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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走近 LEC 

 
软件研发 
 

 

BBS INTERNATIONAL  
Germany – Austria – China 
Am Forst 27 
D-38302 Wolfenbuettel – Germany 
Fon : +49 5331 9717 10 
Fax : +49 5331 9717 17 
support@lowenergycertificate.com 
www.lowenergycertificate.com 

BBS INTERNATIONAL  
德国 – 奥地利 – 中国 
四行仓库 403 室 
光复路 1 号 
200070 上海市 
电话：+86 (0)21 6380 1160 
support@lowenergycertificate.com 
www.lowenergycertificate.com 
 

 
学术咨询 
 

 

HAWK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nd Arts 
Hohnsen 4 
31134 Hildesheim – Germany 
www.hawk-hhg.de 
 

HAWK  
希尔德斯海姆应用科技大学 
Hohnsen 4 
31134 希尔德斯海姆 – 德国 
www.hawk-hhg.de 
 

Hefei University – China 
373 Huangshan Road  
230022 Hefei Anhui – China 
www.hfuu.edu.cn 
 

合肥学院 – 中国 
373 黄山路 
230022 合肥 – 中国 
www.hfuu.edu.cn 
 

 
合作伙伴 
 

 

Shanghai Jianheng Software Ltd. 
12/D, 88 Dapu Road 
200023 Shanghai 
www.jianhengsoft.com 

上海建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打浦路 88 号 12 楼 D 座 
200023 上海 – 中国 
www.jianhengsoft.com 
 

econet – China 
AHK – German Industry and Commerce 
(Taicang) Co. Ltd. Shanghai Branch 
29/F POS Plaza  1600 Century Avenue 
Shanghai 200122 – China 
www.china.ahk.de 
www.econet-china.com 

econet – China 
德中工商技术咨询服务（太仓）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上海浦东世纪大道 1600 号 
浦项商务广场 29 楼 
200122 上海 – 中国 
www.china.ahk.de 
www.econet-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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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低能耗证书 

2.1 概述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对建筑物的需求日益迫切，建筑业呈现出全球独一无

二的繁荣景象。 许多建筑师在制定设计方案和深化设计时都参照其本国的设计观

点。同时，他们在进行设计时，对不同气候带的气候条件差异，以及市场上是否有

某些特殊的建筑材料都考虑不周。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建筑物设计时没有考虑一些重要的功能性细节，具体如：是

否有足够的防潮措施，或者在屋顶和外墙面是否有充足的排水。能适应气候的保温

层措施和 100％密闭的建筑物外围护结构也常常被舍弃。 

 

建造速度过快或在压力下建成的建筑中存在很多建筑失误，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

的看到设计和建造质量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并且在这些建筑中根本没有考虑节能方

面所采取的保温措施，或是由于实际应用的计算模型不完善而无法考虑保温措施。 

但是节能保温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其目的在于将用户的采暖和制冷所需能耗降低

到经济合理的范围内。重要的前提就是对建筑物外围护结构，尤其是建筑物外立面

进行符合要求的设计。 

LEC 作为一种包含了认证系统在内的设计控制工具可以解决上述问题。这种建

筑能耗认证工具，使建筑设计师和有关审批部门能够在拥有一般性专业知识和成本

经济合理的基础上获取和评价建筑物的能效状况。采用此评价系统能更简单地、但

却相对准确地反映建筑物的采暖和制冷能效质量。 

其中关键的一点是，这里对于建筑物的评价是在考虑当地气候条件的情况下，在

建筑物理学的基础上进行的。这里的计算都是基于热工技术平衡方程，并且在评价

时不考虑政策性的和利益集团所施加的影响因素。 

2.2 评价软件 LEC 

LEC (Low energy Certificate) 是一种建筑能耗评价设计工具。此软件在汉斯皮

特·赖默教授的领导下，由 BBS INSTITUT 与合肥学院（中国安徽）、希尔德斯

海姆应用科技大学（德国下萨克森州）共同合作研发而成。在研发过程中也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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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德中生态商务平台（中国）和中国建筑科学院（上海分院）的合作帮助和

大力支持。  

利用此评价软件几乎可以对所有类型的建筑物和建筑构件根据其能耗情况，分别

对其在采暖期和制冷期内进行评价。 建筑物的评价是在考虑当地气候条件的情况

下，在纯建筑物理学的基础上进行的。这里的计算都是基于热工技术平衡方程的

解。 

评价采暖周期的基础是一些可比参照建筑物，这些建筑物是按照中国上世纪八十

年代的标准建造的。制冷周期的评价则对比符合“无制冷能耗”标准定义的 优化

的建筑物外墙立面。 

采暖能量需求和制冷能量需求的评价是考虑了确定的数值标准权衡、总结和制定

的。能耗评价的结果则用一个简单明了的星级体系来表示。这里很显然的星数越多

就代表建筑物的能效标准越高，这样用户对于建筑物能耗质量评价就一目了然。 

2.3 LEC 软件研发的合作伙伴 

德中生态商务平台（中国）和中国建筑科学院（上海分院） 

LEC 软件是一次为期两年的科研项目的成果，此项目由 BBS INSTITUT – 德国

与希尔德斯海姆应用科技大学 – 德国下萨克森州、合肥学院 – 中国安徽共同合作

研发而成。在研发过程中也得到了德中生态商务平台（中国）和中国建筑科学院

（上海分院）的合作帮助和大力支持。 

 
BBS INTERNATIONAL 

BBS INTERNATIONAL 是一个总部位于德国和中国的跨国公司。 

BBS INTERNATIONAL 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建筑物理的课题，例如气候方案、

保温隔热，噪声防护、防火措施等对建筑物本身进行优化的研究咨询工作，同时在

分别位于下萨克森州和安徽省的 BBS 实验室内进行的工程实验为 BBS 的项目处理

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应用科技大学 

建筑系面向学生设有内容广泛的专业方向。专业设置能够如此庞大广泛是由整个

院系的规模决定的：在行政、技术、知识等方面共约 60 位教授以及 80 位讲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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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这使得如此规模的专业设置成为可能。与实践的紧密联系也使系里有很

多来自公司、企业和机构的报告讲座以及培训课程。 

               
图 1: 希尔德斯海姆应用科技大学   图 2: 希尔德斯海姆应用科技大学 
新教学楼           旧教学楼 

 

建筑系现在的专业设置是由过去位于希尔德斯海姆和霍尔茨明登的建筑设计和土

木工程系、位于希尔德斯海姆木结构工程系和位于霍尔茨明登的房地产经济与管理

系共同组成的。随着下萨克森州新高校法的生效，原先专业相互涉及、设置杂乱的

院系允许重新整合。此次重新整合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建筑系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同

