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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供暖通风空调工程建设运行过程中,为实现节能减排的工作开展目标,则需要开展多方
面的工作举措,如运用可再生能源、优化热回收装置、优化空调运行模式、优化空调供水系统、优化通
风系统设计、过渡季节的节能设计、新型维护结构设计、系统的运行管理优化等。本文就建筑供暖通
风空调工程的节能减排措施进行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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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conditioning projects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various work measures, such as the use of renewable energy, optimization of heat recovery devices, optimization
of air-conditioning operation mode, optimization of air-conditioning Water supply system, optimized
ventilation system design, energy saving design in transition season, new maintenance structure design, system
operation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etc.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of building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projects.
[Key word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HVAC engineering;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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