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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WELL 建筑标准® (WELL) 是基于性能的建筑标准，将设计和施工的最佳实践与健康和福祉的循证干预措施相结合。
要遵循 WELL，需提交要求的设计文档并成功执行特定的可测量标准。
WELL 建筑标准分成七大福祉类别“概念”，分别为：空气、水、营养、光线、健身、舒适性和精神。每个概念包
括多个特性，旨在解决住户健康、舒适性或知识的特定方面问题。每个特性分为若干部分，这些部分通常根据特定
建筑类型而定制。每个部分有一个或多个要求，用于指明必须满足的特定参数。
要满足某个特性，必须符合此特性的所有适用部分。某个部分的适用性由建筑工程项目空间类型和范围而确定。
WELL 简介和每个 WELL 试点标准中提供了相应表格，基于建筑工程项目类型和范围说明了每个特性和部分的适
用性。
WELL 中的要求包括基于性能的条件或规范性标准，前者允许建筑工程项目以灵活方式来满足可接受的量化阈值，
后者包括需要实施的特定技术、设计策略或规范。WELL 特性分类为“先决条件”或“优化”。先决条件是取得任
何级别的 WELL 认证所必需的。优化是必须达到一定百分比的其他特性，具体取决于申请的达成级别（表 1）。
表 1：认证和合规要求
标准版本

WELL 建筑标准 v1

达成级别

必须达成的优化

核心与外壳合规

所有适用的先决条件

每个概念一项优化

银级认证

所有适用的先决条件

无

金牌认证

所有适用的先决条件

适用优化的 40%

所有适用的先决条件

适用优化的 80%

银级认证

所有适用的先决条件

适用优化的 20%

金牌认证

所有适用的先决条件

适用优化的 40%

所有适用的先决条件

适用优化的 80%

铂金认证

WELL 试点标准

必须达成的先决条件

铂金认证

文档与性能
遵循 WELL 涉及两个流程，即文档审查与性能验证，完成这两个流程即表明成功取得基本达成结果：
每个特性通过文档和/或性能验证来达成。WELL 建筑标准中的附录 D 列出了每个特性的要求文档和/或性能验证方
法。建筑工程项目团队负责提交所有要求的文档，并需在 WELL 评审员开展性能验证期间提供帮助。

WELL 建筑标准®：WELL 认证指南手册：
版权所有 © 2015 by International WELL Building Institute, PBC。保留所有权利。

1

性能验证（以前称为 WELL 调试）需要进行场址考察，在此期间，WELL 评审员将完成目视评估以验证文档，并根
据 International WELL Building Institute™ (IWBI) 制定的取样规范，完成一系列测试（或监督预先确定的测试组织提
供性能测试），以评估空气和水的质量、影响噪音和光线水平的属性及其他环境参数。根据进行认证的建筑工程项
目的规模和类型，性能验证流程的场址内测试和评估可能需要数天时间。

WELL 时间表

WELL 评审员
分配到建筑
工程项目

收集建筑工程项目信息
并准备文档

提交文档以进行
文档审查

提供
技术/运营
支持

完成
文档审查

安排
性能验证

批准

执行场址内
性能验证

创建最终
WELL 报告

批准

建筑工程项目团队

在 WELL Online
注册建筑工程
项目

WELL 评审员

下图列出了成功达成 WELL 所需的步骤。

下面几页更详细地说明了每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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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运用途径
建筑工程项目的主要空间类型可确定建筑工程项目应使用 WELL 建筑标准 v1，还是使用针对不同空间类型的试点标
准之一。还可确定指定特性是否适用于建筑工程项目。
WELL 建筑标准 v1 适用于商业和机构办公区域，包括：
•

新的和现有建筑物（以前称为新建建筑和重大改造）

•

新的和现有室内设计（以前称为“租户改善”）

•

核心与外壳合规 WELL 试点标准

适用于：
•

零售店

•

多户住宅

•

教育

•

餐馆

•

商用厨房

考虑上述类型的范围时，停车库/场和物业场地不包括在面积计算中，也不需要经过性能验证。
WELLcertified.com 上提供了更多资源，用于帮助选择适于指定建筑工程项目的正确途径。

WELL 建筑标准 v1
新的和现有建筑物
在整个建筑中可以实施最多数量的 WELL 特性。此建筑工程项目类型适用于新的和现有建筑物，全方位关注建筑工
程项目设计和施工以及建筑运营的各个方面。它适用于办公建筑，其中总建筑面积至少有 90% 由建筑业主使用并由
相同管理人员运营（即建筑中最多有 10% 的面积由其他租户使用或由不同管理人员运营）。例如，一座大型办公建
筑可能将一楼租给零售店或餐馆；在这种情况下，这一非办公区域不符合 WELL 建筑标准的要求，也不能包括在面
积计算中。

