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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is sta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ou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also made great progres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sources and energy, part of the resources cannot be effectively used, leading to the waste of resources.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rojects are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supply and sewage discharge technology, the energy consumption is very large, and the waste of water
resources is also very large. Reasonably curb sewage engineering energy consumption and reduce drainage should be studied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the countermeasure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build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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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给排水工程中节能减排策略的应用剖析
晁美英
菏泽德合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山东 菏泽 274000

摘

要

在这个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科学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工程施工时的资源和能源量很多，一部分资源不能有
效利用，导致资源的浪费。在现在的开发状况下，节能减排工程是建设业的开发目标。供水排污技术建设中能耗很大，水
资源的浪费也很大。合理遏制污水工程能耗、降低排水是建筑业应研究的课题。同时还讨论了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中节能
减排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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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近年来建筑产业的活跃发展，越来越严重的能源

管、蓄水系统、高位水箱、高位水箱，如图 1 所示 [2]。

3 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中的能耗问题

消耗已成为限制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课题。在这

当前中国水资源严重短缺，水环境污染严重，不仅危

种情况下，设计并制作了低碳的概念。也有效反映了节能减

害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而且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排战略在供水排水事业建设中的应用 [1]。关于建筑用水排水

的重要因素。其中，一直在增加的城市用水量是建筑业 [3]。

中节能减排战略的适用，讨论了在建筑用水排水工程的构筑

3.1 供水系统供应问题

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2 建筑给排水工程系统的构成
在整个建设项目中，供水系统是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在建筑供水排水工程中，供水系统能够达到预期的节能
效果，科学合理供水非常重要，尤其是供水系统主要是排水

供水系统主要指热水供应。随着热水器的普及，对全
民的热水供应全天都已经实现，特别是在冬天，热水需求急
剧增加。但是，热水配管网缺乏科学设计，容易导致水管系
统的质量问题以及水箱与热水器的距离，从而使管道的绝缘
性能差 [4]。冷水一打开阀门，热水就立刻流出，这样预先标
记的冷水就溢出了。在居民生活中，热水供应是一种巨大的
能源消耗，热水供应系统也是建筑经济便利的重要来源。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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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造成能耗大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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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建筑给排水工程系统的构成图
在中国的生活热水供应系统中，尤其是在冬季，热水
供应的高峰期主要是冬春季节，冬季温度较低，部分建筑的
热水回路系统起点与加热器之间的距离相对较长。此外，在
热水供应过程中，由于电线管的保温措施不足，到达在每个
用户家里温度就开始降低，大量水资源多次浪费，无法发挥
其效用，不能降低热水的有效利用率。

3.2 材料浪费和设备缺陷
供水排水工程施工中，一方面，管道的选择和布置非
常重要。如果未正确选择管道，则管道会老化和变形。安装
不当会导致断水和严重浪费水资源。另一方面，供水和排水
建设是不受限制的。大门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水资源的充分利
用。供水排水施工中，常用的闸门有封口型、胸型和蝴蝶型
三种形式，具有良好的渗流性能。此外，蝴蝶的效率不如蝴
蝶。因此，使用时很容易漏水，造成水资源的浪费。

3.3 排水系统的泄漏造成了污染问题
在给排水工程建设中，排水管及配件漏水的情况时有

4 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中节能减排措施
4.1 施工中的节水技术
为了实现节能无公害供水排水系统，在选用建材时，
首先要从节水角度选择环保、不易泄漏的材料。在选择使用
厕所时，必须在不节约水资源的情况下选择良好的性能。同
时，我们应该选择高成本效益的产品，使厕所的应用能够满
足实践中节能减排的要求，同时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
马桶是洁具中最重要的部件之一。需要选择水资源少、节水
能力强的马桶。当设计者做出选择时，他们不得不考虑许多
方面。他们不仅要保证马桶能正常供水，还要保证用水量控
制在最低限度。此外，他们还可以选择经济型水龙头，以多
种方式节约水资源。

