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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绿色建筑设计理念的居住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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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生活与生产中消耗的能源总量不断增加，人们对于绿色环保的理念有了更多

重视。在建筑的设计与建筑建设的领域中，绿色建筑理念不断深入。绿色建筑具有综合性，从建筑设计的阶段就

要明确绿色建筑的设计目标。为此，首先需要对绿色建筑设计理念进行分析，了解其基本的概念与设计原则。其次，

需要结合建筑建设的种类，说明绿色建筑设计的要点。最后，可根据现实的建设需求，探讨绿色建筑设计的具体

应用策略。基于此，本文对于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在居住建筑设计中的应用展开探讨，以期能对促进建筑行业的发

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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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的发展过程中，建筑技术与建筑材料不断

进步与发展，人们逐渐脱离了传统建筑中从本地区就

近选择建筑材料的方式，而是选择更为专业的工业材

料与建筑技术完成建筑的建设。现代建筑的体量与建

筑规模不断增加，因此需要应用种类繁多的材料，同

时工作中对技术的要求也持续提升。在这种情况下，

建筑行业消耗着大量的资源，行业的形象与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都受到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反思当今建筑

发展中的问题，从传统的建筑建设中获取灵感，选择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应用于不同类型的建筑建设中。

1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的概念与原则

1.1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的概念

绿色建筑的理念倡导在建筑应用的整个周期中，

可以实现资源的节约以及环境保护，使建筑在建设以

及应用的过程中都能够更为高效，使人与自然的关系

更加和谐。绿色建筑设计是绿色建筑建设的基础，设

计人员需要结合绿色建筑建设的要求，融合绿色建筑

材料与绿色建筑技术的研究结果，关注建筑所在区域

的自然环境因素，完成建筑的设计工作。相对普通的

建筑设计，绿色建筑的设计中需要更多关注建设建筑

阶段的问题，重视环境保护措施与建筑建设的融合，

做好设计引导。

1.2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的原则

首先，是以人为本的原则。人的需求是建筑建设

需要关注的核心需求，建筑的建设以及建筑的使用都

需要通过人来实现。因此，设计中既要考虑建筑建设

人员的工作感受，也要关注到建筑使用者的使用感受。

设计人员可以进行心理模拟，分别从建设者与使用者

的角度考虑建筑设计的合理性。其次，是环境保护的

理念。设计人员要从建筑全寿命周期中关注建筑与环

境之间的关系，避免对环境造成破坏以及不必要的影

响。在建筑的建设阶段，设计人员要尽量地选择环保

建筑材料，并且重视材料应用规划与技术选择，尽量

节约材料、水电与人力资源，实现建设过程的节约与

环保。在建筑的应用阶段，设计人员要考虑各类自然

因素对于建筑应用的影响，如，为节约应用阶段的能

源消耗，要重视建筑的采光设计，尽量地应用自然光

照满足日常照明需求。另外，在建筑的建设中需要重

视新能源的开发与应用。新能源的应用选择与建筑的

建设地环境有所联系，如在光照充足的地区可以应用

光能满足日常建筑用地。因此，设计人员需要了解建

设所在地的自然条件，选择适当的新能源进行应用。

2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的应用要点

2.1 绿色建筑的整体设计

设计人员需要认识到，绿色建筑的设计虽然具有

特殊性，在建筑的建设以及建筑的应用中，仍旧需要

考虑现实的材料与技术水平以及现实的建筑应用需求。

在整体的设计上，绿色建筑依然需要保证安全与实用

的原则，并且尽量关注建筑外观与内部的美观性。在

绿色建筑设计的要求下，建筑的整体设计还要关注到

更多的绿色需求。首先，建筑设计者要对建筑所在区

域的自然环境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进行充分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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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常年气候温暖稳定的地区与四季分明的地区中，建

