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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奖(Leadership in Energy & Environmental Design，简称 LEED)是全球绿色建筑评价的先驱，
对中国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体系的制定和发展有重要影响．LEED 第四版(V4)于 2013 年发布，相较第三版(2009 版)出现了很
大变化．按照项目评选的时间顺序原则，对两版本相关内容进行了对比．针对变动最大的“评估范围”和“评估体系结构”
中的“最低要求”
、
“先决条件”及“技术要点”等方面的变化做了对比研究，发现 V4 主要在控制类别重叠、鼓励创新性的
条目设置、信息库冗余和运营与设计的一致性等四方面进行了改良，对完善我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提供了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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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of LEED
LIANG Rui1,2, LEI Lin2, CHEN Hui2, ZHANG Qun2
(1.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 Environmental Art, Xi'an Fine Art Academy, Xi'an 710065, China;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Leadership in Energy & Environmental Design, as a pioneer of green building estimate system in the world,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evaluation standard system development of China. LEED V4 was published in 2013 based on 2009 version and
changed profoundly. According to the sequence of project assessment, two versions have been compared in evaluation scope and
structure system, including minimum program requirement, prerequisite and credit of assessment system structure. Conclusively, the
author discovered the development reason and tendency, in category overlap control, innovative items constitution, redundant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base, and consistency between operation and design. This will provide significant references to promote our national green building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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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The U.S. Green Build-

的真实性，使 LEED-NC 对建筑节能的评价趋于客

ing Council，简称 USGBC)研发和推广的针对绿色

新版的 LEED
观”[2]；相关资深 LEED 认证专家认为，

建筑行业的评估体系(Leadership in Energy & Envi-

评估体系 LEED V4 在关注建筑物的整体性能，增

ronmental Design)，简称 LEED，是目前为止全球范

加新业态的覆盖，标准选择更加国际化等方面有了

围内影响最广泛、最深远的绿色建筑评估体系，主

改进．

要用于衡量建筑物在节能、环保、舒适度、资源利

本文以两个版本的对比为研究对象，按照项目

用效率等性能的优秀程度．自 1998 年 1.0 版发布实

评选的先后顺序，针对新旧版本评估体系中变化最

施至今，历经 2.0、2.1、3.0(即 2009 版)等多个版本

大的“范围”和“结构”两个方面，以及评估体系

变化．其中，2009 版最为完善，应用时间最久，但

结构中“最低要求”
“先决条件”
“技术要点”三条

在使用过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USGBC 对

进行比较研究．发现 V4 主要针对 2009 版中出现的

2009 版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

项目选择参考类别重叠、要求过分细致而限制创新

正．黄辰勰等在《美国绿色建筑评估体系 LEED V4

性、项目统计信息库冗余、实际运营未能符合方案

修订及变化研究》中提到“LEED V4 的总体技术

设计等四类问题进行改良．进而深入探析 LEED 评

路线和侧重点并未有实质变化，改动部分多是内容

价标准的发展趋势，为中国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发

的合并与调整，更注重结构的合理性，新增部分则

展完善和绿色建筑市场运营提供技术参考．

[1]

是对旧版的查缺补漏，比例也较小” ；周同等人
在《LEED-NC4.0 与 LEED-NC2009 建筑节能评价
指标对比研究》中指出“此次 4.0 版本中对作业能
耗设定方法的改变，将大大提高待评建筑能耗模拟

1 评估范围的变化
明确项目在 LEED 评估体系中的类别，选择合
适的参考是进行评估的基础．至 LEED 2009 评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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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可 分 为 建 筑 设 计 和 建 造 (Building Design and

象．LEED 2009 的 BD+C 包括了新建建筑、核心与

Construction， 简 称 BD+C) 、 住 宅 、运 营 和 维 护

外壳、学校、零售、医疗保健、别墅等；V4 则新

(Building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简称 O+M)、

加入了一些类别，对于各类别的具体要求也有相应

室内设计和装修、社区规划与发展等五方面，其中

变化和调整(见表 1)．

BD+C 适用范围最广泛，因此将其作为主要研究对
表 1 LEED 2009 和 LEED V4 评估类别对比
Tab.1The evaluation category of comparison between LEED 2009 and LEED V4
建筑类别