时整合带来了与相近专业（造型、保存和修复）更紧密的联系。 

我校高等教育在实践中所受到的高度认可，以及建筑协会，下萨克森州建筑行业

联合会和国内所有高校机构在过去数年中对学生设计和所设专业所作的褒奖，鼓励

着我校在高校教育这条路上继续前行。 

建筑系在建筑学和建筑经济学方面的实践研究有很悠久的历史，在许多专业杂

志、年报、行业规范、建议性文献和科技书籍中都有发表的文字性著作。 

同样实践研究在系属实验室的许多成果和建议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建筑系在

两个所在城市都有许多实验室，在学生的培养教育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样使得

研究新兴科学的条件和前提都非常的充分。与来自建筑经济方面的代表保持对话保

证了来自于实践的新研发项目不断融入各个专业方向。 

值得强调的是，建筑系积极参与建筑领域的国际合作，并与国外高校存在长期合

作，在部分合作中，学生可以取得双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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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学院 

 图 3: 合肥学院 

2002 年 3 月 14 日，经教育部批准由原合肥联合大学、合肥教育学院和合肥师范

学校三校合并组建而成。合肥学院是以工学、经济学、管理学为主，文学、理学、

教育学协调发展的多学科全日制 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合肥学院由安徽省和合肥市政府共同领导，合肥市政府起主导作用。合肥学院分

为南、北两个校区，占地面积共 62 公顷，建筑面积达 33.6 公顷。合肥学院现有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5400 余万元，藏书 56 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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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准 

DB32/478  江苏省民用建筑热环境与节能设计标准；  

   江苏省建设厅发行 – 2001 

 

DIN 4108  建筑保温和节能 – 第 2 部分：建筑保温 低要求； 

   德国标准定额研究所 – 2003 

 

DIN V 4108  建筑保温和节能 – 第 4 部分：热、湿技术测量数据； 

   德国标准定额研究所 – 2007 

 

DIN V 4108 建筑保温和节能 – 第 6 部分：年采暖量、年采暖耗能计

算；德国标准定额研究所 – 2006 

 

DIN V 18599  建筑物能耗评价 ； 

   德国标准定额研究所 – 2007 

 

DIN EN 12524 建筑材料和产品 – 热、湿技术特征数据列表； 

   欧洲标准定额委员会 – 2000 

 

GB 50176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 1993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 – 2005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 – 2006 

 

ISO 6946  建筑构件传热阻和传热系数的计算方法； 

   国际标准化组织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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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0077 门窗及墙框连接处的保温隔热分析 – 第 1 部分： 传热系数

的计算；国际标准化组织 – 2006 

 

ISO 10077 门窗及墙框连接处的保温隔热分析 – 第 2 部分：窗框的数

学计算方法；国际标准化组织 – 2008 

 

ISO 13370  建筑物热工技术分析和计算方法- 通过地底进行热传递； 

   国际标准化组织 – 2008 

 

JGJ 75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 –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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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根据 

目标建筑物能效质量的评价计算是以建筑物理平衡公式为基础而进行的。  

在计算过程中并非只考虑到建筑物几何形状、发生热传递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的组

成、根据方位角和标准表面描述的建筑物朝向、不同建筑材料的特性以及建筑物的

使用方式，同时也考虑了各个不同目标气候区的特殊气候条件。 

关于计算基础的详细介绍请参见： 

www.lowenergycertificate.com/zh-hans/xia-zai-zhong-xin 

4.1 年采暖需求 

年采暖需求是用来描述一年需暖量的重要特征值，这个概念描述了为使建筑物室

内在采暖期内仍然保持符合人体舒适度要求的温度所需要热量。 

年采暖需求由传热损失和通风损失组成，并除去内部得热量和太阳得热量。 

4.1.1 LEC 针对采暖期的评价方法 

在评价目标建筑物时，应事先定义好一个参照建筑物作为参考。参照建筑物在几

何外形、所处气候带、建筑物朝向、方位角和标准表面以及使用方式都要与待评估

建筑物类似，而在建筑结构/建筑部件方面则要符合中国上世纪 80 年代建筑标准的

有关规定。 

在评估和认证时，利用建筑物实际年采暖需求与参考建筑物的年采暖需求之间的

差额来计算出待评估建筑物的采暖节能量。计算采暖需求时会针对采暖期的热损失

和得热量进行平衡分析。  

这里会分析以下各项： 

热损失： 

 通过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的传热损失 

 通风损失 

得热量： 

 太阳能得热量 

 内部得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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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年制冷能量需求 

建筑物的夏季保温要求要能够满足无空调装置而有人员逗留的房间在夏季尽可能

在无制冷设备的情况下也能达到适宜的温度，或能够满足因使用需要而必须安装空

调的房间的制冷能耗尽可能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尤其是未安装空调的房间，应确保

其室内温度不能明显超出对人生理有益的界限值。 

德国的 DIN 4108 – 2 标准中有关建筑物夏季舒适度的规定是比较合理的，它很

好地反映了人体在夏季所能承受的室内气候。 

4.2.1 LEC 针对制冷期的评价方法 

建筑物的夏季能效状况的评价是通过一种根据德国标准 DIN4108 – 2 得出的方法

来实现的，特别适合世界各气候区。 

这种方法对建筑物外立面定义了 “无制冷能耗”的标准，描述了一种综合考虑

窗户面积、玻璃特性以及遮阳、防眩装置的外立面构造，将一年中超出某个特定

高温度的时间限定在较少小时数，但并未考虑增加室内的热负荷以及通过提高通风

次数来降低室温的可能性。 

在这里，评估的标准是假设超过 高室内温度界限值的小时数以及建筑物在其制

冷期所处的气候带（有关基本介绍请见 DIN 4108 – 2）。 

借助 TRNSYS 软件的动态气候模拟计算对典型参照房间进行模块计算，从而得

出有关的参数和参考值。该软件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太阳能实验室所研

发，可用于采暖 /制冷功率及气温计算。（其他关于 TRNSYS 的信息请参见

www.trnsys.com） 

该计算软件是一种模块化的模拟程序，充分考虑了那些在输入实际数据后可作为

计算基础的动态效应。在计算时，尤其要注意是否可通过自然方式来调节室内空气

温度，也就是说，在不使用采暖或制冷设施的情况下，仅利用室内外的热源来影响

室温。它是一项考虑节能和适应气候条件的建筑，为了建筑物热工技术发展的重要

评价标准。 

4.3 根据 LEC 评价建筑物 

评价分别针对 

o 采暖期 

o 制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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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果由以上两部分综合计算得到。 

