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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施工技术在工民建建筑施工中的应用
时　伟

（安徽中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安徽 宿州 234000）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筑行业的发展有了更高的标准，现阶段，建筑行业在施工中，无论是施工

质量还是城市环保都没有相应的保障，行业发展引起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越发严重，与社会主义可持续

发展观相背而行，在此背景下，建筑行业在施工时要遵循绿色发展原则，绿色施工技术指导工程时要采取科学合

理的应用方法，高效利于建筑资源、降低对环境的污染，通过统筹规划，合理使用社会资源，达到节能、环保、

可持续的发展目的。本文对绿色施工技术在工民建筑施工中的有效应用展开分析，旨在为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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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民建建筑是城市建设发展的主要部分，现阶段

社会发展快速，工民建建筑行业要紧跟新时代发展的

步伐，在开展施工时，要运用好绿色施工技术，将绿

色环保理念与可持续发展观相融合，突出体现在建筑

上，在高效减材的同时保证建筑质量，降低成本，提

升收益，在施工中贯彻绿色环保理念，保证建筑行业

的可持续发展。绿色施工技术并不是新技术理念，早

在春秋战国时期，老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便体现了

保护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观念。绿色施

工技术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建筑行业只有运用好此发

展理念，才能更好地发展，让建筑施工过程中的破坏

更少一些，保护更多一些，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是现阶

段建筑行业的发展要求。

1 绿色施工技术的必要性

绿色施工指的是在工程建设中，利用科学的技术

管理手段和现代化设备在保证建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

下施工，通过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和环境保护等

方法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节约。绿色施工技术是全方

面、多方位地对工程项目进行施工保护，提升房屋质

量和居住体验。在工民建建筑施工中，合理地利用绿

色施工技术可以提升建筑的使用寿命，结合新科学技

术，采取人性化的材料，具有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其

经济回收率是比较高的。在实际的建筑工程上，建筑

人员要采用环保绿色性能好的材料，搭配科学技术进

行绿色施工，在施工环节中有的放矢，合理监管，从

而使建筑物在质量和功能上比传统技术方式搭建的房

屋更具有耐用性。与一般的施工技术相比，绿色施工

技术不仅可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理念，节约资源，带来

更高的经济回报，还能减少对建筑工地周边人群的影

响，减轻工业污染，获得更多的社会效益。

2 绿色施工技术现状

绿色施工技术实际上就是将可持续发展观运用到

建筑施工上，用绿色环保的眼光对传统建筑行业施工

方法进行创新，以达到符合时代变化的目的，将可持

续发展融入建筑业，是当前的工民建建筑施工的必然

发展道路。绿色施工技术不是新的技术途径，现在一

些建筑商会根据施工规章和群众需求进行文明施工，

在一定程度上会采取减少噪声、减少环境污染等技术

来降低对周围群众的干扰。现在很多群众环保意识强、

对房产要求高，加上政府的引导，一些房产承包商在

绿色施工技术上采取的措施都是有效的，会起到一定

作用，但有部分承包商在绿色施工方面是消极的，对

绿色施工技术的理解比较片面单一，没有建立多元的

认知体系，他们不愿意主动尝试，运用科学合理的方

法进行统筹规划，缺少系统的思维模式，在绿色施工

技术上操作不规范，没有达到相应的目的。绿色施工

技术不仅仅是简单地降低尘土、减少噪声、采用环保

材料等内容，其涵括大量的实践操作，是要将可持续

理念渗透到建设环节的方方面面。如施工周边的生态

和环境保护、资源重复利用、可再生能源利用、社会

与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绿色施工是将环保节能的绿色

方式运用到施工整体上，将整个施工过程作为一个可

持续发展产业链来进行全面的系统设计。绿色施工技

术除了减少对周边环境和居民的干扰外，还要减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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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的干扰，保护施工人员的安全，遵循地面环境，

