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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提出了绿色发展观念,在我国各行各业的发展过程中,都开始采用各种各样
的新能源节能措施,在我国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过程中也不例外,通过调查发现,我国房屋建筑工程中,各
种节能措施更加具有针对性,且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仍然出现了很多问题,本文就具体分析了房屋建筑
工程中如何应用节能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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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nergy Saving Measures in House Construction
Hongbo Cui
Chengde Bose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 Ltd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ur government ha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adopted a
variety of new energy conservation measure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
China. Through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various energy saving measures are more targeted, but many
problems still appear i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o apply energy sav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hous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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