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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空调应用越来越普及,一方面为人们创造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针对现
如今全球能源日趋减少的情况,暖通空调系统这一能源消耗大户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如何对暖
通空调进行优化控制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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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application of air-conditioning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On the one hand, it has created a comfortable living environment for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in
view of the current global energy decline, the HVAC system, a major energy consumer, The more people are
paying attention, the research on how to optimize the control of HVAC has very important economic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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