筑设计需要考虑的自然因素存在极大的差异。在气候

变化明显的地区，要更多关注建筑的通暖降温需求，

考虑建筑体内部的舒适性。其次，设计人员还要对建

筑建设区域的具体地形条件等进行关注 [1]。

2.2 绿色建筑的局部

设计中需要关注到更多的细节问题以及建筑的内

部装饰问题。首先，局部设计要考虑建筑使用者的使

用感受，确保建筑内部的采光、温度以及隔音效果等

都能够满足使用者的正常需求。其次，建筑的内部装

饰是当前建筑建设中的重要工作内容，装饰装修也带

有一定的功能性。设计者要详细了解居住建筑的内装

技术、材料发展状况，完善建筑的局部设计，减少建

筑建设中的消耗。

2.3 绿色建筑的节约设计

绿色建筑的节约设计，主要指节能设计与节约土

地的设计。首先，节能设计要考虑建筑全寿命周期中

能源的消耗状况，包括建筑的建设阶段能源消耗状况

以及建筑应用期间的能源消耗。在全过程中都要重视

资源的收集以及合理再利用，实现减少能源消耗的目

的。其次，为了节约土地资源，设计人员可以借助设

计手段，通过对空间的合理规划以及适度增加楼层高

度，提升土地的应用率 [2]。

3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在居住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3.1 深化对绿色建筑理念的认识

在建筑的设计中，设计人员的理念认识与理念的

实践应用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设计者需要从建筑的建

设、建筑的材料、建筑的应用等不同角度，理解绿色

建筑理念。例如，设计人员可以选择绿色住宅建筑的

经典案例进行分析，实现理念认识的深化。可结合居

住建筑环境状况选择相似的经典设计案例。例如，西

雅图的布利特中心就是绿色建筑的典型案例。在日常

应用建筑的过程中，各类资源能够形成一种内部的循

环，包括废水过滤后的水循环、雨水收集参与水循环

等；在布利特中心的混凝土楼板上装有太阳能热水循

环辐射采暖系统，其地下也建有多个 400英尺深的热

量交换井以助调节室内温度。由此可见，在绿色建筑

的设计与应用中，理念与先进建筑技术需要实现密切

的融合。为了使得绿色建筑设计的细节得到完善，设

计人员需要持续参与建筑现场的考察，并且了解该区

域周边其他居住建筑的建设状况与应用问题。在项目

设计中，既需要应用环境的优势，也要避免各类常见

的应用问题。如，某地区的空气流受到地形的阻滞，

流通的状态不佳。为此，建筑设计人员需要借助于建

筑本身的高度以及位置，调整建筑体内部的空气状态，

通过结构性调整以及内部装置，实现调整的目的。[3]

