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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世界首个绿色建筑标准在英
国发布

1992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使
可持续发展思想得到推广，绿色建筑
逐渐成为发展方向;

1993年美国创建绿色建筑协会;

1996年香港地区推出自己的标准;

1999年台湾地区推出自己的标准;

2000年加拿大推出绿色建筑标准。

2006年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式
颁布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关于绿色建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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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新国标及LEED的基本对比



问题1：新国标与LEED的有什么区别？

问题较大，下面所有的内容都可以纳入这个范围，先从两个体系的发展情况讲起。

（1）国标：2006——2014——2019

（2） LEED：V1-V2.2——V2009——V4——V4.1



问题2：新国标与LEED的评级有什么区别？

（1）新国标分为基本级、一星、二星、三星，分别对应40分、60分、70分、85分的要求；

（2） LEED分为认证级40-49分、银级50-59分、金级60-79分、铂金级80-110分。

LEED新国标

新国标
GB/T50378-2019

一星级
60分

二星级
70分

三星级
85分

基本级
40分

■认证级 40 - 49分

■银级 50 - 59 分

■金级 60 - 79分

■铂金级 80 - 110分



问题3：新国标二星以上可以达到LEED什么级别的标准？

汉京金融中心
国标三星、LEED铂金

微众银行前海总部
国标三星、LEED铂金

北京天安人寿总部
国标三星、LEED铂金

海能达后海总部
国标二星、LEED金级

https://mp.weixin.qq.com/s/c8lDkQlopFZIsct6wRsqFQ
https://mp.weixin.qq.com/s/c8lDkQlopFZIsct6wRsqFQ
https://mp.weixin.qq.com/s/_afJbcIrhxxyg1t-LjKXdg
https://mp.weixin.qq.com/s/_afJbcIrhxxyg1t-LjKXdg


问题4：LEED各章节划分跟新国标有什么区别？

中国绿色

建筑评价

标识

节地与室外

环境

节能与能源

利用

节水与水资

源利用

节材与材料

资源利用

室内环境质

量

施工管理

运营管理

提高与创新

旧国标 新国标



问题4：LEED各章节划分跟新国标有什么区别？

LEED评分结构包括9大类:

整合过程Integrative Process（IP）

交通与位置location and transportion（LT）

可持续场地sustainable site（SS）

节水增效water efficiency（WE）

能源与大气energy and atmosphere（EA）

材料与资源materials and resource（MR）

室内环境质量indoor environment quality（EQ）

创新innovation（IN）

以及因地制宜regional priority（RP）

前七类有100分，后两类有10分（创新6分+因地制宜4分）。



问题5：新国标评价与LEED认证流程有什么区别？

 新国标认证流程

（1）在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完成后，可进行预评价；绿色建筑评价应在建筑工程竣工后进行。

（2）认证流程：项目注册——递交申报资料至评审机构——形式审查——专家审查——公示公告——发放标识。

旧国标

新国标



问题5：新国标评价与LEED认证流程有什么区别？

 LEED认证流程

项目注册——递交预认证资料至LEED Online——GBCI初审——GBCI终审——发放标识

Certification  Process认证程序

设计资料递交及澄清

施工资料递交及澄清 获得全认证证书

项目注册

设计阶段

GBCI 施工阶段审核施工资料收集

GBCI 设计阶段审核

施工阶段

竣工调试阶段

www.leedonline.com

获得预认证证书



问题6：LEED是不是也适用于所有的民用建筑？

Build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BD+C
适合新建建筑及大型改造项目

Interio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ID+C 
适合完整的室内空间装修

Building Operations and Maintenance——O+M
现存建筑的运营与维护，可包含或不包含小型的整修。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ND
新的土地开发建设项目或重建项目，包括 住宅类、非住
宅 类及综合体。50%以上的建筑面积宜为新建或大型重
建部分。

LEED for Homes ——Homes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适用于不超过三层的家庭住宅

LEED V4.1 Residential ——VS BD+C& Homes
适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住宅

LEED认证前提条件：

1、LEED必须是现有土地上的永久场地；

2、必须使用合理的LEED边界；

3、面积要求，比如LEED BD+C 和 LEED O+M，项

目的建筑面积最小为1000 平方英尺（93平方米）。



02 
新国标及LEED的技术点对比



问题7：LEED对海绵城市也有要求吗？

海绵城市，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
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国际通用术语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LID) ，LID 于20世纪
90年代在美国开始实施。

LEED SSc4：雨水管理。要求：采用低环境影响开发和绿色基础设施，根据区域性降雨概率事件
(95th降雨概率事件或98th降雨概率事件)，管理开发场地上产生的场地径流。

雨水花园水问题 屋顶绿化



问题8：国标的标识评价要求全装修，LEED认证也要求全装修吗？

（1）新国标：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3个等级的绿色建筑均应进行全装修。住宅建筑内部所有区域

要求全装修；公共建筑公共区域的固定面全部铺贴、粉刷完成，水暖电通风等基本设备全部安装到位。

（2）LEED：没有要求项目一定要做全装修，是不是全装修都可以做LEED认证。按40、60原则选择

适用体系。

公共区域 厨房 卫生间



问题9：充电桩及非机动车的车位设置要求有什么不同？
新国标充电桩：强调电动汽车停车位要具备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安装条件，数量应达到当地相关规定要
求，充电设施建设应符合《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T51313等的规定。

