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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也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我国正面临着资源日益稀缺的严峻形势。
因此,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节能。在智能建筑中,我们也应该致力于节能技术的研究,以减
少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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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has also caused a lot of waste of resources. China
is facing a severe situation of increasingly scarce resources. Therefore, China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energy conser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telligent buildings, we should also devote
ourselves to the research of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to reduce the waste of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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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有效解决了施工系统的标准化,保
持了施工系统良好的互操作性,实现了

5 结束语
在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号召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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