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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工程是社会发展及城市建设中必要的工程,在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城市规模逐渐
扩大的发展背景下,房屋建筑工程逐渐增加。在当前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中,节能施工技术的应用是房屋建
筑工程施工的新方向,更符合时代的需求,同时也是需求者对房屋建筑的工程施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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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s a necessary project i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construc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gradual expansion of the city scale, 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gradually increasing. In the current housing constru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energy-sav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s a new direction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which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is als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demanders for hous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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