新的和现有室内设计
此建筑工程项目类型针对于仅使用一部分建筑空间的办公建筑工程项目，或者使用未经过重大改造的整个现有建筑
的办公建筑工程项目。取得 WELL Core and Shell Compliant™ 的建筑可能已具备新的和现有室内设计认证中的一些
WELL 特性，因此更容易通过认证。没有事先取得 WELL 核心与外壳合规的建筑也可以通过 WELL 认证。

核心与外壳合规
WELL 核心与外壳合规适用于想要在整个基本建筑中实施基本特性以益于将来租户的办公建筑建筑工程项目。核心
与外壳类型关注建筑结构、窗户位置和玻璃、建筑比例以及供暖、散热和通风系统及基本水质。此类型还鼓励在场
址中考虑有关福祉的便利设施和可能性。要取得核心与外壳建筑工程项目资格，建筑工程项目面积中必须至少有
30% 专门用作商业或机构办公区域。无论建筑中的哪一部分将用于办公空间，建筑的所有部分必须遵循核心与外壳
合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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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项目若要取得 WELL Core and Shell Compliant™，需要符合所有先决条件，并且每个概念至少完成一项优
化。如果尚未在建筑的各个部分中建立核心与外壳建筑工程项目的内部环境质量与建筑政策，则 WELL 认证不适用
于此类建筑工程项目。核心与外壳合规不属于认证，它是一种经验证的途径，有助于简化对于新的和现有室内设计
WELL 认证的申请。WELL 核心与外壳合规将基于授予之日的建筑状况一次性确定。

WELL 试点标准
WELL 试点标准适用于不同的空间类型，并提供反馈机会以了解各个特性的可行性。试点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将新特
性整合到 WELL 的将来版本中。

主要空间类型和辅助空间类型
IWBI 使用空间类别，这定义为建筑中具有特定用途或功能的部分空间或全部空间。而类型用于概述建筑工程项目的
整个范围。空间与特定标准关联。
空间指定为主要空间或辅助空间。主要空间是指应用于整个建筑工程项目的空间，而辅助空间是指附属于主要空间
的空间。因此，一个建筑工程项目可以包括一个空间，这意味着它应用一个标准，也可以包括多个空间并应用多个
标准。例如，拥有自助餐馆的学校包括使用“教育设施”试点标准的主要空间和使用“商用厨房”试点标准的附属
辅助空间。
要通过试点计划取得 WELL 认证，整个建筑工程项目空间必须经过评估。每个建筑工程项目以主要空间标准作为基
础标准。如果整个建筑工程项目空间属于一个主要空间标准的范围，则只需要遵守此标准即可通过 WELL 认证。如
果此建筑工程项目范围中有某些空间符合另一现有试点辅助空间标准的定义，则建筑工程项目还必须遵循此辅助空
间标准的要求。这可确保建筑工程项目范围中可能需要单独考虑的任何不同空间只需要满足适于此空间的要求。
这些共同应用的要求仅适用于同一类标准：主要空间和辅助空间必须均对应试点标准，或者均对应正式（即非试点）
标准。例如，主要空间为商业和机构办公区域的建筑工程项目不需要遵循任何试点辅助空间标准。但是，如果主要
空间对应试点标准，并且有适用的辅助空间属于任何现有试点辅助空间标准的范围，则此建筑工程项目必须同时申
请试点主要空间标准和试点辅助空间标准。

零售店
零售店标准适用于消费者可在场址内选购商品并有员工帮助销售产品的场所。零售店试点标准适用于业主使用和租
户使用的建筑工程项目，以及独栋建筑中的建筑工程项目和整合到更大建筑结构中的建筑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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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户住宅
多户住宅标准专门应用于在单个建筑中至少有五个具有共用结构构件的居住单元的建筑工程项目。符合条件的建筑
工程项目包括出租公寓、出售公寓、排屋以及各个市场层次的其他住宅综合体，包括平价住宅、市场价住宅和豪华
住宅。

教育
教育设施标准适用于雇佣了专门的教学员工且学生处于各年龄段的建筑工程项目。课程可涵盖任意范围的主题，
因此，教育设施的特点是每天排满的课程和学生自行报名的不同班级。

餐馆
餐馆标准适用于顾客在场址内购买食品并就餐的场所，并包括室内或室外就坐空间。餐馆可包括有侍者为顾客服务
的餐馆或者自助式餐馆。餐馆试点标准不包括仅供应外带食品的餐馆，或以酒精饮料销售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餐馆。
此外，餐馆试点标准仅适用于就餐空间，不包括准备食品的厨房（请参见“商用厨房”）。

