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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对于能源的需求量也在大幅的增加,因此能源供应日益紧
张。经调查,我国建筑能耗占总能耗的 26.7%,在建筑工程中应用节能技术可以减少工程项目中资源浪费
现象,节约宝贵的能源资源。基于此,本文将针对建筑电气工程中节能设计的应用展开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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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economy, the demand for energy is also increasing greatly,
so the energy suppl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tight. According to investigation, Chinese construction energy
consumption accounts for 26.7% of the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The application of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can reduce the waste of resources in engineering projects and save precious energy
resourc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conduct a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energy-saving design in
build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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