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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理念下的建筑给排水设计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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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化建筑施工过程中，给排水设计是基础与保障，不但会影响到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且关乎城

市居民的利益。将节能理念应用于建筑给排水设计施工各个环节，一方面可以使建筑资源规划更加优化，另一

方面为居民提供了优质的水资源，生活品质大幅度提高。本文在对节能理念下的建筑给排水设计施工常用技术进

行分析的基础之上，以具体的案例为切入点，重点研究建筑给排水设计施工时节能技术的应用优势，并且探讨了

节能理念下建筑给排水设计施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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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中给排水系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如果

在设计以及施工时认真执行节能理念，那么能够在很

大程度上减少能源的消耗，所以越来越多的建筑施工

企业开始在给排水设计中引入先进的节能技术，实现

排水施工水平以及经济效益的提高。基于此，本文基

于节能理念下，重点分析了建筑给排水设计施工常用

技术以及应用的优势，旨在为建筑给排水设计施工中

节能技术的有效利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 节能理念下的建筑给排水设计施工常用技术

1.1 生活及消防给水分离

基于水性不同，给水系统分成了生活及消防给水

两大系统。用途不同，水压要求也就不一样。生活给

水系统为日常生活提供水资源，无需较高水压，通常

情况下在 300kPa-400kPa之间；消防给水系统多用于

紧急情况下，水量水压要求较高，是生活用水水压的 2

倍 [1]。针对此情况，在设计以及施工时会将两系统结合

在一起，尽可能减少空间占用比例，但是要将水泵数

量增加，建设成本提高的同时，水资源浪费严重。生

活用水与消防用水分离，设置成单独的体系，可实现

竖向分区压力值高效控制，降低了能源损耗。

1.2 清洁能源的应用

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能源匮乏成为阻碍其发

展的重要因素，但是我国对于天然气、石油、煤炭的

需求量较大，由于能源稀缺，只能进口其他国家的。

同时能源的消耗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而清洁能源的

应用是建筑给排水设计施工中的重要资源之一，例如

太阳能、风能、热能等，特别是太阳能应用范围较广，

在一些高层、超高层建筑中，可借助高度优势采集太

阳能资源，用于日常生活用水。再加上我国很多地区

地处中纬度位置，日照时间长，太阳能资源储备丰富，

加热水资源以后便可以为居民提供必需的生活用水。

太阳能热水系统是一体化的，安装及操作简单，无需

占用太多的建筑空间，只需要在安装时分别设置水箱

及太阳能板即可，安全又实用 [2]。用户可结合需求对水

箱容积灵活调整，但是太阳能使用缺陷是极易受气候

影响，所以需要电能和太阳能交替使用，确保建筑内

能够获取充足的热水。

1.3 热水供应循环系统

热水供应循环系统属于高科技产品，缓解了中央

热水系统管路长造成热水使用前无法及时获取合适水

温的问题。此系统使用的是支管循环、立管循环模式，

减少了无效冷水浪费。热水供应系统中也可安装恒温

控制器，有效管制水温。如果站在节能视角下，要严

控水压，特别是减少水压过大；此系统选择的管材耐

热性较好，能够满足热水流动需求；在安装时要对此

系统运行原理充分掌握与了解，保证安装的质量能够

达到预期效果。

1.4 中水的开发和利用

中水指的是加工处理以后用于生活的水资源，给

排水技术的运用可影响中水处理效果。当前我国中水

处理系统中常见的方法是收集雨水，采用系统进行加

工。中水系统在净化水时首先采用格栅分离水中杂质；

其次去除水中 90%污染物。常用的方法为生物处理法、

物理化学法及膜法。通过将建筑物楼顶、小区道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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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相应的雨水引流系统，收集雨水，储存在水池内，

