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门的工程车全部要经过冲刷清洗，道
路两侧的喷嘴不停喷洒着水雾，抑制飞扬的
尘土。这样的用水大户，通过新设备和管理
手段，不仅让建筑工地整洁有序，还降低了能
耗节约了成本。9月5日，记者走进位于南昌
高新区的中铁建设集团中南建设有限公司南
昌中微半导体及高新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部
（以下简称项目部）工地，了解这个与众不同
的“绿色工地”。

新设备节约能源
“从我们项目工地出去的工程车，比别的

建筑工地出去的车干净许多。”项目部综合办
主任夏远辉介绍，工地出入口设置了一套水
回收自动洗车系统。来自三级沉淀池的水源
被导入洗车槽，车辆经过洗车槽时，泥土被自
动洗掉。未洗掉的部分，也会被安置在道路
两旁的自动洗车喷头冲刷干净。洗完车的水
回流进入三级沉淀池，待沙土沉淀后再循环
利用。“以前每周要加一次水进冲洗水池，现
在一个月才加一次，用水量比以前节省
75%。有了节水设施，工作人员敢放心大胆
地用水，车辆出门前彻底冲洗干净，也不用另
外花钱请洒水车来清洗路面了。”

项目部还根据南方雨水多的特点“向天
借水”。“建造了一个 500吨的储水池，收集雨
水后通过加压设备导出，用作混凝土养护、路
面冲洗、浇灌绿化。”夏远辉表示，在夏、秋两
季扬尘比较大的时候，用回收的雨水冲洗路
面，一天就能节省几十吨自来水。冲洗路面
的水又流进沉淀池，经沙土沉淀后再次利用。

“工地早就用上了太阳能路灯、LED灯带
等节能照明系统。最近一次开工，对塔吊、升
降机等用电量大的工程机械设备更换了变频
电机，相比传统设备，用电量节省四分之一。”
项目部副经理尹鹏介绍，从去年 6月至今，用
电量比以往节省了近16万千瓦时。

新材料降低成本
从尚未完工的大楼内往外看，记者发现，

大楼外立面铺设的供工人行走的长廊，是用
铁丝网铺设在钢管上的。

“这里采用的新材料叫钢笆片，比传统的
竹排和木板耐用，安全性也更高。”尹鹏表示，

“以往一个工程结束，竹排要坏掉一半，现在
用钢笆片，重复利用率在90%以上。”

在日常施工中也使用新材料——钢木龙
骨。“以往在浇筑楼板中支撑模板用的都是方
木料，工人施工发现尺寸不对时，往往就随手
锯了下去，浪费很大。现在用了钢木龙骨，工
人切割不了，必须到指定的场所申报后切割，
有效杜绝了随手切割造成的材料浪费。”尹鹏
说，钢笆片、钢木龙骨这些新材料的运用推
广，为建筑行业节省了不少材料成本。

新理念改变施工方式
“我们还有个最大的节约项目，就是完全

遵照节约成本的规划，通过施工严格控制来
实现的。”尹鹏告诉记者。

“一般工地施工是先修临时便道，等主
体建筑完工后，再把便道挖开，修正式道路，
这等于修了两次道路。”尹鹏说，这次项目从
施工开始就严格控制“永临结合”，不做临时
便道，直接修建永久性道路，“仅这条道路就
省下不菲的费用。这也是我们在南昌施工
项目中首次直接建设永久道路，既节约了成
本、缩减了工期，也为以后的推广提供了经
验。”

“绿色工地”的“绿色技能”
本报记者 蔡颖辉 文/图

▲ 工 作
人员在操控
变频升降机。

我是一滴水，来自赣州西郊的龙华江。这里生态优美、
水质优良。

就在去年，我搬新家了，搬进赣州水务龙华水厂，作为自
来水每天供给赣州中心城区20万吨，最远跨度24公里，有效
解决了赣州经开区用水紧张的问题，补齐了全市供水的最后
一块短板。更重要的是，我的新家处处运用生态、节能和环
保工艺，为人类美丽家园的建设作出贡献。

