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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分析及节能技术研究
武玉山

（淮北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安徽 淮北 235000）

摘 要 我国的施工行业虽然在持续发展，但依旧有一些缺陷。为了有效地改善这些问题，就可以在原有技术上

融合绿色技术，一般情况下，绿色技术能够有效地解决施工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并且整体的效果都是较好的，尤

其是环境问题。绿色建筑技术作为一种全球性技术，其的运用能够减小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目前我

国在此方面的研究程度还有待提升，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样才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建筑施工事业的进一

步发展，并降低环境问题的发生概率。

关键词 节能技术 绿色建筑 墙体节能技术 中央空调 太阳能技术

中图分类号：TU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22）05-0112-03

由于建筑工程会造成严重的能源浪费，对生态环

境产生各种不良影响，故而其节能环保性逐渐受到建

筑行业的关注。为提高建筑工程节能环保性，保护生

态环境，有效节约能源，须正确认识节能技术手段，

充分掌握其技术要点，并严格依照相关标准进行施工，

从而在保障建筑工程质量的基础上，提高工程节能环

保性，为建筑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1 绿色建筑工程应用节能技术的意义

在建筑工程中使用节能技术是未来时代的要求，

在之前传统的取暖方式中，主要是使用煤炭作为取暖

的能源，但是这种取暖方式会造成很大的环境污染，

会向空气中排放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粉尘和一氧化

硫等。目前世界正处在节能环保的浪潮中，世界各国

都制定有害气体排放标准，而二氧化碳的排放严重污

染了环境，造成温室效应，全球温度升高 [1]。而现在使

用绿色节能技术，在使用暖气设备时，不再要求煤炭

作为取暖的主要能源，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空气中有

害气体的排放，这为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平衡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同时绿色节能技术使用在家居环境中，可

以有效地改善家中空气质量，为人们营造舒适安全的

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在工程建设中，使用绿色

节能设施，可以为工程节省大笔的资金投入，提高建

筑工程的技术水平，节能设施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发挥

节能特性，可以减少很多建筑材料的使用，促进了整

个建筑行业的绿色发展。

2 绿色建筑工程的节能技术应用概述

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出现绿色建筑，起初是由

意大利建筑师保罗 •索莱里将生态与建筑概念有效结

合，得出生态建筑学相关概念。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

为了能积极应对能源问题，各国开始运用太阳能、风

能等新能源。在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中提

出了“绿色建筑”理念，并受到学术领域的高度重视

和支持 [2]。新时期绿色建筑发展主要是基于节能与环保

核心理念进行拓展，有助于节约诸多资源，集中融入

建筑、环境、人文等方面要素，并以全面提升建筑项

目整体质量为主要目标。绿色建筑工程建设主要是通

过制定完善的设计方案，灵活运用各类节能施工技术，

选取更多高质量施工材料，对水循环系统、太阳能资

源等规范化运用，打造健康、舒适、高效的现代化空间。

通过节能技术运用能有效控制各类施工资源能源损耗，

对各类建筑垃圾产生量进行有效管控。全面降低噪声

污染，调节项目施工成本，有助于实现环境资源保护，

扩大建筑企业发展效益，实现建筑行业长远发展。

3 绿色建筑工程的问题

3.1 传统施工方面的问题

传统施工污染较为严重，相关人员对材料的节约

意识也不强。因此，衔接力度和节能减耗思维没有在

施工中得到落实。此外，传统施工实践环节中的效率

较低，造成的资源浪费以及各项材料浪费现象较为严

重，不利于节能化思想在实践中彰显主体优势。在此

实践背景下衍生出绿色化的模式，应引起相关人员的

重视。

3.2 施工流程不够完善

虽然我国已针对绿色建筑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

并推出一系列规划目标与法规政策，但其局限性相对

较高，目前，仅能够对已建成的工程项目进行评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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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对于建设过程中或设计中的绿色建筑，我国尚

