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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三利剑”作用 打造绿色健康医院

单位名称：山东省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主 题：示范单位创建

方 向：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

摘 要：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将绿色节约型医院建设

视为医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因地制宜重点抓好技术节能、

管理节能、行为节能。成立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编制节能减

排专项规划，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重视引进应用节能新技术、新

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完善用能管理规章制度，规范和引导职

工、病患及其家属的用能行为。本文具体介绍滨州医学院烟台附

属医院节能建设的情况，在分析其工作成效的基础上，总结其节

能成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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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滨医烟台附院)坐落于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占地 306 亩，总建筑面积 22.9 万平方米，

是山东省政府 40 多年来唯一批准新建、烟威地区首家省属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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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是滨州医学院第二所直属附属医院，也是省

政府着眼提升山东半岛医疗服务功能实施的一项健康惠民工程。

2014 年 9 月，医院新院区启用。2018 年 10 月，山东省卫健委批

准成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医院在绿色节能方面先后荣获第二批

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国家二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

识、山东省节水型企业（单位）、山东省建筑工程质量泰山杯工

程、国家优质工程奖、2015 中国项目管理实践杰出成果奖、全

国首届“中国最美医院”等称号。医院现开设 72 个临床、医技

等业务科室，开设一级诊疗科目 26 个，二级诊疗科目 103 个，

有省市级重点学科(专科)12 个。现有医护教职员工 1900 多人，

开放床位 2100 张，用能总人数 12800 余人。2018 年能源消耗总

量 2418.25 吨标煤，水消耗总量 198027 吨。

图 1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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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措施

（一）全面加强“管理节能”

1.加强组织领导，健全管理机构

医院领导对节能工作高度重视，成立了以院长亲自挂帅的节

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主管处室，把节能减排工作列为医院

当前和今后的重要工作之一，定期研究部署、调度检查。各处科

室负责人为节能工作第一责任人，成立了节能减排工作小组，设

立重点用能设备运维班、能耗计量统计组等班组，专门负责对门

诊医技楼、住院楼等公共场所的节能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数据分

析和管理服务，定期向分管领导汇报节能管理工作。

2.完善规章制度，实施规范管理

为加强规范化管理，建立“四个机制”，一是建立成本核算

机制，加强对水、电、暖、车等的管理，大力压缩行政开支。二

是建立能耗通报公示机制，各部门建立能耗台帐，安排专人负责

计量、统计办公用品、水、电、燃油等能源资源消耗数据，定期

进行通报和公示。三是建立节能考核机制，定期对各部门能源消

耗、指标完成、用能系统和设备运行等情况进行考核，对考核不

合格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四是建立岗前培训机制，操作人员不

经培训不得上岗，并不断完善重点用能设备操作规程，合理设定

运行时间和有关参数，实现科学规范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3.加强业务培训，提高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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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抓好重点用能设备管理人员岗前培训的基础上，定期组织

管理人员进行节水、节电、节气等方面知识及有关政策、制度的

学习，组织有关人员针对节能管理工作中不同的专题进行研讨，

寻求更加高效节能的管理措施。分期、分批组织有关管理人员参

加国家、省、市有关部门组织的各类节能管理培训班，积极组织

人员到节能工作先进地市和单位调研学习，将一些先进的节能技

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到医院。

图 2能源管理证书 图 3后勤年会

（二）积极推进“技术节能”

1.建设雨水收集系统

设计建设 1000m
3
雨水收集系统，收集雨水处理后主要用于绿

化浇灌和道路浇洒，大大节约市政自来水的使用，又减轻了雨水

市政管网的负担。每年利用回收处理的雨水绿化喷灌及道路浇洒

可节省自来水 8500m
3
。



- 5 -

图 4雨水收集池

2.建设直饮水系统设施

针对医院人员密集且无法确认人员分布，原配水方式存在能

耗高、效率低、安全隐患大的状况，建设了直饮水系统，配置直

饮水末端机 1000 余台，对比于普通桶装水，年运行费用节约 30

余万元。

图 5直饮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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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更换新式节能洁具

