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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设计中节能设计概述
杨献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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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房地产行业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建筑行业的飞速发展，由各种建筑设计带来的能源损

耗问题不断加剧。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人们节能环保的意识不断增强，以更加节能环保的方式去设计房

屋建筑，符合绿色协调发展的理念，也可以有效地缓解建筑本身对自然资源造成损耗的压力。本文首先分析了房

屋建筑中节能设计的重要意义，然后对房屋建筑的节能设计提出了建议，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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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多种数据和图表可以看到，中国的自然资源

其实很匮乏，节能环保是我们必须做的选择。房地产

所代表的房屋建筑行业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实力的

增长，但是由它引起的能源问题也不容小觑，给城市

的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所以在房屋建筑设计中进行

节能设计很有必要。

1 房屋建筑节能设计的重要意义

房屋建筑工程是我国各行业中对能源消耗较大的

一类，在很多房屋建筑工程中，人们追求利益而忽略

掉它对于环境的污染。建筑的节能设计起初是一些比

较发达的国家为了减缓建筑过程中资源的损耗，即合

理地支配和应用各种资源，有力地促进建筑行业在进

行作业时对各种能量与资源的利用。我国现有的建筑

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高能耗的，建筑的节能设计不是

一天就能完成的，前方还有很漫长的一段路要走，把

外国建筑节能的理念渗入到我国房屋建筑的设计里，

可以缓解一部分压力，从而减小建筑耗能在全社会耗

能中所占的比例 [1]。房屋建筑为人们提供避风港，房屋

建筑节能设计通过使用现代化的节能型技术、材料、

设备等，促使人们的生活环境更加可持续化。在保障

正常室内温度、干湿度的条件下，房屋建筑节能设计

旨在加大室内同室外的能量相互转化与交换，将空调

制冷、制热以及其他大量耗能设备的使用减少，从而

大大提高室内隔热保温、制冷所涉及的应用系统的工

作效率。房屋建筑节能设计的措施能够合理应用，不

仅能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还能促进人们对大自然生

态文明的保护，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

很大的便利 [2]。

2 房屋建筑节能设计的策略分析

我国的房屋建筑节能设计之路漫长，任重而道远。

为了更加全面地实现建筑节能，房屋建筑节能设计可

以从多个角度来考虑，这里笔者采用由大到小的范围

来阐述策略，主要能分成五个方面：建筑材料、房屋

布局、地面、墙体以及门窗的节能设计。

2.1 房屋建筑采用节能环保材料

首先，房屋建筑工程的节能与建筑材料的选择息

息相关。房屋建筑离不开建筑材料，一些基础的建筑

材料如砖块、沙子、水泥等必不可少，随着我国科研

实力的增强，房屋建筑行业也有了很大的突破，现代

房屋建筑所使用的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效果。现阶段，

新型的节能环保材料层出不穷，种类多种多样，主要

有新型的秸秆型建筑材料、由化学手段合成的建筑材

料、隔热保温性能更高的墙体建筑材料以及具有新功

能的门窗等。全球环境正处在不断恶化的状态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节能环保的建筑材料的供应需求远远

不够，因此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采取节

能减排、低碳环保的措施，以节约有限的建筑材料；

同时技术人员可以大规模地进行回收建筑材料再合成

的工作，生成新型的更具有节能特性的建筑材料 [3]。

秸秆新型建筑材料是一种环保型的建材，它的使

用范围更加广泛，能支撑更加长久的时间，不容易腐

烂变质。在房屋建筑过程中应用秸秆新型建筑材料，

对人们所生活的环境更加友好，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

对环境的破坏，比如在水资源污染上就可以比传统建

筑材料减弱很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帮助实现了我

国现有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秸秆新型建筑材料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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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材料上作了更大的改进，拥有着超过传统的物

