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探析高层建筑暖通设计中的常见问题
张丽群
四川红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DOI:10.12238/btr.v4i2.3637
[摘 要] 随着高层建筑数量的逐渐增加,人们对其环境舒适性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逐步提高暖
通设计的水平。暖通是指采暖、通风、空气调节这三个方面,而供暖是指使室内保持室温的状态,通风为
了使室内空气可以自由流动,从而保证有清新的空气。空调的调节和清洁度相关,清洁度指的是保证室内
的温度、湿度以及空气流量的环境正常。高层建筑的暖通设计在过程中难免会带来经济以及技术的挑
战,从而影响高层中暖通设备的正常水平与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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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roblems in HVAC Design of High-rise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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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high-rise buildings, people hav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environmental comfort, so it is necessary to gradually improve the level of HVAC design. HVAC refers to the
three aspects of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while heating refers to keeping the room temperature.
Ventilation is to make the indoor air flow freely, so as to ensure fresh air. And the regulation of air conditioning
is related to cleanliness, which means to ensure the normal environment of indoor temperature, humidity and air
flow. The HVAC design of high-rise buildings will inevitably bring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which will affect the normal level and quality assurance of HVAC equipment in high-rise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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