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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施工背景下公路桥梁施工技术的应用探究
汤中华

（浙江交工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 当前经济快速发展，公路桥梁建筑行业也在快速地发展，与此同时该行业存在资源浪费的问题，在环境

保护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弊端。现今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不断改变，对于环保的观念也在不断增强，为了降低公路桥

梁施工时资源的浪费，企业将环保观念应用到桥梁施工建设中，促使工作人员在施工时遵守绿色施工的原则，以

此来降低该工程资源上的浪费，以便于保障工程周边的环境，使该工程在建设中更加趋向于绿色环保施工，在促

进该工程更好地发展的同时，提升相关企业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 绿色施工 公路桥梁 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U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22）05-0040-03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公路桥梁的修建也越来越

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我国交通行业的发展，

使人们在运输、出行方面更加的便利。但是由于桥梁

工程自身具有修建工期较长、施工较为复杂等方面的

特性，在其施工过程中还是会造成资源过度消耗以及

环境污染，那么相关单位就必须要重视这方面的问题，

找出问题所存在的区域，并运用合理的方式进行解决。

如今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被人们研发出来，人们对于

环保的观念也在逐渐加强，因此在桥梁施工中要运用

更加先进的施工技术进行修建，使其在绿色环保的施

工下进行修建，这样不仅能够很好地增加企业的经济

效益，同时也能够更加有效地保障资源不浪费以及保

护环境不会受到污染。

1 公路桥梁修建中运用绿色施工的含义

现如今，随着国家不断地提倡绿色环保工作，人

们的环保意识也在不断地加强，同时对于相关的环境

保护、节约资源等方面的问题也十分的重视，不管在

日常生活中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还是在建筑、

生产中对于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的工作都在不断地提

高。在桥梁工程施工中运用绿色施工的方式，是为了

能够更好地保护工程周边的环境以及减少资源、能源

的浪费。而绿色施工主要是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尽可能

地保护环境、降低资源的消耗率，同时为了能够更好

地使绿色施工在该工程中顺利运用起来，相关工作人

员首先需要对该工程实际流程进行考察 [1]，并根据具体

情况采用相应的方式进行工作，这样能够使工程整体

的施工速度得到提升；同时也能够很好地保护工程周

边的环境不被污染。另外，在工程中运用绿色施工时，

工作人员还需要注意该工程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水

污染的处理工作、噪声污染的处理工作等等。找出工

程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并按照绿色施工的方式对每

一个问题进行严格仔细的处理，将绿色环保的理念很

好地运用在工程所存在的问题上并一个个地将问题解

决，以此来促进整个工程的工作效率，提升企业的经

济效益。

2 将绿色施工应用在公路桥梁工程中的意义

绿色环保观念不断的普及，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

观念也在不断地加强，将绿色施工应用在公路桥梁修

建中，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经济的增长，也能够

在节约资源的同时加强相关工程的整体质量；并且随

着绿色环保意识不断地深入人心，该类施工方式在未

来工程建设中也会被广泛运用起来。

首先，将绿色施工技术运用在该工程中，能够改

变以前施工技术中存在的弊端，该方式能够减少以前

方式所造成的资源浪费情况；同时还能够减少对周边

环境的污染；并且新的技术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

了该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将绿色施工技术运用在工程建设中，也说

明了相关人员的观念意识得到了一定的改变，以往在

工程施工中并没有过多地关注资源以及环境方面的问

题，随着人们意识的改变，如今在施工过程中更加注

重资源的节约以及环境的保护工作。

可见，绿色施工技术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

了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这也表明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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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更加注意环境保护、

资源的节约。随着人们观念意识的改变，环保思想的

加强，在未来各行各业发展中各大企业对于环保工作

的应用会更加地重视；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更加重视

环保工作的实施。为了能够使绿色施工技术更好地运

用在桥梁建设工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必须要重视绿色施

工技术，并对该项技术进行合理的分析探讨，进一步地

了解该技术的优势，使其在施工中发挥出较大的效果，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该项技术不断地完善，也使得该项工

程得到一定的发展 [2]。

3 公路桥梁施工技术的具体要求

3.1 使公路施工的管理得到进一步完善

在以往进行工程施工时，总会存在一定管理方面

的问题，使该工程在施工中出现各种问题并影响整个

工程的质量。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使公路桥梁管理

工作得到完善，相关企业要在该工程施工中运用绿色

施工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使工程现场管理工作得到进

一步的提升。

首先，相关单位可以对工程中相应的要求进行分

析，并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安排相应的施工队伍对工程

进行施工，同时按照现场的情况制定出合理的管理机

制去管理相关的工作人员，并要求大家在工程施工过

程中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进行工作 [3]。

其次，将工程中的每一项工作、每一个责任都划

分在个人身上，同时在工程修建过程中运用绿色施工

技术，并将该思想观念传达到每个工作人员，让工作

人员按照相应的规范将绿色施工技术应用到工程中。

另外，相关单位还需要按照工程的实际情况，对该项

工程制定出相应的施工计划，加强相关工作人员的思

想观念，并对工程中所需要运用到的材料进行采买，

并把控所需材料的质量，对其进行定期筛查，以确保

之后的工作能够正常的运行。

最后，要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工作，使

相关人员对环境保护以及节约能源的观念得到进一步

的提升，从而使绿色施工技术能够在该工程中充分发

挥作用。

3.2 降低施工材料浪费的情况

由于公路桥梁工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特性，其所

工程周期比较长，同时其工程施工过程还会受到各种

因素的影响，所以在其施工过程中常会出现资源浪费

的情况。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减少施工材料过度浪

费的问题，要在该工程施工中运用绿色施工技术，并

对工作人员的材料运用情况进行相应的把控，根据实

际情况制定出合适的制度进行规范，提升工作人员节

约资源的意识，杜绝过多浪费的情况出现。

因此，只有让工作人员具有一定节约能源的观念，

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绿色施工技术在该工程中的应用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为了能够更好地将节约资

