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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步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与综合国力的不断发展与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与
生活水平要求也在不断地提升当中,这就要求我国所有建筑设计过程中能够提升绿色节能技术水平。绿
色节能技术在我国所有的建筑工程设计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既可以做到提升人们的生活环境
和工作环境,并且能够做到大幅减少我国居民生活或生产所造成的不必要的能源浪费,从而降低我国的
能源损耗,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帮助。笔者将在本文中,首先浅要概述绿色节能技术的基本内涵,
以及应用特征,其次将介绍绿色节能技术在我国建筑工程设计当中的实际应用。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与
介绍,能够为我国未来的建筑行业以及绿色节能技术的实际应用提供帮助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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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and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hinese people are also constantly
improving, which requires the green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in all architectural design in China needs to be
rapidly improved.Green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sign of all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China. It can not only improve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but also
greatly reduce unnecessary energy waste caused by residents' living or production in China, thus reducing
China's energy loss and providing help for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will
first briefly outline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and
then introduce the actual application of green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in China'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design.It is hoped that the analysis and introduction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help and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green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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