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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生态目标，是建筑工程行业发展中必须肩负的责任，同时也是保障人类可持续生

存和发展的基础。绿色施工理念和技术已经在建筑工程领域推广和应用了多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过基于
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来讲，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问题。尤其是近几年，全球气候变暖、极端
天气频发、能源需求矛盾不断加大，基于此，建筑工程发展中采用绿色施工技术对于整体建筑施工的可持续发展
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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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施工技术是一个系统性的概念，它包含了在

标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结合，确保项目相关部门能够落

工程项目施工各环节、各领域所用到的环保理念、环

实施工责任，遵守操作规程。最后是对工程资源的优

保材料、环保技术和工艺，其主要的目的是降低能源

化配置，提升其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方法技术创新，

的消耗，提升工程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减少对周边

更大程度地减少环境污染，实现资源集约可持续利用，

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在施工中最常见的绿色施工技术

以及绿色施工目标。

包括了噪声抑制、扬尘控制等，还有原材料的环保性、

2 建筑工程运用绿色施工技术的一般原则

重复利用性，确保材料无毒无害，质量合格。施工中

在建筑工程施工前，必须要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

广泛使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包括了风能、太阳能、

与施工地区的地理、水文、气候、交通、经济等各类

地热能，合理的布置采光、通风，以减少建筑的能源

条件，妥善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工程项目的关

浪费消耗，增强建筑的功能效率，提升经济环境效益。

系和矛盾，尽可能地减少工程施工对周围生态环境的

1 绿色施工的主要特点和优势

干扰和破坏，也要对人居环境做好保护，维持社会的

绿色施工技术要求在施工过程中一方面要确保达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一般来说，民用的住宅建筑通常

到相应的施工标准要求，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去领会和

要和道路、轨道交通设施、工业园区、商业集中区、

践行建筑领域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

行政办公区保持一定的距离间隔，以确保建筑整体的

相关理念。同时，要对相应的施工标准和组织管理设
计制度进行健全和优化，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和能源
的不合理消耗，实现与生态环境相互和谐共处的建设
施工方式。将绿色施工理念贯穿到整个施工全过程，
在前期的施工方案和计划中，要科学设计、全面研判，
确保整个施工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在工程材料的采购
上，要按照环保、节能、质量可靠等标准要求，择优
选择质优价廉的各类材料，做好材料的市场询价、采

环保性和私密性。而用于加工制造仓储类的工业建筑，
则要远离人员聚集区，如基本农田、天然和人工河道、
天然森林植被覆盖区、饮水水源地等，这样才能防止
可能出现的会对人和动植物的正常生活所需资源产生
威胁和破坏的污染问题 [1]。除此之外，还应当综合研判
建筑选址的地理、气候、生态等多方面的要素，从而
来实现建筑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处，把建筑对外部天
然生态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购招投标、产品检验、质量测试等工作，同时对材料

3 建筑工程中主要的绿色施工技术应用要点

的能耗、成本等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不断优

3.1 水资源的节约循环利用

化材料使用的方式和类别。在施工技术的运用中，应

在建筑施工当中，水资源的消耗量很大，也是重

当严格按照工程标准去执行，做好精细化管理，把目

点节约的对象，在绿色施工技术中，对于水资源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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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利用，通常是分类施策法，根据不同类型水能源采

