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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能源,使得我国出现能源短缺的情况,为了缓解这个问题,许多
企业开始贯彻节能环保理念,建筑企业也不例外。在土木工程建设期间,工作人员要采用绿色的施工技术,
选择节能型的施工设备,在购买材料时,也要选择绿色环保类型的材料。土木工程建设期间,工作人员要
根据建筑的功能以及类型,采用针对性的施工技术,工作人员要对土木工程建筑进行优化,增强土木工程
施工的节能,满足我国节能环保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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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on, enterprises will consume a lot of energy, resulting in energy shortage in
China.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is problem, many enterprises begin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re no exception.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the staff should adopt gree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choose
energy-saving construction equipment. When purchasing materials, they should also choose gree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terial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the staff shall adopt targete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s and types of buildings. The staff shall optimize the civil
engineering buildings, enhance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meet the need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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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绿色环保技术应用期间出现
的问题
2.1人员环保意识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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