商用厨房
商用厨房标准适用于厨师为其他建筑使用者准备食品的场所。此标准不适用于办公区域小型厨房或家庭厨房。总之，
需要接受当地卫生检查的空间可以使用此试点标准。商用厨房标准始终与其他标准共同应用，例如餐馆标准或教育
设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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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WELL Online (projects.wellcertified.com) 是 WELL 的官方在线注册申请和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系统。要进行注册，需
提交有关建筑工程项目的基本信息，并指明主要建筑工程项目空间类型和建筑工程项目范围（如上一部分所述），
以此表明建筑工程项目途径。
一经注册，建筑工程项目必须在特定时间段内完成文档提交工作并安排性能验证：
•

使用 WELL 的建筑工程项目为注册之日起五年

•

使用 WELL 试点标准的建筑工程项目为注册之日起三年

如果建筑工程项目在此阶段内未安排场址考察，则其注册将过期。如果建筑工程项目团队预计难以满足此最后期限，
则必须在注册到期日期前至少一年向 IWBI 申请延期，并提交文档以说明为何需要延长时间。
建筑工程项目将根据建筑工程项目注册当日施行的 WELL 或 WELL 试点标准版本受到审查，除非建筑工程项目团队
选择按照后续发布版本继续。

建筑工程项目团队角色
团队成员在整个认证流程中具有不同职责（如下所述）。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员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员充当建筑工程项目经理，监督 WELL 流程。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员是建筑工程项目的主要联系人，
与 IWBI 之间的所有信函必须抄送给此人。此人还是文档审查和性能验证之后提供的全面 WELL 报告的接受者，
以及 WELL 建筑合规资质包的接受者。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员可以是 WELL Accredited Professional (WELL AP)、建筑业主或建筑工程项目团队的其他指定
代表。
此人负责在提交审查之前，确保所有建筑工程项目文档完整准确。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员最终负责所提交文档的整体
质量，并应在提交审查之前，对所有文档和表格完成全面的质量控制检查。

业主
业主负责授权建筑工程项目注册，并需验证用于表明建筑工程项目满足 WELL 特性的各种文档。
业主可以是物业所有人，或拥有物业的实体的委托负责代表。业主有权持有并控制与建筑工程项目相关的物业，
并授权做出与此物业相关的决策。
如果多个业主对物业拥有权利，为便于遵循 WELL，必须指定一名业主作为授权决策者。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工程
项目团队必须提交主要业主授权确认表，此表格将按要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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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签署人
某些 WELL 文档需经过对设计、施工或运营的相关方面进行监督的适当专业人员的验证。因此，建筑师、承包商和
机械、电气与管路 (MEP) 工程师需要提供与建筑工程项目相关的特定声明和/或计算结果。

WELL Accredited Professional (WELL AP)
WELL AP 计划将在 2015 年末推出，用于对特定的建筑行业专业人员进行认证，这些人员接受过 IWBI 就 WELL 概
念及应用框架方面的培训，精通这些框架在 WELL 建筑工程项目注册和认证方面的应用。WELL AP 能够帮助指导建
筑工程项目成功取得认证或合规资质。建筑工程项目并非必须使用 WELL AP，但在建筑工程项目团队中拥有 WELL
AP 成员有助于满足 WELL 各个方面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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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要求
WELL 的核心原则是性能验证和可衡量标准的达成，还要求建筑工程项目团队提供文档以证明已满足特定 WELL 特
性。这些文档要求总结如下。

所需文档类型
建筑工程项目团队负责提供的所有文档必须通过 WELL Online 提交。

1 .注释文档
注释文档是指带有标记以提供更多信息的现有建筑工程项目文档，这些信息用于表明是否已满足 WELL 特性及其组
成部分。注释文档的类型包括：
A. 设计图纸（带有标记或亮显的相关信息）
B. 运营计划（适当情况下带有时间日志模板）
C. 政策文档（例如员工手册）
D. 其他材料，包括陈述报告和收支报告。

2 .保证书
在设计、施工或运营期间负责监督特定 WELL 特性及其部分的实施情况的适当专业人员必须提交单独保证书。需要
以下持证专业人员提交保证书，以确认满足 WELL 特性的要求：
A. 建筑师
B. 承包商
C. 工程师

3 .一般文档
注释文档和保证书均与特定特性要求关联。下列文档与特定部分的验证无关，但需要在整个认证或合规流程中用作
一般文档。这些文档无需添加注释，但用于向 IWBI 和 WELL 评审员告知建筑工程项目详细信息。
所需一般文档包括：
A. 照明图纸
B. 机械图纸

