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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对环保健康的认知与需求越来越高，绿色、节能、环保的建筑施工技术

也被更多人选择。节能技术在建筑施工中的运用，不仅合理利用能源，以更科学的方式改善民众生活环境，更

促进了建筑行业的长久良性发展。本文针对建筑工程节能的主要技术、意义与必要性、优势与应用等进行分析思

考，希望为相关工作的推进与发展提供实质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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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施工技术不仅能够实现对能源的节省与合理

运用，从而促进建筑行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节能施

工技术运用科技力量确保人们居住的舒适性提升，房

屋环境更为环保、健康，对于人民生活幸福感的提升

也是它推行与发展的重点。

1 房屋建筑工程节能的主要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城市发展都处

在迅速前进的状态。这些发展同时也带动了人民群众

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在吃穿住行上的需求也在同步

增长。以“住”来举个例子，自改革开放以来，民众

的住宅从低层联排住宅到多层集居住宅，人们对住房

面积的需求在逐步递增，同样对于房屋环保、健康的

要求也在逐渐重视与增加。在建筑房屋的选择上，人

们开始更倾向于节能环保、无污染的房屋环境，力求

保证家人的安全健康 [1]。

1.1 施工材料的不断改良

与传统材料不同，经过高科技合成的施工材料，

将节能环保作为重点。传统施工材料从制作方面就显

示出能源消耗过量的缺点，在材料的质量上并没有明

显的优越性，反而可能出现质量较差的情况。相比之下，

通过高科技合成的节能施工材料，经过对材料等进行

一系列的改善之后，对于能源的使用更少，但安全性

与环保性更高。

1.2 重视资源的二次利用

在建筑施工环节中，使用节能环保材料是一方面，

其次是在能源的科学合理运用上下功夫。规范建筑施

工的诸多环节，合理地利用能源，同时也要注重能源

的有效回收及再利用。不仅可以有效地提升能源的利

用率，避免出现能源过度浪费的现象，更是推动建筑

行业长远发展的必经之路。

1.3 重视对于光效等新能源的利用

目前社会的各个行业及各个层面，都认识到了能

源的重要性以及部分能源的不可再生性，对于新能源

的研究和发展也就应运而生。近些年新能源方面例如

太阳能、风能、垃圾发电等新能源的发展和运用，对

我国能源的节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建筑行业

亦是如此。

增加光效等新能源的利用，对于民众来说既节省

了生活成本，又获得了建筑的环保健康，同时也提升

了民众的生活便捷度与幸福感。对于建筑行业以及人

类生存来讲，新能源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能最大限

度地保护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不仅促进了建筑行业

的发展，更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2 房屋建筑工程节能技术发展与运用的意义

与必要性

房屋建筑工程节能施工技术的发展，除了适应人

们对于环保健康的需求，更是为了推进建筑行业长久

健康的发展。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暴露出其中对于能

源浪费、不合理利用等问题。而能源的紧缺对于建筑行

业的长远发展有诸多不利影响。对于节能施工技术的推

进与使用，不仅能减少能源的过度消耗与浪费，实现对

能源的利用率提升与节省，同时可以减少能源浪费带来

的环境污染，更重要的是可促进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2.1 合理利用能源

随着城市建设、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

房屋数量、功能性、环保性的需求不断攀升，在这种

态势下建筑行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以往使用的传

统建筑工程方式中，由于技术的落后与设备的欠缺，

对于能源的利用往往容易出现不合理的现象，能量利

用率低，浪费严重。这些问题导致施工成本的直接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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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节能施工技术逐步发展与运用后，在施工环节出
现浪费、运用不合理的现象大幅减少，在提升能源合
理利用率的同时节省成本。

2.2 推进与发展绿色节能施工技术

随着人们对能源节省问题以及健康问题的高度关
注，绿色健康的节能施工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成了建筑
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利用节能施工技术，将节能环保、
保护健康的环保材料与先进的设备相结合，首先对建
筑的优良质量有一定的帮助，其次符合人们对于房屋
建筑施工绿色环保的要求。

