⱋࡧഌ ڲ4V%4 ⮱䄓㏳Ԏᖜ喑࠲᠙Ҭ⩕䔆̭㈨㐌喍ຯ⩕λᅭ䘕䭟≗喎࣌ࣷ⯷ั
⮱ắ䔝喑Вࣷ㈨㐌⮱䓽㥒হ㐡៑ᐧ䃛ȡ

D ڞڙϑ䕇

 ᒀౝڞڙϑ䕇䃫⮱䄓㏳Ԏᖜ喑࠲᠙㏬䌜ఫȠᬣ䬡㶕Ƞ䭱䓾ڙϑ〆झȠ▘䒓〆Ƞౝ䧮
〆⮱Ѻ㒛ȡ
 䄒ࡧഌڲ㜗㵹䒓ႅᩫัࣷ䕇䖀⮱䄓㏳Ԏᖜ喑࠲᠙᪡͗ࡧᝃᒀౝ⮱㜗㵹䒓䕇䖀㏬䌜ఫ
喍ຯᰶ喎ȡ
 ։䒓ࡧ⮱䄓㏳ԎᖜȠजВҬ⩕⮱։䒓ᢏ΅ᵵȠᠩ䒓ᵵȠ↪䒓व⩕㏱㏴ᝃ⼌䒓Ԏᖜ
 ڠλຯ҂䕇䓴ڞڙϑ䕇ᝃ㜗㵹䒓ݝ䓫ᒀౝӬݖ䃫⮱䄓㏳Ԏᖜȡ

E ᒀౝ⮱Ӭݖ䃫

 丌৮ᏄȠ䗛マȠ䗛ᩬ䃫Ƞ䨣㵹ȠःᱧȠ㢜ᏄȠ႓ᵎȠࡨ⫄͚ᓰȠཞͽ͚ᓰȠࡧ
͚ᓰȠჄ᪆౧Ƞ䙿ᏄȠ٬〒⍥ͽ౧Ƞᝤใᐭᩫ䕇䖀Ƞࡧڞڙഌ⮱Ѻ㒛Ԏᖜȡ
 ڣЃᒀౝ䃫喑ຯऺ㘉ऑ䔦ᝃڤᰶ᪴ࡃФթ⮱ࡧഌȠ㒻ᮜࡧȠ䛻⩌ߕḺ➖ࡧȠԊ៑ࡧȠ
ࡧచరぶ

F 䉌䉐Ш䛴䉚

 ࠲᠙ຯ̸䛴䉚Ԏᖜ喟
B 㞯㘪Ƞ㞯Ⅱუ⩕䃫ิᝃ⩢க
C ⩢߈䃫ิ喑࠲᠙▜ڤ䙺Уহ⩢▜
D जᠮ㐚ᕔᲒ⎽⮱᱕䉕৮
E ᰶᱧ丌৮⮱䛴䉚Ƞϔ㇛ࡧȠᒀౝۉϔ৮ࡧȠ丌৮ӈᏁࡧ喑Ҹຯۉ䉥ጯ౧Ƞᰶᱧ࠲㷲
⯿䃎ܿȡ

G ㉔ᕒԎᖜ

 ㉔ᕒߎ⮱㖁㈨Ԏᖜ喑࠲᠙喟
B ᒀౝ䒨ё䃷Ƞࡨ䮏ᝃㆨѩ䃫⮱Ѻ㒛
C 䌊⻨ᰭ䓾⮱䂓ᅭহ⊵䭟〆⮱Ѻ㒛

H 䨫 ᣒȠ ࣯ 㔰 ᪴ У ࣷ
ᰡ็Ԏᖜ

ڠλڣЃԎᖜ⮱࣯㔰᪴Уᝃ䨫ᣒ࠲᠙Ⱕڠ㑾〆Ƞ➖❵ܧহᱧᲱȡ䔆ψ㑾〆Ƞ➖❵ܧহ
ᱧᲱ㘪์ӈຯ҂䭺ѻϑ䕇Ƞᒀౝ䃫Ƞ䉌䉐Ш䛴䉚ぶᒞ৺⮱ⰥڠԎᖜȡज㘪࠲᠙喟
B ౝᒀᅭ喍࠲᠙ڠλఋᩣহᏌ➖ั⤳ᐧ䃛⮱Ԏᖜ喎
C ᒀౝ䓽䓀ӈᏁੳ喍Ҹຯ喑ڙϑᝃ݄䒓ڙथ喎
D ᒀౝӬݖ䃫
ౕВ̷ᰶᗲ̸ۢ喑䘪Ꮑ䄒ӈⰥڠౝ౭ᝃ㖁㈨⩢䄊Вࣷ 63-

ᐭࣾੳ䃑喟

ჇᰶѺλ䶦Ⱋ喍Ą䓀ڒ䶦Ⱋऺ⼝ą̭ᴼ喎͚⮱ѼႲ␎䋠В̷㐀ͧĄ᭜ą⮱ᴴ۳ȡ

カऺ 
ᬒ 
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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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Hea 06 通达性

㶔 喝䕆䕿ᵴᷬᴑ㶔



㑃त



㺮Ⅿ

∂

ᵵ䔝γ⩠䄤ϧڠλ䕇䖀䛴ः⮱∂喑Ꭳ➦ݘ㔰㭾ݝВ̸ϧ㓑喟₸⫫ϧ喑̺हᎡ咱ȠᕔݘȠ
⮱ϧ喑֒ᏤহҀ߈ᅯ⁎̺ह⮱ϧȠፓᰶᄼ႖⮱❣ȡ䔅Ꮑ࠲᠙᭜ຯ҂㔰㭾ݝᒀౝȠࡧഌহపუ㻱ᐭࣾ
ᝃ㻱ܿ⮱ȡ
ᵵᏁ㶕ᬻڣắ䔝⮱∂ᄳчຯ҂ͧ᪡͗ᐭࣾ䓴⼸͚⮱۠ゃӈԎᖜȡ



䃕䃧ч

ᵵӈڠλᰶ䃕䃧ч㐀⮱Ԏᖜȡ䔆ψ䃕䃧ч⩞В̸ϧঅᐭᆂ喑́⮱∕ڠ䬛䷅喍ӊᢛ䶦Ⱋ㻱喎ͧ喟
 ᰶڠহ㏱㏴喍࣯㻮 .BO ͚⮱व㻱្ॷ喎
ឭᱜ̀უ喑Ҹຯ䕇䖀Ƞ倅䕌ڙ䌜Ƞ⟜㒗䶱䭟ᣗȠጯ䃫䃎ᐧ䃛ȡ