医院公共区域卫生间在新建时虽然安装了节水龙头，但人员

流量大，用水量也比较大。为有效降低水耗，经考察对比，选择

安装了一款高效节水喷嘴，比传统节水水龙头可节水 80%。经测

算，一期安装的 35 处节水龙头每年可节水 7000 多吨，节省资金

3.7 万元。

图 6节水喷嘴节能分析

4.LED 光源控制使用

投资 200 多万元对全院照明灯具进行了合理布置，安装 LED

等高效照明灯具，房间内灯具采用多联开关分别控制，楼梯间

LED 灯采用光控开关，做到人走灯灭。仅此一项，每天可节约 4800

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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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照明节能分析

5.光导照明系统

在医院建设时，考虑到医院建筑的特殊性，在地下空间和一

些采光不足的场所设计安装了光导照明系统。门诊楼地下一层、

病房楼 23 层走廊、病房楼与门诊楼之间的连廊地下一层均采用

管道式日光照明，共计安装 133 套，照明面积 2290.3 平方米，

每年可节约用电 35 万度。

图 8 光导照明

6.太阳能系统

在门诊、病房楼建筑屋面安装太阳能集热器，系统规模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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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组 58-1850 集热器，2 个 40 吨水箱，1 个 20 吨水箱。将锅

炉软化水经过太阳能板式换热器预热后进入锅炉，从而达到节能

最大化目的。太阳能项目实测年总节能量为 8196GJ，节电 84.2

万度。

图 9太阳能系统

7.电动遮阳帘系统

门诊大厅、输液大厅、医疗街上空设计安装了共计 825 平方

米的电动内遮阳帘，用于太阳直射部位的降温，夏季晴天上午

10:00 到下午 3:00 关闭电动遮阳帘，可以有效降低这些区域的

太阳光辐射，减少由此产生的空调负荷，节省能耗。遮阳帘两侧

加装百叶窗换季季节进行换气通风降低能耗，降低机械通风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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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遮阳帘系统

8.能耗监控系统

安装了能耗监测、IBUS 智能照明系统等智能化管理系统，

为变配电能耗系统的实时数据采集、开关状态检测及远程控制提

供了基础平台，通过在线数据分析，降低运行成本，提高生产效

率。

图 11能耗监测、照明控制系统

9.酸化水系统

酸化水是一种具有高氧化还原电位（ORP），低 pH，含低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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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有效氯的水，它是一种无色透明的液体，具有较强的氧化氯

和快速杀灭微生物的作用，有杀菌速度快、安全可靠、不留残毒、

有利于环保等特点。相比消毒液，年运行费用节省约 80 万元，

预计投资回收期 4.8 年。医院酸化水改造情况？

图 12 酸化水系统

（三）广泛倡导“行为节能”

1.加强节能宣传和培训

医院积极参与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每年制定活动方案并落

实到医院各科室。通过门诊 LED 大屏、节能减排微信群、宣传栏、

板报、易拉宝等媒介，有针对性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节

能宣传活动和培训。通过一系列活动，自上而下、由内至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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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医院职工、就医患者和陪同家属的节能意识，培养节约能源资

源的习惯，形成倡导节约文明的良好氛围。

图 13开展节能减排宣传、培训活动

2.推进绿色无纸化办公

医院充分利用 OA 电子政务，严格控制纸质文件和简报的印

刷数量，逐渐落实无纸化办公，建立了一体化办公系统；做到双

面打印、复印文件材料。

图 14 OA 办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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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贴节能标识

医院各办公室在空调温度控制器、灯光开关处及相关电脑、

打印机等用能设备醒目位置张贴节能标识，时刻提醒职工合理设

置空调温度，随手关闭电灯、电脑、打印机等；水龙头及用水设

备旁张贴“节约用水”的提醒标识，在餐厅食堂的用餐部位皆张

贴“文明用餐、节俭惜福、适量点餐、拒绝浪费”节约粮食标语，

时刻提醒员工、病患及家属从细微做起，从点滴做起。

图 15 餐厅节约粮食宣传 图 16 空调温度设定提醒

4.倡导绿色出行

在院内安装了电动汽车充电桩，与汽车租赁公司合作，设置

共享新能源汽车租赁点。同时动员全院职工践行“135出行方案”，

上下班或外出办事时，1 公里内步行，3 公里内骑自行车，5 公

里内坐公交车，绿色出行，强身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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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新能源汽车租赁点 图 18电动汽车充电桩

