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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施工技术在建筑施工中的应用对策剖析 

李天乐 

赤峰市利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内蒙古赤峰 

【摘要】为了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国家对于各行各业都提出了绿色节能减排的发展要求。尤

其对于建筑行业，在以往施工建设中能源资源消耗大、污染排放高，严重影响了建筑行业的绿色可持续发

展。因此在现阶段建筑行业大力进行绿色施工技术的研究、创新和应用，以期通过绿色施工技术降低建筑

施工中的能耗和污染。基于此，文章就对当下建筑施工中常用的绿色施工技术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针对绿

色施工技术在建筑施工中的应用提出了相关建议和对策，以供参考。 
【关键词】建筑工程；绿色施工技术；应用原则；对策 

 

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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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gr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ountry has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gree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for all walks of life. Especially for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the past construction, the energy resource consumption was high and the pollution 
emission was high, which seriously affected the gr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refore, at this stage,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vigorous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gree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order to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pollution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through gree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gree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ommonly used in current building construction,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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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问题所造

成的后果和影响在不断加剧，严重影响了各行各业

的可持续发展和大众的生活质量。尤其对于建筑行

业，其作为资源高消耗行业，并且与大众的生活密

切相关，在现阶段更需要围绕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在建筑施工中的高污染、

高能耗问题，不断降低建筑施工中的污染和能耗，

全面贯彻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建筑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1 绿色施工技术在建筑施工中应用的目标 
绿色施工技术在建筑施工中的应用主要是为了

实现下述目标； 

第一，减少施工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和破

坏。工程建设会对原有环境的水文地质、绿化等造

成破坏，并且在施工建设中也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

和垃圾。而通过应用绿色施工技术就能够减少工程

建设中的自然环境破坏和废弃物排放量，有效保护

自然生态环境。 
第二，节省施工资源。在以往建筑施工中，经

常会出现材料资源浪费问题，这就会增加施工成本，

降低施工效益。但是通过应用绿色施工技术就能够

减少施工建设中的资源浪费问题，并且还可以通过

相应的施工技术进行资源的回收利用，达成降本增

效的目的[1]。 
第三，降低碳排放量。在双碳战略目标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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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行业积极进行降碳减碳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其中

最为有效的就是应用绿色施工技术，绿色施工技术

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建设中的碳排放量，实现绿

色建造的目的，促进建筑行业绿色化发展目标的达

成。 
2 绿色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应用原则 
2.1 针对性原则 
绿色施工技术在应用中需要遵循针对性的原

则，围绕建筑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合理进行相应技

术方案的制定和技术的选择，提高绿色施工技术与

工程项目的匹配度，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绿色施工

技术在节约资源，降低碳排放量方面的作用。 
2.2 多样性原则 
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创新，绿色节能施工技术已

经呈现为多种不同的类型，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工程

建设环节和领域。因此在绿色施工技术应用中，也

需要遵循多样性的原则，从工程项目的整体节能减

排入手，合理进行绿色施工技术的搭配和选择，从

满足建筑工程在外墙、屋面、施工现场等不同场景

的节能减排需求。 
2.3 创新性原则 
绿色施工技术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够满足建

