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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近年来我国人口基数的不断增加,人们对建筑物的数量与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新型的智能
楼宇建筑设计方式得以衍生。但是在实际运用这种方式建筑的时候,会产生对电气能源的大量耗费问题,
严重影响了我国的能源发展与国家可持续发展。基于此,相关的智能楼宇建筑部门,应结合实际的电气节
能现状,进行对电气节能的合理设计,为我国建筑行业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节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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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and quality of
buildings demands are increasing, and the new intelligent building design method has been derived. However,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it will produce a large amount of electrical energy consumption,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China's energy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e relevant intelligent
building construction departments should combine with the actual current situation of electrical energy saving,
and carry out a reasonable design of electrical energy saving, to provide a strong energy saving guarantee for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he countr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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