和人体都有着严重的危害。在建筑工程体量日益增大

取对应的节约措施。如果是可再生的雨水等资源，设

的情况下，建筑垃圾的排放量也在不断增长，根据调

置好对应的收集净化装备，实现对其进行二次利用，

查发现，城市建筑垃圾约为城市垃圾总量的近三分之

可用于园林花草树木的浇灌、消防用水等，以减缓市

一。在对建筑垃圾进行处理时应当坚持分类科学、统

政水的用量。在进行建筑群的园区的内部道路铺设时，

一集中处理的原则，重点做好有毒有害的垃圾处理、

可以运用“海绵城市”的节水思路，在道路两旁进行

分类标准设置和回收再利用工作。首先要用专用设备

栽植绿植，并科学地设计渗水设施，内部安装水循环

和专业人员，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避免垃圾对周边环

管道。表面的敷设材料全部采用易渗水材料，可以快

境造成破坏。根据建筑垃圾的不同属性，设置分类标准，

速地疏导雨水，防止在路面形成聚集，土壤吸收水分

健全分类机制，配备不同类型的建筑垃圾存放设备，

后用于花草的浇灌，同样也能够实现普通的室内卫浴

有效地区分日常办公垃圾和建筑工程垃圾区。最后要

清洁和建筑消防用水 [2]。按照类别做好管道铺设，结合

甄别出可再次使用的垃圾进行适当加工，物尽其用，

纯净水和中水的水质标准去设定对应的管道，在建筑

比如高热能垃圾用于焚烧发电等方面。要对施工作业

工程项目中的厕所冲水、抑尘作业、绿化和消防用到

人员开展建筑垃圾处置管理操作的业务培训，引导其

的水源，可对接至市政的中水管道，减少市政饮用水

养成合理堆放分类垃圾的良好习惯，坚决惩戒垃圾任

使用。水资源的高效利用还可以从节水用水技术入手，

意丢弃、不按照规定进行建筑垃圾分类的行为，对其

提升建筑用水效率，减少用水损耗，并且对各项目标

他员工形成震慑；对于能够按照要求开展垃圾分类，

段的用水量尝试定额配置，设置用水上限，从而来约

遵守各项垃圾管理规定的员工进行奖励，通过奖罚分

束各项目部门的施工作业行为，尽可能地去节约用水，

明的机制构建，来营造施工队伍讲环保、践行绿色施

最大限度地去遏制水资源的过度使用。在水体的排放

工理念的良好氛围。

时，可以采用化学、物理和生物等多重方式来对污染物

3.4 可再生与清洁能源的有序开发使用

质进行过滤、分解，让其符合相关水体排放环保标准后，

可再生与清洁能源既相互交叉又有其独有的特点，

再进行排污，实现了水资源保护和集约利用的闭环体系。

种类包括了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水能等。风能是

3.2 施工现场的扬尘控制

天然环境中的一种清洁且可再生能源，可以重复利用，

扬尘污染是在建筑施工现场出现最多也是控制难

几乎不产生污染。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要注重加

度最大的污染物，危害范围十分广，无论是对天然环

强风能的使用，特别是在风力发电方面，可以探索发

境还是人体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都产生了较大威胁。

电设施的小型化和便利化，能够取代工程建设中煤电、

它也成为了绿色施工技术重点研究的方向。扬尘的控

火电等其他类型电能的使用，从而达到绿色环保的目

制关键在于前期的预防，施工单位要做好规定动作，

标。太阳能也是重要的可再生能源，以光伏发电为主

按环保要求布设相关的防尘和抑尘装置物料。一是运

的太阳能开发利用已经在社会各领域广泛推广，在建

输砂土、石灰的车辆要进行外部遮盖，有条件的则要

筑工程中，可以借助小规模的太阳能发电装备，实现

选用预制封闭式车体，对车辆进出做好检查。二是车

电能的清洁开发利用。当然，太阳能本身也有一定的

辆在进入施工现场后，沙土材料难免会粘连到车底部

局限性，比如在阴雨天气、夜晚就无法实现，所以在

和车体周围，被吹干晒干后，又造成二次的污染，因

今后，加大太阳能发电后的电能存储和精确高效输出

此要在进出场进行全面洗消。最后，要确定定向的运

是研究的重点。地热能是地球内部本身蕴藏的一种丰

输路线，及时掌握扬尘情况，并采取应对措施，集中

厚的能源物质，国内的地热能储量相对丰富，在一些

存放和处理点要远离人口密集区 [3]。三是要根据天气状

蕴含大量地热能的地区，建筑工程可开采高品质地热

况合理地调整施工时间，比如在大风天气下，就尽量

能用于建筑的集中供暖。如果地热能分布在地表的下

减少可能会引起扬尘污染的施工作业，比如地基开挖、

部，则可利用地缘热本系统将其转变为高热品位能源。

深基坑支护、地基强夯等等，这样就可以从源头上减

地热供暖系统既可以用于集中采暖，也可以用来发电，

少扬尘污染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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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储量巨大的清洁能源。建筑单位可以借鉴国外如冰