在我搬家前，赣州中心城区的 3个水厂均位于市区范围
内，水源就地取自章江，无法满足城西片区的经开区，特别是
新能源汽车城、赣州西站等用水需求。由于这里地势较高，
既有水厂水压不足，每到用水高峰，一些没有二次供水的楼
房里，3楼以上就面临无水可用的难题。水厂屡次接到投诉，
工作人员只能耐心解释，却无力解决。

2018年，龙华水厂启动建设。承建方中建五局在选址方
面多方考量，最终确定方案——选址龙华江与上犹江汇合
处，地势高于中心城区。

这有什么好处呢？原来，赣州地势西高东低，龙华水厂
海拔150米，中心城区供水区海拔120米。水厂通过精细分析
用户水量与水压的关系，在凌晨1时至6时的用水低谷期，可
以让二级水泵全部“休息”，仅依靠这 30米的高差优势，就能
实现自来水由高向低“自流供给”，仅此一项，水厂每天能节
约用电2000千瓦时。

当然，在用水高峰期，我们也能满足供水需求。水厂二
级水泵房里引进了4台全新电机，2台运转2台备用。这些电
机拥有低转速、低噪音特点，每台电机每分钟只有 950转，相
比传统水泵电机的1500转，降低了36.7%。不仅用电量少了，
而且降低了噪音，别说周边的村庄和企业，就连厂区内都听
不见。

同时，得益于电机的高效能，水厂供水水压翻了一倍，由
以往的1公斤水压提升到了2公斤水压，供水楼层一下升到6
楼。大家打开水龙头，再也听不到令人焦虑的“滴答滴答”
声，而是“哗哗”的水流声。

如今，走进我的新家，你们也许会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
这里白墙灰瓦、绿草茵茵，一派苏式园林景象。接下来，我还
将继续介绍新家的节能环保妙招。

根据生产工艺，我先通过一级水泵从龙华江引入水厂的
反应池。在聚合氯化铝药剂的作用下，我身体里的杂质产生

“絮凝”反应，结成一坨一坨的絮状物。然后，我再进入沉淀
池进行过滤，通过活性炭、石英砂和滤网进一步洁净，并进入
地下的清水池。这时，我的浊度已经降至0.1NTU，远超国家
规定的0.45NTU生活用水标准。最后，水厂再给我加入一定
的氯气，依靠地势落差和二级水泵加压进入千家万户。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沉淀池和清水池采用了双层叠合
的一体化设计，节约用地约 6000平方米。而且，沉淀池采用
翻板滤池结构，代替传统的V型滤池，可以节约用水50%。

当然，我们在不断进行水质提升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废
水和污泥。为此，水厂专门建造了废水池和污泥池，一方面
可以让废水通过管道回到反应池，作为水源重新得到净化和
利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专业处理系统让污泥进行固化，由
专业公司回收再利用。仅这一项，水厂每周可以实现 4万吨
废水和4吨污泥的循环利用。

如何保障这一系列的生产工艺稳定高效运行？由于关
系到生活用水安全，中建五局在建设水厂时，严格控制池体
混凝土原材料、混凝土施工、施工缝施工、变形缝施工等防渗
漏要点，确保了大型水池无渗漏水。在核心泵安装过程中，
实时监测安装精确度，避免管道连接产生影响。此外，还为
水厂打造了全智能控制系统，实现水厂高度自控，同一时间
只需要4人进行安全巡查即可。

这就是我的新家。在不远的将来，它的供给量还要扩容
至每天30万吨，更有力地保障赣州中心城区用水需求。

正在建设的萍莲（萍乡至莲花）高速，将
于9月28日正式开通。该项目是目前江西省
高速公路建设工程中单公里造价最高、地质
条件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项目。

9月6日，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它还是一条
有着高科技含量、节能环保的高速公路——从
桥梁设计到科技创新，从替换燃料到低温搅
拌，从智能照明到节约土地，众多节能降碳理
念，在这条“绿色长廊”中一一践行。

创新设计
保护好水资源和生态环境

萍莲高速是我省西部地区的一条快速通
道，路线自北向南，全长 75.294公里，平均单
公里造价接近1.24亿元，项目概算93.2亿元。

9月6日清晨，记者来到该高速公路关键
性控制工程——源头水库特大桥探访。站在
雄伟宽阔的大桥上，只见道路两侧群山环抱、
云雾缭绕，桥下村庄与水库安宁静谧，大桥如
同一条巨龙伏卧在大山深处。

