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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也在不断提
高。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绿色施工技术在建筑装饰工程中的应用,对促进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阐述了建筑装饰施工中绿色施工技术要求以及建筑装饰中室内装修
污染类型等方面,对绿色建筑装饰理念在建筑装饰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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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
issues, people'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is also constantly improving.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building
decoration engineering has a very positive effect and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green construction in building
decor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types of indoor decoration pollution in building decoration, and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building decoration concepts in building dec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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