理性质：强度、实用性和耐用性。它和传统的建筑材

料有着相似之处，立足于传统但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做

出了很大突破，除了防火、防冻以及防裂痕等功能，

秸秆新型建筑材料拥有着更强的防震和防虫防潮效果，

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和温暖。秸秆新型建材

不同钢筋、水泥也能修建房子，在使用过程中不会产

生过多的二氧化硫以及二氧化碳，所以对环境来说相

对温和。秸秆新型建筑材料融入了周兴和先生发明的

并申请了专利的核心母液，做到了对废弃建筑材料的

最大化利用，使建筑资源的循环变得更加环保。这种

秸秆新型建筑材料使用中，也有减少粉尘、废气、废

渣等污染排放的运用，使得废料、废渣在房屋建筑中

发挥更大的用处，十分有利于环境的改善，对于生态

环境的建设也做出了贡献 [4]。

2.2 房屋建筑中布局的节能设计

布局关乎房屋建筑整体的效果，对房屋的布局进

行节能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能源消耗。在布局

构建的过程中，要通过研究和分析场地的环境，从而

规划和布设出更加合理的房屋建筑。房屋建筑过程中

需要考虑多种因素，从选址开始，还包括有气候、水

文条件、房屋采光问题、周围的自然环境等，房屋建

筑设计人员在设计图纸时，要考虑到多种因素，为了

在建筑布局上做到节能设计，他们需要有更高的创新性，

从而使得房屋建筑可以少依赖或者不依赖建筑工具。

节能的房屋建筑要设计性价比高的维护结构，这

样会给用户带来非常好的居住体验，依托合理地选址，

它的环境也相对优美。房屋建筑在设计过程中，一般

来说使用的总面积越小越好，因为在同样的建筑范围

内，围护结构的覆盖面积有所不同它所产生的能源损

耗也有所不同，所以围护结构在整个房屋建筑中的比

例要适当地小一点。在布局时，在同一楼层中，离外

窗近处比离外窗远处采光好，由于近窗看到的天空面

积大可以把对采光要求高的房间设计在房屋的外围，

根据太阳光的分层结构来进行各个房间的使用。又因

为自然状态下，楼层越高受到的太阳光照射越全面而

且自然光的光强度也越高，由于下层房间较上层房间

容易被外界遮挡，天空视角相对小，那么就可以把对

采光相对要求较高的房间建在上层 [5]。

2.3 房屋建筑中地面的节能设计

地板是房屋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设计人员

作出相应的节能设计。就环保性而言，地砖优于木地

板，一些木地板虽然价格实惠但是产生的甲醛等有害

物质更多。在房屋构建过程中，如果要保证用户居住

的环保性，在购买木地板时一定要多对比一下地板材

料。虽然，使用或不使用木地板，床、沙发等装饰家

具或多或少会沾到建筑材料而被污染，但是为了保障

身边人的安全和健康，这些有害材料的使用应该能少

则少 [6]。同时，如果房屋装修好了最好是通风三个月以

后再入住。地板砖是非常值得使用的地面节能材料，

在性价比上它可以使用至少几十年的时间，也有着更

加耐腐蚀和坚硬的特点；而木地板就相对没有那么高

的性价比，遇到水、火容易导致木地板的破坏，严重

的可能会腐蚀掉木地板，而且木头在长时间的使用下

也容易发生变形等现象。不过木地板可以进行较为方

便的二次翻新，地板砖则不行，如果用户家里有一定

的资金可以支付二次翻新地板的费用，这种情况下可

以充分考虑铺木地板，然后居住几年以后再重新开始

铺设地板，只是二次翻新地板相对来说复杂繁琐一些。

地板砖与木地板相比有着更强的导热性能，北方的用

户有时会安装地暖设备，考虑到导热性地板砖就比木

地板更加合适，而木地板隔热效果有些不尽人意，所以，

采取更加先进科学的节能措施和方法意义重大，对此，

我们选择更加节能环保的地板进行装修装饰 [7]。

在房屋建筑关于地面的节能设计中，地板采暖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它具有以下三点优势：

第一，地板采暖所采用的是辐射传热和对流传热

的形式，在传热过程中能量的来源更多，能源的循环

也更为明显，所以可以有效地降低损耗达到节能效果。

第二，地板采暖所采用的两种传热形式，可以达

到互补的效果，能够有力地减少无效热量的产生，而

增大能量的利用率。

第三，地板采暖的节能效果更强，资料显示地板

设计要节能总体十分之一的话，室内的温度就相应的

要降低一个摄氏度，通过地板采暖的形式，室内的温

度会提高几度，意味着稍低几度就可以达到正常温度，

能量的消耗降低而环保效果更加明显。

2.4 房屋建筑中墙体的节能设计

房屋建筑中墙体所涉及的节能材料主要有非粘土

砖以及建筑砌块等类型，它们在使用中也发挥着更好

的作用，与传统砖块比重量更轻，同时对于环境的污

染和破坏也大大降低。这些新型的墙体建筑材料更符

合节能环保的理念，大多以田间农作物还有废弃的建

筑材料作为原材料，造成的污染相对少、对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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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大大减少、经济实惠、性价比也更高，而且随着时