据施工方——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
萍莲高速A3标项目经理张钧介绍，为了保护
好水资源和生态环境，避免将桥桩设置在源
头水库水体，该桥采用了连续T梁刚构设计，
设计了4根长达96米的桩基，最大跨径为2×
160米，创下了江西高速史上的记录。

由于源头水库特大桥上跨 S311省道、源
头水库及茂密的山林，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
运用了全新“挂篮兜底”施工模式，将施工过
程中产生的混凝土泥浆、建筑材料等收集到
挂篮后集中转运回收再利用，最大限度保护
了生态环境，节约了建筑材料。

萍莲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办副主任肖敏告
诉记者，萍莲高速有特大桥 8 座 11383.7 米、
大中桥 20座 10566米，桥隧比高达到 42%，要
穿越两个国家森林公园、沿线水源和水产保
护区。为此，在敏感区域，项目办要求机器打
桩改为人工挖孔桩，消除钻孔泥浆影响环境，
隧道进出口采用零开挖进洞，尽可能减少对
山体的破坏。

替换燃料
沥青搅拌从170℃降至140℃

临近萍莲高速通车日期，铺设沥青路面
成为项目工作的重点。

“以前，沥青要加热到170℃才能铺设，现
在只要 140℃。”施工现场，工人们告诉记者，
在沥青混合料拌和过程中，加入温拌剂能起
到润滑剂的作用，从而使混合料在较低温度
下具有可拌和性，比热拌沥青降低了约
30℃。在整个项目中，搅拌沥青均使用了温
拌剂。

萍莲高速项目办总工程师办公室工作
人员樊文科表示，温拌剂是一款新兴高科
技节能环保产品，它可以降低拌和过程中
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以及可挥发有机物的
排放量，大大减少铺筑过程中尾气的排
放。使用温拌剂之后，既能改善工人的工
作环境，延长混合料使用寿命，还能因为已
铺混合料的快速冷却加速施工，可谓一举
多得。

而且，在加热沥青时，项目部将燃料重油
替换成精煤。重油是一种暗黑色液体，较黏
稠，难挥发，资金投入大，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而精煤是原煤经过洗煤，除去煤炭中矸石，变
为适应专门用途的优质煤，更节能更环保。

智能照明
缓解司乘人员疲劳节能75%

据了解，萍莲高速全线有短隧道 1座、长
隧道 3座、特长隧道 1座，占总里程七分之一
以上。

“以前，隧道照明大部分为 LED 白光冷
色，容易让司乘人员视觉疲劳。黄光为暖色
可以缓解视觉疲劳，并且穿透力强，更适用于
山区雾区。”肖敏称，基于萍莲高速隧道长又
多的特点，项目部提前筹划，反复考察，最终
选定了LED直流智能照明集中供电系统。

对此，萍莲高速项目部工程部工程师张
华进一步解释称，LED直流智能照明系统可
以根据白天夜晚或天气情况，自动调节灯光
亮度，并结合地图显示功能，实现LED灯具运
营状况及资产的可视化管理，通过准确的故
障定位，提高人工巡检效率，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按需供电、智能照明。

“该系统的特点是效率高、易于维护，节能
率超过75%，减少运维成本20%。”张华如是说。

大桥开通在即，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所
在的 A3 标还将“梁场”临时用地平整，自费
种植 20 亩梨树、橘树等果树后交还当地村
组；浙江鼎盛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所在 A7 标
使用完弃土场后，自费为百姓种植了近 6000
株油茶。

“来时青山绿水，走时绿水青山。相信萍
莲高速的通车，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质变。”
沿线村民你一言我一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一滴水的“搬迁”
本报记者 陈 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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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水厂的
大型沉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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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
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必须坚持不懈、奋发有为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小到个人家庭，大到单位企业
都要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为此，我们寻找一批来自全省各地、各行业的节能
降碳经验和声音，关注普通百姓绿色低碳生活的新场景和新应用，并带着这些生动的故事走进社区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同时，还
将曝光负面典型，监督推动相关部门堵住漏洞，让节能降碳成为更多人的一种意识、习惯和责任。

建厂供水、开山修路、创新施工，看他们如何用好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行业节能有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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