筑行业的发展需求。因此在当下建筑工程施工中需

要从创新的角度入手，积极探索现有绿色施工技术

在不同领域的应用，拓宽绿色施工技术的应用面，

不断提高技术应用效果。与此同时，还需要在工程

建设中积极进行绿色施工技术的创新，研发出更多

的绿色施工技术，不断提高建筑施工的绿色节能效

果，为建筑行业的绿色化发展作出贡献。 
3 建筑施工中常用的绿色施工技术 
3.1 施工现场节地技术 
建筑施工中会占用大量土地资源，为了提高土

地资源利用率，必须做好现场节地技术的应用，合

理进行施工现场的规划布局。首先在工程开始前，

必须做好对现场的详细勘查，全方位了解施工现场

的具体情况，对管线文物，原有建筑等提前进行安

全防护管理。然后根据工程项目的具体建设要求，

合理规划布局工程现场，尽可能减少对土地资源的

占用。在前期规划设计中，围绕节能环保的原则，

合理规划库房、临时用地等项目，如果施工场地较

为接近，则可以尽可能设置为公用空间，以此来减

少土地资源占用；在现场整平中，则可以结合工程

实际情况，对原有道路进行改造，尽可能利用原有

道路，避免新建道路工程的出现[2]。同时还需要考

虑到工程建设中的垃圾储存要求，合理划分不同建

筑垃圾以及生活垃圾的储存点，以便于在施工建设

中能够对垃圾进行集中化处理。 
3.2 绿色施工材料的应用 
施工材料作为工程建设中最为重要的碳排放来

源，通过应用绿色施工材料，能够减少工程建设中

的污染和碳排放，因此在当下绿色施工技术中，对

于绿色施工材料的应用极其重视。首先，绿色施工

材料在外墙保温方面的应用，建筑在投入使用后，

有相当一部分的能耗都是由于建筑保温性能过差所

引起的，通过应用绿色保温材料就能够在提高建筑

墙体的保温隔热性能，减少建筑与外界间的热交换，

从而降低暖通空调等的使用，减少能源消耗。尤其

在北方地区，冬季较为寒冷，对于建筑的保温隔热

性能要求较高，比如聚氨酯材料、岩棉、聚苯乙烯

材料等等都是当下外墙保温施工中常用的绿色材

料，并且上述材料在防火方面也有着较好的性能。

其次，门窗施工中节能材料的应用。在现阶段可以

采用多功能反射玻璃作为门窗材料，该类玻璃具有

良好的反射功能，能够将外部的热量隔绝在室外，

从而保证室内温度的恒定，减少暖通空调能耗。再

或者采用铝合金窗、Low-E 中空玻璃也是当下常用

的节能材料，其在保温隔热、密封防渗漏等方面都

有着良好的应用效果[3]。 
3.3 绿色节材施工技术 
在现阶段绿色建筑施工中对于材料节约有着严

格的要求，在各方面都有着对应的节材施工方法及

技术。 
第一，铝合金模板施工技术。在以往所采用的

木模板周转效率低，损耗大，利用率较差，但是铝

合金模板的出现则有效解决了上述问题，铝合金模

本在平整度、施工质量方面有着较高的优势，自身

重量较轻，能够反复利用，并且在施工中工艺简单，

因此在当下施工建设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第二，钢筋配送及加工优化技术。钢筋在施工

建设中的用量相对较大，并且可重复使用，但是有

相当一部分通尺钢材经常被闲置，造成资源闲置浪

费，因此在施工中可以通过科学加工配送提高通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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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的利用率。同时在工程建设中还需要做好对钢