2.3 促进建筑行业可持续发展

从长期来看，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以
下几个问题：

一是能源的浪费。无法合理地开发能源的高度利
用率，对任何能源的损耗都是不必要的。能源的浪费
与过度消耗，是阻碍建筑行业长期发展的重要问题。

二是技术与设备的发展更新。任何行业想要发展，
都离不开技术与设备的发展与更迭，且这样的发展都
是顺应时代需求的 [2]。

在现代化的房屋建筑工程发展中，节能环保施工
技术应运而生，不仅解决了施工材料利用率低、浪费
严重、能源消耗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能源的
合理利用率，减少了能源的浪费与过度消耗；同时在
技术与设备的发展提升有了一定的效果。绿色节能技
术与新型施工设备的结合，对于建筑行业推动可持续
发展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2.4 建筑节能技术的必要性

作为拥有 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泱泱大国，地
大物博的现存能源与不断发展的利用技术，让中国始
终处于能源储备丰富的状态中。但同时，中国也是一
个人口众多的国家，14亿以上的人口导致人均能源的
占有偏低。随着国家不断发展强盛，人民群众收入水
平不断提升，人们对于能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地提高。
加之大环境驱使，全球能源的使用量不断增加，能源
储存不断下降。因此，发展建筑工程节能技术，对于
建筑行业的整体发展与国家能源利用率的整体提升都
是势在必行的。

3 房屋建筑工程节能技术的优势

3.1 有效节约能源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社会经济也在
不断走向发展与创新。但在这样大发展环境中也诱发
出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对于能源的过度开采与使
用，不仅造成了环境污染，背后更引发出能源紧缺等
一系列问题 [3]。因此为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节能
技术的应用可以说是势在必行。

房屋建筑作为带动国内经济产业的一大经济支柱，
应当首当其冲，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贡献。在房屋建
筑工程节能技术的推广、普及以及使用中，节能施工
技术能够更大程度地展现对能源的节约与利用这一优
势。同时也可以更为合理、有效地利用能源、提升能
源利用率，减少目前能源所出现的浪费现象。

3.2 有效降低施工成本

通过对节能施工技术的应用，优势不仅体现在对
于能源的节约与再利用上，在节约能源、提升能源利
用率的同时，势必会实现有效的成本降低。我国作为
房地产大国，在房屋建筑领域最为实际，同时最受人
关注的数字即是施工成本。通过节能施工技术的运用，
首先是对于能源的节约，在节约能源的同时减少了建
筑材料的使用，提升了材料的再使用率，在实现资源
有效使用与配置的同时，从根源上降低施工成本。除
此之外，可再生新能源在房屋建筑中的使用，同样可
以节省人民群众的生活成本，提升民众的生活幸福感。

3.3 有效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

通过对节能技术的使用，最大程度地为施工单位
降低施工成本、节约能源、提升能源的利用率，同时
为施工单位获取更高的利润，实现商业行为的最终目
的。另外，对房屋需求者来说，利用节能环保技术所
建成的房屋建筑，正是当下用户的最大需求。随着经
济技术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房屋建筑的要求也在
逐步提高，以节能环保为主做房屋建筑，更能满足人
们对环保性的要求。

4 房屋建筑节能施工的原则

4.1 根据地形特点调节

在建筑行业中的节能施工技术，首先应该保证对
于室内环境与温度的保持。而室内温度该如何保持，
这与所处地区的外部环境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节能
施工技术的利用不能一蹴而就，要根据所处地区的实
际情况进行设计与调节。例如处于气候寒冷的地区，
节能施工设计要以保暖为主；处于炎热地区，节能施
工设计要以保持室内凉爽为主。只有这样因地制宜的
节能施工设计，才能真正地做到提升人民居住舒适感
和满意度。

4.2 加强居住场所绿化

绿化面积的增加，能够有效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
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来实现建筑节能设
计的要求。增加建筑房屋中的植被数量，可以有效形
成房屋周边的绿化空间，减少房屋之间的硬化地面，
同时拉大房屋之间的距离，让光能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4.3 重视保温的同时也重视隔热功能

随着一年四季温度的变化，即使处于同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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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季节面对的温度环境也是不同的。在房屋建筑节

