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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形势的不断转变,绿色经济、绿色技术、绿色发展等逐渐成为了社会的主流。绿色施
工技术在房建工程建设中的良好应用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少建筑施工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和污染,还能
够降低建筑工程施工的成本,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大的益处。基于此,本文将针对房建施工中绿色
施工技术的有效应用展开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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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of the times, green economy, green technology and green
development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the society. The good application of gree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housing construction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reduce the damage and pollution caused by
construction, but also reduce the cost, which has great benefits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conduct a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gree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hous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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