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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绿色施工管理理念下创新房屋
建筑施工管理的有效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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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工程的传统施工方式会对空气、水源等生态环境造成污染，不符合我国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环

保理念，因此必须加强对建筑施工的管理，将绿色施工的理念引入到施工管理当中。绿色施工理念的引入将给施

工管理方式带来新的变化，不断完善房屋建设管理的体系对保护生态环境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本文针对绿色施

工理念进行概述，研究绿色施工的理念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提出合理化的解决建议，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关键词 绿色施工 四节一环保 创新管理 环保意识

中图分类号：TU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22）04-0085-03

建筑行业的发展不仅推动着地方城市化的进程，

还影响周围的生态环境变化，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建

设不适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施工过程中引入

绿色施工理念是人们的迫切需要，而它的引入也给施

工管理带来了一些问题，如：现场没有很好的监管能力、

管理人员缺乏环保意识等。解决好这些问题，有助于

在施工管理中贯彻执行绿色环保的理念，成为带动建

筑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1 绿色施工的概述

1.1 绿色施工的概念

绿色施工总体概括就是“四节一环保”，在施工

建设中保证工程安全以及质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

节约电能、土地资源、水源、施工用料等资源，达到

保护环境的目的。

1.2 特点

1.2.1 节约资源

从建筑施工的源头来看，建筑施工所涉及的工序

较多，因此每道工序需要的材料也较为复杂，在保障

施工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从源头节约资源、选用较为

环保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在施工的工程中合理安排施

工程序来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这就符合绿色施工节

约资源的特点。

1.2.2 对环境友好

在施工的过程中难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一定的影

响，这就要求我们在施工完成后及时地对环境进行测

评，对施工中产生的光、电、气污染及时进行处理，

避免长时间的对环境造成污染，实现对环境友好的环

保目标 [1]。

1.2.3 高质量发展
绿色施工要求我们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同样注重发

展的质量，注重发展的绿色、可持续性，利用绿色环
保的生态学理念作为高质量、高效率发展的指导，不
断在施工的过程中结合环保理念，节约资源提高经济
发展的效益。

1.3 标准及过程

1.3.1 标准
绿色施工的标准就是严格执行国际、行业相关法

律、法规、准则，如：《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建
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等，明确绿色施工的要求不断完
善绿色施工管理准则，施工时做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1.3.2 过程
1.策划阶段。策划阶段主要分为目标策划和方案

策划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是相辅相成的。目标策划
就是在项目施工前首先制定绿色环保的总基调，然后
设定为了实现总目标我们需要做的具体事项；方案策
划是指根据目标撰写具体的施工方案，在方案中体现
出设计目标然后择优选择方案的过程。

2.准备阶段。准备阶段是施工管理的重要环节，
包括了人员、物资、设备的准备，为了达到绿色施工
的目标，在施工准备阶段对原材料的选择上就要优先
选择环保、节能、性能较好、污染较少、可重复使用
的材料。

3.运行阶段。运行阶段需要对整个施工的各个节
点实行动态监测，根据项目的实际合理地划拨项目分
段，加强各个施工阶段的监控，以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

4.场地整理和评价。施工前对项目进行分段自评
和预评形成预评报告，在施工完成后结合专家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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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施工的特点，对整个施工的用料、设备、建筑环境、