ຯ҂Ⴙ䕇䖀⮱ᐧ䃫

ᵵ㼐䛷ຯ̸Ԏᖜ喟
 ᵵጰᅭຯ҂ӈڤᰶ䭲҉⩕⮱䕇䖀
 ক䓦䖀䌜Ƞϧ㵹䖀হ㻳۳㏬᭜ຯ҂䔋ᣒ⮱
 ຯ҂⚔⩕ݖᬻȠ㻳䛻Ƞ䌜ᴴহϑ䕇᱈㏬Გᩦ䕇䖀⟣ۢȡ

҉ݣఫ㼐Вᆂ喟
䄒ౝࡧϧঅ䊝ߕȠ⾬㵹⮱ᐼ
̺ͧह⮱ϧঅㆨಸ喑ຯ㵹ϧȠ侾㜗㵹䒓㔲হᱧߕ䒓䒳Ҭ⩕㔲喑䃫㒛хٵ䕇䖀ȡ

ᵵ㼐䛷ຯ̸Ԏᖜ喟
 ᄳຯ҂䃫䃎ȠӈᎣҬ⩕ბڲ䕇䖀
ᄦλែ䉱ᕔᐧま䶦Ⱋ喑ᵵᏁ䄡ᬻ䃛ጰᅭ⮱ऱ䔶᠖喑Ꭳ䄓㏳䄡ᬻ䃫䃎⮱▢≨ᕔ喑ϻ㔹Ҁ⣝䄒䶦Ⱋ
㜗䏘⮱ែᱧᕔȡ

ᵵ㼐䛷ຯ̸Ԏᖜ喟
 䃫䃎ᄳຯ҂ั⤳ڒऐȠڒऐࡧࣷⰥڠ䃫喍ຯ≄䬡Ƞч䃛ბぶ喎⮱ज㻮Ꮣ
 ⾧ڞڙ䬡⮱ⅡᎠ䲏ࣷᷜᏓअࡃ喑࠲᠙ϧ㵹䖀Ƞ䭣ᷜ᫉ಎȠڙϑ〆হ։䒓Ѻ喍࠲᠙₸⫫ϧ։䒓Ѻ喎
 ຯ҂Ҭ⩕ᴴᔄহఫ❴ߖϧЙ䕇㵹ȡ

ᵵᆂڞڙহ⻮ϧ⾧䬡喑㼐䛷䃫䃎ຯ҂Ҭ䔆ψࡧഌअᓄႶڕ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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㺮Ⅿ

ᵵᆂ喟₸⫫ϧ̺ч㷘䯁⻨ᐭᲒ喑́㘪์ౕᐧま➖ߕ≨̸̷ڲ喑̻ڣЃϧڞहҬ⩕ڒऐȠ䊝হᝬ䬡喑
⇎ᰶШ҂㐂㵹ᐼȡ

ᵵ㼐䛷ᐧまڲᄳຯ҂ӈ㉔ᕒߎ⮱䕇䖀ȡ䔆ज㘪࠲᠙ࣾ⩌㉔ᕒθУᬣҬ⩕⮱䯳वࡧഌ喑䄒ࡧഌ
ڲᏁ࠲क़₸⫫ϧঅ䖬䯫◦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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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表 A4
见 Hea06 可及性

Ҭ⩕ѼႲ䃫䃎ᴴ۳
注意：本检查表不应单独使用。请参考使用期住宅网站查看 16 个独立标准的细节。本检查表简要总
结了这 16 个标准。

䶦Ⱋऺ喟
ᷭᴒ㶕 ")FB जࣷᕔ

Ҭ⩕ѼႲ䃫䃎ᴴ۳

Ҭ⩕ѼႲᴴ۳

᭜॓

 ։䒓౧喍ცᏓᝃពც㘪
߈喎

BĄ⩹ڲą喍䲋⩕ڙ喎։䒓౧喟Ѽౕ⠙⿸⮱౧ౝ䓦⩹ڲ䃫ᰶ։䒓౧喑
͚ڣ㜠ᄾ̭͗։䒓Ѻ䪬Ꮣज䔈㵹ពٲ䓫℘  ݝㆠВ̷ცᏓȡ

C ڞڙᝃڞϘ։䒓౧喟ຯ᭜⩞⮱ڞڙᝃڞϘ⮱  ℘ㆠც⮱ܦ䔈ั
ӈ։䒓ߎ喑䗐͵㜠ᄾӈこव -JGFUJNF)PNFT
QBSLJOH㑾〆䄓㏳㻱Ⴧ⮱ც  ℘ㆠ⮱։䒓Ѻȡ

 ։䒓౧ݝѼ⮱䕇䖀喍䌊
⻨喑ᷜᏓহცᏓ喎

ϻᴴ۳  ⮱։䒓ѺݝѼڒऐ喍ᝃⰥڙڠᄀẩڒऐᝃ⩢ᷜ䬡喎⮱䌊⻨喑
ᏁԊᠮᰭⴚ喑́ͧᎠಓ䖀䌜ᝃ䒨ᓛಎ䖀ȡ䃬ĄⰥڒڠऐ։䒓䕇䖀Ꮑͧ
ज㵹⮱ᰭⴚ䌊⻨喑́ͧᎠಓ䖀䌜ᝃ䒨ᓛಎ䖀ȡ

 䕇ᒭᰶڒऐ⮱䕇䖀

䕇ᒭᰶڒऐ⮱䕇䖀хٵ䔶᠖Ꭰಓ䖀䌜ᝃ䒨ᓛಎ䖀喑Ꭳこव -JGFUJNF
)PNFTBQQSPBDIUPEXFMMJOH㑾〆⮱䄓㏳㻱Ⴧȡ

 ڒऐ

ᰶڒऐᏁ喟
ᰶ⚔ᬻ⮱
ᰶ䌕䊷䬕Ἀ⮱ⅡᎠ䕇䖀
ᰶВ̸䄓䔝⮱ᰶ᩵⌲ᮝ⮱ᐭऐცᏓহᅃ〜ȡ
ₑใ喑ͨڒऐ䔅Ꮑ喟
ᰶٲ䋠⮱䷻䰕䭟៑㷲㒛
ᰶⅡᎠใ䘕㥪㙇◦ȡ

 ڞڙẩᷜহ⩢ᷜ

B  ڞ ڙẩ ᷜ喟 ͨ 䕇 䖀 ẩ ᷜ Ꮑ  ӈ こ व -JGFUJNF)PNFTDPNNVOBM
TUBJST㑾〆䄓㏳㻱Ⴧ⮱Ӭݖ䕇䖀喑ᬍ䃧᭜॓ᰶ⩢ᷜӈȡ

C ⩢ڞڙᷜ喟ຯᰶ⩢ᷜ䕇ᒭѼ喑ႰᏁᠶ⚔Ҭ⩕ѼႲ㑾〆͚⮱䄓㏳㻱
ჇͧႹڕजࣷ⮱ȡ
411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ᴑ㶔

