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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公共建筑能耗的比重上看,暖通空调系统是最大的组成部分,想要减少公共建筑能耗,就要做
好暖通空调系统的节能。一旦系统设计不合理,就会出现建筑面积与能量消耗失衡的现象,增加建筑能
耗。因此暖通空调系统的节能设计是建筑节能设计中的重要部分。本文对现阶段公共建筑暖通空调系
统设计所表现出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探讨系统设计时需要遵守的原则,结合某公共建筑的设计为例,提
出一些系统设计和运行的相关理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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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roportion of view of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public buildings, the HVAC system is
the largest component. To reduc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public buildings, we should do a good job in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of the HVAC system.Once the system design is not reasonable, there will be an imbalance
of building area and energy consumption, to increase 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Therefore, the energy saving
design of HVAC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uilding energy saving design.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problems shown in the HVAC system design of public buildings, discusses the principles to be observed in
system design, and proposes some theoretical suggestions on system design and operation combined with the
design of a public building and used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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