3.3 做好建筑垃圾的回收处理利用

岛的地热能开发先进技术 [4]，申请一些资金支持，有效

建筑垃圾在施工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其对环境

推动相关地热能转换体系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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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减少光与噪声类污染

工现场管理、规范工艺和技术流程，以更好的节约材

除了常见的大气和粉尘污染之外，建筑施工过程

料的用量，提升材料的利用率，避免施工成本的增加，

中产生较多的污染就是声光污染了。因为很多的建筑

导致工程施工超预算的现象发生，同时还会导致大量

施工涉及到混凝土浇筑，该类施工由于混凝土的理化

的资源能源浪费，不利于绿色施工理念的践行。其次，

特性要求，需要在夜晚的时候实施作业，这就势必会

材料采购一定要有符合环保标准的管控措施，改变其

用到大量的照射灯具，因为施工现场的面积大，工程

施工理念，坚持环保绿色优先原则，在保证材料质量

设备多，施工工艺繁杂，要实现安全科学的施工现场

的前提下，选择无污染、低能耗、可以循环使用的建

管理，就必须要确保照明的亮度和范围，但同时也会

筑材料，对环保材料的使用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最

对周边的其他群众造成一定的困扰，强光照射下会让

后，要加强材料采购招标的监管工作，落实采购招标

人们无法入眠，更为严重的还会对眼部组织造成不可

人员的责任，做好市场调研、询价、质量勘察和检测，

逆转的伤害。为此，光污染的防治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此来保证进场材料的质量、环保性都符合施工标准。

通常要审慎选择大功率的照射灯具，并且要让灯光照

在确保材料环保性的同时，也要加强节约型材料的引

射的方向避开人员聚集区，必要时在高亮度的施工比

进和研发力度，更多使用可再生的建筑材料，提升能

如焊接等作业中，在四周设立围挡，以此来减少强光

源的循环利用效率，减少材料成本，同时也更好地践

的散射。而照明灯具则可以在外部安装弧形的灯罩，

行了绿色施工理念。行业主管部门和经济发展改革部

改变光的照射方向，使其沿着合理的路径照射，避免

门可以针对环保材料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出台

对其他无关地区人员造成干扰。遮光棚也要在夜间进

一定的奖补政策，对于使用环保材料的施工单位，在

行电焊使其搭建起来。除了光照污染，噪声污染也是

税费核定方面进行一定的优惠，还可以申请政府的财

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建筑施工因为选用的设备体型

政直补，降低材料的购置价格，抑制其前期施工成本，

质量都相对较大，为此，在作业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

激发施工单位使用环保建材的积极性。

的动能，传导至接触面，引起剧烈的振动，继而形成

4 结语

了很大的噪音，它们对周边环境的污染是极为严重的。

总之，加强建筑工程项目绿色节能施工的应用和

为此，要实现建筑的绿色施工目标，就必须高度重视

开发是建筑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要落实好绿

施工的噪音管控工作。噪音管控通常是在施工前期就

色、环保、节能的施工理念，坚持技术、材料、管理

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噪音实行多

多管齐下，以生态保护为原则，以高效节能为目标，以

种形式的控制。主要的途径有以下几种：一是从源头

技术创新为措施，促进建筑工程施工行业的健康发展。

防范，即在设备的招标采购与租赁时，尽可能选取噪
声较小的，不容易与人体产生共振频率的机械设备，
以此来提升噪音的防控水平。二是在前期项目选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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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衰减，从而达到噪音控制的
目的。三是可以使用相应的降噪工艺和设备，比如在
施工时架设全包围围挡，既能防粉尘和光照污染，也
能在一定程度上阻隔噪声的传播。部分施工现场可以
安装隔音板，或者在相关设备中加装消音棉和消音器，
从而减少噪音的分贝。同时，为了减少夜间噪音的产
生，对于一些大功率且噪音较高的大型机械设备，必
须要控制其使用的时间段，在居民休息和深夜时间停
工并对设备进行检修，这样从根本上防止噪声的产生，
还居民一个安静、舒适的休息环境，把噪声污染产生
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3.6 绿色材料在绿色施工中的有效运用
首先是要做好材料的高效、节约使用，要加强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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