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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施工中绿色施工技术的应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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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行业正在飞速地发展和不断地完善，尤其是对于现代化房屋建筑的建设，其中的建筑施工流程以及

建筑施工工艺也在不断地进步和优化。但现阶段的发展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例如资金缺乏、环境污染、土

地缺乏等问题，为此国家正在大力提升现代化施工，采用节能减排的建筑手段，从而有效降低施工建设带来的环

境污染，从根本上切断污染源。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针对绿色施工技术及应用进行研究，分析房屋施工中绿色

施工技术的发展和特点，从而推进绿色施工技术的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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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人来说，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能够逐渐满

足人们对住房和用房的需求，这也就要求房屋建筑物

技术要不断发展，无论是从外观特点上还是从内部功

能上都要进行不断改善。绿色施工技术就能满足我们

的现代施工需求，也能够为营造绿色建筑物的氛围做

准备。所谓绿色施工技术就是指在对建筑进行施工时

所采用的施工工艺及流程更能实现节能环保的技术和

内容，为现代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为了能够更好地落实绿色施工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使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内人员都能够具备绿色建筑的施

工意识，本文将针对建筑行业中污染问题及绿色施工

技术的推广展开论述。

1 绿色施工技术的概述

近几年来建筑行业所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多，所创

造的成绩也是逐渐优异，也使得我国整体建筑物功能

以及外貌都焕然一新。然而在对建筑进行建设时，依

然存在了很多资源浪费、生产污染等现象，这些行为

及现象的存在会阻碍各行业的发展和进步，也十分不

利于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绿色施工技术能够

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有效缓解我国目前存在的不

合理现象。绿色施工技术是根据社会发展的特点应运

而生，也是我国房屋建设行业发展的必要趋势，绿色

化的施工技术能够很大程度上保障建筑物整体施工质

量，同时还能起到环保的作用。它不但能够有效地节

省建筑材料，还能够大大提升人力、物力及财力的利

用率 [1]。

绿色施工技术也依靠于现代智能化发展水平，这

项技术最初来源于我国新兴科学技术及先进智能化技

术，总之，现代化国家发展从各个方面上提升了节能

环保的作用。绿色施工技术依靠于我国现有的新技术，

并且在不断地涌现和完善 [2]。

2 绿色节能施工技术在房屋建筑施工中的主

要作用和运用

2.1 施工中的水循环利用技术

在对建筑物进行施工时，往往需要一定的用水量，

水资源在建筑工程项目中也是必要的储备，在实际项

目建设中，有很多施工环节都会用到水，这其中任何

一个施工环节都可能会造成水污染、水源浪费等现象，

为了能够实现水资源的节能环保，要让现场的施工人

员及管理人员提升对节能环保理念的认知意识，注重

施工过程中节约节能的意识工作。因此，为了实现绿

色施工技术能够应用到实际的水能源节约中，我们研

究并提出了水资源循环利用技术。这项环节能够保证

水资源在被利用和排放的过程中加强水的循环使用，

从根本上有效缓解资源浪费问题。同时，这项水资源

循环利用技术也能够贯彻落实绿色施工技术的思想。

这项技术具体的应用主要包括多个方面，在对工程进

行建设施工时，对基坑进行降水处理时，利用专门的

设备机器进行抽水工作，将水抽取完成之后还要储备

水，利用一定的容器储备水，使得这一部分抽出来的

水不被浪费，而是投入到建设施工的使用中，而且这

部分抽出来的水能够用于混凝土搅拌和其他日常施工

方面，还能够用于清洗施工器具设备等。有效落实了

节能环保资源的理念并且实现了施工建设中水资源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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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利用的想法 [3]。

