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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建筑工程设计中人们对于环保节能的关注度与认可度大幅提升,因此在建筑工程设计过
程中就需注重节能环保理念,使能源消耗减少,促进建筑行业实现绿色发展,也可促进自然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基于此,本文就现代建筑工程设计中环保节能理念的应用与创新进行探讨,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
切实落实绿色环保与可持续的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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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ergy saving concept in moder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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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design, people's attention and recogni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In the process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design,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cep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enable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o achieve green development, and als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concept in moder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design, and at the same time of promoting urbanization process, earnestly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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