合理科学施工，节约施工中非必要的水电资源，减少

垃圾制造量和填埋量，保证施工质量。现阶段我国大

多数建筑承包商都是根据项目计划来指挥施工任务，

缺乏全局观，没有考虑公众的可持续发展，绿色施工

技术的运用尚不成熟，施工技术与科技发展出现断层，

绿色施工技术没有跟随新科学技术的脚步，没有更好

地为环境保护贡献力量 [1]。

3 工民建建筑施工现状

工民建建筑当前的施工技术已是成熟期，在工程

建筑行业稳步前行，但从工民建建筑的整体发展周期

上来看，各施工环节均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

破坏，这不利于我国的生态环境发展观念。例如，在

施工前期，开采地面土块都造成地表破口，若没有进

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还会导致地面塌陷，在开采过程中

会产生粉尘污染，不仅污染环境还会对人群造成危害；

在材料再加工环节，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和各类垃圾，

废水的随意排放和垃圾随意填埋都会对生态造成一定

程度的破坏；材料的运输和储藏环节会造成设备老化、

能源损耗等问题，在施工中会浪费大量资源。在实际

施工过程中，会有各种污染问题，充斥着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施工完成后一些垃圾得不到有效处理对环

境又造成二次污染，在漫长的建筑周期中，工民建建

筑对环境的影响十分恶劣，因此，建筑商应根据中国

国情，以和谐发展的眼光减少建筑过程对生态环境的

破坏，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的同时让生态环境得到可

持续发展 [2]。

4 绿色施工技术在工民建建筑中的应用价值

绿色施工技术运用于工民建建筑，主要是为了达

到资源合理利用、统筹兼顾保护环境的目的。在施工

环节采取绿色施工技术可以保护周边生态环境、节省

资源能源、减少施工污染、提升材料利用率等绿色环

保的方法，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工民建建筑在施

工工程采取绿色施工时，要制定详细的环保计划，对

节能减排、垃圾排放、资源再次利用等施工中遇到的

污染问题进行规划，让施工人员严格执行，这样既能

节省资源，也可以降低成本。比如，对施工中产生的

垃圾进行分类，将可回收的资源合理筛选，把土块、

砖瓦等材料进行回收，做成原材料二次利用。施工中

不少垃圾都是可以再次运用到工程中的，因此，工程

项目在施工周期内要合理分配，将废弃物进行统一分

拣，实现资源回收再利用。同时，绿色施工技术可以

减少施工产生的粉尘粉末，降低噪声污染，让城市更

安静，减少对周边居民身体健康的危害。由此可见，

在工民建建筑中运用绿色施工技术可以带来更多的收

益，具有重要意义。

5 绿色施工技术的基本原则

可持续发展观是我国的基本发展观念，因此，工

民建建筑行业应遵循发展基本原则，将可持续发展观

融合到施工过程中，在施工过程中要兼顾收益和环保，

在满足实用性、人性化的前提下尊重自然环境，进行

可持续资源利用，不破坏周边生态环境，因地制宜地

利用周边环境优势建造高质量的产业 [3]。

5.1 减少场地环境干扰

工民建建筑行业在施工过程中会严重干扰基地环

境，对于未开发新建项目周边的场地影响更是严重。

施工建造期间会进行土方开挖、场地平整、施工降水

等必需项目，这些项目多多少少会对周边的花草树木、

周边经济、地下资源、地形地貌造成影响。因此，在

施工中应遵循减少场地干扰、尊重周边生态环境的原

则，施工单位在施工前应谨慎考察地面环境、确定是

否适合施工，维持该地现有的特色文化和自然资源特

征，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做到明确区域内

应被保护的植物、清理施工区域的管线、减少资源浪费、

多样化处理废弃物。

5.2 节省能源，做好环保工作

建筑工地一般要使用大量的材料资源、通常水电

能源都是不限量使用的，这也造成了施工人员的浪费、

对一些不必要的消耗毫不在意，缺乏节能观念。在施

工环节中，项目工作人员要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消耗，

节约水电资源，节省成本，提高效益。工民建建筑行

业可以利用高新技术安装监测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

间，降低电力使用时长，同时可以收集施工废水和降雨，

进行二次利用，降低工业用水费用。

5.3 科学规划，保证施工质量

工民建建筑在施工中必须要保障房屋居住的安全

性和稳定性，在选材时要充分考虑材料的韧性，既要

选择安全有保障的材料又要降低施工费用，合理规划

建筑物的结构美观性和实用性，在施工中运用科学技

术融合绿色施工技术将传统的建造材料替换成绿色环

保的施工材料，让绿色环保理念和工民建建筑完美地

融合在一起，既具有可持续性又不失建筑经济收益，

让建筑房屋更加安全可靠。现在城市中很多建筑楼层

都较高，一旦发生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高层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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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很难快速跑到安全区域，对人们的生命造成较大