#3&&". 䭱❴ᐦᐦぽ

 ბڲ䬕হ䊝

䊝হ䬕ᏁӬᰭც㠰డ⮱ϧ㓑≨ߕ喑࠲᠙Ҭ⩕ߖ㵹கᝃ䒛Ḳ⮱ϧ喑
Вࣷ⼨ߕუڤᝃڣЃ➖৮⮱ϧȡᕨ⮱݆࣌᭜䒰⾱⮱䊝হ㥪㙇◦ౕႰЙ
䔆䓦⮱ෆ̷䰭㺮䒰ც⮱䬕ȡ䬕হ䊝⮱ცᏓᏁこव -JGFUJNF)PNFT
JOUFSOBMEPPSXBZTBOEIBMMXBZT㑾〆⮱䄓㏳㻱Ⴧȡ

 ≮ߕ⾧䬡

丽些ࡧহࢲᏁ⪆ᰶ䒙䒛Ḳ⮱⾧䬡喑ڣЃౝΌᏁ㐆䒛ḲҬ⩕㔲⪆ᰶ
ധ᱙≮ߕ⾧䬡ȡ

 ڒऐᅲѼ⾧䬡

ѼႲ⮱ڒऐัᏁӈࢲᝃᅲѼ⾧䬡ȡ

 ڒऐั⪆ᰶⲎ㻶⾧䬡

ڒऐᬍⅥͲბ⮱͑ᅯࣷВ̷⮱ѼႲ喑ڒऐᏁᰶ⩕λӬ͡⮱ݖᬣ⮱Ⲏ㻶
⾧䬡ȡ

  ڒऐ ั ≄  䬡 হ ⋸ ⊡
ᢿⅡ

 ≄䬡হ⊡ბෆ

 Ѽ Ⴒ ⮱ ẩ ᷜ হ ⒉ ౕ ⮱

ຯѼႲڒऐั⇎ᰶᵦᢛₑ݄㶕⮱ᴴ۳  ӈजࣷ⊡ბ喑ڒऐัᏁ
⩕ ज ࣷ ⮱ ≄  䬡 䯁 䬡喑 ᰶ Ⴖ 㷲 ⋸ ⊡ க ⮱ ⾧ 䬡喑 ຯ -JGFUJNF)PNFT
FOUSBODFMFWFMTIPXFSBOEESBJOBHF㑾〆⮱䄓㏳䄡ᬻ䔝ȡ

