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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如今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之下,人们对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度越
来越高,尤其是在当前能源短缺的背景之下,建筑暖通空调大能耗问题逐渐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对此,
本文首先对暖通空调的节能意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其次,对建筑工程暖通系统节能减排设计的基本原
则进行了说明；最后,又详细阐述了节能系统的应用技术优化措施,以此来为有关工作从业人员提供参考
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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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technology optimization measures of building HVAC energy-saving system
Kecen Zhou Qinqin Yu
Sinopharm Chongqing Pharmaceutical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oday's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people ar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sues,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energy shortage, building HVAC can The consumption problem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firstly describes the
energy-saving significance of HVAC in detail; secondl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reduction design of HVAC systems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explained; finally, the application
technology optimization measures of energy-saving systems are elaborated ,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relevant working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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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性要求,也能满足人们对于舒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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