方案等进行评估看是否达到绿色施工要求的相关标准。

1.4 绿色施工的创新应用

房屋的建设通常需要耗费大量的钢材、木材以及

混凝土等建筑材料，绿色施工技术可以根据施工的进

度以及库存方面及时调整原材料的采购，还可以采取

一些新型的工艺手段来达到节省材料的目的，如：用

清水混凝土取代普通混凝土一次成型不做二次装饰节

约耗材。在贴面类材料的使用时可采用钢板铺装取代

混凝土地坪道路，相较于传统混凝土铺地钢材铺装更

省时省力 [2]。

施工现场的用水可以通过合理设计供水管网使管

径合理便捷以达到节约施工用水的目的，施工现场的

办公区生活区的水龙头均采用自助冲洗装置来避免水

资源的浪费。绿色施工还要求水资源的重复利用，可

以在施工现场设置雨水收集循环利用系统，建立雨水

收集装置将雨水收集到设置好的雨水收集罐中，储存

的雨水可以用于喷淋系统的喷洒循环利用水资源。

节能方面主要是指节约施工设备消耗的电能方面，

在施工时优先采用节能、环保的施工设备，在施工的

组织设计的过程中合理的设计施工的顺序，可以提高

施工的效率减少施工的耗能。

1.可以建立施工设备管理制度，在平时施工的过

程中对设备用电耗油量进行统计，完善设备维修档案，

及时地做好养护工作以防止设备故障。

2.在设备的选择方面应该本着节约功率的原则，

要避免大功率的设备长时间低负载运转带来的电能消

耗，应根据施工的需要选择功率合适的设备进行施工。

3.合理地进行施工顺序的安排和设计使得设备的

运转能够达到满载率减少对电能的消耗。

4.对施工人员生活区的建设应该尽量选择朝阳、

通风的地方，在材料方面可以选择隔热性较好、较为

环保的材料进行建设，这样可以减少夏天和冬天空调

的使用来达到节约电能的目的。

5.对夜间施工照明设备进行选择时，应该首先选

择节能环保的灯具，对电路进行合理的设计和布置，

可选择合适的地方安装声控以及光控照明灯具，照明

的设备的选择只需满足最低照明度即可。

6.在施工的区域内安排合适数量的施工设备，按

相邻的施工区域采用共用同一设备的原则，减少施工

设备的使用数量节约能源。

在节约用地资源方面可以利用原有的建筑、道路

作为办公区域及生活区域。在施工时可以利用闲置的

土地用于土方的回填，在回填区域利用草皮或者草本

植物进行环境美化，这样还可以减少在运送土方的过

程中扬尘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此外在施工的现场还可

以搭建临时的设施，尽量增大土地的使用率减少用地

死角造成的土地资源的浪费。在工程完工后不要忘记

对周边占地土壤的修复，恢复其原有的地形地貌降低

施工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3]。

1.5 保护环境方面

1.5.1 扬尘的控制

扬尘对空气的质量以及周边的环境都会产生严重

的污染，因此在进行土方作业时应该在施工区域进行

洒水以降低空气中扬尘，对已开挖的区域要在其表面

设置密目网以此来减少扬尘对空气的污染；在土方运

输车的选用上要采用全封闭式车斗，保证土方在运输

的过程中绝不外漏；在施工的现场应该设置洗车槽对

来往运输土方的车辆进行冲洗，并安排专人对硬化的

地面进行清扫以减少扬尘。

1.5.2 减少噪声污染

在减少噪声污染方面主要是采用低噪音、低振动

的施工设备来进行施工，对施工的周围进行部分绿化处

理，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污染还可以减少一部分的噪音。

1.5.3 光污染控制

在夜间施工时应该采用较低功率的照明设备满足

基本施工作业即可，在照明灯外可以外加灯罩，光照

的方向要尽量控制在施工区域范围，防止光源的外泄

给周边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在进行电焊作业时要做

好防护措施，避免电光弧的外泄对人造成伤害。

1.5.4 水污染的控制

水污染的控制主要是处理好施工产生的建设废水

和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实际操作可以在施工的

现场设置废水沉淀池来收集废水，将收集到的废水进

行处理达到环保排放标准后才可以允许排放。在办公

生活区域可以设置化粪池、隔油池等来进行三级沉淀，

达到排放标准后再排放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2 绿色施工管理创新的重要性

在进行施工管理的过程中企业可以根据绿色环保

的理念来设立一个生态化的建设目标，这样可以在保

证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又能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在

建设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来实施，包括在施工

时采用较为环保的材料来进行施工，不断地优化施工

技术来减少能源的浪费等，以此来实现生态环保的基

本目标，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生态化的施工环境 [4]。

3 绿色施工理念下施工管理暴露的问题

3.1 缺乏监管

施工的有序开展必须要有严格的现场监管，应该

在施工的各个环节阶段安排监管人员对绿色施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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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贯彻和各项环保措施的执行进行监督，确保各项标
准落到实处。