这些雨水在经过处理以后主要用于绿化以及卫生间冲

厕，降低水资源的消耗 [3]。

1.5 真空节水技术

在建筑给排水中，此技术也是极其常见的，工作

原理是排水时以空气代替水资源，在经过技术加工与

处理以后形成水汽混合水源，此水源多使用于冲厕。

例如在卫生间真空节水技术运用中，为确保洁具、下

水道能够达到较好的冲洗效果，会在排水工程中采用

真空技术，以空气代替水，通过真空负压形成高速气

水混合物，冲洗干净洁具污水、污物，实现节水、排

污效果。完整的真空排水系统包含：带真空阀以及特

制吸水装置的洁具、密封管道、真空收集器、真空泵、

控制设备、管道等。其中真空泵排水管道可产生 40-

50kPa负压，污水被抽吸至收集容器中，经污水泵排入

市政下水管道内。建筑物中使用真空技术节水效果非

常不错，平均节水量高达 40%左右，特别是在办公楼内，

节水率高达 70%。

2 节能理念下的建筑给排水设计施工案例分析

2.1 案例概述

此次选取的案例工程占地总面积是 11530.91m2，

在建设过程中以国家绿色建筑发展条例为重要依据，

遵循绿色环保、经济适用、低碳生态原则，将节能理

念应用于给排水设计施工全过程中，选取的是节能型

材料，采用了雨水回收利用方法，并且安装了太阳能

光伏系统，对给排水管道设计方案进行优化，符合节

能要求及绿色建筑施工标准。

2.2 节能材料的使用

此项目使用的材料主要有陶瓷砖、内墙涂覆材料、

密封胶等，以上这些材料均属于绿色环保型，保证甲

醛、苯、氨浓度符合国家规定。同时内墙面、地面、

装饰材料等指标也是按照《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GB50352-2010）采购的。外围护材料使用的是装饰

性较强的构件，例如金属隔热型材、节能化学建材、

节能木地板等，不仅导风、遮阳效果好，而且透光性

良好，满足节能环保要求。另外，给排水系统中使用

的是节能设备，VRV室外机噪声小，浮筑楼板施工时

基底设计了相应的减震垫，连接减震弹簧，降噪效果

非常好，同时降低了水循环时发出的声响。

2.3 雨水可再生水资源的利用

此施工案例中设计了雨水截污系统，根据要求收

集储存雨水资源，增强给排水系统，尤其是排水功能

可减少城市内涝发生概率，在海绵城市建设中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雨水资源二次利用时修建了雨水调

蓄池，净化处理以后的水资源满足用水要求。雨水排

水管道设计时，室外雨水流经雨水口以后存储于蓄水

池内，主要冲洗道路或者浇灌苗木，剩余的雨水流入

市政雨水管网内。屋内水资源使用的是重力流内排水

系统，汇集在一起流入雨水管网内。此项目地下一层

车库也设计了相应的中水处理系统，计量水表安装于

中水机房末端，计算中水回用量的同时，实现中水、

雨水汇集，共同用于绿化、冲洗。

2.4 建筑施工中能耗的降低

此案例中由于在塔楼顶层日照资源较为充足，所

以设计及施工时安装了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光伏设

备安装时处于正南方，并且下方安装了钢构架，将其

提升至机房屋面同等高度，楼梯间、走廊等一些公共

区域照明均使用的太阳能发电。另外，将热水干管循

环进行了升级改造，保证高效且可靠循环，达到冷水

排放量降低以及水资源利用率提高的目的，材料型号、

规格、性能均按照节能要求设计及执行。

2.5 空气能源的利用

此案例给排水设计时使用了空气源热水系统，充

分利用了此技术的特点，实现了加热目的，取代了原

来的火能及电能加热。热水传输极易受温差影响，散

热速度快，进而导致资源浪费严重。在运用此技术时，

站在节能及环境保护视角下，强化了给排水功能。此

项目餐厅占地面积是 4950m2，餐饮用水定额是 15L/人

/次，员工热水用水定额是 7L/人 /次，日热水总量是

10.5m2，每一年 365d都在使用，用水量是 2805m3。

由于 S3#楼日照时间较短，所以使用空气源热水系统

提供餐饮热水，使用的节能产品均属于二级能效，性

表 1 能源效率等级指标

制热量 /kW 加热方式 二级能效

H<10
普通型 一次加热 4.40

低温型 静态加热 4.00

H≥ 10
普通型 一次加热 4.40

低温型 循环加热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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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也和《热泵热水机（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29541-2013）要求相符，具体能效等级见表 1。