文件提交、审查和批准
WELL Online 是 WELL 认证和合规的官方在线注册申请和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系统。此在线系统用于保存与 WELL 建
筑工程项目相关的所有文档，并提交信息以供 WELL 评审员审查。建筑工程项目必须成功完成文档审查阶段（在
WELL Online 中标记为“批准”），才能安排性能验证。

WELL 建筑标准®：WELL 认证指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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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准备好后，可上传至 WELL Online。上传所有文档后，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员应先进行全面的质量检查，再在
WELL Online 中提交文档以供审查。
文档提交后，WELL 评审员将进行第一轮文档审查。WELL 评审员将在 20-25 个工作日内回复初步审查结果，指明
要求的文档已满足的特性以及还需提供的资料。如果所有文档被认定为符合要求，则建筑工程项目团队可以继续后
续步骤。
如有任何提交的文档被认定为不准确或不符合要求，或者需要更多文档，则建筑工程项目团队将得到通知。在这种
情况下，建筑工程项目团队将有机会纠正现有文档或提交更多文档以供第二轮审查。WELL 评审员将在 20-25 个工
作日内回复第二轮审查结果。如果所有文档需要两轮以上审查才被认定为符合要求，则需缴纳额外费用。增加的每
轮审查也将在 20-25 个工作日内完成。
所有文档经过审查和批准后，建筑工程项目团队将通过 WELL Online 获得通知，届时，建筑工程项目团队可以安排
性能验证。文档审查期间获得批准的特性将在性能验证期间受到检查。

WELL 建筑标准®：WELL 认证指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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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验证
性能验证需要进行场址考察，在此期间，WELL 评审员将执行或监督测试和检查，以验证是否满足 WELL 特性的所
有适用要求。如果建筑工程项目规模或范围很大，一个 WELL 评审员无法在合理时间内在整个空间中对代表性样本
开展所有测试，则可由预先确定的测试组织提供性能测试服务并受 WELL 评审员监督。

安排性能验证
对于想要取得 WELL 认证的建筑工程项目，必须先满足特定条件，才能安排性能验证。这些条件根据建筑工程项目
类型有所不同，表 2 提供了具体说明。对于使用 WELL 试点标准的建筑工程项目，试点标准简介中列出了可能的其
他标准。
1. 建筑工程项目团队负责的所有文档必须通过文档审查流程，在 WELL Online 中提交、审查和批准。
2. 必须在空间使用证下发后的至少一个月以后。
3. 建筑工程项目入住率必须至少达到预计入住率的 50%。

表 2：安排性能验证所需的条件
途径
新的和现有建筑物

文档批准

使用证下发后的
一个月

入住率 50%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新的和现有室内设计
核心与外壳
零售店试点计划
教育设施试点计划
餐馆试点计划
商用厨房试点计划
多户住宅试点计划

场址内测量和检查
性能验证由 WELL 评审员执行或监督。根据建筑大小，WELL 评审员（适用情况下为测试组织）可能需要在场址工
作数天，通过检查和抽查来全面验证建筑工程项目的设计文档，并完成所有场址内性能测试以确认建筑工程项目遵
循 WELL 要求。
在性能验证期间，有权出入建筑各个区域的人员必须在场，以便 WELL 评审员在任何区域（包括机械及承租空间、
地面和屋顶）展开性能测试和检查。

WELL 建筑标准®：WELL 认证指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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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验证期间的测试和测量将基于建筑工程项目规模和类型，依据 IWBI 制定的取样规范来完成，收集的部分样本
将送至第三方实验室进行分析。WELL 评审员将根据 WELL 来评估所有适用环境参数，例如：
1. 空气质量（例如有机和无机气体、颗粒物）
2. 水质量（例如可溶性化学物质和固体悬浮物）
3. 光线属性（例如颜色质量、强度和光谱功率分布）
4. 热考虑因素（例如环境温度和辐射温度、气流速度以及湿度）
5. 声学元素（例如分贝水平和混响）
上述测量工作将在整个建筑工程项目空间内的各个随机取样点进行。通常，要获得整个场址的代表性样本，小型建
筑只需要两个取样区域，而大型建筑需要更多区域。建筑面积、楼层数量、空间使用类型、建筑布局和卫生器具数
量等可变因素将影响采样程度和所需时间。在核心与外壳建筑工程项目中，只有建筑管理人员负责管理的区域需进
行性能验证；承租空间无需进行测试。
在性能验证期间，任何 WELL 特性及其部分都需要由 WELL 评审员进行场址内验证，包括文档中已做说明的特性及
部分。为此，WELL 评审员将执行抽检，并在场址内确认建筑工程项目实际满足所提交文档中说明的特定特性。

