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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综合实力不断提高的同时也促进着城镇化率的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人们对居住环境的标
准也逐年提高,农村人口想要享受城市的便捷,破旧小区也急需翻新改造,这些原因都使得我国建筑工程
数量逐年攀升。现代建筑工程建设具有工程量庞大、投资金额巨大涉及人员众多的特性。如果背离绿
色发展理念盲目开展建筑项目,不仅会给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困扰,对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
源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浪费。所以在建筑工程实施之前应该基于可持续发展观念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
规划设计,在施工过程中要注重节能新技术的推广运行,并落实相关部门的监管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让
建筑工程的建设更加环保科学,让各种资源真正发挥出作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基
于此,本文就建筑节能现状及建筑节能新技术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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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my country'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lso promotes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the rate of urba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people's standards for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re also
improving year by year. The rural population wants to enjoy the convenience of the city, and the dilapidated
community is in urgent need of renovation. All these reasons make the number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my
country increase year by year.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huge amount of work, a huge
investment amount and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involved. I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is carried out blindly
devia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it will not only cause certain troubles to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the masses, but also cause a certain degree of waste to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social resources of the
country. Therefore, before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is implemented,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lanning and
design should be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romotion and operation of new energy-sav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supervision role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be implemented.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be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scientific, so that various resources can really play
their role, and meet the growing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uilding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the new technology of building energy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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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颁布了一系列节能标准、法规,而伴随着生态、能源、电子等技

人类对能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而中国正面临着能源短

术的发展,一些节能新材料、新技术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并且正

缺的危机,其中,建筑作为耗能大户,需要采取相应的建筑节能

在建筑中得到广泛应用。

措施。现阶段我国建筑节能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制定并

1 建筑节能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意义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9

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5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便已倡导节能建筑、节能建

能源消耗。

设。当时主要以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建设水平为目的,出台一系

3 建筑节能新技术分析

列法规,但受时代限制与后续发展速度影响,此类规章制度已不

3.1太阳能墙节能系统技术

能切实地针对现阶段中的建筑工程,部分建设单位更忽略此类

太阳能墙节能系统技术能够将被太阳加入的空气输送到室

标准,使得此类规章制度无法得到较为良好的贯彻。近年来,随

内,从而实现室内供暖和新风输送的作用,并且太阳能墙加热系

我国经济水平提升,民众各项指标提升,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

统的加热效果要远高于传统的太阳能集热器。从技术的原理上

要求亦随之增长,现阶段民众对于建筑的要求已不局限于质量、

来看,太阳能墙节能系统原则是通过被动式的太阳能加热来实

使用体验,更关心建筑的能耗水平。为满足此类需求,我国建筑

现采暖,主要包括集热和气流输送这两大部分。集热系统中包括

工程的具体建设过程中已出现多类节能技术,且经实践证明此

垂直墙板、遮雨板、支撑架,气流输送系统包括风机、管道。太

类技术切实有效,具备节能性质。建筑设计的发展,直接关系到

阳能墙节能板材设置于建筑外墙,与建筑内通风系统的管道相

地方社会的综合建设水平,同时在居民的生产、生活方面,也会

连接,以管道中的风机来进行空气的抽取。室内时室外空气进入

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建筑节能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意义,主

空腔,在流动中获取太阳辐射热,实现热压的作用上升,在进入

要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筑节能的应用,能够有效降

建筑物的通风系统之后,通过管道分配将热风输送到各个空间。

低资源损耗。传统的建筑设计,并不符合未来发展趋势,同时造

一般板材底部不密封,确保了太阳能墙体内的空腔干燥,同时起

成的疏漏和挑战较多,在未来的工作实践上,无法按照规范的标

到排水作用。晚间,墙体向外进行热量的分散,然后被空腔内的

准来完成各方面的工作安排,很容易陷入较大的困境当中,产生

空气所吸收,经过风扇机的运转将其输送到室内,这样即保证了

的持续性损失较为严重。所以,建筑节能的良好实施,可以推动

供暖的需求又补充了有效的热量,实现冬季的保温效果。夏天的

建筑设计向前发展,由此能够创造较高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时候,只要将风扇机运转停止,就能够避免室外热空气从太阳墙

第二,建筑节能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能够对各类绿色资源更好

板底部进入,从而实现排气装置的良好运转。此外,太阳能节能

的开发,对于环境污染良好的降低,促使建筑设计的可靠性、可

技术在应用中还包括：(1)太阳能楼梯灯；(2)太阳能路灯；(3)

