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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现阶段我国坚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进行经济建设。大
型建筑中的暖通空调是耗能最大的部分,为了节省建筑能耗,需要在暖通空调系统设计中引入绿色理念,
同时可以避免能源的浪费,实现最大化的利用。本文主要分析绿色理念应用在建筑暖通空调系统节能设
计中的一些建议,为建筑工程中的暖通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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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Green Concept in the Energy-saving Design of Building HVA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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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 economy development, China adheres to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this stage. HVAC in large buildings is the
most energy consumption part. In order to save 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 we need to introduce a green
concept in the HVAC system design, we can avoid the waste of energy and achieve maximum uti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reen concept in the
energy-saving design of the building HVAC system,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HVAC design in the
building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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