WELL 建筑标准®：WELL 认证指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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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报告
WELL 报告将提供逐个特性评估，说明建筑工程项目申请的 WELL 特性的要求是否得到批准。全面的 WELL 报告将
在场址考察的 40-45 个工作日内，在 WELL Online 上提供。其中包括检查详细信息、分析结果和建筑工程项目团队
先前提交批准的文档状态。如果建筑工程项目有任何区域未满足 WELL 标准，则 WELL 报告将指明存在不足的区域。
WELL 报告发布后，建筑工程项目团队必须通过 WELL Online 接受其 WELL 报告，或者在 180 个日历日内开始治理
行动或提出申诉。如果 WELL 报告表明通过验证，则建筑工程项目将取得 WELL 报告中所述的适用认证级别或合规
资格。如果在 WELL 报告发布后的 180 个日历日内，建筑工程项目未在 WELL Online 上确认接受 WELL 报告，也
没有开始治理行动或提出申诉，则建筑工程项目将被视为已接受此 WELL 报告作为最终报告。

WELL 建筑标准®：WELL 认证指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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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和持续参与
认证资质
已满足 WELL 或 WELL 试点标准要求并接受 WELL 报告的建筑工程项目将收到 IWBI 提供的 WELL 建筑合规资质包。
WELL 建筑合规资质包提供官方资质函、WELL 认证牌匾或 WELL 合规资质（适于核心与外壳建筑工程项目）及其
他相关文档。IWBI 还将提供样本材料，以帮助建筑工程项目进一步成功取得 WELL 认证或 WELL 核心与外壳合规。
WELL 认证牌匾应清楚表明认证级别和认证年份，并应仅展示在 WELL 认证建筑工程项目场址。已获得 IWBI 试点
计划多户住宅发展认证的建筑工程项目必须展示牌匾，以表明建筑工程项目为多户住宅认证建筑工程项目。取得核
心与外壳合规的建筑工程项目必须展示含有“核心与外壳”字样的牌匾。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查看 IWBI 商标政
策和品牌推广指导原则。

持续参与
IWBI 将与成功建筑工程项目保持沟通，以进一步支持 WELL 达成。对建筑工程项目团队具有同样的特定要求，以便
建筑工程项目在再认证前保持 WELL 认证建筑工程项目的状态。特定特性可能需要建筑工程项目提供以下信息的持
续记录：
A. 入住后调查结果
B. 维护证明（例如清洁计划和过滤器更换的日志）
C. 持续环境参数测量值（例如空气和水质量）
这些特性通常需要在每年提交到 IWBI。要保持良好信誉，建筑工程项目必须在认证的 15 个月内提交这些文档，在
此之后每隔 12 个月提交一次文档。如果未在此时间段内提供这些文档，则再认证时需缴纳额外评估费用。如果再
认证前未提交任何持续记录，则除需缴纳评估费外，建筑工程项目将没有资格在下一认证期间申请这些特性。有关
这些文档所需内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WELL 和 WELL 试点标准中的相关特性。

WELL 建筑标准®：WELL 认证指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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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替代遵循途径
WELL 特性在建筑设计元素与住户健康、福祉和舒适性之间建立联系。WELL 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在所有建筑类型
和环境中可行的一系列通用的适用特性。不过，建筑环境在不同环境中以各种方式对健康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因素
多种多样且相互重叠，在实施当前版本的 WELL 期间，可能会发现实现健康施工与设计的途径。
WELL 认识到，通过建筑环境完全涵盖健康的各个方面极为复杂，并且满足列出的各项要求也并非易事，为此，
WELL 通过两个流程来激发创造性：
1. 替代遵循途径
2. 创新特性
批准的替代遵循途径和创新特性均通过 WELL Online 提交到 IWBI，并由 IWBI 自行决定批准。如果提议被拒绝，
建筑工程项目可以按照下述规范，对此决定提出申诉。

替代遵循途径
WELL 提供替代遵循途径流程，允许以创新性的替代解决方案来满足要求，但提议仍需符合要求的目的，并以科学、
医学和行业研究引证作为支持。建筑工程项目团队可以对 WELL 的任何要求提出替代方案，并将填写的替代遵循途
径表提交到 IWBI。
这些表格专用于提出能够满足现有 WELL 特性的替代方案。每个表格针对一项特性，每个建筑工程项目可提交的替
代遵循途径表的数量没有限制。
对替代遵循途径的申请属于私有信息，但摘要可以公开。如果替代遵循途径具有广泛应用，则应用中描述的策略可
以作为官方特性遵循途径，纳入 WELL 的将来版本之中。
建筑工程项目团队可以在注册前或注册后，提交替代遵循途径提议以获得预先批准。每个建筑工程项目可提交三张
替代遵循途径表（无额外费用）；如要继续提交替代遵循途径表，需缴纳费用。
要申请替代遵循途径表，请联系 technical@wellcertified.com。