未推出具备参考价值及可靠性的实施细则，且监管力

度相对较低。此外，我国制定的对绿色建筑的规范过

于关注建筑使用过程产生的能源消耗，未对其建材生

产、运输以及施工过程中产生的能耗给予重视，由此

导致建筑工程能耗无法得到控制。从现实来看，该问

题已对我国绿色建筑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

3.3 绿色施工存在的问题

政策实施上存在着较多的困难，虽然国家正在加

大力度扶持绿色化的模式。但是，在实际的落实环节

中仍然会出现较多的问题。如：材料较为昂贵。绿色

化理念落实需要相关的技术，但是传统施工中工作人

员的习惯已经形成，改变较为困难。此外，拥有绿色

技术的人员和人才较少，因此，在实际的施工环节中

会让绿色偏离轨道。其次，由于资金投入量较多，绿

色施工所需要的材料和成本逐步增大，难以得到各环

节工作人员的拥护；规范化体系难以在绿色施工中得

到落实；缺乏系统化、成本化的管理，使得用途和路

径逐步出现欠缺，没有得到正确方案的践行，阻碍了

理念的融入。最后，以“利益”为重的思想在社会中

较为盛行，因此在具体的环节中“绿色化”往往成为

被忽视的一点，进而阻碍了社会的良性运转和整体氛

围的构建。

4 绿色建筑工程技术及节能技术的分析研究

4.1 墙体节能技术的运用

在建筑承重墙主体施工中，要注重对项目施工设

计图纸要求进行判定，对空心砖排布顺序以及堆砌结

构进行判定，以此来全面提升墙体保温施工成效。可

以在墙外施工中粘贴适量聚乙烯瓷砖，这样能全面强

化外墙保温成效。在墙体整体施工中规范化运用节能

环保材料以及节能技术，有助于提升绿色建筑项目施

工质量。在墙体施工材料选取中，要注重对空心砖质

量进行检测，做好材料性能检查，对空心砖排布顺序

以及整体施工结构实施有效优化。

4.2 中央空调

中央空调是相比于其他几类技术发展比较早的方

式，也是采用集中控制的方式。过去人们都是采用分

开控制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独立性比较好，但是对

于能源的浪费是非常大的，反观集中控制的方式，可

以实时地掌握人们的喜好，对于能源进行集中管理。

中央空调就是如此，可以对整个建筑进行集中管理，

对于建筑内部的温度进行实时监控，当温度过高或者

过低的时候，中央空调就会实时进行升温和降温，从

而确保整个建筑工程的温度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

态，给居住在里面的老百姓提供最为舒适的环境。另外，

中央空调的集中管理模式比较节省，对于电能的消耗

也比较少，总之，对于建筑物的绿色环保起到关键的

作用。

4.3 新能源利用系统

（1）地源热泵。此系统可在冬季时将地下存有的

热量迁移至建筑内部，在夏季时将建筑内部热量迁移

至地下土壤，并可将地下冷量迁移至建筑内部，满足

建筑冷热需求。相比于传统系统，该系统不仅运行效

率较高，而且运行费用较低，因此在绿色建筑工程建

设中应科学建设该系统。（2）自然光导入。可根据性

质不同将太阳能系统划分为多个类型，如导光管采光

系统、光伏发电以及太阳能热水器等。其中，导光管

采光系统节能技术具有良好的清洁性，其在绿色建筑

工程中的应用率正在不断提高。利用采光装置，收集

与捕获阳光并传输热量，通过漫射器达到均匀照射建

筑室内的目的。在科学应用该系统的情况下，建筑白

天照明能耗与制冷能耗将分别降低 80% 与 10%。（3）

LED 灯。该种灯具功耗相对较低，且电光转换效率极高，

须考虑该灯具节能效果 [3]。

4.4 太阳能技术的运用

在建筑建设时，一般对太阳能的利用可以分为两

类：（1）利用相关设施对太阳能进行收集，进而使用

在热水器、电视等方面，实现太阳能到电能的转化；

（2）改变建筑物的方位，使得建筑物本身直接利用太

阳能，或者在墙体上使用聚热材料，达到房屋保暖的

效果。第一种方法比较普及，一般在屋顶安装太阳能

光板来收集太阳能，通过光板将电能输送到储电设备

中，进而被使用。但是太阳能在被使用的同时还存在

许多缺点，过度地依赖天气状况，当晴天时，产生的

电能尚能满足自身的需要，但是遇到大雨天气，则很

难产生电力，这对全部依靠太阳能的家庭来说是一个

现实的难题，因此提高太阳能转化效率技术亟待提升。

改变建筑物方位来提高对太阳能的利用，这是最科学、

最有效的方法，将房屋朝南建设，或者将侧面最大程

度地在阳光直射面，并且在墙体粘贴聚光保温材料，

当太阳出来时，可以有效地提高室内的温度，非常节

能环保。即便是在夏季，也可以对房屋内的温度实现

内外隔绝，避免房屋内温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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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水循环利用技术