2.2 门窗绿色节能施工技术

门窗是建筑物建设中必不可少的构件，对于建筑

节能方面来说，门窗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但

能够起到隔离保护的作用，还能够使房屋方便通风，

与房屋整体的通透性和保温性能都有密切的关系。所

以对于门窗安装及施工来说，提升门窗的环保性能也

是落实绿色施工的关键点，目前在对门窗进行施工建

设时，我国已经提出并应用了门窗绿色节能施工技术，

这项技术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门

窗进行施工前要根据当地的采光以及温度等条件特点

选择门窗使用材料并设计门窗厚度和层数，而且在选

用门窗施工材料时往往会选择节能环保的玻璃，科学

有效地选择环保材料能够降低门窗带来的非物质污染

现象，例如光反射等，这样在对门窗进行安装和施工

时也实现了节能环保的目的，而且为了能够提高门窗

环保节能的效果，国家还在持续对门窗新型节能材料

进行研究和探索，并且得到了大范围地推广和运用，

同时也得到了建筑行业和人们的认可。其次，还可以

依据当地建设施工状况以及其他实际情况对门窗的大

小以及比例进行科学设计。因为门窗大小及比例也会

影响采光以及通风，对整体房屋室内保温或散热都会

起到一定的作用 [4]。

2.3 墙体节能技术

除了门窗构件之外，建筑墙体也可以实现节能的

效果，在对房屋建筑节能设计与施工中，墙体是重要

性部位，它是建筑物的主体部分。因此，对墙体实现

节能能够最大力度地提升节能效果，并且能够深入贯

彻落实我国的建筑物节能环保理念。在对墙体进行施

工时，可以利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实现节能，特别要注

重墙体施工的每一个环节，环境条件的制约以及各项

工艺参数，切实地保证墙体能够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

规范，与此同时实现节能的任务和建设。对于建筑物

整体的结构来说，墙体不但能够起到承重和隔离空间

的作用，还是保障人们人身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尤

其是恶劣条件环境下的建筑物，墙体不但能够起到保

温作用，还具备防渗水、防风的作用。然而，就目前

对墙体的施工技术来说，我们对墙体绿色施工技术的

探究力度还不够，对墙体绿色施工技术的运用比较缺

乏实践性和合理性。而且墙体的施工材料主要为混凝

土和钢筋，由于这些材料本身性质和能力特点的制约，

使建筑墙体很难满足保温和御寒的要求，并且对于节

能效果方面的处理也很难实现。因此，我们要通过不

断研究人们对墙体的实际条件需求和功能需求，并且

结合社会发展特点和建筑发展特点，对绿色施工技术

进行不断探索和分析 [5]。

2.4 建筑物光照节能施工技术

日常的建筑物都会受到阳光的照射，尤其是楼顶

或屋顶受到的光照效果最佳，因此，利用这个特点对

能源进行收集，这是实现绿色施工技术的重要前提。

在对建筑物光照节能方面，绿色节能施工技术主要应

用于对建筑物顶面的改造和施工，因为楼顶或屋顶能

够接收大量的光照，同时也是受雨量和受光亮最大的

部分，因此，对建筑物实现光照节能应该注重对建筑

物顶部的改造和完善。所以我国提出了多个方面的节

能施工技术，为了有效实现建筑良好的节能环保效果，

建筑行业十分注重楼顶部的改造和施工。首先就是楼

面上施工材料的选取，选取低导热性、高保温性的施

工材料，有效实现保温和隔离的作用。其次，利用建

筑物顶端的优势，开展绿色种植工作，从而更好地吸

收光能节约能源，不但改善了生态环境和空气质量，

还能够吸收热量，防止楼顶施工材料的氧化和老化。

最后，还可以安装太阳能板吸收太阳能，不但节能环

保还能满足人们的能量消耗需求。

3 落实绿色节能施工技术的推广应用

3.1 宣传节能施工技术

为了确保绿色节能施工技术的推广能够得到有效

落实，首先需要了解到绿色节能施工技术的优点，并

针对此大力加强这项施工技术的宣传力度。在进行宣

传工作时，可以通过媒体新闻、报纸以及电视台等手段，

针对绿色节能施工技术的优点进行宣传，从而让社会

群众了解到建筑行业中绿色节能要求的必要性，从而

加快绿色节能施工技术的落实效率。同时，不只是整

个建筑行业，包括国家相关部门也应大力支持这项技

术，并和企业相互合作进行这项技术的重要性的宣传，

通过一定的国家手段不断地对建筑行业的市场进行标

准规范，为建筑行业中的绿色节能施工技术的发展提

供稳定的环境 [6]。

3.2 建立并不断完善绿色节能技术的研发标准

以目前情况来看，虽然我国的建筑行业已经初步

形成了绿色节能技术的研发标准，但这项标准的全面

性以及合理性还远远达不到行业使用要求，甚至可能

出现妨碍绿色节能施工技术的发展的现象。因此，对

于国家来说应该以严格的要求建立和不断完善这项标

准，并通过政府职能，以建筑行业的市场方向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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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落实这项标准的推广任务；对于企业来说，应严