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很多节能建筑材料出现在了

市场当中，在某种程度上为房屋建筑墙体节能提供了

帮助。当今时代人们追求更加低碳节能的居住方式，

越来越多具有节能性能的墙体材料被生产和应用在房

屋建筑工作中，强有力地降低了建筑的能耗，使得用

户的居住环境更加节能环保。

在房屋整体建筑过程中，墙体的保温隔热性能的

实现消耗着一定的能量，大约可以占到全部能量损耗

的三分之一或更多，所以墙体材料的节能设计很有必

要。我国很多节能房屋的外墙保温划分为内、外、夹

心及综合保温四种形式，这其中保温形式共同发挥作

用，旨在降低墙体对于能量的消耗，保障房屋的隔热

保温效果。对于外墙的外保温是目前国内比较倡导的

一种保温形式，它以独特的保温优势，成为我们国家

应用广泛的一种房屋墙体节能设计方式。

2.5 房屋建筑中门窗的节能设计

在房屋建筑的节能设计中，门窗因为其节能效果

最差而需要做更大的节能改进，门窗的节能影响着房

屋建筑的节能。从我国各种围护结构的能源消耗来看，

门窗在能源消耗上可以占到建筑总体消耗的百分之

四十，有时甚至可以占到一半。在传统的思维中门窗

的存在是为了室内与室外的空气流通，但是在流通过

程中热量也会有所散失，因此为了更好地保障房屋建

筑节能设计，门窗也应该提高隔热保温的性能。增加

门窗的保温隔热性能，最大程度地减少门窗的能量损

耗，对于房屋建筑的节能来说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说，

门窗是房屋建筑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不但

起到美观的作用，更对节能保暖带来巨大的帮助。

对于房屋建设中门窗的节能设计，对于不同朝向

的门窗要有不同的节能考虑，设计出不同的节能措施，

为了使门窗的遮阳效果更佳，在房屋设计过程中要避

免东西两个方向的开窗形式，不过可以采用较为固定

的方式遮阳。

除此之外，在门窗的节能设计中，还应该加强对

门窗气密性的设计，常见的方式有采用气密条等，还

应提高窗用型材的规格尺寸、准确度、尺寸稳定性和

组装的精确度以增加开启缝隙部位的搭接量，使得用

户在开窗通风过程中可以减小窗缝从而实现减少热量

散失的目的。对于门、窗与墙体接触的地方或者结点处，

应该采取措施去提高它的保温能力：比较提倡的方法

有提高镶嵌材料对红外线的反射能力，从而到达改善

其保温效果的目的。同时，对于窗框可以做断热处理，

选择使用更为高效的建筑材料，在窗框的材质上也应

该下功夫加大窗框的热阻。值得一提的是，在房屋建

筑设计过程中，可以选择塑料制品窗框，塑料有着比

其他材质小的导热系数，能够更大程度地减少通过窗

框而产生的能耗，从门窗环节有效降低能耗的产生，

使节能工作变得更加顺畅，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住

房需求 [8]。

3 结语

综上所述，房屋建筑的节能设计关系到国家的资

源消耗、环境保护等问题，是促进全球范围内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对于建筑工程行业来说是十分

艰巨的挑战。我国房屋建设过程中应用节能设计能够

更加合理地应用自然资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我

国的资源消耗压力，促进资源的节约与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实施。房屋建筑的设计师选择具有现代化节能技

术的建筑材料，能够根据地理位置等因素选择合适的

建筑场地以及合理布局，同时对房屋建筑的具体部分

包括墙体、地面、门窗的设计也要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

将房屋建筑的功能和创新性技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严格遵守节能减耗的设计原则，从而提高房屋建筑节

能设计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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