创新特性
创新特性为建筑工程项目团队制定独特策略来打造健康环境铺平了道路。这些特性可以与任一 WELL 概念相关，但
将应用于精神概念以便于评分。创新特性必须是全新特性，并且不能提及 WELL 的现有特性。
创新特性必须以充足的理由作为支持，包括科学、医学和行业研究引证。请参阅 WELL 建筑标准中的特性 101 和
102 了解指导原则。对于特性 101 和 102，建筑工程项目可以分别提交一个创新提议。若要申请在提交文档审查之
前获得对于创新特性提议的意见，必须通过上述流程将创新提议作为替代遵循途径提交。

WELL 建筑标准®：WELL 认证指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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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特性附录和解释
提交到 IWBI 的提议将受到全面的科学和技术审查，重点评估科学有效性、可行性、安全性以及与现有标准或指导
原则的一致性。
将来建筑工程项目可以参阅 WELL 特性附录和解释，WELLCertified.com 将提供这些内容，并提供批准的替代遵循
途径和创新特性的列表。这些内容和列表将纳入 WELL 将来的迭代版本中。
可能会公开被拒绝的替代遵循途径和创新特性，但不会公开建筑工程项目识别信息。公开被拒绝的提议类型旨在帮
助将来建筑工程项目提交成功提议。

国际建筑工程项目和标准
对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地区注册的建筑工程项目，其当地法规和标准与 WELL 中列出的规则和标准有所不同，
这可能会带来一些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工程项目有两种选择：
1. 遵循 WELL 中引用的要求。
2. 请求 IWBI 在与建筑工程项目所在国家/地区密切相关的标准中使用等效要求以及等效性的证明。如果 IWBI
批准在指定国家/地区使用充分等效于 WELL 要求的新要求，则新要求将纳入 WELL 特性附录和解释，作为
适用于相关国家/地区中其他建筑工程项目的替代遵循途径使用。

WELL 建筑标准®：WELL 认证指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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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行动和申诉
WELL 报告将列出所有未通过的性能标准或其他要求。
如之前所述，在 WELL 报告发布后，建筑工程项目业主必须在 180 个日历日内接受 WELL 报告、开始治理行动或提
出申诉。如果建筑工程项目团队想要开展治理工作以解决未满足的标准和请求，进而安排后续性能验证，可以开始
治理行动。如果建筑工程项目团队想要质疑 WELL 报告的结果，可以提出申诉。
治理行动请求和申诉需缴纳固定的基本费用。根据相关 WELL 特性，以及是否需要重新测试性能以确认符合 WELL
要求，需缴纳额外费用。有关当前费用计划以及治理行动和申诉流程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WELLCertified.com。

治理行动
要获得存在未满足要求的任何特性的治理行动途径，必须在 WELL 报告发布后的 180 个日历日内，在 WELL Online
中提交治理行动计划。此计划必须由建筑工程项目业主签署，并列出对于未满足特性的解决步骤。
治理行动计划将由 WELL 评审员审查，并在 20-25 个工作日内提供结果。如果治理行动计划得到接受，则建筑工程
项目团队必须按照列出的步骤开展治理行动，并与其 WELL 评审员安排另一次性能验证。
根据在治理行动计划执行期间受到影响的特性，在后续性能验证中重新测试的特性会有所不同。例如，如果建筑工
程项目未满足水特性中有关微生物的要求，可以通过加入氯来解决此问题。但如果这样做，他们可能会超出另一水
特性中的氯限制。
后续性能验证完成后，更新的 WELL 报告将制定并提供给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员。新生成的 WELL 报告自动取代之前
发布的报告。
如果后续性能验证得出的 WELL 报告再次表明无法取得认证或合规，则可以再次开展治理行动并重复性能验证（需
额外缴纳费用）。

