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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建筑工程项目涉及的内容较广,会产生废弃物、扬尘、噪声、水环境破坏等现象。现阶段
城市发展过快,在建筑项目建设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逐渐显现。因此,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
略方针的实现,把建筑工程设计与节能环保理念充分融合,从而有效降低能源消耗与自然污染,促进绿色
建筑设计理念的推广。本文主要对绿色建筑设计理念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并且提出了绿色建筑设计理念
在建筑设计中的整合与应用方法。为建筑行业的长远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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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wide content involved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re will be waste, dust, noise, water
environment damage and other phenomena. At this stage, the city is developing too fas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gradually appear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refore,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my countr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design and the concep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e fully integrated, thereby
effectively reducing energy consumption and natural pollution, and promot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concept of
green building design.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of green building design concept, and puts
forward the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methods of green building design concept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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