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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与经济日益发达,国家要追求环境效益,各行各业也要把控环保要
求,绿色施工技术可以满足环保这一需求。同样,建筑行业也非常需要这一项技术。这项技术有许多优点,
但要充分发挥它的优点,就要注意解决绿色施工技术的应用的一些问题,使绿色施工技术发挥出期待的
效果。
[关键词] 绿色施工技术；建筑工程；重要作用；应用
中图分类号：TU-098.6 文献标识码：A

Application of Gree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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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conomy are increasingly developed, the
country should pursu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nd all walks of life should also contro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and gree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an meet this deman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imilarly,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in great need of this technology. This technology has many advantages, but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advantages,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solving some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o that the gree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an exert the expecte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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