但现在有很多的施工单位只关心施工的进度而忽
略了工程操作的规范和落实绿色环保制度，这样不仅
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还对周围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3.2 环保意识薄弱

现在很多企业从施工的管理人员到施工的实施人
员环保意识都比较薄弱，没有真正意识到施工给生态
环境造成的影响，施工时废气、废水随意排放，施工
垃圾任意堆积，用电用水毫无节制等现象比比皆是。
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心理缺乏绿色、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忽视对施工过程的管理，因此对施
工相关人员灌输绿色环保理念显得尤为重要 [5]。

3.3 绿色施工人才匮乏

在很多施工建设中管理人员缺乏专业化知识，管
理经验匮乏的现象普遍存在，管理经验的缺乏会对工
程的质量造成很大的影响，工程质量一旦出现问题，
得不到及时处理慢慢积累就会给工程带来重大的损失。
很多管理人员除了管理经验的缺乏外还缺灵活思维，
不会将先进的环保理念与施工建设相结合，墨守成规
缺乏创新，绿色施工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除此之外，
管理人员经常在施工的过程中由于监管薄弱而导致问
题频出，出现问题处理拖沓，相互推诿逃避责任，一
旦问题处理不当就会给施工建设带来更大的麻烦。

3.4 管理模式落后

绿色施工的推进必须依靠创新的管理模式来运行，
但很多施工单位和企业管理模式落后，仍然靠着人管
人的模式推进，管理制度不及时更新已经无法满足日
新月异的施工需求，这样导致绿色施工无法在施工过
程中很好的开展。其次管理模式冗沉，制度僵化不懂
得创新变革，不能很好地发挥个人的价值也无法给企
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4 针对绿色施工管理存在问题的解决措施

4.1 创新管理技术

在施工的过程中要加强管理技术的创新，用绿色
施工的理念来指导施工的进行，真正运用到科学的方
法制定完善策略，将科学技术有效运用到施工过程的
管理。具体做法又分为两大方面，体制创新和管理机
制创新，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施工管理可以借助外部工
具来提高施工的技术水平，可将计算机技术充分施工
管理的过程中。改变管理机制，提高专业工程技术人
员在施工人员的比重以此来提高整个行业的水平，不
断加强施工中对环境的保护。

4.2 引入专业人才

为了让绿色施工能够更好地发展，引入人才是关

键。先进的理念必须由专业的人才来实现，企业在培
养人才时要注重对绿色施工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他
们的专业水平和个人素质，在平时要督促他们加强学
习，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还要学会处理问题的能力，
在施工的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要学会及时妥善处理避
免事态的扩大。其次在人才培养方面还要加强监管制
度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避免一些问题处理不当的
情况发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整个工程的质量。

4.3 创新管理模式

管理模式在整个绿色施工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管理模式的创新可以根据工程的特点来进行制
定，还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管理模式在与传统管
理模式积累的经验相结合创新管理模式。例如：在施
工建设中利用计算机建立施工管理电子平台，通过平
台的数据运营来反映出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浪费材料、
能源、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问题，同时利用平台实施监
管将问题及时的处理。

4.4 加强环保意识

绿色施工要求施工人员具有环保的意识，企业以
及施工单位要全面提高施工人员的环保意识，定期开
展环保节能培训让环保意识深入人心。其次在管理方
面要健全环保制度，利用制度的监管让施工单位自觉
加强环保意识落实环保行为，减少施工给环境造成污
染真正做到绿色环保。

5 结语

绿色施工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长
远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社会全方位的努力，
在建筑行业需要企业加强施工管理，真正将绿色环保
理念贯穿施工建设的始终，节省材料、能源避免造成
浪费坚持绿色可持续的发展观念，不让施工建设给周
围的环境造成破坏，持续推动着建筑行业绿色、健康、
可持续的发展，营造绿色和谐的建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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