新国标非机动车位：强调非机动车停车位位置合理、方便出入，设有遮阳防雨措施，如：雨棚。

LEED 充电桩：2%的总停车位安装充电桩。

LEED 非机动车位：公建项目5%的长期住户，每个建筑至少4个非机动车位，且提供沐浴间；居建项目
30%的入住者，每户至少1个非机动车位，无需提供沐浴间；需要为临时访客提供非机动车位，非机动
车位数量至少是2.5%的峰值访客，且每个建筑至少有4个临时非机动车位。

充电桩 非机动车位



问题10：跟国标对比，LEED有什么较为突出的难点？

（1）建筑能耗分值比重大，LEED能耗分值比重最高（ 18/110 ），也是得分难点；国标主要是考虑
供暖空调和照明系统，LEED还要综合考虑室外照明、电梯、可再生能源、冰蓄冷等系统的节能作用，
且LEED认可的软件是eQUEST、Energy plus等官方认可的能耗模拟软件。

（2）环保型建筑材料， LEED材料章节与国标技术上差别最大，更注重建筑材料的绿色与否。要求

建筑材料全生命周期评估（LCA）、采用EPD建筑产品（第三方环保认证），对建筑产品来源及成分
公开、对建筑产品原材料成分公示等，目前国内乃至国际上的接受度和普及度都不高。

EPD绿色建筑产品LEED能耗模型 绿色建材评价标识



问题11：不做分项计量会不会影响验收？

分项计量是指：对照明插座用电（照明与插座、走廊与应急、室外景观照明）、空调用电（各空调主
机、空调末端）、动力用电（电梯、水泵、风机）、特殊用电（厨房餐厅、信息中心、健身房）等安
装用电分项计量装置。
分项计量是国内节能标准的强条也是绿建标准的控制项。分项计量是LEED的先决条件，也是评分项。

能源管理系统分项计量界面



问题12：降低热岛效应采用什么措施？

热岛效应是指市区的温度高于效区温度的一种现象，热岛效应增加了夏季的空调负荷，国标及LEED对
降低热岛效应都有要求。

新国标8.2.9条：采取合理措施降低热岛效应。鼓励室外活动场地设置有乔木、花架等遮阴措施；鼓励
采用高反射路面材料；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太阳能板等。

LEED SSc5：热岛效应。限制硬景观区域面积，采用屋顶绿化、高反射屋面、产能系统（太阳能集热
器，光伏发电以及风电）。

屋顶绿化 太阳能光伏



问题13：国内常用的节水器具能满足LEED的要求吗？

新国标对节水器具的要求：一星必须满足3级，二星以上必须满足2级；1级，2级节水器具可得分。

LEED WEp2 减少室内用水对节水器具的要求：卫生器具用水量至少比基准少20%（25%以上WEc2
章节分可得）；鼓励新用水器具贴“水效之星”标识。

美国水效之星标识中国水效标识 常见节水器具参数表



问题14：可再生能源的要求有什么不同？
新国标7.2.9条：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供热水、采暖、供冷和供电等系统中，采用太阳能、地
热能、空气能、风能等。

LEED EAc5：可再生能源生产。

区别：（1）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在国标中算可再生能源的范畴，而在LEED体系里中不算。

（2）评分规则不同，比如太阳能供电比例0.5%，国标中可得2分，而在LEED中是0分。

太阳能利用 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



问题15：非传统水源的要求有什么不同？

（1）国标鼓励采用非传统水源用于室内冲厕、冷却塔补水、绿化灌溉、车库及道路冲洗、洗车用水。

（2） LEED鼓励采用非传统水源用于室内冲厕、冷却塔补水、绿化灌溉。

中水再利用雨水回用 冷凝水回用



问题16：新国标及LEED对建筑室内环境质量的要求有哪些共同点？

（1）均关注自然采光、室内照明（LEED鼓励为90%个人使用空间提供独立照明控制）、室内热环境、
环境禁烟

（2）均鼓励采用绿色建材

室内热环境自然采光 绿色建材室内照明



问题17：LEED里面的创新分跟新国标的创新分有什么区别？
国标的创新分一共有100分，鼓励在项目上采用先进、适用、经济的技术和产品以及管理方式，比如
能耗降低术、BIM技术、工业化建造、碳排放分析等等。

LEED的创新分包括：创新、试点、优良表现和LEEDAP四类，最高可得6分：

（1）创新，LEED评估体系中没有涉及到的策略实现突出的环境表现；比如绿色教育宣传、绿色物业
管理、采购无汞灯、无冷却水等；（2）试点，从USGBC的LEED试行得分点库中获得一个试行得分
点；比如本地食物生产、区域能源等；（3）优良表现，从已有的LEED得分点中实现优良表现，一般
通过实现下一个增量百分比获得；（4） LEED AP，项目团队中有LEED AP参与。

创新分得分点 LEED AP 证书



问题18：想知道国标的调试跟LEED的调试有什么不同?
（1）调试负责方不同：国标一般是机电总包或分包单位完成，LEED调试要求是第三方调试专家牵头；

（2）涵盖阶段不同：国标主要是在施工末期，LEED覆盖了设计、施工、运营全过程；

（3）调试系统不同：国标主要调试机电系统，LEED包括围护结构、机电系统；

（4）调试的目的不同：国标主要是为了确保系统可以启动及安全地运行，LEED是为了确保系统可以
高效协调运行、注重使用效果；

PS.调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步骤：调试计划、问题记录、调试报告、运行及维护手册

送风量检测工具LEED调试各阶段的目标 送风量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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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共赢 绿色未来

全国热线：400-6464-664

广州：020-83630327

北京：18510683238

上海：18565822669

成都：028-83380956

深圳总部

华南区域公司

华北区域公司

华东区域公司

西南区域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