能施工技术中，同时注重保温与隔热功能，能够在面

对室外温度环境的改变的情况下，始终保持室内温度

的恒定，从而实现对于能源消耗的降低。

5 房屋建筑工程节能施工技术目前的应用范围

5.1 门窗节能技术

门窗节能技术可提高门窗保温、隔热的能力，能

够有效节约能源。在一般建筑物中，墙体等外围结构

能够有效地起到保温、隔热的作用，但在门窗的部分

可能散失的热量达到百分之三十五。对于门窗的保温、

隔热节能技术，一般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减少

热量渗透，节能技术是通过提高门窗的气密性来实现

热量渗透减少这一需求的。当减少室内外冷热气流的

直接交换时，空调等设备的使用就会相应减少，因而

节约电能等能源的消耗 [4]；二是减少太阳的辐射，节能

技术中通过采用系数较低的玻璃的使用来减少太阳辐

射；三是降低热量传递，节能技术中通过采用节能型

门窗来降低热量传递。节能型门窗相较于一般的窗户

玻璃，能够增加室内外温度隔绝的能力，从而降低能

量的传递。

5.2 屋面节能技术

一般我们在购买房屋建筑时，会尽量避免购买顶

层建筑，这是因为顶层建筑感知热或冷会更明显，在

夏季室内温度会明显上升，冬季室内温度会明显下降

的情况。虽然屋面的隔热保温性能要优于门窗，但面

对这些情况同样会对居住的舒适度造成影响，同时增

加能源的损耗。

在屋面节能技术中，一般会采用两种方式：一是

通过屋面绿化来实现节能效果，既可以起到降低或保

护屋内温度的作用，同时可以节能减排；二是通过保

温隔热材料的铺设，例如太阳能技术的应用，能够实

现良好的室内保温、隔热的效果，从而实现节能减排。

例如我国广泛推行的太阳能技术，在房屋建筑中使用

太阳能作为保温、隔热的技术，这是对于光能作用在

房屋建筑中的充分利用。

5.3 墙体节能技术

在建筑墙体的施工中，将保温层运用在内墙或者

外墙都存在一定的弊端：保温层在外墙容易受到自然

环境的侵蚀和损耗；而作用在内墙，会使得保温效果

不尽如人意。在墙体的节能技术中，需要注意的有以

下几点：一是在内墙方面对防潮防水材料的合理运用，

这类材料能够提升保温性能，保持室内温度，同时节

能减排；二是对于外墙的保温性能，可以通过隔断材

料的使用来实现。

5.4 地面节能技术

为了实现利用地面施工实现节能减排效果的要求，

需要从防潮保护、采暖这两方面进行施工。防潮保护

层主要的作用是减少因保温材料受潮而产生的含水率

增加问题。针对采暖的铺设，首先需要保证地面的平

整性，其次需要注意贴合面的严密性，最后需要注意

铺设时的干燥处理，这些因素对地面节能技术是否有

效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以上技术的推行与材料的使

用中，应该将新能源的使用纳入其中，与传统材料进

行整合。这样才能实现利用节能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

与效率，增加可再生资源的结合使用，快速推进中国

建筑行业节能技术的发展。

加强房屋建筑工程节能施工技术的研究与运用，

通过对建筑材料的改良、对能源的合理回收和二次利

用、对光能、风能等一系列可再生新能源的结合使用，

不仅能够保证对不可再生能源的节约，提升能源的利

用率；同时降低施工单位的施工成本与人民的生活使

用成本；对于行业发展来说更有着推进的重要意义，

节能材料的使用，不仅符合了当下消费者对于环保、

健康的需求，更实现了对能源被过度消耗的保护，对

于建筑行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有深远意义 [5]。

6 结语

除了目前建筑行业所应用的在墙体、门窗、地面、

屋面等处的节能施工技术，对于技术的深度使用和再

推进仍然是行业发展的需求。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建设、

人民群众物质水平与生活水平的提升，城市与消费者

对于节能环保的需求会出现与日俱增的状态，而这些

需求都是对建筑行业节能技术应该不断提升的要求。

只有新型节能建筑材料的不断研发使用、新型节能施

工技术的不断深入与创新，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绿色

环保建筑房屋的需求，才能提升人民群众居住环境的

舒适度，提升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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