三、成果效益

（一）节能效益

通过一系列节能措施，医院的节能降耗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在用能设备和门、急诊量和病员入住率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医院用能总量不断降低,2018 年人均能耗同比下降 3.3%，人均水

耗同比下降 3.6%，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同比下降 1.5%，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量约 93 吨。

（二）经济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主要内容

总投资

(万元)

测算年经济效益、

节能量

1
雨水收集

系统

雨水回收池 1000m
3，收集

屋面雨水，处理后主要用

于绿化和道路浇洒。
80

每年用于绿化喷灌及

道路浇洒等的总量不

低于 8500m³，可节省自

来水费用 4 万多元。

2
直饮水系

统

配备直饮水末端机 1000余

台，使用年限不低于 30年。
300

相比普通桶装水，年运

行费用节约近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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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式节能

洁具

公共区域卫生间更换高效

节能洁具：一期更换 35处。
0.14

年节水 7000 多吨，节

省资金 3.7 万元。

4 LED 光源

控制

全部安装高效照明灯具并

合理布局，开关分别控制，

楼梯间采用光控控制。
200

年节约用电170多万度

电，年节省资金约 100

万元。

5
光导照明

系统

安装光导照明系统 133套，

照明面积 2290.3 平方米
83.7

年可节约用电35万度，

年节省资金约21万元。

6
太阳能

系统

共安装 200 组太阳能集热

器，100 吨水箱。将锅炉软

化水经太阳能预热后进入

锅炉，达到节能最大化。

280

年可节约用电 84.2 万

度，节省资金约 50 万

元。

7
遮阳帘

系统

门诊大厅、输液大厅、医

疗街上空安装 825 平方米

的电动遮阳帘，减少空调

负荷，节省能耗。

\

经过经济技术换算年

节约用电 20 万余度，

节省资金约 10 万元。

8
酸化水

系统

在楼顶安装酸化水系统，

通过水自身压力输送至全

院各科室，相比消毒液具

有较强的氧化氯和快速杀

灭微生物的作用，有杀菌

速度快、安全可靠、不留

残毒、有利于环保等特点。

320
相比消毒液，年运行费

用节省约 80 万元。

（三）社会效益

1.2014 年至今医院在绿色节能方面先后荣获第二批国家级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国家二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山东

省节水型企业（单位）、山东省建筑工程质量泰山杯工程、国家

优质工程奖、2015 中国项目管理实践杰出成果奖、全国首届“中

国最美医院”等称号，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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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荣誉集锦

2.2016 年 9 月承办山东省医院协会后勤管理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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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交流节能做法，为同等发展水平的区域医疗机构的节能工

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及示范作用，编写的论文及案例先后在全国

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相关评选中，获得优

秀论文奖、医院后勤管理“优秀组织奖”等荣誉。

图 20山东省医院协会后勤管理学术研讨会现场

图 21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修林一行到医院调研指导节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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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验总结

1.以医院领导高度重视为根本。在医院建院初期，医院领导

的决策医院的发展方向，在院领导的正确决策和大力支持下，从

医院的规划、设计、建造、运行等各方面始终秉承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大力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产

品（设备）和新材料的使用，院领导统筹安排、统一设计、规划，

为绿色医院的建设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下发《滨州医学院烟台

附属医院“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将节能降耗、开源节流纳

入医院事业发展当中。每年批准专项资金用于新的节能技术投入

和改造，使医院节能减排工作紧跟发展步伐。

2.以提高管理队伍业务素质为抓手。医院节能减排工作的实

施，离不开节能工作管理人员的高度责任心及高效的业务能力，

医院人员密集、流量大，用能设备多且复杂，如果管理不到位，

很容易造成能源资源的浪费。医院节能管理人员娴熟掌握相关知

识，潜心钻研节能业务，经常针对用能设备的运行管理、技术改

造等向院领导提出合理化意见和建议，适时进行整改或技术改

造。

3.以抓好“三利剑”综合运用为突破。推进技术节能，引进

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从根源上实现用能设备节能；强化管理

节能，通过成立管理机构、明确主体责任、完善规章制度、规范

操作规程等措施，加强用能设备设施的运行管理，最大限度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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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倡导行为节能，通过节能宣传等一系列活

动，提高医院用能人员节能意识，养成节约能源的习惯，形成节

约文明的良好氛围。通过三种管理手段的有机结合和综合运用，

达到最佳节能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