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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城市 –优秀范例 

建筑 

可持续生活和绿色小区 
贝丁顿 (萨顿), 英国  

 贝丁顿零能源发展 (BedZED)  

BedZED (贝丁顿零能源发展) 是英国首个以及最大的碳中和生态小区，坐落在萨顿，位于伦敦西南 40 分钟路程的一个

居民城镇。这是英国第一个大规模，融合家庭，办公区域，大学和社区混合使用的基建设施。BedZED 的设计理念是追

求零化石能源发展，即生产的可再生能源至少与消耗的相同。只有从可再生资源生产的能源才被符合 BedZED 的需要; 

因此，碳中和发展直接的结果是没有产生额外的碳排放进入大气 [1] 。BedZED 的设计是为了最小化其生态影响，包括

施工和运行过程，并且帮助居民只消耗他们所能消耗的地球资源。这充分体现了创新性，零能源消耗和可持续的家庭模

式，建立在多元化的范围之上。这激励了未来城市可持续居民区和低碳家庭的发展方向 [2]。 
 

国家/ 城市简介 
 

启动背景 

欧盟各国必须加速他们的努力来达到欧盟规定的建筑能效指令，“接近零能源消耗” 的规定需求 (“所有新建的大楼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必须接近零能源消耗”) [6]。 

在一开始，设计团队定位在可持续城市化和可再生能源与大楼的设计结合在一起，通过整体的努力来达到城市环境挑战

的需求。设计方案经过了多年的讨论和想法的测试而得到。很多的讨论都是充分围绕可再生自然资源的讨论，达到材料

封闭回路的使用，现场资源自主，社会参与和迎合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7]. 

如今，BedZED 试图提供给其居住者一个完全碳中立的生活和工作新方式，使得这种新生活的选择非常有吸引力，经济

有效，时尚的摩登生活。他提供了很多解决如何可持续生活问题的方式以及复制这种方式的可行性。[7] 

 

 

 国家 城市 

人口 (2014) 64,510,376 [3]  人口 (2014) 195,625 [5] 

 

土地面积 (km²) 243,610 [3] 土地面积 (km2) 43.85 [5] 

 

人均 GDP (2014, 国际货币 $, 购买

力水平)  
 

39,136 [4] 人均 GDP / GDP 人均购买

力水平 
n/a  

 

地区                                                                    欧洲 地区                                                                     东南 
 

城市地理位置  位置  其位于伦敦西南边 

 它是伦敦最绿色的行政区之一，拥有 420 公顷绿色区域和 80 多个公园和开放空间 
 海拔很低 (约海平面以上 50 m) 

气候  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 9.6°C 
 降雨量少于英格兰(1971–2000)平均水平 838 mm, 并且每个月都比英格兰更干旱。 

S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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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BedZED 新建的 83 所混合使用家园，加上 3,000 m2 的生活/工作，办公空间，零售业和休闲使用，在南伦敦占用了城

市棕地。BedZED’s 家园的主体是通过使用多层玻璃的朝南空间获得太阳能。这些家庭都非常隔热但也都很通风，因为

在屋顶使用多彩的独特的风整流罩，带入新鲜的室外空气，通过热交换器将外部空气做预热处理[2]。 

一个燃气加热的公共热水供应装置通过地下迷你加热系统提供热水给整个建筑。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大型的热水容器以帮

助冬天时候的热水保温和储存需要。BedZED 的建筑使用混凝土砌块墙，地板和天花板砖中存储热量，帮助在日夜维持

一个舒适的温度，贯彻全年[2]。 

大面积的太阳能光伏板 (777 m2) 安装在屋顶和朝南的窗户上以提供 BedZED 电能。盈余的太阳能将输送给当地电网。另

外，107 kWp 的朝南光伏一体化 BedZED 外墙面足够提供给 40 辆电动车电能。充电站已经设置好，居民有需要的话可

以免费给他们的电动车充电[2]。 

建筑 BedZED，合作商尽可能的从最近的地方获得建筑用材料，并且最大化利用回收的材料。这有助于减少通过运输产

生的环境影响，同时也有助于帮助当地经济。超过一半重量(52%)的建筑材料来自于 35 英里的地方，远少于建筑行业所

需的平均距离。用在外墙上的砖块来自于仅仅 20 英里的地方。其他主要的外表面材料，比如木材包层，绿橡木，来自

邻近的 Croydon 和 Kent 的木材区。超过 3,400 吨的建筑材料，用于 BedZED 总量的 15% 来自于回收的产品。几乎所有

的建筑用钢材都是来自于二次使用，其中很多来自于布莱顿火车站的翻新工程。再生木材用于室内隔间和地板[2]。 

BedZED 的可再生能源最初由生物质混合热电(CHP)站提供，使用当地产生的木片生产热能，产生热水和电能。这个热电

站工作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但现在这个供应已经结束了，如果生物质 CHP 站持续工作，那么 BedZED 就可以如当初设计