ᰶ⊡ბহ≄䬡䯁䬡⮱ෆᏁ㘪䔈㵹➏ధ⮱Ⴖ㷲Ꭳᩜᠮឣᱳぶ⮱ᩦ㷲ȡ

͑ᅯࣷВ̷ѼႲ⮱ڲ䃫䃎Ꮑ࠲क़喟B喎Ⴖ㷲ẩᷜࡴ䭺ᱧ⮱⾧䬡喠Вࣷ C喎

Ⱑ䓫⩢ᷜ

㏼䓴䔯ᒀ䞡Ⴧ⮱ϻڒऐݝक़ͨহこवᴴ۳  ⊡ბ⮱⊡ბ⮱ẩᅯ⮱Ⱑ
䓫⩢ᷜ⮱⾧䬡

  Ⴖ 㷲 䊤 䛺 ᱧ ⮱ ⒉ ߈ হ
ბᝃ⊡ბ

ͨহ⊡ბ๖㟞Წ̷⮱㐀ᲱᏁ㘪์ᩜᦾ๖㟞Წ䊤䛺ᱧ喑Ꭳ́䃫䃎Ꮑ
ӈव⤳⮱䔆͗ბ⊡ݝბ⮱䕇䖀ȡ

 ⊡ბ

Ꮑౕͨह̭ẩᅯӈ⊡ბ喑䄒⊡ბ㘪์ӬҬ⩕喑́こवĄ㏵⩌Ҭ⩕
ᝬᅸÿÿ⊡ბą㑾౭͚⮱䄓㏳䄡ᬻȡ

 ᐭ⿄ࣷ⿄ᝤិ倅Ꮣ

ౕͨ㺮⩌≨⾧䬡喍䕇፥ͧ䊤ᅲბ喎ڲ喑ᒀ⩕ᝤ౽̸ᬣ喑ڣ㘪์䔼䓴⿄ᝤ
ⰸݝბใ⮱⟣ۢȡ

 䃫ิᣔݣ㷲㒛⮱Ѻ㒛

䃫ิᣔݣ㷲㒛Ꮑัλ䌊⻨ౝ䲏 NN  ݝNN ⮱⾧䬡喑́䌊⻨ბ
ڲ㻿㥪㜠ᄾ NNȡ

ᐭࣾੳ䃑ั喟

ჇᰶѺλ䶦Ⱋ喍Ą䓀ڒ䶦Ⱋऺ⼝ą̭ᴼ喎͚⮱ѼႲ␎䋠В̷㐀ͧĄ᭜ą⮱ᴴ۳ȡ

カऺ 
ᬒ 
ក࢝ऺ⼝ 

412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3&&". 䭱❴ᐦᐦぽ

ᷬᴑ㶔

检查表 A5
见 Ene 01 减少能耗和碳排放。

㶔 喝&OF 㞮㘩➥ᒭᷬᴑ㶔
࣯㔰त

䔶䶦þ㞯㘪➦ᒮᴴ۳㺮Ⅿহᠴᄩ

ѼႲㆨܳթ

䲋ѼႲㆨܳթ

䔯वᰶ䃱ѝ⮱Ⱋ

⚔ᬻহ䛴ٶ

ᰭ็  ܳ

ᰭ็  ܳ



ბڲᰶ䭠ٶহ⇎ᰶ䭠ࡧ⮱ٶഌڤᰶ䒙ᢏᣔݣ喑ᝃᵦᢛ㒻ప "4)3"&
 হߍጋ㘪᩵㻱㠰⮱ᣕ㡽䛴ٶȡ

̺䔯⩕λᐧまㆨಸ



∕ᘼ

ᖝᒀ⮱⚔ᬻᣔݣΌᓲ䶨⩕λᰶ䒲ߖࡧഌ喍ຯ䔯⩕喎喑ຯ喟 ו㫼
ბহۤۨЀᏀ
䃫ิ䬡হᣔݣბ
ࣂ喑≄䬡হ⋸⊡ࡧ
䕇䖀喑䊝হẩᷜς



 В̷ధჇႶ㷲⮱ᰶბڤ▜ڲ䓫≮  ݝᬻ  ⨓➦В̷ٶ᩵ȡ



∕ᘼ

ᰶბ⚔ڲᬻᠴᰶ⮱ბڤ▜ڲ喑ѳ̺࠲᠙⩕λ㉔ᕒᗲۢ⮱▜ڤȡ䃱
অᏁ䄒∕ᘼ䄒ധ۳䦵ᄦ⮱᭜ࢂ⠙▜ڤ喑㔹̺᭜ٶ᩵Ꭰ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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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䭱❴ᐦᐦぽ

䔶䶦þ㞯㘪➦ᒮᴴ۳㺮Ⅿহᠴᄩ

ͧγߞᅲѼᐧま⚔ᬻᓄܳ喟

ѼႲㆨܳթ

ᣔݣ䶦

 ͗Ѽᓲ䶨ӈ̭Ъ䄡ᬻ⚔ᬻߌ᩵হ䉚Ν倅᩵ѻ㘪▜喍-&-T喎⯷ั
⮱აэڹȡ

䲋ѼႲㆨܳթ

̺䔯⩕λᐧまㆨ
ಸ



 ⮱ᅲბڲధჇ▜ڤႶ㷲倅᩵ѻ㘪▜喍-&-T喎ȡ

ࢂ̭ѼႲ 
ฺᐼѼႲ



 ⮱ᅲბڲధჇ▜ڤႶ㷲倅᩵ѻ㘪▜喍-&-T喎ȡ

ࢂ̭ѼႲ 
ฺᐼѼႲ 

∕ᘼ



ᅲბ࠲᠙喟
 ࢲᝃ丽ࢲ
 ࣕᝬᝃᱯ➖䬡
 ბ
 䊝
 Γᝬ
 ߋڙბ
 ٬〒⍥ბ喑ཞͽბᝃо䬟ბ
 ⊡ბ
 ࣂ 



ࡧڞڙഌᰶڲ䘕⾧䬡喑̺࠲᠙ᑧݣႶ⚔ڕᬻ喑ధჇႶ㷲ᰶ喟
 倅᩵ѻ㘪▜喍-&-T喎
 ≨ߕᣏ≸ᣔݣ㷲㒛 1*3
 ᬒܴٶэᙌகᝃჇᬣகȡ

ࢂ̭ѼႲ̺䔯⩕
ฺᐼѼႲ 

∕ᘼ

ᵦᢛѼႲ⚔ᬻᴴ۳喑倅᩵ѻ㘪▜喍-&-T喎㷘㻳ͧߌ᩵๔λ  ≮ᬻ  ⨓
⮱ٶ᩵喑-&%Tͧ  ≮ᬻ  ⨓⮱ٶ᩵ȡ



☚Ⅱ䨲▶᩵⢴





☚Ⅱ䕇䓴᩵⢴ō ⮱喍䯳͚ᝃܳ᪐⮱喎⠙⿸㈨㐌喑ᝃ᩵⢴ ō
⮱ܳ᪐ᐼ⛰⅁ღ⼜ᐼ☚Ⅱகӈȡ





☚Ⅱ䛴ᯃ㈨㐌ᵦᢛ㒻ప "4)3"& ⮱ᣕ㡽䃫䃎喑ᣔݣ㷲㒛䖢⚔Ⅱᯃ





ᰭ็  ܳ

ᰭ็  ܳ



∕ᘼ

㈨㐌⮱ᠴᄩȡ
̺ӈᯃ⮱ᐧま̺ӈᓄܳȡ

ѻⷠহᬍⷠឭ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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䔶䶦þ㞯㘪➦ᒮᴴ۳㺮Ⅿহᠴᄩ

ѼႲㆨܳթ

䲋ѼႲㆨܳթ



౧ౝ̷㜠ᄾ ⮱⩢߈হӈ☚ۤݣ䰭Ⅿ䛴⩕γѻⷠᝃᬍⷠឭᱜ







㜠ᄾ ⮱⩢߈হӈ☚ۤݣ䰭Ⅿ䛴⩕γѻⷠᝃᬍⷠឭᱜ





∕ᘼ

जҬ⩕ #3&&". 䃱ѝ䶦 &OF ѻⷠ䃫䃎͚݄⮱ܧѻⷠহᬍⷠឭᱜᲒ
䃮ᬻ䓫ᴴȡ





ᐧまᲱ䕍







ౕ㒻ప "4)3"&喍䮑ᅯᄾ⮱ᅲѼᐧまใ⮱ᰶᐧま喎ᝃ
㒻ప "4)3"&喍ᅯᄾ⮱ᅲѼᐧま喎э☚㈨㺮Ⅿ⮱ധ
̷ᰶ  ⮱倅ȡ







ౕ㒻ప "4)3"& ᝃ 喍ຯ䔯⩕喎э☚㈨㺮
Ⅿ⮱ധ̷ᰶ  ⮱倅ȡ





ౕ㒻ప "4)3"& ᝃ 喍ຯ䔯⩕喎э☚㈨㺮







⅁ࢸ䄂侹᭫䔼⅁ᕔ̺๔λᒀݺపუᴴ۳թ⮱ȡຯ⇎ᰶపუᴴ۳喑 
NIN!1Bͧ㘪ᓄܳ⮱䔼⅁ᕔ⮱ᰭ๔թȡ





⅁ࢸ䄂侹᭫䔼⅁ᕔ̺๔λᒀݺపუᴴ۳թ⮱ ȡຯ⇎ᰶపუᴴ۳喑 
NIN!1Bͧ㘪ᓄܳ⮱䔼⅁ᕔ⮱ᰭ๔թȡ



⾧䬡☚ࣾ⩢ᱧ᩵⢴



ڣЃ⮱㈨㐌ज㘪㷘䃑जͧₑ䃱ѝ䶦ѻⷠহᬍⷠᣗ⮱̭䘕ܳ喑ѳ̺㘪҉
ͧѻⷠহᬍⷠឭᱜȡ
᭜॓㷘䃑जᄳ⩞䃛㈨㐌⮱ᕔ䉕۠Ⴧȡ#3&&". 䃱অౕ̺Ⴧ᭜
॓䃑ज⮱ᗲ̸ۢᓲ䶨̻ #3& 䔈㵹䃑ȡ