LEED 2009

LEED V4

不适于 K-12 教育(从幼儿园到 12 年级
的教育）、零售店、数据中心、仓库和
配送中心、酒店建筑、医疗建筑
新建建筑或者旧建筑改造的外壳和内核、电路、水管，不包括完整的内部，装修当
建筑未完工面积超过总建筑面积 40%时，不适用于此评价系统
由核心和辅助学习空间组成的 K-12 学
强调教室的声环境、霉菌防治和场地的环境评估等
校建筑
医疗建筑，可用于医院办公建筑、附属的居住设施、医疗教育及研究中心
别墅；单栋或多栋；3 层或 3 层以下新建住宅
专门设计和装置满足高密度计算
设备如服务器机架、用于数据存储和处
理的建筑
酒店、汽车旅馆、旅馆等
储存货物、工业产品、商品、原材料
独栋房屋和 1-3 层多户型住宅
综合体、办公楼、厂房、医院、零售等公共建筑以
及 4 层及 4 层以上住宅建筑

新建建筑
核心与外壳
学校
医疗保健
别墅
数据中心
宾馆接待
仓库和配送中心
别墅和多户低层

技术要点评分项，最后附有创新加分项．不仅涵盖

通过对比旧版本，可发现新版本有两方面变
化．一是新加数据中心、酒店、仓库和配送中心、
别墅和多户底层四种建筑类型，使得 LEED 的评选
范围更广泛、覆盖类型更全面；二是 V4 将“新建
建筑”(New Construction)中的教育性建筑与学校
(Schools)这两种建筑类型的概念明确区别，补充和
完善评估类别，使评选项目初期定位更精准、目的
更明确．

了整个评估体系近 80%的内容，是了解和掌握
LEED 的关键，而且是各版本修正和完善的主要对
象．
2.1 最低要求
“最低要求”(Minimum Program Requirement)
简称 MPR．为了对评选项目在建筑全寿命周期初始
阶段就做出要求，同时使设计人员明确评选的价值
和目的，便设置了最低要求．它是符合评选的最低

2 评估体系结构的变化

条件，无得分性能，具有强制性、普遍性和绝对

LEED 评估体系具有结构层层递进的特征．首
先应满足认证最低要求，其次是先决条件，其次是

性．LEED 2009 对最低要求的描述比较概括，V4
则对其做了详细的分类和解释说明(见表 2）．

表 2 LEED 2009 与 LEED V4 最低要求对比分析
Tab.2 MPR of comparisons and analysis between LEED 2009 and LEED V4
LEED 2009
要求