筋工程的深化优化设计，尽可能减少钢筋的使用量。

此外，对于施工后遗留的钢筋余料也应该做到回收

利用。 
第三，预拌混凝土技术。在以往建筑施工中，

做采用现场拌和混凝土来进行施工，该方法会在施

工现场造成较大的污染，并且易出现材料浪费、质

量不稳定等问题。而通过预拌混凝土就可以对混凝

土材料进行厂拌集中加工，既能够确保混凝土的拌

和质量，同时还有助于减少对施工现场的污染，并

且商品砂浆也可以重新回收利用。 
3.4 绿色节水施工技术 
工程建设中的水资源消耗量非常大，并且还会

排放出大量的污水，因此在建筑施工中，必须通过

绿色节水技术来减少水资源消耗和水污染排放。具

体可以围绕下述几点：（1）工程现场水的回收。在

工程建设中会产生大量的泥浆水，如果直接进行排

放，不仅会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同时会造成水资源

浪费，因此在施工中需要设置污水沉淀池，将基坑

降水、施工污水、地面径流水等都引入沉淀池内，

通过进一步的过滤、隔离和净化，去除雨污水中的

颗粒物和泥浆杂质，之后就可以将净化后的废水用

于工程现场的绿化、洒水降尘等环节[4]。（2）加强

用水量管控。围绕工程实际建设情况，制定出相应

的节水用水计划，有效控制工程建设中的用水量，

一方面需要在施工中合理应用预拌混凝土、湿拌砂

浆等技术，以此来减少工程现场的湿作业情况，从

降低工程现场的用水量和水污染；另一方面在施工

中还需要安装水表统计工程现场的用水量，对于用

水量较大的环节进行分析，并制定出相应的节水措

施，比如安装节水水龙头、变频节水器等等，进而

降低用水量。 
3.5 噪声控制技术 
噪音污染作为建筑施工中最为严重的污染之

一，其不仅会对工程现场的施工人员健康造成损害，

更会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因此在施工建设中

需要合理应用噪音控制技术，有效控制噪音污染。

通过调查分析可知，建筑施工中噪音多来自于钢筋、

模板、混凝土等施工，所以在施工中需要围绕以上

几点来降低噪音。 
第一，在钢筋施工中，钢筋加工棚的位置需要

尽可能远离生活办公区，并且还需要配套相应的隔

音设施，尽可能降低噪音扩散影响。同时还可以结

合施工具体情况采用工厂预制加工，之后再将加工

完成后的钢筋部件在工程现场组装，这也有助于减

少钢筋施工中的噪音。 
第二，在模板施工中，施工单位多采用液压爬

模或者钢平台体系，其中噪音多来自于液压设备，

因此施工单位需要定期对液压设备进行维护检修，

更换其中的老化零部件，清空油管中的空气，从而

降低压设备运行中的噪音。 
第三，混凝土施工环节的噪音多是由于泵送、

振捣等工作产生的，为了有效控制施工中的噪音，

在泵送混凝土时需要将混凝土泵用木板罩住，并包

括隔音布，以此来减少混凝土泵的噪音传播；同时

混凝土振捣施工需要尽可能在白天时段，避免影响

周边居民的正常作息。 
3.6 节能施工技术 
建筑施工中会应用到大量机械设备、电气设备，

这些设备的能耗非常大，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因此

在施工中可以围绕设备设施的节能来实现绿色施工

的目的。首先，在施工中需要做好对各类机械设备

及电气设备的功耗检测，实时掌握各类机械电气设

备的能耗情况，进而制定出合理的降耗措施，比如

进行机械电气设备的变频节能改造、安装声光传感

器、节能灯等等[5]；其次，加强对机械设备的维护

检修，避免设备设施出现带病运行，提高机械设备

的运行效率；最后，做好新能源利用。在施工中应

该做好太阳能技术的合理使用，比如安装太阳能灯、

太阳能供应热水等等，以此来减少电能消耗。 
4 绿色施工技术在建筑施工中应用的对策建议 
现阶段国家极其重视对绿色施工技术的推广应

用，但是在具体施工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建设单位

缺乏对绿色施工技术的重视，没有构建起相应的绿

色施工管理体系，导致绿色施工技术在应用中的效

果相对较差，并且部分施工人员对于绿色施工技术

的认知和掌握也不够深刻。所以要想加快绿色施工

技术的推广应用，需要围绕以下几点进行改进和优

化。 
（1）转变观念，全面树立绿色施工意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建筑施工企业需要全面树

立起绿色环保的意识，充分认识到绿色施工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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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围绕自身的发展现状和工程建设特点积极

进行绿色施工以及管理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全面践

行绿色环保的发展理念。 
（2）构建绿色施工管理体系。施工企业需要积

极响应绿色环保的发展号召，从实际入手，构建完

善系统的绿色施工管理体系。比如在具体工程项目

建设中，可以以总工程师为主管领导，构建相应的

绿色施工组织管理机构，并建立相应的绿色施工技

术体系，将各相关部门的责任和任务要求以文件的

形式进行明确说明。同时还需要成立相应的绿色施

工技术指导小组，安排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绿色施工

技术的指导以及技术应用效果的监督检查，切实保

证绿色施工技术在建筑施工中的应用效果。 
（3）加强人员培训。绿色施工技术的落实，最

终还是需要依靠施工人员，因此需要加强对施工人

员的培训教育，增强施工人员对于绿色施工技术的

认知和掌握。施工单位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绿色施

工技术培训方案，围绕理论结合实际、线上联合线

下的原则，全方位的进行绿色施工技术培训，使施

工人员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掌握各类绿色施工

技术的要点和关键[6]。同时还需要根据工程建设的

具体项目展开新技术新方法的实践演练，不断增强

施工人员的绿色施工技术应用水平。除此以外，还

需要构建相应的考核激励机制，通过奖励和惩罚措

施，来增强施工人员在培训中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培训效果。 
结语 
综上所述，绿色施工是实现建筑行业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所在，因此在现阶段，建筑施工企业需要

在施工建设中全面融入绿色施工的理念，并进一步

加强对绿色施工技术的研究、创新和应用，充分发

挥绿色施工技术，在节能降耗减碳方面的作用和效

果，不断降低建筑工程中的能耗污染，实现建筑行

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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