ᐧま䃫ิጒ⼸ጵᓲ䶨䃑⮱䃱ѝ䶦



Ⅿ⮱ധ̷ᰶ  ⮱倅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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䔶䶦þ㞯㘪➦ᒮᴴ۳㺮Ⅿহᠴᄩ

ѼႲㆨܳթ

䲋ѼႲㆨܳթ









ۤࢡহ䕇䷻䃫ิ

ᰭ็  ܳ

ᰭ็  ܳ



ͧγᓄࢡۤݝ㈨㐌ܳթ喟
 ᓲ䶨䓫ݝᴴ۳)FB☚㜿䔯ᕔ þ)FB☚㜿䔯ᕔ 
 ᠴჇ⮱⾧䄰㈨㐌ᓲ䶨ิڤ喟
B ̭व䔯⮱अ≮喑ࢠᬍᲮअக
C 䭟हᬣӈ☚হ⮱ۤݣᣔݣ㷲㒛
D ᵦᢛ㜿䔯Уহ㘪㕄ᰭѻ䔶᠖⮱⍖Ꮣ̻⎬Ꮣ喍䔯⩕ั喎䃫Ⴧթȡ

ݺ



䃫䃎͚Ҭ⩕ѻⷠۤࢡ㈨㐌ᲒႹڕᰬАᱧᷝۤࢡ㈨㐌喑ᝃۤݣ㈨㐌⮱ᕔ㘪
㈨ $01 





႐㞯᩵㘪ࢍ⾧䬡ߍ☚Გ⎽⮱℁⢴ōȡ㈨㐌䔅ᓲ䶨䖢ႵВ̸◦܍喟
 ߍ☚㈨㐌ᵦᢛ㒻ప䛴ᯃȠ⾧̻ۤݣ䄰ጒ⼸ጵ႓чᴴ۳  ⮱ᣕ㡽䃫
䃎
 㜠ᄾ  ⮱☚䰭Ⅿ⩞ᰭ倅᩵⮱ӈᯃ㈨㐌ӈ喠 ō ⮱☚҆ޖ䛼
ᓲ䶨⩞倅᩵ӈᯃ☚⎽ӈ
 ⩞็͗䨲▶হ☚⎽㏱⮱ӈ☚㈨㐌喑็͗䨲▶㈨㐌⮱႐㞯᩵㘪ᓲ䶨ō

 ᒀᠴჇѻ⍖㈨㐌ᬣ喑⮱☚䛼ᓲ䶨⩞ۤ܊䨲▶ӈȡ
 ᕨҀ㈨㐌᩵⢴喑ࢠܳጰহ႐㞯䨲▶᩵⢴ō
 ӈᯃ㈨㐌ᣔݣᓲ䶨䖢Ⴕ㒻ప䛴ᯃȠ⾧̻ۤݣ䄰ጒ⼸ጵ႓чᴴ۳ 
㷲ิ̭अ䕌≮ᣔݣ喑ࢠअ䕌∢ȡ
ᒀᠴჇ $)1☚⩢㖁ӈᬣ喑जౕຯ̸У̸㐆ܳ喟
$)1☚⩢㖁ӈ҉ͧͨ䨲▶䓽㵹
 ̸҆䓀⩞ܧ᩵⢴ō ⮱ۤ܊䨲▶ӈ
 ⩞ō ⮱倅᩵䨲▶ӈᣕߕ䓀ܧ
$)1☚⩢㖁ӈ䃫ิ᩵⢴ᓲ䶨ō
㈨㐌ᣔݣ䖢ႵВ̷ắ䔝⮱㺮Ⅿȡ

∕ᘼ

 ͧγჇ⩕λ⾧䬡ߍ☚⮱䨲▶⮱႐㞯᩵⢴喑В̸䨫ᣒӈγ䨲▶̻ڣ
ڠ㖁᩵⢴݄㶕ȡຯ⩕λ䃱ѝ⮱䨲▶ౕ̺݄㶕͚喑जВҬ⩕ᰭᣒ䓾⮱̭
䶦Გ䃮ᬻ䓫ᴴ喟IUUQXXXTFECVLDPN
 ᒀᠴჇ⩢߈ӈ☚ᬣ喑Ⴐᓲ䶨䃮ᬻڤᰶⰥह᩵⢴Გ㣤ᓄܳ喑Όᅞ᭜䄡
Ⴧ᩵⢴ᬣ喑Ⴐࢍᰶ㘪䛼㑾ܳጰᢌ㕄⮱℁Ҹȡᒀ⩢߈⩞䘕ܳᝃڕ䘕ӈ䔶
᠖⮱ज⮱⩌ںᝃѻⷠ⮱Გ⎽ӈᬣ喑㈨㐌᩵⢴䰭㺮ᵦᢛ⁎ӈᏁ⮱⩢߈
䰭Ⅿ℁Ҹ䃎ツȡ
 ᒀ䘕ܳ䰭Ⅿ⩞⣝౧ज⮱⩌ںᝃѻⷠ⮱ߍ☚ᒏᐼ␎䋠ᬣ喍Ҹຯ☚∢ᝃ๗
䭠㘪☚Ⅱ喎喑㈨㐌䓀ܧᏁ䄒҉ͧ᪡͗㈨㐌䓀̭⮱ܧ䘕ܳᲒ䃎ツ㈨㐌᩵⢴ȡ
 ຯᐧま➖̺ӈᯃ喑݆̺ӈܳ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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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㔰त