目的
遵守所有的环境法规
完整的、永久建筑或空间
有合理的场地边界
符合最低面积要求
符合最低的人员占有

永久
基地

社区
结构
土地

必须是建造和运营在
既有土地的永久基地

项目规
模需求

建筑
空间
社区

BD+C 和 O+M 必须满
足至少 93m2；

合理
边界

建筑
空间
社区

所有相邻的土
地、基础设施、硬景
观，废水雨水处理设
备和绿化景观

分享楼宇能耗、水耗数据
最小建筑面积与场地面积比应大于 2%

LEED V4
要求

附加说明
不适于可移动的建筑、
预制或模块化结构

分期建设项目需总体
规划；最小建筑面积与
场地面积比应大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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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 LEED 2009 版，V4 虽然没有加入新的条
例，但是却将原分类进行了重构，每一类别的说明
更详细具体、要求更高、标准规定更明确细致、．另
外，LEED V4 去掉了“必须分享楼宇能耗和水耗数
据”这项要求，而在后面技术要点部分增加了能耗
和水耗计量方面的技术条款，并且规定相关数据要
与 USGBC 分享 1~5 年，对计量要求的说明更加详
细，数据的统计更加全面．
2.2 先决条件
“先决条件”(Prerequisite)简称 Pre，是每个申
请 LEED 认证的项目在达到最低要求后必须满足的
基本条件，无得分性能，为后续评分项提出了基本
要求．此部分变动较大，不仅原有分类、内容变化，
而且增加了一个评分类别“选址与交通”(Lo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简称 LT)(见表 3)．
表 3 LEED 2009 和 LEED V4 先决条件对比分析
Tab.3 Pre comparisons and analysis between LEED 2009
and LEED V4
LEED 2009
可持续发
施工污
展场址
染防治
用水
效率

室内
节水

能源与
大气

基础调
试最小
能耗表
现初级
制冷剂
管理

材料与
资源

室内环
境品质

可回收
材料收
集储备

最小新风
量要求吸
烟控制

LEED V4
选址和
交通

无

可持续发
展场址

施工污染防治
场址环境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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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技术要点
“技术要点”(Credit)指具体指标要求和技术指
导，是整个评价体系的精髓．LEED 各版本在演进
过程中主要针对此部分进行优化：或在原有基础强
化要求、或将多个近似条文进行整合、或将复杂项
目进行拆分、或添入新的条文进行补充说明等
等．V4 中各评分项具体内容的变化如下：
2.3.1 整合过程
“整合过程”(Integrative Process)简称 IP，是新
加入的得分类别，分值仅为 1 分．绿色建筑概念自
被提出以来便依托于整合理念和全寿命周期内设
计，发展至今约 15 年，才明确将其列为得分点，
可见实际运作过程中困难之大、量化难度之大．
评分过程如下：首先参考《一体化进程中(IP)©
-ANSI 共识国家标准指南©-可持续建筑和社区的设
计与施工》(Integrative Process (IP) ANSI Consensus
National Standard Guide© 2.0)，熟悉整合过程；然
后分别对能源和水资源进行研究分析，对目标得分
进行设定；最后对能源策略和水策略进行评估．
将贯穿建筑设计始终的各个影响因素进行整
合、分析、量化，并设为得分选项．上述整合过程
虽然出发点是鼓励建筑全寿命周期内各个过程的
整合，但只是针对研究相对比较成熟的能源和水资

用水
效率

室外用水减量
室内用水减量
建筑整体用水计量

能源与
大气

基本调试和校验
最低能耗表现
建筑整体能源计量
基础冷媒管理

材料与
资源

可回收物储存和收集
营建和拆建废弃物管
理计划 PBT 来源减
量—汞

室内环
境品质

最低室内空气质量表
现
环境烟控
最低声环境表现

源系统进行评分．LEED V4 首次将整合过程提出，
相较之前的版本有了很大进步，但也有不足之处，
仅挑选能源和水资源两项评价整合过程，具有一定
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2.3.2 选址与交通
V4 中新加入了“选址与交通”(Lo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这一分类，简称 LT，其目的是为了
评测建筑场地方面的性能，注重周边社区既有特征
和基础设施的影响，特别强调场址内生态系统的服
务．此项是从 2009 版“可持续发展场地”一项发
展而来(见图 1)．

对比 LEED 2009 和 V4，可以发现每一类别的
条目都有所增加，说明更加详细．例如：2009 版对
于用水效率的先决条件仅有室内节水一项规定，而
V4 将其划分为室外节水、室内节水和建筑楼层水
计量等三个方面，分别从纵横两个方向对整个项目
的节水率加以控制；对于能源与大气一项，V4 中
新加入了楼层能耗计量，细化对能耗的控制和管理．

图 1. V4 选址和交通与 2009 可持续发展场地变化对比
Fig.1 Comparison between V4 LT and 2009 SS

对比发现，V4 有以下新变化．一是将 20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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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场址中有关紧促式发展、替代性交通、服务