行性大幅度的提升,减少了矛盾、冲突现象。

太阳能草地灯；(4)太阳能制冷等等。

2 建筑节能技术发展现状

3.2围护结构节能技术

2.1建筑应用规模不断扩大,绿色建筑成发展趋势

围护结构外表面所受到的太阳辐射和日晒数都比较高,一

中国政府的大力引导下,在实际的施工建设中,建筑节能技

般围护结构的水平面比较大,按东西进行递减,在进行建筑节能

术逐渐广泛应用在新型建筑施工中,并达到比较良好的应用效

设计的时候,就需要针对围护结构的表现进行设置。在我国的住

果,在2008年,中国实施绿色建筑评价制度,在2008年到2018年

宅建筑设计中,一般很少用维护结构来进行室内空间体积的扩

期间,中国绿色建筑的项目总数已经超过13000个,建筑面积累

展,外墙表面积越少越能够有效的实现建筑节能的效果。在设计

计30亿平方米,并且在目前的新建民用建筑中,绿色节能建筑的

的时候通过将围护结构面积进行缩短,来减少不必要的墙体面

占比在50%以上。目前,关于建筑绿色发展的趋势已经基本确定,

积,进而实现热损失的降低。在我国的围护结构节能技术设计的

并且建筑节能技术和绿色建筑是紧密相关的,如果绿色建筑的

时候,通常会利用穿堂风来进行空气对流的建设,以创造和构建

发展成为一大趋势,那么未来建筑节能技术在建筑市场中的应

有效地室内环境,并实现室内舒适效果的营造。一般情况下,小

用前景也是非常不错的,并且建筑应用规模会不断拓展。

建筑群或住宅式建筑群往往对室内的舒适度和使用性能要求

2.2政策框架基本确定,政策引导成建筑节能技术发展推动力

比较高,对不同房间的热环境需求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在

在十九大会议中,再次强调了绿色战略为导向,实现中国社

设计的时候,需要采用目前的热环境分析技术来对热环境进

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中国建筑行业是中国绿色发展战略的重要

行分区。以住宅为例,热环境要求低的厨房、厕所往往设置于

开展渠道,因为建筑行业的发展与中国每一个公民的生活生产

北向,热环境要求高的居室、客厅往往布局南向,以确保其太阳

是离不开的,根据中国相关部门公布的规定,目前对于绿色建筑

能的充分利用。

的基本发展政策框架形成。

3.3节能窗技术

2.3中国式城镇化发展耗能大,全面节能势在必行
中国人口密集,生产生活对建筑物的需求总量大,并且根据

通常情况下,在建筑中外窗的能耗占比建筑采暖和空调能
耗的近一半。外窗能耗性指标包括了窗的传热系数、遮阳系数、

调研机构对中国建筑节能行业的调研分析,中国建筑能耗能达

空气渗透性。提高窗户节能的技术主要包括：阻断窗框热桥、

到全社会能源总消耗量的45%,这个比例可以这样理解,以最常

窗户密闭性提高、玻璃层数增加、隔热玻璃选择。在节能窗技

见的写字楼电梯运行为例,一部三驱动电梯,每天运行要用的电

术的应用过程中,需要重点对建筑玻璃的热工性能及建筑节能

费为240元,以某市为例,一年在电梯费用上就要支付4.5亿元。换

的气候区域进行研究,结合热工学性能和气候区域设置情况选

言之,中国建筑市场耗能巨大,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的巨大经济负

择适当的节能窗技术,能够有效的提高建筑节能的水平,并保障

担,因此推进,中国建筑节能技术的发展,能有效降低中国社会

节能窗技术的作用显现程度。以现如今我国除窗口增加及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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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阳和密封设置外,对节能窗的推行力度比较高,并且在近年来

余热回收。第二种为辐射型采暖空调末端节能技术,这种技术包

的建筑节能技术应用中,节能窗的使用已然成为了衡量建筑工

括天花板辐射采暖方式、地板辐射采暖方式以及垂直辐射采暖

程项目节能状态的重要指标。

方式这几种类型,使用中能够显著优化热泵装置的作用效率。这

根据我国的南北方气候条件和建筑结构的不同,我们可以

种处理技术能够直接使用低温废热或者地下水等冷热源,便捷

将节能窗的使用进行区分研究。于北方而言,采暖建筑对传热系

实用。第三种为空调采暖节能处理技术,当前城市中使用的采暖

数和气密性的要求比较高,并且要求窗体能够尽可能的减少热

方式通常为区域供暖方式或者以及集中供暖方式,这种方式能

量散失和冷风深入。而南方则比较重视节能窗的遮阳效果,对节

够提升供热效率。通过在供热系统的管网当中设置平衡阀装置

能窗有效阻挡太阳辐射的水平要求较高。

能够实现系统中的水力平衡,实现能源节约这一控制目标。

3.4屋顶节能技术

3.6建筑废弃物再生利用

我国传统的建筑群采用的是平屋顶的形式,这种建筑屋顶

建筑施工中会产生大量废弃材料,例如破损的砖块,瓷砖以

形式在我国已经有数十个年头。在使用过程中,平屋顶存在的问

及混凝土碎块等等,建筑单位可以将其收集起来集中进行粉碎

题比较多,漏雨、隔热保养性能差、能源浪费研究等问题比较严

过筛处理,制作成不同级配类型的粗细骨料,再次应用在建筑工

重,使得顶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尽管我国为

程施工中,也可结合不同配比的混凝土制作成不同强度的墙砖

改善平屋顶会设置加厚保温隔热层或者架空屋面及做好多孔保

材料,用于各种建设途径,经济环保且实用。

温材料设置等方法来进行整改,但是效果还是不够明显。近年,

4 结语

德国学者所研究的挤塑聚苯乙烯板倒置屋面保温层实现了平屋

建筑节能在建筑工程建设过程中属于一项具有较强综合性

顶建筑隔热保温问题的有效解决。这种保温板采用的是连续表

的工作,其中所涉及的内容相较于其他建筑工作环节来说更为

层及闭孔蜂窝状结构,以组织均匀、连接紧密、隔湿性强、强度

复杂,因此对于建筑节能工作还需要进行不断地研究和发展,才

高、耐气候性优越等特点受到了国内平屋顶节能建设的一致好

能够真正使我国建筑节能技术与国际水平相比肩,满足在新时

评。通过在防水层上方进行挤塑聚苯乙烯板的运用,很大程度上

代下的我国建筑行业发展要求。同时我国的建筑技术人员也应

实现了屋顶保温和隔热的性能,及时再强的太阳能辐射也不会

该积极学习各项先进的建筑知识,完善自身的薄弱环节,提高自

对防水层产生较大的影响,避免了防水层受太阳辐射老化问题,

身综合素质,在建筑过程中通过实际操作来对自身的建筑节能

同时也解决了顶楼居民的生态环境问题。除了挤塑聚苯乙烯板

技术和观念进行优化。

以外,可以采用水泥砂浆或者薄层混凝土复合板的形式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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