这里须考虑采暖期和制冷期的实际持续时间，以避免发生以下情况，例如一幢建

筑物因其在制冷期的低标准而得到一个很差的综合结果，但实际上制冷期相对于采

暖期只有很短的时间，这样导致建筑物 后得到一个很低的并且事实上错误的 终

评价标准。 

表1: 星级评价体系 

 

 

 

 

 

 

 

 

 

 

 

 

  

不同星级代表了基础建筑物在能效方面的改进： 

 

  节能率达 50 % 

  节能率达 65 % 

 节能率达 80 % 

 节能率达 90 % 

 

符合欧洲建筑标准 

符合欧洲建筑标准 

符合GB/T 50378中所提高的要求 

符合GB 50189中的 低要求 

建筑物不符合任何标准 

说明 LEC –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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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一个完整的星级评价案例 

 
软件评价过程是交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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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能耗评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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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EC 安装 

购买 LEC 后您会收到一封确认邮件，请保存好这封邮件，便于以后咨询时可以

提供邮件中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邮件中会包含许可文件使用者的信息以及序列号，激活软件的时候

需要填写这些信息。填写时请注意书写方式，避免因 BBS 服务器无法识别而拒绝

激活请求。 

5.1 安装 

用户可通过运行>setup.exe<完成 LEC 软件的安装。 

整个安装程序按下列步骤进行: 

1. 确认许可条款 (见本手册第 9 章) 

用户在许可文件下使用本软件前，须将相应许可文件指定安装于一台机

器（物理硬件）上，那么本机就是一台“被许可机器”，一个硬盘分区被

看作是一台单独的机器。 

a. 您有权在被许可的机器上安装本软件 

b. 只有一位用户有权使用该软件 

2. 激活 

用户可通过激活将软件的使用分配在一台固定的机器上，在激活过程

中，安装程序会将软件和硬件信息传送至 BBS INTERNATIONAL 的服务

器上。这些信息包括软件版本、语言和产品序列号、计算机的 Internet 协

议地址、以及计算机硬件设置传输的信息。用户使用该软件即表示同意传

输上述信息 

软件会在计算机连上网络时自动与 BBS INTERNATIONAL 连接并请求

激活，因此会产生网络及电话费用。如果用户的电脑软硬件发生改变时，

可能须要重新激活，如果用户未激活软件，系统会自动提示用户进行激

活。 

所发送的软硬件设置信息都将为了以后的重新激活保存起来。但是数据

在传输之前将被加密，所以 BBS 无法读取这些数据。通过这种方式 BBS

将无法取得您所安装软件或者硬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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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完成后用户会收到一封邮件，里面有软件许可信息。首次运行软件用

户须输入许可文件路径，没有许可文件无法运行该软件。 

5.2 计算机配置要求 

计算机 低要求: 

 处理器: 600 MHz 

 内存: 512 MB 

 硬盘: 500MB （视气象数据的大小而定） 

 

下列操作系统之一: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mit SP2 

 Windows XP Home Edition mit SP2 

 Windows XP Media Center Edition 2002 mit SP2 

 Windows XP Media Center Edition 2004 mit SP2 

 Windows XP Media Center Edition 2005 

 Windows XP Tablet PC Edition mit SP2 

 Windows XP Starter Edition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Standard Edition 

 Windows Server 2003 Enterprise Edition 

 Windows Server 2003 Datacenter Edition 

 Windows Server 2003 Web Edition 

 Windows Server 2003 R2, Standard Edition 

 Windows Server 2003 R2, Enterprise Edition 

 Windows Server 2003 R2, Datacenter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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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软件总览 

6.1 LEC 计算/认证流程结构 

 

 

 

 

 

 

 

 

 

 

 

 

 

 

 

 

 

 

 

 

 

 

操作说明 

 

1. 项目输入 

• 以菜单形式完成项目相关数据的输入 

 

 

 

 

 

 

 

 

 

 

 

 

2. 计算 

• 计算过程中需要求出采暖期及制冷期建筑

物单位面积能耗值和能效评价 

 

 

 

 

 

3. 质量优化 

• 计算结束后，软件系统会进行建筑构件的

调整/优化，以使整个建筑物/建筑构件达

到预期的能效标准  

 

操作步骤 

 

1.  项目输入 

• 项目数据 

• 参照气候 

• 分区 

• 使用方式 

• 建筑设备 

• 储热能力 

• 建筑构件 

• 面积 

• U值 

• 朝向 

 

 

2. 计算 

 

 

 

 

 

 

 

3.  质量优化 

• 建筑分区 

• 建筑构件 

• 墙 

• 窗 

• 屋面 

• 平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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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算结果 

计算结果保存为结果文件， 

用作文档记录。 

 

 

 

 

 

5. 认证 

 BBS INSTITUT 德国 / 中国上海与德

国希尔德斯海姆应用科技大学、中国

合肥学院共同合作开发了此软件，并

作为第三方认证审核递交的资料和所

作计算。 

 认证的内容除包括资料的审核，还需

出具一份证书，用以确认对象建筑物

的计算正确性和所达到的能效标准。 

 作为补充审核完毕后将出具一份审核

报告，根据实际情况可能还会给出建

筑物的改进优化意见。 

  

4.    计算结果 

• 综合评价 

• 夏季 

• 冬季 

 

 

 

 

5. 认证 

• 递交建筑物资料 

• 资料审核 

• 输入审核 

• 结果审核 

• 出具证书 

• 发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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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LEC 使用介绍 

按下列步骤运行 LEC 软件  

 开始 

 所有程序 

 Low energy Certificate 

软件打开后会出现如下界面： 

 

图 5: 软件主界面结构 

6.2.1 工作区 

根据在菜单栏中选中的不同功能，在工作区中将会显示不同的输入界面和结果。 

6.2.2 菜单栏 

 

图 6: 菜单栏 

这里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o 项目 

其他说明请参见 5.3 

o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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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说明请参见 5.4 

o 评价 

开始    开始进行计算 

o 设置 

语言     选择语言 

默认路径    修改文件路径 

设计单位     添加操作者和 /或公司标

志  

o 提示信息   

帮助    针对本手册的帮助功能  

Low energy Certificate  链接到官方主页 

提示信息    关于 LEC 的重要信息 

6.2.3 工具栏 

工具栏从上到下显示了定义项目所需输入的信息，只有完成所有步骤才能

够进行后期的能效评价。 

 

 

图 7: 工具栏 

通过输入界面右下方的 >下一步< 和 >上一步< 按钮，用户可以转换到一步已经操

作的步骤和下一步将要操作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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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项目 

 