4.2 中水设备在施工中的应用
在建设项目的排水系统中，处理和净化排放出来的水
资源，实现水资源的再利用，节约水资源的使用量。处理后，

发生。这不仅浪费了水资源，而且造成了环境污染。排水管

将满足使用标准的水资源用于两种用途。因此，中水设备的

的主要问题是管道与其他附件之间的距离不正确，导致漏

建设是非常必要的。该装置可以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有效地整

水、排水管铺设不当以及排水管的质量问题。设计中未充分

合各种水资源，应用排水系统，实现排水系统内各种水资源

考虑水平支撑路径和管道长度。如果有太多的曲折，会给用

的平衡，净化排水系统内的水资源，使水资源能够循环利用。

户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降低了用户对施工部门的信

相关省厅应根据相关规则和规定，制定一系列关于生

任，影响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原因是配管质量差，相

活用水使用的适当标准，以限制生活用水和不同场所的其他

关配件质量不合格，配管布置不合理。一旦发生管道泄漏问

种类的水的使用，监视家庭用卫生设备和其他种类的水 [5]。

题，必须采取措施进行修复。然而，管道维护过程复杂，维

供水装置可以使用新的频率控制类型来控制水流。根据机器

护时间长。在此期间，经常发生大量的环境污染，导致雨水

的功率频率动作和改变水流的方法，供水设备可以完全改善

和污水混合，影响正常生活。

节约能源和减少污染的效率。在许多建筑工程的给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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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可采用中水设施，有效处理施工居民产生的污水和

水情况，监测水温、水量和水质。另外，必须在用户家中或

废水。节能减排是供水建设的重要内容。

其他地方设置测量台，收集规定最大的用水量。
由此，节能和放电作业可以产生最大的效果。定期检

4.3 使用集中供暖水系统的应用
大部分地区集中的热水供应系统都是一个巨大的浪费

查和维修所有显示器和仪表，以避免电路问题和设备损坏。

系统。主要由于在热水系统安装后，无法准确获得一定的温

此外，在用户家中进行水监控时，有必要使用尽可能多地节

度，因此必须提前排放大量冷水，之后才能利用热水。而这

水设备。最佳方法是密封最新的自动控制技术，如节水喷嘴、

些做法会使得冷水系统失去了其应有的利用价值。而这个场

充气盘公鸡、节水公鸡和引导公鸡，以达到节能减排的终极

景的起源则主要来自两方面，建筑物的设计与建造。因此，

目标。

在工程设计中不能充分考虑热水循环中多个回路的平衡问

4.7 合理利用太阳能提高热水供应效率
电热水器使用率降低的现状也普遍存在于中国市民的

题，而停止了热水管网的不合理现象。如果冷水压力过高，
会造成太多冷水无法及时使用，无法有效利用热水。

生活中，大部分因素都是电热水器在运输过程中的热量损

因此，在新建设项目中实施给水排水工程设计建设时，

失。日本多数地方的全年平均日照率就已足够，而中午温度

应充分考虑系统的循环模式和节水效果。根据项目的实际性

也没有很低，甚至在冬天时也是这样，运输过程中的热能损

质和标准，进行了综合分析，以找到适宜的流通途径。

失现象也可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有效地解决。另外，将太阳能

4.4 使用高质量的端口和管道的应用

热水设备和新型的节能减排技术相结合，能够充分进行技术

管材在排水工程施工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会发生渗

创新，从而促进热资源的合理管理。
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建设自来水系统，并设置设备

透是很多建筑工程都会发生的事情，主要原因是所用材料的
质量是不符合建筑标准的。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必须严格控
制实际施工中管材的质量。在排水系统中，必须根据管道和
闸门的实际使用能力，选择管道和闸门所用的主要材料，并
且必须选择耐腐蚀和耐压良好的管道。聚乙烯管比传统的金

齐全，可以保证正常的热水供给，同时我们还可能采用储热
性能低的管道，或者降低运输专用热水的流量，但前提是为
用户保证正常供应，这样才可以有效降低热能损失。

5 结语

属管有更好的使用性能，长期使用不会生锈。所以，在选择
材料时，可以选择一种新型管道，确保排水管的质量，并且
不容易损坏。

4.5 选择节能材料，开发中水系统
供水管网存在的问题导致管道泄漏是施工中的主要问

尽管中国是资源大国，但在经济高速发展期，水资源
的保护也必须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为了加深国民对节
能和减排对策的理解，首先必须投入能源，努力减少自来水
建设带来的公共危险。现代的节能能源削减技术，必须充分
利用新能源。我们需要加强供水排水系统的科学合理设计，

题，主要原因是温度变化时没有考虑施工项目的温度和环

有效利用和再利用水资源，促进健康社区的发展。

境，渗漏是由于混凝土张力低造成的，因此设计部门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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