申诉
建筑工程项目团队可以（需缴纳费用）质疑 WELL 报告中的任何结果，为此，建筑工程项目团队需通过 WELL
Online，向 IWBI 提交由建筑工程项目业主签署的申诉函，从中说明具体异议并提供支持文档。每封申诉函针对一
个特性；对于质疑的每个特性，必须单独提交申诉函。所有申诉函必须在 WELL 报告发布之日的 180 个日历日内
提交。
申诉函必须解释申诉依据，并指明怀疑有误的理由。收到申诉函后，IWBI 将在 20-25 个工作日内回复申诉审查
报告。
与 WELL 报告一样，建筑工程项目可以接受申诉审查报告作为最终报告（通过 WELL Online 通知 IWBI），也可以
再次提交申诉函。对于每个特性，建筑工程项目仅限提交一次后续申诉函，并且必须在质疑的申诉审查报告发布之
日的 90 个日历日内提交。

WELL 建筑标准®：WELL 认证指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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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认证
WELL 认证（适用于新的和现有建筑物以及新的和现有室内设计）的有效期为三年。在此三年期间，对于需要更频
繁进行报告的部分特性，必须每年提交性能数据。
为保持当前认证有效，建筑工程项目必须在初次获得认证之日的三年内，在 WELL Online 上提交再认证申请。提交
再认证申请后，建筑工程项目原有认证的有效期限将延长六个月，在此期间，建筑工程项目必须圆满完成再认证流
程，以确定建筑继续遵循 WELL 标准。
如果建筑工程项目在原有三年认证期限到期前，未提交再认证申请，或者在收到初次认证的 42 个月内未成功获得
再认证，则建筑工程项目的 WELL 认证将过期。建筑工程项目的 WELL 认证过期后，建筑工程项目必须立即停止对
WELL 认证牌匾、商标和徽标的一切使用和展示，并且不得表明或暗示建筑工程项目拥有 WELL 认证。建筑工程项
目将从 IWBI 的认证建筑工程项目列表中去除。
再认证包括审查新验证的保证书以及为性能验证进行的全面场址考察。
如果未适当保持 WELL 特性，或环境质量降至 WELL 要求的阈值以下，则建筑的认证可能会受到影响。再认证期间，
建筑工程项目可以选择提交更多 WELL 特性来提高分数，并取得更高级别的认证。
对于初次认证后的首次再认证活动，建筑工程项目可以选择根据其取得初次认证时的 WELL 版本或任何后续发布版
本接受审查。对于所有后续再认证活动，建筑工程项目将根据认证到期前 12 个月时施行的评估体系版本接受审查。
如果建筑工程项目团队愿意，可以选择根据标准的最新版本进行再认证。
建筑工程项目可以在三年期限开始之前，提前开始再认证流程。有关接受 WELL 报告的所有规则和时间表照常适用。
性能验证的新结果和 WELL 报告取代先前认证的所有结果。
WELL 核心与外壳合规是一次性的评估，因此再认证不适用于 WELL 核心与外壳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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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项目信息使用
WELL 要求提交与每个建筑工程项目相关的广泛信息。收集的信息通常包括建筑工程项目和业主的识别信息、证明、
陈述、数据、计算结果、地图、图纸、规格及其他设计、施工和运营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包含私人或专有信息
以及有价值的知识产权信息（包括版权材料和/或商标）。提交这些信息，即表示每个建筑工程项目向 IWBI 及其附
属机构以及各自员工、代理、代表和分包商授予有限、非独占且不可撤销的许可，允许其根据评估需要，访问并查
看申请中提交的所有信息。
IWBI 还使用建筑工程项目数据为 WELL 建筑工程项目团队及其他人提供培训和资源、展示建筑工程项目策略并在全
球范围内推广 WELL。默认情况下，WELL 注册和认证建筑工程项目被视为“公开”建筑工程项目，因此，这些建
筑工程项目包括在 IWBI 的公开 WELL 建筑工程项目目录中。包括在此目录中后，公众和媒体成员可以查找特定建
筑工程项目列表和详细信息，包括：建筑工程项目名称、建筑工程项目地址、建筑工程项目类型、注册日期、业主
身份、业主组织类型、建筑工程项目团队信息、建筑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认证日期和取得的认证级别以及其他建
筑工程项目识别信息。除了向 IWBI 及其附属机构的员工、代理、代表和分包商提供的信息以外，未经许可，IWBI
及其附属机构不会分发或发布与任何建筑工程项目相关的任何已提交计划、图纸或示意图。
所有公开建筑工程项目也可从公开机会中获益：IWBI 可使用建筑工程项目数据制定案例研究以强调建筑工程项目的
特性、在网站上或向媒体介绍建筑工程项目，或者产生其他衍生成果。可用于文章、建筑工程项目概况或类似宣传
材料的信息可包括服务提供商、建筑工程项目团队成员、宣传照片或其他建筑工程项目照片、建筑工程项目认证策
略或团队成员的话语。
建筑工程项目若要选择退出 WELL 建筑工程项目目录和公开机会，可在注册时选择作为“私有建筑工程项目”。请
在 WELL Online 上参阅此方面的特定说明。私有建筑工程项目意味着建筑工程项目名称、街道地址和业主身份不会