图 8: 打开项目的主窗口 

选中>项目<后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o 新建项目 

o 加载项目 

使用此项可以加载并编辑一个已经存在的项目。 

加载项目的名称、文件及其路径将在下方列出并以不同颜色显示。 

可以选择新建一个相关项目或者加载一个已经存在的项目。 

6.4 编辑 

用户可在此选项中编辑输入项目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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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步骤 1: 项目数据 

 

图 9: 项目信息输入界面 

开始输入项目信息。 

 左侧包含 LEC 许可的项目设计单位的信息，作为补充可输入操作者信

息。 

 右侧包含项目的基本信息，项目地址、方案设计者/建筑师以及项目的简

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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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步骤 2: 参照气候 

 

图 10: 参照气候选择界面 

在步骤 2 中要选择一个气候区。  

整个世界地图由不同颜色分区，不同颜色的区域代表了各个不同的气候区， 

选择>气候区-按钮<以确定气候区并以彩色标记于图上。 

中国的气候区的特殊性：气候区的划分建立在中国标准 GB 50189-2005 的基础

上，此外香港、澳门和台湾作为单独的气候区考虑。 

通过地图右侧的功能按钮可以将气候区放大、缩小、平移和恢复原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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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步骤 3: 建筑物数据 

 

图 11: 建筑物数据输入界面 

在步骤 3 中，用户可根据能效分析的要求或建筑物分区的用途对待评价建筑进行

分区。（例如，建筑物的居住或者办公区域） 

通过对各个建筑分区的定义，能效评价的准确性也就确定了。 

评价可以通过以下不同的方式进行。  

 单个房间 

 单个楼层  

 整个建筑物作为一个单位  

建筑物分区越详细，后期的能效评价也越准确。  

 点击窗口右侧的 >新建< 按钮即可定义一个新的建筑分区。 

输入名称之后，之前显示灰色的 >建筑分区< 被激活并且可以继续输入信息。 

用户必须描述各分区的以下特征： 

 使用方式 

 建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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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方式 

 几何形状 

6.4.3.1 使用方式 

使用方式的确定。用户需要定义待评价的区域是居住还是办公和商业用途。 

评价建筑物时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室内温度高于其极限温度的时间不允许超过

室内停留时间的 10%，民用建筑每天的使用时间是 24 小时，而办公建筑每天只有

10 小时。另外两种建筑的通风情况也有区别，办公建筑比民用建筑更需要频繁通

风，而民用建筑的通风间隔时间通常又比办公建筑要长。 

内部热负荷引起两者差异的另一个因素，例如技术设备和人群都可以看作是内部

热负荷。办公建筑的内部热负荷在特定时间段内比民用建筑也相应的要高。 

6.4.3.2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的信息对于后期的计算非常重要，这里需要区分的是，房间只是通过设

备采暖，或是既采暖又制冷，还是只制冷。 

6.4.3.3 建筑方式 

评价建筑物时两种建筑方式之间的区别在于，重型建筑比轻型建筑具有更高的热

存储量。热存储量是另外一个影响后期能效评价的特征量。 

 轻型建筑:  

采用吊顶、轻型隔墙、空心楼板的建筑物。  

其中包括六面内墙表面（墙壁、天花板、地板）中至少有四面通过饰面层

与承重构件分离开的房间。 

 重型建筑:  

建筑物为实心混凝土楼板、重质隔墙和实心地板，无饰面层的找平层（或

结合层），其中包括室内重质构件基本上没有饰面层的房间。承重建筑构

件如实心混凝土天花板、重质隔墙和实心楼板必须直接接触室内空气。 

6.4.3.4 几何形状 

几何形状的确定。  

• 待评价建筑分区的体积 [V]。 

• 使用面积 [An] 将由软件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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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添加< 按钮保存输入的信息并可在上方表格中读取。如果定义了多个分

区，那么彩色区域为当前激活的和可编辑分区。 

窗口右侧按钮功能如下： 

 编辑： 重新编辑彩色区域 

 复制：  复制彩色区域 

 删除：  删除彩色区域 

6.4.4 步骤 4: 建筑构件 

 

图 12: 建筑构件定义界面 

在步骤 4 中需要定义相关建筑分区的各个建筑构件。 

A: 实体建筑构件  

需要确定发生热传递的围护结构面积。发生热传递的围护结构面积是指有发生温

度变化的面积，这里特别包括：制冷或采暖建筑分区中与外界空气接触的、与土壤

接触的、与非控温建筑分区接触的建筑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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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可以从专门的建筑构件目录（如果目录存在，视 LEC 版本而定）中选择给

定的建筑构件。 

定义后的建筑构件会在主菜单窗口的 >建筑构件< 一栏中显示。 

B: 实体建筑构件的构件层 

对于发生热传递的围护结构须定义其构件层顺序，之后计算出建筑构件的传热系

数（显示在 >建筑构件层< 列表中）。 

C: 窗户 

用户可以在之前定义的建筑构件中添加窗户（显示在>窗户<列表中）  

窗口右侧按钮功能如下： 

 编辑：  重新编辑彩色区域 

 复制：  复制彩色区域 

 删除  删除彩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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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新建筑构件编辑界面 

6.4.4.1 定义建筑构件 

用户须对每个建筑构件的热工性能加以说明： 

 建筑构件类型  

输入发生热传递围护结构的类型和朝向 

例如，外墙、屋面或连接非采暖区域的构件 

 建筑构件面积 A [m²] 

总面积大小，如外墙面积，包括门窗面积。 

窗面积是以窗洞净尺寸来计算的。  

 传热系数 U 值[W/(m²K)] 或 k 值 

传热系数是表示一个建筑构件透热能力的特征量，传热系数越小的建筑构

件，其热工性能就越好。 

对于已有传热系数计算书的构件或者可提供相关传热数据的构件，可直接输 

入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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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软件中 U 值计算界面 

  另外，既定的建筑构件可以连同其所有建筑特性一起被选择。  

用户可点击 >数据库< 按钮进行此项操作。 

   还可以逐个定义建筑构件层，由软件计算其热工性能。 

用户可通过定义各个建筑构件层完成此项操作。 

须输入以下信息： 

 热流方向 

热流方向必须按照温度降低方向来确定  

室内： 

• 热流向上：  例如：楼板 

• 热流向下：   例如：底层地板 

• 热流水平方向：  例如：外墙 

室外： 

• 接触室外空气：  例如：外墙、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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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非采暖房间：  例如：内墙 

• 接触土壤：  例如：底层地板 

 相对于标准面的倾斜度 [°] 

这里需要注明建筑构件针对水平面的倾角。 

例如，平屋面的倾角 = 0° 外墙的倾角= 90° 

 按照方位角设置朝向 

这里可以按照建筑构件的朝向输入方位。 

 建筑构件平均建筑深度 [m] 