∕ᘼ

ᷬᴑ㶔

䔶䶦þ㞯㘪➦ᒮᴴ۳㺮Ⅿহᠴᄩ

ₑ䶦ܳ䓫ᴴᓲ䶨᭫䃫䃎ጟ㏼Ҭ⩕̭䶦ѻⷠۤݣឭᱜ喑ѳ̺Ⴙڕᅭ䭽

ѼႲㆨܳթ

䲋ѼႲㆨܳթ





̺䔯⩕λᐧまㆨಸ





̺䔯⩕̻ᐧまㆨ
ಸ

λВ̸喟
 ้䬡⮱ۤࢡ喑Όᅞ᭜㺮Ⅿᐧま➖ڤᰶ倅☚ღ䛼喠
 㖁ᣒౝ䲏⮱ۤݣ喠
 㒛ᢏ䕇䷻ ̺̻Ш҂ͨߕۤࢡ㈨㐌䔋ᣒ 喠
 ౝ䲏Ⅱۤࢡ喠
 ౝ㶕Ⅱۤࢡ喠
 㧥ࣾۤࢡ喑Ⱑᣒ⮱ᝃ䬡ᣒ⮱喠
 㷘ߕᐼᐧまۤࢡᣗ喠
 ✒ݯ䮑⎬喑㧥ࣾᐼۤࢡ喑Ҭ⩕Ꮜ☚喠
 ॥ᩣᐼۤݣ喑Ҭ⩕Ꮜ☚ȡ
 ᐧま➖̺䰭㺮Ш҂ᒏᐼ⮱ۤݣ喑Όᅞ᭜䄡Ⴐ᭜㜗♣䕇䷻⮱ȡ
䔆䶦ܳթ⮱䃱ѝ̺࠲᠙͇̀⮱ۤݣ㈨㐌喍Ҹຯߎகᱧᝬ喑丌➖ۤ㫼ぶ喎ȡ
䃱অᏁ䄒̻ #3& 䃑ਗψ͇̀⮱ۤݣ㈨㐌ज㘪ᢿ䮑ౕ䔆䶦䃱ѝ⮱ᓄ
ܳใȡ



ᰶノ䖀㈨㐌হ⾧⅁ั⤳ᱧ㏱ ")6T 㷘䃮ᬻこवᰭҠ⇱ᴴ۳喑ᝃ㔲
⇎ᰶᱧᷝ䕇䷻ 䮑పუᐧま∂㻱㺮Ⅿั喑䔆ᵤ⮱㈨㐌ΌᏁ䄒䖢ႵВ̸
⇱ᴴ۳ ȡ

∕ᘼ

ᰭҠ䌢ᴴ۳Ҹͧノ䖀㈨㐌≸䄂⁔≟ᴴ۳<>ぶ㏔ #喑
⾧⅁ั⤳ᱧ㏱喍")6T喎≸䄂⁔≟ᴴ۳<> ぶ㏔- ᝃ㔲こ
व "4)3"& 㒻ప䛴ᯃȠ⾧̻ۤݣ䄰ጒ⼸ጵ႓ч㘪⎽ᴴ۳ þ
जᣒऄ⮱ბ⅁⾧ڲ䉕䛼䕇䷻喑হ "4)3"& 㒻ప䛴ᯃȠ⾧̻ۤݣ䄰ጒ⼸
ጵ႓ч㘪⎽ᴴ۳ ᐧま㘪⎽ᴴ۳ȡ



ᒀ➦Ⴧᱧᷝ䕇䷻㈨㐌䷻ߌ⢴ͧВ̸ᗲۢᬣ喟
 䔋㐚⮱䷻㈨㐌ߌ⢴Ō8MJUSF 
 ᒀڕᅸፓ☚ఋᩣ⮱ᱧᷝ䕇䷻䃫ิ͗䘕ܳ䘪ౕ䓽䒙喑☚ఋᩣ᩵⢴㜠ᄾ
䓫  ݝᬣ喑ߌڣ⢴Ō8MJUSF 
ᝃ㔲
ᬍᱧᷝ䕇䷻ 䮑పუᐧま∂㻱㺮Ⅿั喑䔆ᵤ⮱㈨㐌ΌᏁ䄒こवВ̷⮱
䷻ߌ⢴㏔ 

∕ᘼ

ᒀѼႲᐧまᱧᷝ䕇䷻㈨㐌᭜व⮱喑ᰡㆨѩλ࣯㔰त  ͚⮱㈨㐌ᬣ喑䃱
ѝᏁ䄒Ҭ⩕࣯㔰त⮱ᴴ۳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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䔶䶦þ㞯㘪➦ᒮᴴ۳㺮Ⅿহᠴᄩ

ѼႲㆨܳթ

̺䔯⩕̻ᐧまㆨಸ

ᱧᷝ䕇䷻㈨㐌䷻ߌ⢴ຯ̸喟

䲋ѼႲㆨܳթ



 ग࠲᠙ӈ☚⮱͚๛ᱧᷝ䕇䷻㈨㐌喑Ō8MJUSF 
 ࠲᠙ӈ☚হ͚⮱ۤݣ๛ᱧᷝ䕇䷻㈨㐌喑Ō8MJUSF 
Вࣷຯ̸㈨㐌喟
 㷲ิᰶ̭अ≮ᣔݣ喑ࢠᬍᲮअ䕌க⮱㈨㐌喠
 जᵦᢛ "4)3"& 㒻ప䛴ᯃȠ⾧̻ۤݣ䄰ጒ⼸ጵ႓чᴴ۳  ⮱ᐧ
䃛䔈㵹ᣔ⮱ݣ㈨㐌ȡ
ᝃ㔲᭜喟
ᬍᱧᷝ䕇䷻ 䮑పუᐧま∂㻱㺮Ⅿั喑䔆ᵤ⮱㈨㐌ΌᏁ䄒こवВ̷䷻
ߌ⢴㏔ 

∕ᘼ

䲋ѼႲᐧまౝࡧᱧᷝ䕇䷻㈨㐌᭜ࢂ̭⮱喑ᰡㆨѩ࣯㔰त ͚⮱㈨㐌 䃱
ѝᏁ䄒Ҭ⩕࣯㔰त⮱ᴴ۳ȡ





ᱧᷝ䕇䷻㈨㐌⮱䃫䃎㲺वγ☚ఋᩣᐼ
Вࣷ喟
 ☚ఋᩣ᩵⢴㜠ᄾ䓫 ݝ
 㷲ิᰶ̭अ≮ᣔݣ喑ࢠᬍᲮअ䕌க



 जᵦᢛ "4)3"& 㒻ప䛴ᯃȠ⾧̻ۤݣ䄰ጒ⼸ጵ႓чᴴ۳  ⮱ᐧ
䃛䔈㵹ᣔݣ
㜗♣䕇䷻⮱ᐧま̺㐆ܳȡ

ᕨܳ喍䄤∕ᘼ喑ᰭ็ज㐆  ܳ喎



418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3&&". 䭱❴ᐦᐦぽ

ᷬᴑ㶔

检查表 A6
见 Wst02 再生骨料。

为证明定义“作为高等级用途的颗粒的填充和覆盖”的地方最佳实践指南是合适的，该地方指南或
标准必须包含表 68 和表 69 中列出的要求。注意：BRE 废弃物专家将检查该地方指南或标准的程度和范
围以确保其整体效果与 BREEAM 要求等同。