显示在 WELL 建筑工程项目目录中。其他特定的非建筑工程项目识别信息可以公开，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工程项目所
在的城市和州以及建筑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取得 WELL 认证或 WELL 核心与外壳合规的所有私有建筑工程项目将
在资质（如果有）发布时收到转变为公开状态的提示。如果建筑工程项目希望保持私有状态，需在认证时再次确认
其私有状态。
只要建筑工程项目保持“私有建筑工程项目”选择，则建筑工程项目无法向公众宣传或说明其已申请认证或合规或
者已取得认证或合规，并且无法利用或展示与建筑工程项目相关的知识产权信息，包括 WELL 认证或合规商标。建
筑工程项目业主在接受最终资质前，可以使用 WELL Online 中的功能随时更改建筑工程项目的隐私设置。
WELL 计划的进一步制定取决于与 WELL 设计、施工和性能相关的信息的收集、分析与分发。IWBI 及其附属机构可
以在内部使用由公开建筑工程项目或私有建筑工程项目提交到 IWBI 的任何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工程项目性能
数据），并可将此信息以非识别性汇总表格的形式发布给第三方（包括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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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WELL Accredited Professional (WELL AP) – 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 WELL 流程知识的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
已成功完成 IWBI 的 WELL AP 考试，可以作为顾问受雇于建筑工程项目团队，指导建筑工程项目成功取得认证或合
规资质。
WELLCertified.com – International WELL Building Institute 的官方网站。WELLCertified.com 上提供有关 WELL
流程、联系表和费用计划的详细信息。
WELL Online (projects.wellcertified.com) – WELL 的官方在线注册申请和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系统。建筑工程项目
管理员必须在 WELL Online 上注册建筑工程项目，并可将对于特定特性的责任委派给其他建筑工程项目团队成员。
所有文档必须上传至 WELL Online 以接受审查和批准。
WELL 报告 – 建筑工程项目的全面报告，其中包括逐个特性总结，说明建筑工程项目团队是否已成功提供文档以验
证每个特性已得到满足，或者建筑工程项目是否已按照特定特性相关的可测量标准成功执行。WELL 报告通过
WELL Online 提供，以供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员查看。
WELL 评审员 – 开展场址内性能测试、检查和抽查以及进行文档审查的独立专业人员，负责评估建筑工程项目是否
符合 WELL 认证或 WELL 核心与外壳合规的资格。这些专业人员均经过培训，了解如何正确遵循测试规范以评估
WELL 性能标准。
WELL 特性附录和解释 – WELLCertified.com 上的动态文档，随批准的替代遵循途径和创新特性而更新。这用作想
要申请 WELL 认证或 WELL 合规的将来建筑工程项目的资源。此文档提供的一些替代遵循途径和创新特性可能会正
式纳入 WELL 的将来版本中。
部分 – WELL 中的 209 组要求之一。各个部分的适用性在每种类型之间有所不同，WELL 中每个概念开始时的图表
提供了总结。
创新特性 – WELL v1 中的特性 101 和 102，允许建筑工程项目团队提交有关特定概念下的新特性的创意。对于这些
特性的提议必须关注与概念相关的全新方面，并以健康和医学研究的充足文献作为支持。
申诉函 – 此文档列出建筑工程项目团队对于 WELL 报告中的任何结果的不同意见，或者对于有关替代遵循途径、治
理行动或创新特性的提议的任何决定的不同意见。申诉必须在 WELL 报告或申诉审查报告（如果适用）发布之日的
90 个日历日内提交到 IWBI。
特性 – WELL 建筑标准中具有特定健康目的的 102 个部分之一。特性分类为强制性的“先决条件”或提供更多灵活
性的“优化”。
替代遵循途径 – 满足任何 WELL 特性要求的目的的替代解决方案。建筑工程项目可以向 IWBI 提交替代遵循途径提
议以替换 WELL 中的任何要求。需缴纳费用。
性能验证（以前称为 WELL 调试）– WELL 评审员开展性能测试、目视检查和抽查的场址考察，还包括对从场址收
集的数据和样本的后续分析。
要求 – WELL 中 540 个特定行建筑工程项目之一，用于说明评估的条件、设计结果或规范。
治理行动计划 – 此文档列出建筑工程项目团队将用于满足 WELL 报告指出的任何未满足标准的策略。这些计划必须
在建筑工程项目收到 WELL 报告的 180 个日历日内提交到 IWBI，并且必须详细说明具体可行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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