对于与地下土壤接触的建筑构件需另外输入平均建筑深度。 

这里，我们以一个实例来解释平均建筑深度：假如一幢建筑物地下部

分的深度为 6 m，这里指的是地面至建筑物底部的高度，这样平均建筑

深度为 3 m。 

 土壤类型 （视要求而定） 

选择土壤类型。 

 地下水温度 [°C] （视要求而定）  

对于与地下水接触的建筑构件需另外输入地下水温度。 

通常情况下系统将提供地下水温度，这个数值是从当地的年平均温度

中求得的。如果已通过测量获得地下水温度，也可以手动输入所测数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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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2 定义建筑构件中的窗户 

 

图 15: 窗户定义界面 

 点击 >添加< 按钮可以准确定义窗户。这里需将考虑以下因素： 

 窗面积 A 

窗面积包括了窗框和玻璃部分的面积。  

 传热系数 U [W/(m²K)] 

对于已有传热系数计算书的窗户或者可提供相关传热数据的窗户，可

直接输入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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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窗户 U 值确定界面 

  另外，既定的窗户可以连同其所有建筑特性一起被选择。  

用户可点击 >数据库< 按钮进行此项操作。 

   还可以逐个定义构件层，并计算窗户热工性能。 

用户可通过定义窗户各构件层完成此项操作。 

要求输入以下信息： 

o 玻璃种类  

选择既定的窗户玻璃 

o 窗框材料 

选择既定的窗框 

o 窗墙连接处的线性传热系数 

选择既定的材料 

考虑玻璃、隔栅和窗框的综合热工影响而得出 U 值 

o 单位窗户的玻璃面积 Ag [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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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玻璃面积 

o 单位窗户的平均玻璃总周长 lg [m]  

lg 是一个窗户内玻璃可见周长总和。如果玻璃两面的总周长

不同，那么取两者间较大值。 

o 平均窗框比 [%] 

如果数据与现有的窗户相符的话，可以采用一个独立计算值

或 15%的初始值。 

6.4.4.2.1 带有隔栅的窗户 

所谓的窗隔栅，是指连接单块玻璃的窄木条或金属条（格栅）。  

这里可以选择以下类型： 

o 玻璃表层的窗隔栅 

玻璃表层的窗隔栅是直接装在窗户上的，并未分隔窗户玻

璃。 

o 玻璃层间隔栅（单隔栅）  

玻璃层间的木条或金属条，分隔成 4 块玻璃。 

o 玻璃层间隔栅（多隔栅）  

玻璃层间的木条或金属条，分隔成 4 块玻璃以上。  

o 分割玻璃的窗隔栅  

完全分割玻璃的木条和金属条。 

点击 >确定< 按钮保存输入的信息。 

6.4.4.2.2 配有遮阳设备的窗户 

如果用户另外需要遮阳设备，在计算中也有考虑。 

点击 >添加< 按钮可以添加其他信息。 

遮阳设备必须安装牢固，普通的装饰窗帘不可作为遮阳设备。遮阳系数 Fc=1 表

示的是没有使用遮阳设备，而遮阳系数 Fc=0 表示的是完全遮阳。  

如果用户没有关于遮阳设备的详细信息，LEC 会提供一些既定的遮阳设备供选

择，这些设备的遮阳系数已经事先计算出来了。 

 



低能耗证书 

 

BBS INTERNATIONAL 德国 – 中国                                                                                 - 36 - 

 

图 17: 遮阳设备定义界面 

软件默认遮阳设备只用于夏季，因此在采暖期计算的时候没有考虑遮阳系数。 

下列既定遮阳设备可供选择：  

遮阳设备 

 内遮阳和玻璃层间遮阳 

• 低透光白色或反射表面 

• 低透光表面和浅色表面 

• 高透光表面和深色表面 

 外遮阳 

• 低透光材质的百叶窗  

• 高透光材质的百叶窗 

• 遮阳篷 

• 叶片, 卷帘式百叶窗, 遮阳窗板 

 用户自定义 

若用户可通过计算获得准确的遮阳系数，就可以在项目编辑中自定义

输入信息，用户自定义的变量也可用于确定遮阳设备是否按季节性采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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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 

• 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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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2.3 建筑物悬挑遮阳 

 

图 18: 悬挑定义界面 

例如遮阳蓬或悬挑屋顶都是悬挑的一种，根据几何形状来定义。 

从索引中可以选择悬挑定义遮阳状况，用户可以根据图示在表格中填入相应数据。 

6.4.4.2.4 建筑物翼墙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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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翼墙定义界面 

翼墙指的是砌体的伸出部分或位于建筑外部的实体薄板。 

从索引中可以选择翼墙定义遮阳状况，用户可以根据图示在表格中填入相应数据。 

 

7 计算/分析/结果报告 

使用本软件可以分别在采暖期和制冷期两种情况下，对几乎所有类型的建筑物和

建筑构件的能耗情况进行评价及优化。 

在考虑当地气候条件的情况下，以物理学知识为基础对建筑物进行评价，这里的

计算都是建立在热工平衡方程的基础上。 

7.1 建筑物计算 

计算结束后您可以在线得到一个建筑物的初步评价/星级显示（1 星 - 5 星）。 

这里的评价按照以下顺序进行  

• 整幢建筑物 

o 建筑分区 

 建筑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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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将结果保存在打印的结果报告中。 

7.2 建筑物能效质量分析 

LEC 可以对建筑物/建筑物围护结构热工性进行分析和优化，这样可以对单个建

筑构件的热工性能进行调整，并在软件内部将性能调整至用户期望的水平。软件在

此会给出建议，哪一个建筑构件是 需要优先改善的。 

为使优化成功，软件首先需要知道待评价建筑物需要达到怎样的能效水平。  

用户可通过下表预先评估建筑物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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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定义能效标准的星级评价 

 

 

 

 

 

 

 

 

 

 

 

 

 

7.3 分析/优化建筑物 

软件会根据所确定的星级标准给出优化意见，优化过程是以建筑物需要达到的理

论值为基础的，以便进行适当的优化，用户可以看到每个建筑分区所达到的质量标

准。  

这里按照以下顺序显示 

• 整幢建筑物 

o 建筑分区 

 建筑构件 

用户可以对各个建筑分区中与所定标准不符的所有建筑构件进行循环改动直至达

到 优化。 

这样就可以对每个建筑分区及其建筑构件甚至所需的相关建筑材料逐步进行优

化，以达到预期标准。  

在完成对建筑物和建筑物围护结构优化之后必须重新进行一次完整的计算。 

符合欧洲建筑标准 

符合欧洲建筑标准 

符合GB/T 50378中所提高的要求 

符合GB 50189中的 低要求 

建筑物不符合任何标准 

说明 LEC –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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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结果文本/LEC 评价报告 

