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发展

Building Development

第 5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中图刊号）：860GL006

建筑给排水设计中节能减排设计分析
娄俊锋
中北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DOI:10.12238/bd.v5i4.3763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于建筑工程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虽
然建筑业的发展让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但是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建筑给排水工程是建筑工
程中的重要环节,近年来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建筑工程中的节能意识越来越强烈,这一节能环保理
念也运用到了建筑给排水工程设计中,但是在运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将着重分析建筑给
排水设计中节能减排设计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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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re
increasing day by day, and the demand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increasing.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gives the city a new look, it has also brought great pressur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Build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building engineering. In
recent years, people'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hanced, and the awarenes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s become stronger and stronger. This concep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also been applied to the design of build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analyzing the specific measures of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design in build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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