㶔 喝ะ⤲ᝂఊᩢϓ৭⮰ंᵣস≷䄁
ᕔ㘪䄡ᬻ

ധ᱙݆࣌

̭㝙䄡ᬻ
俕᫆ܳ喍࠲᠙ᰶᱧ➖喎

㻳㻶ࡧܳ๔λ  ℘ㆠ⮱䘕ܳȡ

䷄ㆿ๔ᄼহぶ㏔

Ҭ⩕䄂侹よ喍␎䋠పუᝃぶթ䄂侹よᴴ۳喎ݑჇ俕᫆ᵤ᱙⮱䷄ㆿ๔ᄼܳጰȡ

㏳俕᫆क़䛼

䕇䓴 NN ␑㑾⮱俕᫆⮫ܳ℁喍ᠶ䉕䛼喎ȡ

䷄ㆿᒏ⟣

≸ჇᝮᎠᝃ㏳䪬䷄ㆿ⮱℁Ҹ喍ᠶ䉕䛼喎ȡ

㶔 喝ะ⤲ᝂఊᩢ⮰㏴〛ҫ⩔俔᫅ϓ৭⮰䭰ߌ≷䄁㺭Ⅾ喋∔ᘻ᠘ण͙⮰≷䄁সᕓ㘩ख≷䄁̺ᰬ㏴Ꮐ⩔
⼷Ꮋᝂᑿ⅀ՅⰤڟᬢ䰬㺭喏॒݅ͦᓱ̹छᄽ⮰喌
≸䄂ᝃᕔ㘪
喍㶕䲏㔽⸕ᕔ喎

ധ᱙݆࣌
䕇䓴≸䄂۠Ⴧ俕᫆ㆿၽ⮱㘪߈ВӬౕጒহ䓽䓀͚ԊᠮႰЙ⮱ᒏᔮ➦ᒮ喍ᒀ
̻ᰭ㏵⩕䕁Ⱕڠᬣ喎ȡ

喍ⷞ䚥ࣺᏁ喎

⌤⮱͚ౌ܊俕ࣺ᫆Ꮑᕔ喍3*-&.""3 ᝃぶթ∂喎喑ຯ៲ᓰ俕᫆ᄦⷞࣺᏁȡ

喍ោۨ㲺喎

⩞λۨ㲺҉⩕២ោⵡⶻȡߍ䕌⮱ۨ㲺≸䄂喑䚥䩮ಇధᕔ䃱ѝᝃぶ᩵∂ȡ

喍ោៈٶᕔ喎

俕᫆ᄦៈ⮱ٶ᩼ᙌᕔ喍២ោᎠ⏾ࡃᝃ㶕䲏ᦖᨓᢌ㕄喎喑ᒀ̻ᰭ㏵⩕䕁Ⱕڠᬣȡ

ღ⼜ჳᏓ

≸ჇცᲫࢸ⮱★俕᫆⮱ღ⼜ჳᏓȡ

喍ឬ䒪߈喎

≸Ⴧࢸ俕᫆ᝃౌฑ⮱ᑧᏓᝃឬ䒪߈ȡౕ̻ᐧまᝃ䌜ധҬ⩕᪐㷲俕᫆Ⱕڠȡ

喍⅜ࡃ➖喎

≸ჇⅡ⏣ᕔ⮱⅜ࡃ➖क़䛼喍̻⌤ౌ܊ᝃ▝≳͚⮱Ҭ⩕Ⱕڠ喎ȡ

⇎ᰶ䛷ᩫ࢞䮖➖䉕⮱䃮ᢛ

ᅑڣ᭜ᩫᄱᕔ➖䉕ࣾᄱ喑䛺䛾ᆋ䛷ᩫ喑็⣜㟠◰䛷ᩫȡᒀᰶ䰭㺮হᰶ⪾䬛
ᬣӈ䃮ᢛȡ

Ⅱ⏣ᕔ

俕᫆⮱Ⅱ⏣ᕔ喍ᠶ䉕䛼⮫ܳ℁喎ȡ
419 of 424

技㦾手␛ : 版本 :SD233  Issue:2.0  Issue Date: January 2019

ᷬᴑ㶔

喍ᰶᱧᴀ喎

#3&&". 䭱❴ᐦᐦぽ

̻▝≳ᝃ⌤⮱͚ౌ܊Ҭ⩕Ⱕڠȡ≸Ⴧᒞ৺⌤܊ౌ܊㐀ࡃ⮱ܳ喠ႅౕ䒨
䛼ᰶᱧᴀ➖ȡ

ㆿၽჳᏓ

俕᫆℁䛺ᝃⰥᄦჳᏓȡ

喍㏳俕᫆⮱जൾᕔ喎

倅℁Ҹजൾ㏳俕ౕ᫆⇒䱿ᝃ䖀䌜ᐧ䃫͚ज㘪᭜̺⮱ݖȡຯ俕͚᫆ᕨ⮱㏳
俕᫆क़䛼⇎䊲䓴㏓Ⴧթ喍䄒㏓Ⴧթ⩞ᒀౝこव㺮Ⅿ⮱Ҭ⩕۠Ⴧ喎喑जВ̺
䔈㵹≸䄂ȡຯ㏳俕᫆䛼㷘䃑ͧ᭜जൾ⮱ᝃᰶრ⮱喑Ꮑ⩕В̸∂̭
ᝃڣЃぶ᩵∂喟
喍B喎ᒀ䛼թ喠喍C喎ൾᕔᠴ喠喍D喎χ⩟㨊թȡ

喍ោⵡⶻᝃ۟ܨ喎

䕇䓴≸䄂䃱ѝ俕᫆Ҹၽ۟⮱̸⩕҉ܨោ䔭ࡃ㘪߈ȡ

喍㔽☚ᕔᝃ㔽☚۟ܨᕔ喎

̻俕ౕ᫆⇒䱿ᝃ⇦͚⮱Ꮑ⩕Ⱕڠȡ俕ౕ᫆ c $ ⣜ධ̸⮱➖⤳ᕔ䉕ᩦ
अȡ

䚥⯽হࡃ➖

䰭㺮ᬣ喑≸Ⴧ䚥⏣ᕔ䚥⯽ᝃᕨ䛼ȡ

॥Ⅱᕔ

ႁ䯆⍄Ⅱߍγ★俕᫆ᵤ᱙⮱䉕䛼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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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表 A7
见 LE01 场地选择。