在打印结果文本之前必须进行完整的计算，计算结果可以打印出来，并生成为

pdf 文件用于存档。LEC 的评价报告包含了所有必要的输入数据和能效评价的结

果，也会包含优化后的结果。 

这份评价报告向用户展示了建筑物的当前能耗状况，用户若想将建筑物的能效质

量提高到期望标准，还可以从这份结果中对所需工作进行估算。 

评价报告是根据定义项目时输入信息的步骤（项目描述、参照气候和建筑物基本信

息）以及相关的结果来分段的。 

下面对各项进行简单说明 

7.4.1 项目描述 

 项目数据，以及待分析对象的图片 

 项目简介 

 设计单位简介 

 综合结果及达到的星级 

借此人们可以看出所评价建筑物处于怎样的能效水平。 

 

图 20: 借助星级体系显示结果 

7.4.2 参照气候 

 气候区图表、气候区信息、采暖期和制冷期的每日信息 

 整年室外温度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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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整年温度图表 

 所选气候区的月平均室外空气温度 

 所选气候区水平面每月接收总辐射量 

7.4.3 建筑物基本信息 

 通过达到的星级来显示评价结果 

 关于基本信息说明的表格，包括使用方式、建筑方式、建筑分区的体

积和使用面积 

 关于所定义的建筑分区分别在采暖期和制冷期的评价以及整年综合评

价的表格 

表 4: 采暖期和制冷期评价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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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显示系统评价的结果： 

 

图 22: 能效评价实例 

7.4.4 建筑分区结果 

 建筑分区的定义及其星级评价 

 关于建筑构件信息（建筑物朝向、倾斜度、面积、U 值）及其能效评价

的表格 

 关于窗户信息的表格，包括面积、U 值、g 值 

表 5: 窗户信息 

 

7.4.5 建筑构件结果 

 各个建筑构件的定义及其星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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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建筑构件的说明，朝向、倾斜度、总面积和净面积，还包括冬季

和夏季的星级评价 

 建筑材料密度、导热系数和层厚的说明以及建筑构件传热系数的说明 

 

图 23: 预定义建筑构件的信息 

7.4.6 窗户技术参数 

 各个建筑构件的定义及其星级评价 

 相关建筑构件的说明（说明，朝向、倾斜度、总面积和净面积，冬季

和夏季的星级评价） 

 窗框的说明表格，包括窗户面积、玻璃的 g 值和 U 值、窗框的 U 值、

夏季遮阳和冬季遮阳 

表 6: 定义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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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筑物认证 

基于 LEC 的科研项目以及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应用科技大学和中国合肥学院，在

中国安徽省已建成了一个科技交流平台。这个平台的目的就是通过中国安徽省与欧

洲的紧密合作保证安徽省建筑行业关于质量安全的技术交流，这样就建立了一个可

以讨论业内问题、研究项目目标及可行性并提供实施建议的对话平台。此交流平台

在安徽省建设厅的赵良庆先生、合肥市副市长李红女士和合肥学院副院长蔡敬民博

士的支持下，并在德国下萨克森州州长克里斯蒂安·伍尔夫先生的陪同下于 2008

年 10 月 10 日建立。 

交流平台的成员有 

- 中国安徽合肥学院 

- 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应用科技大学 

- 德国 BBS 研究所 

- 中国安徽省建设厅 

- 合肥市建设委员会  

- 中国安徽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  

- 中国合肥市建筑质量安全监督站 

- 中国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 中国合肥生态发展区 

- 中国德中生态商务平台 

- 中国外墙外保温系统质量联盟 

作为交流平台的其中一项成果，针对建筑物评价的设计/控制工具已在开发计划

之内。这里 LEC 软件展示了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即在特定的气候条件下对世界

范围内建筑物的能效进行评价和比较。  

评价步骤如下： 

1. 用户利用 LEC 对建筑物进行分析计算和优化调整（见本手册第 4 章） 

2. 第三方专家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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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建筑物的第三方认证 

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建筑物质量都是通过第三方专家出具的评估/证书来证明，

专家审核处的任务是对所递交的计算书进行审核并检查计算过程的准确性。  

这个控制系统由 LEC 软件支持，申请者还可以通过第三方审核处对 LEC 软件生

成的计算书进行审核。 

对于您所在国家的审核处可查看本章结尾。 

LEC 认证体系联系了世界范围内的不同认证系统，并建立于纯物理学计算基础

之上。 

在对建筑围护结构的评价时应用了下列认证流程中的方法 

• 德国    EnEV 2009; 节能法规  

• 中国 GB 50176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 中国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规范  

• 中国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 美国    LEED 

因此，我们可以从能效的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建筑物进行比较和评价。 

8.1.1 审核流程 

进行审核需向审核处提交项目相关的资料信息，项目资料需书面并以数据光盘的

形式递交审核处。  

8.1.1.1 审核所需资料 

1. 审核申请 （请查看 www.lowenergycertificate.com/zh-hans/xiang-guan-

zhi-chi ） 

2. 建筑图纸 比例 1:100 

3. 待认证建筑物的 LEC 计算数据 

4. LEC 计算结果的完整文本 

5. 建筑物/建筑分区使用方式的描述  

6. 建筑物建造方式说明 

a. 建筑构件，单个建筑构件的面积计算 

b. 建筑材料，建筑技术数据 

这些信息基本符合 LEC 结果计算书中的建筑分区/建筑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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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审核/认证 的步骤  

在审核资料递交后，第三方审核处将如下操作: 

 

1. 核查建筑物资料信息  

如资料信息不完整或者审核尚缺少材料，审核处向申请者提出补交材

料的要求。 

2. 计算过程审核  

根据递交的建筑物资料信息和结果计算书，审核处将对计算过程的正

确性加以审核。如出现计算错误或偏差，审核处将告知申请者。 

3. 审核结果报告 

审核结果将以审核报告的形式出现。另外审核处将会在报告中给出意

见，并可能提出优化修改建议。 

4. 出具一份特别证书  

在评价结束后审核处将出具一份描述建筑物能效质量的证书，这份证

书也可以用来展示对象建筑物在能效质量方面所达到的级别。 

 

图 24: 审核后颁发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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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审核处 