对比发现，V4 将原版本所有内容加以整合．依

设施连通性等拆分并整合为新的得分类别“选址和

据室内外用水的流量和水质差异等，将其进行重新

交通”，使两个类别的侧重点更加明确；二是占到

划分为“室外用水减量和室内用水减量”，分值没

近一半分值的社区场地发展为新加入的评分项，旨

有太大变化，分类更加明确，相应的节水技术和措

在避免选择不适宜场址，提高居住品质，营造优良

施也更易实施；增加对“冷却塔用水”的控制管理，

环境；三是敏感土地保护从 2009 版变化而来，将

对循环利用水资源、改善室内环境有着重要的作

定义过于细致的概念进行扩展，拓宽场址修复、保

用；新加入“用水计量”评分项，对灌溉、室内管

护区域；四是通过绿色车辆、停车面积减量、自行

道装置和配件、生活热水、再生水和其他过程用水

车设施来为节能减排做出一定的贡献，此部分均以

进行计量，统计和储存数据，评估建筑用水效率．

2009 版为模板，进行了细微调整，其分值和具体内
容没有太大变化．
2.3.3 可持续发展场地
“可持续发展场地”(Sustainable Site)，
简称 SS，
重点在于恢复项目场地要素，整合当地和区域生态
系统场地，保护自然系统生物多样性，强调建筑、
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关系(变化见图 2)．
此部分变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将
2009 版“雨水”和“热岛效应”两方面相关内容合

图 3 V4 与 2009 版的用水效率变化对比
Fig.3 The WE comparison between V4 and 2009

并，整合信息、减少冗余，并且加大“雨水管理”

2.3.5 能源与大气
“能源与大气”(Energy & Atmosphere)，简称

的分值，凸显对于水资源消耗程度的日益重视；而

EA．从整体视角出发，强调减少能源使用量、高效

是加大了保护栖息地的分值，体现出对生物多样性

能源利用策略(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推广．另外，通

保护力度的加强；三是新加入“场址评估”得分项，

过反复调试来确定高效能建筑，有利于维护长远的

其目的是在设计前对场地可持续性进行评价，对整

问题、业主的需求和能源消耗的控制（变化见图 4）
．

个场地环境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相关决策；四

通过对比，此部分总分值减少了 2 分．一方面

是仅针对于医疗建筑，新增加了“身心舒缓场所”

V4 将 2009 版“测量与验证”(NC 3 分)、“基础建

和“户外空间直接可达”两个得分项，旨在为病人、

筑”(仅 CS 3 分)和“分户计量”
（仅 CS 3 分）三项

工作人员和探望者提供一定的缓冲地和良好的疗

合并成为仅 1 分的“提高能源计量”
，在已有的计

养环境．

量基础上强化具体要求；另一方面新加入“需求响
应”
（Demand Response，简称 DR）得分项．DR 指
当电力批发市场价格升高或系统可靠性受威胁时，
电力用户接收到供应方发出减少负荷的直接补偿
通知或者电力价格上升信号，改变其固有用电模式，
从而保障电网稳定，并抑制电价上升的短期行为，
它是需求管理（DSM）的解决方案之一，从全新的
角度对建筑节能做出贡献．

图 2 V4 与 2009 版的可持续发展场地变化对比
Fig.2 The LT comparison between V4 and 2009

2.3.4 用水效率
“用水效率”(Water Efficiency)简称 WE．水资
源利用注重水利用的整体化性能、建筑室内外水使
用、特色利用和水计量，强调水资源保护，非饮用
水和水资源替代利用，这部分主要是在 2009 版基
础上进行优化和改良(见图 3)．

图 4 V4 与 2009 版的能源与大气变化对比
Fig.4The EA comparison between V4 and 2009

2.3.6 材料与资源
“材料与资源”(Material & Resources)，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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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强调蕴藏能量和建筑材料在提取、加工、运

