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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暖通空调作为调节人们生活空间、改善生活环境的必备设施,随着经济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也在
逐步进行优化。其产品的种类与功能也更加丰富,不仅拥有传统的加热、通风功能,还对空气湿度、污染
净化等方面也有所提升。然而,在现阶段的暖通空调设计中,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为了
解决这一难题,就需要对其设计进行优化。本文主要通过阐述暖通空调设计中现存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优
化方案,并且提出了未来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方向。为促进暖通空调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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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VAC,as a necessary facility for adjusting people's living space and improving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s gradually being optimized along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ts
product types and functions are also richer, not only with traditional heating and ventilation functions, but also
improving air humidity and pollution purification. However, in the current HVAC design, problems such as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its design. This article mainly elaborates on some existing problems in
HVAC design and their optimization schemes, and propos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networking
and intelligence.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VAC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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