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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绿色建筑已经步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建筑节能作为绿色建筑实现的基本前提,各类建筑工
程都应依据建筑节能规范达到节能率的设计要求,建筑节能施工技术的应用成为在建筑工程建设中实
现节能的重要措施,但从实际应用的情况来看,部分围护结构节能系统还缺少配套的、行之有效的标准,
特别是相应的施工规范、技术规程、产品标准等不够完善,这对建筑节能施工和质量控制带来极大影响,
制约着节能技术实质性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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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green building has entered a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is the
basic premise of green building realization. All kind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should meet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of energy-saving rate according to building energy-saving specification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building energy-sav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chieve energy
conservation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However, from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some energy-saving systems of
enclosure structures still lack supporting and effective standards, especially the corresponding construction
specifications, technical regulations and product standards are not perfect, which is not perfect for building
energy-sav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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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工程建设过程中节能施
工技术的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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