分项合并为一个，分值也相应减少，防止重复得分

输、维护和处理过程中影响的最小化，从而提高表

的情况．

现绩效和资源效率．这部分内容较以前的陈述发生
变化比较大(见图 5)．

3 讨论与总结
本文将 LEED V4 和 2009 版 BD+C 中评估范围
进行比较分析(见表 4)，并对评估体系结构中最低要
求、先决条件、技术要点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做了详
细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表 4 LEED V4 变化形式及类别
Tab.4 Change of form and category of LEED V4

图 5 V4 与 2009 版的用材料与资源变化对比
Fig.5 The MR comparison between V4 and2009

此部分合并项和新加项较多．将保留的墙体、
楼板、屋面、内部构件相关得分项整合为“降低建

问题

变化

项目参考类
别选择重叠

调整项目类别，
明确分类信息

数据统计繁
杂信息冗余

整合统计信息，
明晰运营状态

实际运营滞
后预期设定
得分要求细
致限制创新

加强运营管理，
达到初期设定
重组分类条目，
拓展得分创新

筑生命周期中的影响”，扩展了范围，使得在设计
过程中更加灵活，并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奖励；新
加入“产品要素环境声明”项，从细节出发，合理
利用材料和资源；将“循环材料含量、本地材料、
快速再生材料、材料再利用”四个得分项合并为“原
材料的来源和采购”，并大幅度减少分值，避免因
相似材料利用而重复得分；同时对于医疗建筑，新
加入了“减少 PBT、家具及医疗器具和设计灵活性”

对应条目
评估范围的变化
3.1
最低要求
3.2
先决条件
3.3.1 整合过程
3.3.2 选址和交通
3.3.4 用水效率
3.3.6 材料与资源
3.3.7 室内环境品质
3.1
最低要求
3.3.3 可持续发展场地
3.3.4 用水效率
3.3.5 能源与大气
3.3.4 用水效率
3.3.5 能源与大气
3.3.2 选址和交通
3.3.6
材料与资源
2

(1) V4 版强调建筑全生命周期、整体思想、全

三项，完善了对此类综合性建筑的性能优化．

建筑方法设计建造．将整合理念作为新增得分项，

2.3.7 室内环境品质
室内环境品质(Indoor Environment Quality)，简

针对能源和水资源消耗最大的方面进行整合．在材

称 IEQ，该项目奖励在室内空气质量(Indoor Air

材料来源，以及材料采集加工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及

Quality，简称 IAQ)、热舒适度、视觉和声学舒适性

生命周期性能．

方面做出的决策．此部分变化主要集中在整合 2009
版冗余和交叉条目(见图 6)．

料利用方面以生命周期评价的视角，强调产品的原

(2) V4 版重在查漏补缺、优化细节、关注实际
运营状态．评估范围中重叠类别，能源和水资源实
际运营滞后，各能耗计量数据库冗余，材料与资源
中保留原墙体、楼板、屋面、内部构件限定范围过
于狭隘等问题都得到合理解决．
(3) V4 版侧重拓宽领域、拓展视野，并深度解
决绿色建筑这一综合性问题．例如，在 V4 版 BD+C
能源与大气中新加入了“需求响应”项目，借用政

图 6 V4 与 2009 版的室内环境品质变化对比
Fig.6 The IEQ comparison between V4 and 2009

此部分相关得分项目繁多，变化明显．一是将
12 个子项目分别合并成“增强室内空气质量策略、
低逸散材料、施工期室内空气质量管理计划和室内
空气质量评估”三个项目，避免了在项目评选中出
现一个节能技术或者措施对应多个得分项的情况；
二是将采光和视野分设为两个得分项，并且调高其
分值，加大了对于照明控制管理措施，强化了对室
内环境品质的要求；三是对于热舒适度相关三个得

府法规和政策支持，对电力资源的消耗做出控制．
总体而言，LEED V4 评估体系强化整合理念，
鼓励创新性，完善技术条款，在发展进程中不断拓
宽所涉及的领域，创新性地整合与建筑相关的行业
机构，加强了时效性．LEED 通过不断的完善和改
进，正在将其适用范围普及化、全球化，在思想理
念、结构体系、运营操作等层面得到业界全面认可．
（下转第 15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