格地按照国家既定的合理的研发标准不断地进行这项

技术的研发创新，并针对这项标准不断地进行完善，

同时企业在实际建筑施工当中，必须充分考虑建筑的

环保性。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完善合理的绿色节能

技术研发标准，并在今后的应用中实现这项标准的最

大合理化，从而不断推广这项节能技术的实际应用。

3.3 建立并不断完善节能技术共享平台

当前是互联网的时代，任何一项新兴技术的宣传

都离不开互联网，对于建筑行业，绿色节能施工技术

这方面，也应跟随时代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并不断完

善绿色节能施工技术的共享信息网络平台。通过互联

网平台可以对这项节能环保施工技术的优点以及重要

性进行大范围的宣传展示，从而最大程度地推广这项

技术的实际应用。同时由于互联网技术的信息共享性，

可以实现相关人员对这项技术的优缺点进行网络交流

以及信息反馈，从公众角度不断地完善这项技术的研

发以及应用，为这项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

的平台。

4 房屋建筑施工中绿色施工技术的应用意义

4.1 落实能源节约手段

以目前情况来看，虽然说我国的领土面积广阔，

其中的自然资源的储备量更是数不胜数，但是不可忽

略的是我国具备非常庞大的人口基数，因此，我国各

方面的生产生活都需要耗费巨大的自然资源量，再大

的资源储备量仍无法永远支撑我国社会生产的资源消

耗，甚至有些自然资源已经接近枯竭。因此，我国不

得不重视资源使用的节约手段。我国的建筑行业在资

源消耗量上在所有的生产行业的资源消耗量上排名靠

前，而建筑行业又是不断发展、不可停止的一项生产

行业，为了降低这项行业中的资源消耗量，节约我国

的自然资源，绿色节能施工技术便应运而生。大力推

广这项施工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大地降低在房屋建筑

中的资源消耗量，避免资源浪费，同时这项技术中要

求的回收利用更可以极大地降低新资源的使用量，从

而最大程度地落实我国的能源节约手段。

4.2 保护自然环境，避免资源浪费

传统的施工建设行业中都多多少少存在着环境污

染现象，无论是其排出的有毒废气或是资源的巨大消

耗量都会影响周围的环境质量，甚至最终影响人们的

生活健康。虽然说以目前我国的技术手段，仍无法做

到彻底避免环境污染问题，但也应竭尽全力进行环保

技术的研发完善以及通过实际施工当中注意污染问题

等手段，来最大程度地降低环境污染。目前我国已提

出全面的社会生产可持续发展要求并推出了一系列的

相关政策，要求施工企业在进行实际施工时，尽量地

减少施工噪声、垃圾以及尘土等方面的环境污染，杜

绝可避免的环境污染；对于故意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

严厉惩罚。

与此同时，国家大力提倡环保材料的生产以及应

用，从而从根本上减少在资源使用方面造成的环境污

染问题，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来做到最大程度上的保

护自然环境，减少资源浪费。

5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针对房屋施工中存在的绿色

施工技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且对于绿色施工存在

的形势以及应用特点进行了论述，从而提出了相应的

建议。就目前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特点以及形态来说，

绿色施工技术是发展的必要之路，也是提升建筑行业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尽管建筑行业所取得的成就

越来越多，但是其发展的道路上所涌现的问题也逐渐

增多，在建筑行业对建筑方式以及施工技术方面不断

发展的同时，还要针对各项领域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

探讨，从根本上实现绿色节能施工，有效加强绿色节

能施工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从而解决我国现存的环境

污染问题以及资源浪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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