2.6 管道设计方案的优化

此案例生活污水管道设计时，室内污水和废水采

用的是分流法，废水经地下车库中水回用系统处理以

后再次使用到了绿化中；室外雨水和污水进行分流，

最后流入雨污排水管内；场地内污水、废水通过化粪

池处理以后流入市政污水管道内，卫生间洁具使用了

存水弯，水封深 >50mm，地库设计了隔油池，厨房废

水流入隔油池进行处理以后进入污水管。给排水管设

计时不同的部位使用了不同的管道材质以及连接方式，

具体见表 2所示。

3 节能理念下的建筑给排水设计施工发展趋势

3.1 使用节水性能好的器具设备

当前市场中的器具设备较多，要想实现建筑给排

水设计施工节能效果，需要从节水性能好的器具设备

着手，在未来发展中，这些节能降耗效果好的器具设

备也会得到大范围的应用。例如在建筑给排水中，阀

门是极其常见的配件，类型较多，质量参差不齐，这

对于用水质量也会带来直接影响。通常情况下，截止

阀和闸阀相比较，前者闭水性更强，如果和蝶阀相比较，

闸阀性能更好。如果条件一样时，要以节水性能更好

的阀门为主。选择水龙头时，同样也应该遵循节能原

则，瓷芯节水龙头取替普通水龙头，相同水压条件中，

使用节水龙头节水量会高达 20%-30%。节水型水龙头

处于出水量较大以及静压较高时，节水节能作用会更

加明显。节水型洁具包含大小便器，当前我国主要推

广及使用的是 6L水箱节水型大便器，在未来小容积水

箱及两档冲洗水箱大便器会得到广泛使用，主要是由

于两档冲洗水箱冲洗小便过程中，冲洗量仅是 3L；大

便冲洗量是 6L。除此之外，还有延时自闭式、光电控

制式器具，出水时间可实现有效控制，降低了因为长

时间流水而导致的水资源浪费现象的发生，节水效果

也非常不错。选择沐浴喷头时也要突出节水效果，一

般情况下淋浴喷头流量是 20L/分，使用节水型喷头流

量仅是 9L/分，水资源节约了 50%左右。由此可见，

选择的卫生洁具、配水器对于建筑节能效果有着直接

影响，所以以后的建筑给排水设计施工中，这些节水

性能较好的器具设备会得到较好的推广及应用。

3.2  给排水系统智能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建筑给排水中智能系

统将会得到广泛应用，基于建筑整体，将给排水设备、

通信网络集于一体，实现了智能化控制。在给水系统中，

根据建筑物功能的划分，结合用户生活、生产、消防

等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给水系统。在排水系统中，

污水泵设计为自动控制，施工企业可以实时监控及检

测排水系统运行情况，判断其是否存在污水集水井、

废水集水井水位超限；控制排水泵开关；发生故障时

能够及时报警等。在确保系统运行正常的同时，可以

结合用户用水需求有效监控，保证用水的合理性。

总而言之，建筑行业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给排水

设计施工中如果依然采用传统理念很难满足多样化的

需求，所以建筑给排水设计施工中除了要将设计方案

进行优化以外，还应该积极主动地引进节能技术与材

料，强化给排水结构合理性、功能性，在满足城市发

展需求的同时，实现经济、环境利益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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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给排水管道材质及连接方式

类型 材质 连接方式

给水管

室外管道 球墨铸铁管 橡胶柔性承插连接

室内管道 衬塑镀锌钢管 丝接

支管 三型聚丙烯 PP-R管 热熔连接

生活泵房 无缝钢管 焊接

排水管

卫生间、厨房 UPVC材质 丝扣挤压胶圈密封接口

支管 UPVC管材 承插粘

室外管道 UPVC双壁波纹排水管 橡胶圈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