威胁。因此，在建造高层房屋时，设计人员要采用抗

震设计，在硬件设施的采购中，要选取安全性高的材料，

工作人员进行科学规划，保证房屋的安全性和群众居住

的舒适性。

6 工民建建筑中如何运用绿色施工技术

6.1 施工平面布置

工民建建筑在平面布置上运用绿色施工技术，规

划施工地面场地，尽可能少的占用公共道路，保证群

众的出行方便，避开岔路口和商场、地铁口附近这些

人车流量大的地方。在建筑施工场地内，要规划好大

型器械的电路线路，整理好地面设备，避免出现不慎

破坏的情况，减少挖掘机、起重机等大型机械设备的

耗油量和用电量，从而降低工程成本。科学合理地规

划工作人员的施工区域和生活区域，将两区域分开，

避免员工在休息时间内操作不慎出现意外。建筑基地

要满足工作人员的生活便利，区域内要严格配备安全

系统，同时两区域不能间隔太远，要方便施工。此外，

在施工过程中要减少临时建筑物，多搭建能够永久使

用的建筑物，避免临时建筑物拆除后造成大量垃圾形

成资源浪费。

6.2 施工噪声管控

在工民建建筑施工环境中，最让周边人群烦恼的

便是各种设备发出的噪声，对周边居民的生活造成很

多困扰，大型器械运作时必然会有很大的声音，因此，

建筑工程队在施工前要先考察一下周边区域，分析施

工区域与居民楼的距离，若距离较近要封闭整个施工

区域，使用降噪设备，按法律规定在工作时间内施工，

在晚上八点前结束施工，保障居民休息。此外，要对

施工基地周围进行定期检查，安装降噪设备，尽可能

地降低对周边人群的生活影响。

6.3 施工粉末管控

建筑基底在施工时对土块、水泥等材料进行加工，

必然会有很多粉尘颗粒飘浮在空中，周边人群吸入后

会对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发

展观，因此，工程队要注意粉末管控，保持施工基地

周边空气的洁净度。工作人员要遵循国家相关规章条

例，将粉尘污染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保障周边居民的

身体安全。建筑工程地要配备检测系统，能够及时感

应粉尘浓度，超过一定浓度值，会出现警报提示。这

样施工人员可以及时接收施工时的粉尘信息，进行区

域内降水，防止粉尘飞散，同时施工现场可以搭建防

尘网，减少粉尘的扩散，降低粉尘飞沫对空气的污染，

保障周边居民的安全。

6.4 废水排放管控

水电是施工中必须用到的资源，工程队在施工中

挖地基、搅和水泥会用到大量的水资源，一个项目周

期下来，会产生很多废水污水，如施工操作用水、工作

人员生活用水、地下水等，这些水都是一些废水污水，

若随意排放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因此，

工程人员可以将废水进行统一收集，将泥沙过滤二次利

用或通过管道运输到污水沟进行统一排放，降低对生态

环境的污染，提升资源利用率，为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6.5 混凝土使用管控

绿色施工技术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便是资源的回收

再利用，在工民建建筑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要合理

地进行资源有效利用、循环使用 [4]。在建筑施工环节，

混凝土是搭建房屋必须要用到的材料，但因为实际施

工中材料计算、需求变更等原因难免会出现材料购买

过多，部分混凝土被闲置的情况。这不仅造成了资源

浪费，还使工程成本变多，与绿色施工技术背道而驰，

因此，施工人员可以在施工基地放置专门的闲置混凝

土处理场所，将多余的混凝土进行二次加工，根据项

目需求转换成其他材料，如再生性骨料等，将不用的

混凝土利用起来，达到节省资源的目的。

7 结语

综上所述，绿色施工技术在工民建建筑行业可发

挥的作用极大，具有现实意义。为了实现建筑行业的

稳定发展，建筑行业必须采取绿色施工技术，将可持

续发展理念贯穿于施工环节中，让建筑行业和绿色生

态共同发展。建筑承包商要有环保意识，施工人员更

要有环保操作，将施工中的材料浪费减少到最低程度，

最大程度地控制环境污染，让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共

同体现在施工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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