源的观念融入工程施工中，相关企业可以让工程管理

人员将所需材料的出入库情况进行记录，并定期进行

检查，若是出现问题，相关人员必须要及时找出问题

存在的地方或者消耗量较大的区域，并进行合理的调

整、改善，以此来降低工程施工中出现资源过度浪费

的情况 [4]。

3.3 加强工程中环境保护的处理

在对该工程进行施工时，由于工程实际施工的情

况加上施工现场周边气候等影响，工程周边的环境都

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工程施工时本身就会有

较多的灰尘，一旦遇上大风气候就会使周边环境受到

灰尘的影响。

因此，在对工程进行施工时，尤其是对其进行土

方挖掘时，工作人员可以对该区域进行合理的洒水工

作，以此来降低工程施工时灰尘过度的飘扬影响空气

质量。

3.4 将工程中所产出的污水进行处理并合理

利用水资源

在该工程修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的

污水，如果将其直接排出将会影响工程周边的环境以

及土质情况，因此将污水排出之前相关工作人员一定

要做好相应的处理工作，并采用合理的方法对其进行

有效的降解工作，等其达到相应的标准后再进行排放

工作。

同时，相关工作人员还需要对水资源进行合理的

利用，结合绿色施工的思想采用一定的方式对水资源

加以利用，并且在完成该项工作时还需要工程管理人

员与工作人员相互配合，才能更好地使工程中的资源

得到合理的利用；同时也降低污水对环境的影响。

4 将绿色施工运用在公路桥梁施工中

4.1 更好地保护工程周边的环境

在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无论该项工程的施工量

是大是小都会对工程周边的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因

此为了减少施工对环境污染的情况，相关工作人员首

先可以对工程周边的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并对工程施

工中可能会导致的污染情况进行分析判断，再根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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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结果找出在施工中受到污染较重的区域进行处理，

按照实际施工的状况去运用最为合适的方式进行环境

保护工作，以此来减少该工程对施工区域环境的影响 [5]。

另外，在正式施工前，相关工作人员也可以参考

其他绿色施工的工程，在进行动工前可以将其做得好

的方面加以运用，如果工程结束后该工程施工区域附

近的绿植情况并不能达到工程所需要的数量，工作人

员可以对该区域的绿植进行补种，这样的话就算在施

工过程中对该区域的环境造成了影响，也能够将其进

行相应的恢复。

此外，在对该工程进行修建时，也会运用到一定

的化学物质，该类物质一旦处理不当或者保存不合理

都会对工程的环境带来一定的污染，因此在工程中运

用到化学物质时，相关工作人员一定要对其存放工作

严格监管，按照相关的制度对其进行合理的存放，并

把控存放区域的温度；同时还需要避免该物质与水放

在一起，如果其与水发生化学反应，不仅会渗透到土

壤内，使其土质受到影响而破坏该区域植物的生长环

境，若是在其存放时发生了该类情况，相关工作人员

可以及时在该区域种植生长速度较快的植被，以免该

区域土壤受到过度的污染。

4.2 减少公路桥梁施工过程中的噪声污染

在工程实际施工的过程中，由于其设备的情况以

及工程自身所需，其所产生的噪声也是比较大的，那

么相关企业也必须要重视噪声污染对人们日常生活的

影响。因此在正式施工时，如果需要运用到声响较大

的设备时，可以尽可能地远离人们居住的区域，以此

来减少噪声对人们的影响。如果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所

运用到的机械设备需要移动，相关工作人员也要提前

给人们贴出相关告示，让附近的人们能够提早做好防

噪的工作，并且与居民进行合适的沟通，选择合理的

时间范围进行工作，以此来获得人们的理解。为了能

够更好地减少噪声过大对人们生活造成影响的情况，

相关工作人员也可以在达到技术标准的情况下，选择

噪声较小的设备进行施工，更好地降低噪音所产生的

污染 [6]。

4.3 把控工程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在该工程施工过程中，会产生较多的废弃物，如

果将该类废弃物直接进行丢弃，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施

工区域的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同时该类废弃物并不

能自我溶解，长时间堆放在一起不仅会污染环境；还

会占用较多的地方，造成资源浪费。因此，为了能够

更好地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以及资源浪费，相关

企业在购买材料时，可以选择更加先进的环保类材料，

并且在施工中尽可能地运用环保材料，以此来替代固

体材料的运用，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同时在采买这类

材料时，相关管理人员也需要注意采买成本情况，可

以选择更符合标准且成本造价在所需范围内的材料。

然后在对该类材料进行存放时，相关工作人员也需要

注意材料的质量管控，严格按照相应的制度进行保存。

在材料出入库时需要做好相关的记录工作，以此来保

证环保材料的质量，同时也进一步地减少废弃物对环

境造成的污染。

5 结语

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各大企业中所运用到的先

进技术以及方式也越来越多，同时加上国家正在不断

地提倡环保观念，也使得人们对于环境保护工作以及

节约资源方面更加地重视，在公路桥梁工程施工中由

于该工程自身的情况，极其容易给周边环境带来一定

的污染，同时也会浪费较多的资源。因此，将绿色施

工运用到公路桥梁施工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该

工程资源上的浪费，并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运用合适

的方式也能够更好地减少资源上的浪费；同时也给该

工程带来了一定的创新。随着环保观念不断地深入人

心，在以后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各大企业建设生

产中，该理念都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将绿色施工应用

到该工程中，也会进一步地促进该项工程快速的发展、

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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