8.2.1 欧洲/德国 

德国 BBS INSTITUT  

应用建筑物理研究所 

Am Forst 27 

D-38302 Wolfenbüttel 

Fon +49 5331 9717 0 

Fax +49 5331 9717 17 

lec-certification@BBS-INSTITUT.de  

www.bbs-institut.de 

8.2.2 亚洲/中国 

中国安徽省技术交流平台  

与 

中国 BBS INSTITUT  

应用建筑物理研究所 

和 

应用建筑物理和质量安全研究所 

中国安徽省合肥学院  

交予 

BBS INTERNATIONAL GmbH 

四行仓库 403 室 

光复路 1 号 

200070 上海市 

电话：+86 (0)21 6380 1160 

lec-certification@BBS-INSTITUT.de  

www.bbs-institut.de 

8.2.3 其他审核处  

请访问 www.lowenergycertificate.com/zh-hans/xiang-guan-zhi-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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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BS INTERNATIONAL-软件许可条款 

LEC – 建筑物围护结构能耗优化和认证软件 

• LEC 正式版本 

• LEC 试用版本 

• LEC 服务器版本 

本许可条款是 BBS INTERNATIONAL 与您之间达成的协议。 

请仔细阅读本条款的内容。本条款适用于上述软件，其中包括您用来接收该软件的媒体（若有）。本

条款也适用于 BBS INTERNATIONAL 为此软件提供的 

• 更新 

• 补充 

• 基于 Internet 的服务 

• 支持服务 

一旦使用该软件，则表明您接受这些条款。如果您不接受这些条款，请不要使用该软件。您可以将其

退还给零售商并获得退款或信用。如果您不能获得退款，请与 BBS INTERNATIONAL 或您所在国家/地

区的 BBS INTERNATIONAL 关联公司联系，请访问：www.lowenergycertificate.com/zh-hans/fen-zhi-

ji-gou  

如下所述，使用该软件还表示您同意在激活和验证期间传输某些计算机信息以获取基于 Internet 的服

务。 

此软件和所有已获许可的软件副本都是 BBS INTERNATIONAL 的知识产权。软件结构、机制和代码

都属于 BBS INTERNATIONAL 昂贵的商业机密。此软件受法律保护，特别受到联邦德国和其他国家著

作权法以及国际协议的保护。 

如果您遵守本许可条款，您将对所获得的每个许可具有下列权利： 

 

1. 概述 

a. 软件。即上述产品。 

b. 许可模式. 软件基于“每副本每设备”被授予许可。 

c. 其他许可条款。 

 

2. 安装和使用权利 

在根据许可使用该软件之前，必须将该许可分配给一台设备（物理硬件系统）。该设备为“许可设

备”。硬件分区或刀片被视为单独的设备。 

a. 您可以在一台许可设备上安装该软件的一个副本。 

b. 只能有一位用户使用该软件。 

 

3. 其他许可要求和/或使用权利 

图标、图像和声音 

在该软件运行时，您可以使用但不得共享其图标、图像、声音和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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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强制性激活 

a. 激活过程将该软件的使用与特定设备相关联。在激活过程中，该软件将软件与设备的相关信息发送

至 BBS INTERNATIONAL。其中，包括该软件的版本、语言和产品密钥，该设备的 Internet 协议

地址以及该设备的硬件配置的衍生信息。一旦使用该软件，则表明您同意传输上述信息。  

如果该设备已连接到 Internet，则该软件可能会自动连接到 BBS INTERNATIONAL 以进行激活。这

时可能会产生 Internet 和电话服务费。对您的计算机组件或软件做某些更改可能要求您重新激活该

软件。除非您激活软件，否则该软件会提醒您进行激活。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lowenergycertificate.com/zh-hans/xiang-guan-zhi-chi  

b. 关于附带时限软件版本使用的其他规定，例如演示版本。 

在进行激活之前，您有权使用在安装过程中安装的软件版本.如不进行激活，则在安装过程中指定的

时限之后，您使用该软件的权利将受到限制。这是为了防止未经许可使用该软件。 如不激活该

软件，则在该时限之后，您将不能继续使用软件。  

 

5. 验证 

a. 软件会不时地对自身进行验证。验证可以确认软件已 激活，并且已获得适当的许可。 

b. 在验证检查过程中，软件将向 BBS INTERNATIONAL 发送有关该软件和设备的信息。这些信息包

括软件的版本和产品密钥以及设备的 Internet 协议地址。BBS INTERNATIONAL 不会将这些信息用

于识别您的身份或与您联系。使用此软件，即表示您同意传输这些信息。 

c. 验证检查后，如果发现软件未获得适当的许可，那么该软件的功能可能会受到影响。 

例如，您可能： 

• 需要重新激活该软件，或 

• 被提醒获取具有适当许可的软件副本。 

或者，您可能无法： 

• 使用或继续使用该软件的某些功能，或 

• 从 BBS INTERNATIONAL 获得某些更新或升级。 

d. 您只能从 BBS INTERNATIONAL 或经授权的来源获得软件的更新或升级。有关从经授权的来源获

得更新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lowenergycertificate.com/zh-hans/xiang-guan-zhi-chi  

 

6. 基于 Internet 的服务 

BBS INTERNATIONAL随该软件提供Internet上的服务。BBS INTERNATIONAL有权随时更改或取消这

些服务。 

a. 同意使用基于 Internet 的服务。 

下面以及隐私声明中介绍的软件功能可通过 Internet 连接到 BBS INTERNATIONAL 或服务提供商的

计算机系统。某些情况下，连接建立时，您不会另外收到通知。您可以关闭这些功能，或者不使用

它们。使用这些功能，即表示您同意传输这些信息。BBS INTERNATIONAL 不会将这些信息用于识

别您的身份或与您联系。 

b. 计算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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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些功能使用 Internet 协议，向相应的系统发送计算机信息，例如您的 Internet 协议地址、操

作系统类型、浏览器及您使用的软件的名称和版本、安装软件的设备的语言代码等。BBS 

INTERNATIONAL 使用这些信息是为了向您提供基于 Internet 的服务。 

c. 使用信息。  

BBS INTERNATIONAL 可能使用计算机信息、错误报告和恶意软件报告来改进我们的软件和服务。 

d. 不恰当地使用 Internet 上的服务。 

您不得以任何可能损害这些服务或妨碍他人使用这些服务的方式来使用这些服务。您不得利用这些

服务，来试图以任何手段非法访问任何服务、数据、帐户或网络。 

 

7. 许可范围 

该软件只授予使用许可，而非出售。本协议只授予您某些使用该软件的权利。BBS INTERNATIONAL

保留所有其他权利。除非适用法律给予您更多权利（尽管有此项限制），否则您只能在本协议明示规 定

的范围内使用该软件。在按规定使用软件时，您必须遵守软件中的任何技术限制，这些限制只允许您以

特定的方式使用软件。 

您不可以 

• 绕过该软件中的任何技术限制； 

• 对“软件”进行反向工程、反编译或反汇编；尽管有此项限制，但如果适用法律明示

允许上述活动， 并仅在适用法律明示允许的范围内从事上述活动则不在此限； 

• 使用该软件的组件运行并非在该软件中运行的应用程序；  

• 制作软件副本； 

• 发布该软件以便他人复制； 

• 出租、租赁或出借该软件； 

• 使用该软件提供商业软件主机服务。 

 