在建设工地中浪费最多的就是水资源，尤其是在

混凝土制造时需要大量的水。在传统的施工建设工地

中，对于水没有做明显的区分，通常将建设工地生活

用水和建筑用水混在一块，然后送到废水处理中心去

做处理，甚至直接将生活用水以及建筑用水直接排放，

实际上作为生活用水是可以再次使用的，不需要经过

复杂的处理，完全可以将生活用水二次利用。通常需

要送往废水处理厂的都是遭受污染的水，比如医院废

水等。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将水资源二次利用技术在

建筑工地及时展开，重新设计高质量的污水处理器，

将生活用水用在建设工地之中，这样不仅能大大提升

水的利用率，还可以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 [4]。

4.6 外围护系统

（1）外墙外保温系统直接影响建筑的保暖性，需

降低建筑夏季时的内、外热能传递，提升冬季时室内

保暖效果，避免室内热量出现流失现象。在通常情况下，

设计人员可选择利用对外墙粘贴挤塑聚苯板以及呼吸

式幕墙等技术手段，对控制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具有重

要作用。（2）屋面及地面保温措施。在实际设计中，

应选择在屋顶及内墙区域设置保温层，减少屋顶太阳

辐射；另外，还可以延伸隔热层，科学设置聚苯乙烯板，

达到保温隔热的目的。构建闭合保温隔热体系，将显

著提高建筑保温性能，有效避免流失现象。在通常情

况下，建筑地面传热系数多为 0.56W/m2•k，该项目地
面与屋顶传热系数分别为 0.55W/m2•k与 0.33W/m2•k。
通过对该工程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其地面与屋面保温性

相较于其他建筑明显更高。（3）外窗。外窗在建筑节

能中属于重点控制对象，目前，我国工程建设应用率相

对较高的组合结构为断桥铝合金框与中空 Low-E玻璃。

4.7 室内节能施工技术的应用

在实际的房屋建设中，室内的设计是建设的重点，

但是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装修时门窗的

设计施工，房屋装修最重要的就是室内采光的问题，

在我国传统的设计理念中，客厅和卧室应该光线最好，

因此常常将客厅和阳台建设在一起，在南面开出一扇

窗户。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很多时候的设计并

不能达到最终的计划需求，必须重视对门窗位置的设

计，才可以最大化利用现有的空间获取最大的光线。

在进行建筑室内设计的时候，房间的保温措施十分重

要，一般的保温措施有节能玻璃的使用，当前大多数

家庭在安装玻璃时采用的是普通玻璃，但是普通玻璃

对于一般的风雨阻挡有作用，当作为保温措施时其作

用就大打折扣，普遍具有散热属性，还有一些家庭使

用双层玻璃，双层玻璃对于室内保温有很好的隔绝效

果，但是仍然不是完美的选择，要想做到最大的节能，

那么就应该使用节能玻璃。节能玻璃最大的优点就是，

在保持室内温度的同时，自身可以利用太阳能散热，

给室内增温，这样极大地缓解了暖气的消耗，但是节

能玻璃对安装的位置有一定的要求，因此对于窗户位

置的设计要求更高。

5 实例应用

在建筑工程的施工过程中，节水施工是绿色施工

的表现之一。建筑施工现场，水资源的使用是巨大的，

例如降尘、绿化以及设备的清洗都会大量使用水资源，

而这个时候，施工单位可以组织对雨水或者废水进行

二次利用，通过回收利用来节约水资源。另外，建筑

工程中的固体废料的使用数量巨大，在实际的施工过

程中，可以对固体废料进行妥善的保管，不要肆意对

固体废料进行堆积，不但影响环境，而且影响美观。

必要时应该对固体废料进行分类处理，分辨为可回收

和不可回收，结合固体废料的实际情况进行有规划的

合理利用，充分实现废料的使用和再利用。

6 结语

绿色建筑工程是建筑行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为促进绿色建筑发展，需响应时代号召，深入分析节

能技术，并严格依照相关标准将节能技术应用于工程

施工中，从而达到提高建筑节能环保的目的，实现建

筑行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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