的那样达到碳的零排放，居民平均的生态足迹是 4.32 全球公顷数 (飞机为 2.4) ，碳足迹是 8.9 吨。然而，目前 ‘平均’

的 BedZED 居民生态足迹是 4.67 全球公顷数，碳足迹是 9.9 吨 [8]。 

实施过程 

BedZED 由 Peabody Trust 开发，伦敦最大的房屋协会之一，同时与 Bill Dunster 建筑师 (ZedFactory), ARUP 和 

BioRegional Development Group, 环境咨询共同合作。设计上的进展是由 ARUP 和建筑师 Bill Dunster 通过多年的讨论

和想法测试而来。然后，BioRegional Development, 一个专门的慈善机构将可持续商业带入市场，实现项目潜力。他们

有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的担保资金做概念的市场推广，建址于贝丁顿潜力区，选择 Peabody Trust，一个创新性

的房屋协会机构做为开发商。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现金的细节设计展示了提议中项目的可持续潜力，以及在最后，被

萨顿镇理事会认为是很重要的价值[7]。 

所以，在 1999 年 2 月提交了规划建议，在七月批准了其纲要，1999 年 11 月得到了全部的批准。批准建设开始于 2000

年五月，分期执行到 2002 年 [7]。 

BedZED 开发的总花费为€ 17 00 万: 建设花费 (€ 14 00 万), 税 (€ 250 万) ，规划和审计为 (€ 50 万) [9]。 

 

 

 

 

 

 

Sourc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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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经验学习 

楼房是社会进步和繁荣的关键影响因素，也同样是自然资源的最大消耗者之一，并且产生污染和垃圾。零能源发展项目

是艰巨和具有挑战性的，但 BedZED，尽管事实上技术上还未被证实有效，但展示了达到目的的途径。BedZED 发展设计

满足了环境高水准，强调了屋顶花园，太阳光，太阳能，减少能源消耗，水资源循环和小区的绿色区域。 

BedZED 住户每年使用 2,579 kWh 的电能，比萨顿平均消耗量少了 45% 。但是，生物质 CHP 站没有投入使用，BedZED 

使用天然气进行供暖。平均下来，住户平均每年使用 3,526 kWh 的热能 (来自天然气) ，这比萨顿平均消耗量少了 81% 。

另外，居民每天仅使用 72 升水，高达 15 升的水来自于循环水和雨水。 

关于材料，BedZED 建造使用天然，循环或者回收的材料。特别是所有使用的木材都经过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和其他

同等的国际环境机构的认证。 

另外一个来自项目的宝贵经验是，项目的关键不单单是楼房本身，还有如何设计小区帮助居民生活在一个可持续的方式

中。在这方面，BedZED 代表了主流的可持续生活方式重要的第一步，也代表了发展绿色建筑，创造低碳城市的可行性。 

 

 

业绩数据 (2007) [8] 

平均电消耗量 

 3.4 kWh/ 人/ 天 
 2,579 kWh/ 住宅/ 年 
 34.4 kWh/ m2/ 年 

来自电能的 CO2  
 1.4 kg CO2/ 人/ 天 
 1,079 kg CO2/ 住宅/ 年 
 14.4 kg CO2/ m2/ 年 

平均热能和热水消耗量  5.2 kWh/ 人/ 天 
 3,525.8 kWh/ 住宅/ 年 
 48.0 kWh/ m2/ 年 

来自热能和热水的 CO2  

 

 1.4 kg CO2/ 人/ 天 
 1,079 kg CO2/ 住宅/ 年 
 14.4 kg CO2/ m2/ 年 
 

通过 CHP 运行, 这相当于: 

 0.1 kg CO2/ 人/ 天 
 88.2 kg CO2/ 住宅/ 年 

 1.2 kg CO2/ m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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