8. 备份副本 

您可以制作该媒体的一个备份副本。您只可以用它来重新安装该软件。 

 

9. 文档 

任何对您的计算机或内部网络拥有有效访问权的人都可以为您的内部参考目的而复制和使用文档。 

  

10. 升级 

要使用升级软件，您必须首先为该软件获得具有升级资格的许可。在升级过程中，本协议代替所要升

级的软件的协议。在升级之后，您不得继续使用所升级的软件。 

 

11. 重新分配到另一台设备上 

a. 该 软 件 的 首 位 用 户 可 以 将 许 可 重 新 分 配 给 另 一 台 设 备 一 次 。 此 过 程 中 用 户 需 在

www.lowenergycertificate.com/zh-hans/xiang-guan-zhi-chi 中通过邮件申请一次重新激活并且解释原

因。 

BBS INTERNATIONAL 有权对此进行检验并可能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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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转让给第三方 

a. 该软件的首位用户可以将该软件以及本协议直接转 让给第三方，但只能进行一次转让。首位用户 

 从设备上单独转让该软件之前，必须将软件卸载。 首位用户不得保留任何副本。 

b. 转让必须通知 BBS INTERNATIONAL 并且得到许可。 

c. 其他要求.在根据规定进行任何形式的转让之前，该第三方必须同意本协议适用于该软件的转让 和

使用。转让必须包括许可证明。 

d. 此过程中第三方用户需在 www.lowenergycertificate.com/zh-hans/xiang-guan-zhi-chi 中通过邮件申

请一次重新激活。BBS INTERNATIONAL 有权对此进行检验。 

 

13. 第三方程序 

该软件包含第三方程序。这些程序附带的条款适用于您对这些程序的使用。 

 

14. 出口限制 

该软件受联邦德国、以及此软件出口国的出口法律和法规管辖。您必须遵守适用于该软件的所有国内

和国际出口法律和法规。这些法律包括对目的地、 终用户和 终用途的各种限制。  

 

15. 支持服务 

BBS INTERNATIONAL 在 www.lowenergycertificate.com/zh-hans/xiang-guan-zhi-chi 中为软件提供

支持服务。如果在未取得许可的情况下使用软件，您将无权获得支持服务。 

 

16. 完整协议 

本协议（包括下面的担保）、附加条款以及您使用的补充、更新、基于 Internet 的服务和支持服务的

有关条款，共同构成了该软件和支持服务的完整协议。 

 

17. 适用法律 

联邦德国、以及软件出口国现行有效法律。 

 

18. 法律效力 

本协议规定了某些合法权利。根据您所在州或国家/地区的法律规定，您可能享有其他权利。您还可能

享有与您的软件卖方相关的权利。如果您所在州或国家/地区的法律不允许本协议改变您所在州或国家/

地区法律赋予您的权利，则本协议将不改变您按照所在州或国家/地区的法律应享有的权利。 

 

19. 损害赔偿责任的限制和排除 

尽管软件研发制作过程非常仔细谨慎，但是难免还是会出现计算错误、程序运行错误、系统错误等。

您只能因直接损害从 BBS INTERNATIONAL 及其供应商处获得退款，且退款金额以您购买该软件时支

付的金额为上限。您不能因任何其他损害获得退款，包括后果性的、利润损失、 特殊、间接或附带的损

害。  

该限制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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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第三方 Internet 站点上或第三方程序中的软件、服务、内容（包括代码）相关的任

何情况，以及 

•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因违约、违反担保、保证或条件、严格责任、过失或其他

侵权行为引起的索赔。 

该限制也同样适用于 

• 针对软件的修理、更换或退款并未完全补偿您的损失，或 

• BBS INTERNATIONAL 知道或应该知道出现损害的可能性。 

某些国家不允许排除或限制附带的或后果性的损害赔偿责任，因此上述限制或排除条款可能对您不适

用。  

由于您所在州可能不允许排除或限制附带的、后果性的或其他损害赔偿责任，它们同样可能不适用于

您。 

 

20. 担保 

a. 假如用户未从 BBS INTERNATIONAL 直接购买软件（此情况下 BBS INTERNATIONAL 依然提供相

应的担保），BBS INTERNATIONAL 可以担保，从获得软件许可之日起 6个月的时间内，用户可以

体验在书面材料中所提及的软件基本功能。 

b. 如果软件与担保不符，BBS INTERNATIONAL 将决定 (a) 维修或者更换软件，或者 (b) 全额退款。 

c. 此担保不适用于由事故、不当使用或者错误操作引起的软件错误。所更换的每套软件都含有从初次

购买时计算出的剩余时间的担保，不足 3个月时间按 3个月算。 

d. 此软件是为了一般目的而研发并且供应的，并非针对用户的特殊目的。  

e. 用户必须清楚，没有软件是完全不含有错误的。  

f. BBS INTERNATIONAL 不对数据遗失付任何责任。用户须自己定期确定数据的安全。  

g. 用户必须清楚，此担保是 BBS INTERNATIONAL 对软件所做的唯一担保。  

9.1 其他许可条款 

以下的其他许可条款使用于 LEC、LEC 服务器、LEC 试用版本。 

LEC 试用版本 

远程存取技术 

您不可以使用远程支持技术或者其他相似技术从另一设备远程访问和使用许可设备上安装的该软件，

从而共享会话。“会话”指通过输入、输出和显示外围设备的任意组合，直接或间接地与该软件进行交

互的体验。 

使用虚拟技术 

您不可以使用虚拟（或称为仿真）硬件系统中的许可设备上安装的该软件。 

LEC 正式版本 

远程存取技术 

您可以使用远程支持技术或者其他相似技术从另一设备远程访问和使用许可设备上安装的该软件，从

而共享会话。“会话”指通过输入、输出和显示外围设备的任意组合，直接或间接地与该软件进行交互

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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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虚拟技术 

您不可以使用虚拟（或称为仿真）硬件系统中的许可设备上安装的该软件。 

 

LEC 服务器版本 

远程存取技术 

您可以使用远程支持技术或者其他相似技术从另一设备远程访问和使用许可设备上安装的该软件，从

而共享会话。“会话”指通过输入、输出和显示外围设备的任意组合，直接或间接地与该软件进行交互

的体验。 

使用虚拟技术 

您可以使用虚拟（或称为仿真）硬件系统中的许可设备上安装的该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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