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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与人类生存的重要问题。因此在建筑设计中充分融入
节能技术,推进建筑质量的提升是环境保护中的关键组成部分。节能在建筑工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有效的建筑设计方案不仅可以给施工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还可以推进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以
及提高环保材料的利用率。通过建筑设计实现建设节能目标,促进生态系统的循环运行。因此,在建筑设
计中合理应用绿色施工技术和绿色材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施工对环境的污染。本文主要介绍了节能
建筑设计的意义以及不同建筑分类的设计细节,以及节能建筑设计的优化组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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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is stag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affecting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survival. Therefore, fully integrating energy-saving technologies into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building quality are the key component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conservation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Effective architectural design schemes
can not only bring certain economic benefits to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but also promo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in my country and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terials. Achieve
the goal of building energy conservation through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promote the circulation of the
ecosystem. Therefore, the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gree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green materials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can minimize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significance of energy-saving building design and the design details of different building
classifications, and the optimal combination strategy of energy-saving building design.
[Key word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energy-saving design; project classification; optimal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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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节能建筑设计的优化组合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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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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