㶔 喝⣜౦ࣽ⩋䛹๓⮰छ㘩ᕓ
㑃त

䬛䷅

ఋめ

ᠴ喟ͧγᵦᢛ -& ౧ౝ䔶᠖喟ᴴ۳  ⮱㺮Ⅿ䔈㵹ᔘ䕌䃱ѝ喑जВҬ⩕Ⱋ  ᲒჇ⣝౧ᝃ᪡͗౧ౝ㠰డࣾ⩌䛺๔ᴀ
⮱ज㘪ᕔȡᴴ۳  ⮱㺮Ⅿຯ̸喟
ຯڠλጒࡧ⮱䬛䷅ఋめ͚ܧ⣝γ̭͗Ą᭜ą喑䗐͵Ꮑ䖢ᓗపუ䃑ज⮱ᴀ䄰ᴒᵵ喑ຯ̺ႅౕ䔆ᵤ⮱ᵵ喑Ꮑᰶवᵩ⮱
ऄᴀౌౝ̀უ䔈㵹㜠ᄾ࠲क़㶕  㺮Ⅿ⮱ज䲍⮱౧ౝ䄰ᴒহ䷻䮖䃱ѝȡ
ຯᰶڠλጒࡧ䬛䷅⮱ఋめ䘪ͧĄ॓ą喑䗐͵䄒౧ౝजВჇͶͧᬍ䛺๔ᴀ⮱౧ౝ喑̺䰭㺮䔈㵹䔈̭ₒ⮱䄰ᴒ喠䔆ᗲۢ
̸̺㘪ᓄܳȡ䔆Ъᷭᴒ㶕᭜̭Ъキࢂ⮱ᷭᴒ喑ౕ䔆ψᗲ̸ۢ喑Ϻᄳ䔈㵹㶕  㻱Ⴧ⮱౧ౝ䄰ᴒহ䷻䮖䃱ѝ喑ຯ༁ចጹ᱈䔆
ᵤև⮱䄊ȡ





౧ౝ᭜॓㷘ౝᒀᅭᝃШ҂ڣЃᖝᒀᱧᲱ⮨䃝ͧऄᴀ⮱喤

᭜

॓

᭜॓ᰶࢳट̷⮱ᝃ⩕⮱ݺ䕁ᄩ㜡౧ౝͧऄᴀ౧ౝ喍㻮 -& ౧ౝ䔶᠖喟䭱ߍԎᖜ

᭜

॓

হ̸⮱ᷭᴒ㶕 "喎喤ᒀ⩞λ㑧ͼԎᖜᬍ∂ఋめᬣ喑䄤䔶᠖Ą᭜ą喑ࢠմჇͧᰭ౼ᗲۢȡ



౧ౝ᭜ౕ॓ರ౫喍Ҹຯ喑≨䋰⮱喑̺≨䋰⮱喑ߍⰃ⮱喎N 㠰డڲ喤

᭜

॓



౧ౝ᭜॓ጟⴒͧऄᴀ⮱ᝃ᭜॓ᰶऄᴀ⮱⪾喍Ҹຯ᭜॓ጟ㏼ᄦ౧ౝ䔈㵹γ䄰ⵁ喎喤

᭜

॓



ౝᒀᅭᝃڣЃᖝᒀᱧᲱ᭜॓ᢹᤎγ㘪䃮ᬻ౧ౝᰶᴀ⪾⮱౧ౝԎᖜ喤ຯ⩞λ㑧ͼ
Ԏᖜᬍ∂ఋめ喑䄤䔶᠖Ą᭜ą喑ࢠմჇͧᰭ౼ᗲۢ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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㶔 喝ᷬᴑ㶔 " ౦䄯ᴑ喏䷺䮕ќ䃍স䃰ќ៑ॶ㠯ఠ
㑃त

ڲღ

ఋめ

す̭䘕ܳ喟݊ₒ䄰ᴒ喍ᵵⵁ⾣হ⣝౧ࠅᄌ喎

ᠴ喟ᄦᶐᵵბȠ⯾ノᒀᅭ⮱Ⱕڠ㻱ܿহ䃝ᒂӈ⮱Ԏᖜ䔈㵹ࢳटⵁ⾣হᷭᴒ喑ឫܧ䓴ࣨহ⣝ౕ౧ౝࣷ䭱䓾ౝࡧ≨ߕВₑݑ
ᴀႅౕ⮱ज㘪ᕔȡຯ݊ₒ䄰ᴒ᭫ज㘪ႅౕᴀ喍ᝃ㔲⇎ឫڠⰥݝ䃝ᒂ喎喑䗐͵ᄳ䰭㺮䔈㵹ᰡ䄓㏳⮱䄰ᴒ喍すι䘕ܳহす
̶䘕ܳ喎ȡຯ⇎ᰶ喑䗐͵ͧₑ #3&&". 䃱ѝ䶦Ⱋ⮱౧ౝᄳ㻳ͧ᱗㷘ᴀ⮱喑̺㘪ᓄܳȡₑⵁ⾣ᓲ䶨⩞ⰥڠჇͶ͚⮱ᴀౌ
ౝ̀უ䔈㵹喠*40  ӈγ݊ₒ䄰ᴒᏁ㺳Ⰳ⮱ڲღᠴᄩȡᅞₑ #3&&". 䃱ѝ䶦喑㜠ᄾᏁ⋢ⰃВ̸ڲღ喟



ⵁ⾣Ⱋ⮱হⰛᴴȡ

᭜

॓



౧ౝѺ㒛হᎠ䲏ఫȡ

᭜

॓



౧ౝࢳट䃱ѝ

᭜

॓



⣜ධ㗹ᮜ䃱ѝ喑⋢Ⰳ喟
ౝ䉕ᗲۢ喑Ⅱ᪴ౝ䉕ᗲۢ喑Ⅱ᪴ᗲۢ
ጒ͇≨ߕ
ऄᣔݣⅡഌѺ㒛喍䓽⇠喑⇠ऐ喑⎃⇷喑අ喑⇠≮喑Ѻ㒛喑⇶Ⅱ喑㧱Ⅱᅯ喎
ᴀθУ喑N 㠰డ⮱ڲ౧ぶȡ

᭜

॓



Ⱋ⮱ݺᝃ䃎ܿ⮱౧ౝҬ⩕হক䓦ౌౝҬ⩕䃱ѝ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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