3.2 通过结构设计实现绿色目标

在结构设计中，首先要关注的问题是建筑的通风

与采光条件。居住建筑的功能就是满足人们的日常起

居生活需求，因此建筑体内部需要具有良好的自然光

与通风条件，自然光照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同时合

理的自然光分布也可以减少人们的照明用电需求，达

成节约电力资源的目的。通风条件与光照调整的应用

效果有着相似性，在通风条件较好的情况下，室内的

空气可以得到流通，从而保证室内氧气充足，有利于

人体健康。结构设计对于采光与通风有着直接的影响，

需要保证整体结构与局部结构的合理性，确保建筑综

合采光与通风效果，并且关注到不同居住空间中的采

光与通风效果。如，许多居住类建筑中对厨房的通风

采光关注不足，这就导致厨房日常耗电量的增加，这

并不符合绿色建筑模板。其次，在结构的设计中还要

注意到建筑的保温问题。一般情况下，建筑保温目标

需要通过保温技术与建筑的保温材料来达成。事实上，

对建筑的结构进行合理化调整，再结合保温材料、技

术，建筑的保温性能能够有所提升。需要注意到建筑

保温与建筑通风需求间存在的冲突，可以优化内部的

结构功能区域，避免这种冲突。最后，建筑的结构与

住宅的降噪隔音也有着密切联系。在现代的都市中，

各类高层建筑的数量众多。建筑中人口数量大，日常

活动中产生的噪音会影响到他人生活。通过结构调整，

区域间的传音介质将会受到隔离，声音的传播仅在固

定的范围内，影响相对有限。与此同时，还要采用专

业的隔音材料，可以实现强化降噪目的 [4]。居住环境的

舒适，可以使得居住者保持心情的平和、愉悦，促进

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

3.3 构建居住建筑中的绿色景观

建筑绿色景观的构建方式较多，常见的住宅建筑

绿色景观构建包括屋顶绿地花园、墙面绿化以及阳台

绿化等。其中，屋顶绿地与墙面绿化具有公共性，建

筑的设计者需要在设计的阶段中对建筑的特点进行思

考。首先，要考虑到区域的气候环境因素，例如，在

雨水较多且气候温和的区域中，维持屋顶花园需要耗

费的水资源以及管理资源相对有限，可以进行大面积

的屋顶花园建设。在自然降水不均匀，且降水有限的

区域，则可以通过内部水循环的方式获取灌溉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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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成本较高。其次，要明确建筑住宅的功能定位，

如在家庭居住建筑的建设中，设计较大的阳台，并且

倡导居民自行设计、维护家庭阳台花园就是合理的选择。

在公寓类住宅或者各类宿舍性的居住建筑中，私人的维

护能力有限，设计小花园构建绿色景观并不合理。

3.4 在设计中融合绿色材料、技术

在设计中融合先进的建筑技术，关注建筑材料的

研发与应用实践状况，能够对绿色建筑设计有所启发。

在当前，各地区的建筑都更为重视对传统建筑技术与

建筑材料的研究，例如，曾经获得普利兹克奖的我国

著名建筑师王澍，对于本土的建筑材料以及传统建筑

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极为重视。在进行古村落改

造与公共建筑设计的方案中，王澍均重视对传统材料、

技术的应用。适度的回顾传统，应用传统，也是一种

理念的进步。传统的建筑材料，如竹子、木材等，本

就属于天然材料，具有环保性。设计人员需要结合地

区中建筑传统材料的应用历史，研究本土材料以及其

他传统建材应用的可行性。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将

现代建筑材料与传统材料或者自然建材进行融合性应

用。另外，在设计中要关注各类先进的技术融合。如，

新能源开发应用技术。也可以选择引进国外的先进技

术，吸取和学习其中的优点，在进行绿色建筑设计时，

不仅能够完善绿色理念，符合人们居住使用的舒适度，

照顾到整体的设计，还能学习国外的优点，完善自身

的设计理念 [5]。在技术的选择上，设计人员需要详细地

分析相关的技术案例，关注技术应用成本的问题。一

些先进技术需要采用国外技术人员或者技术设备，所

需成本较高，这种情况可能不适应于绿色建筑设计与

建设的要求，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3.5 从设计角度关注绿色施工

居住建筑的设计与建设是极为复杂的，需要一个

较长的周期。工程施工阶段中各类施工资源的应用，

包括水电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建筑材料资源等，用量

巨大，设计阶段先于施工，且会影响施工的效果。鉴

于此，设计人员需要从设计阶段开始关注施工的绿色

性，借助于设计手段简化施工问题，减少施工中的资

源消耗。首先，设计人员需要审视设计方案的合理性。

在现代建筑的设计中，建筑的个性化外观得到了更多

的关注。为了在建设中实现外观设计的要求，建筑建

设人员需要耗费大量的工时，或者选择价格较为昂贵

的建筑材料满足建设需求。实际上，建筑材料的价格

与建筑材料的环保性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许多制作

过程较为复杂的建筑材料，价格也相对较高。这种类

型的材料就不能满足绿色建筑设计的理念，需要合理

地调整设计方案，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其次，可以

从设计角度关注施工管理的问题。采取集中管理的模

式，能够协调施工建设中的各类问题，有助于资源的

合理应用。设计人员可以选择与施工管理人员进行先

期交流，了解建筑施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分析

影响管理的各类因素，从设计的角度进行协调。例如，

可以设计出更为稳定的施工交流机制，设计者适时参

与等 [6]。

4 结语

绿色建筑同时又被业界称为可持续发展建筑。在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中，建筑企业会通过设计和施工拉

近建筑物与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促进三者之

间关系的和谐发展，使得建筑与环境融为一体，且能

够充分满足人们的居住应用需求。建筑的建设与建筑

的应用都离不开建筑的设计，可以说建筑设计决定着

建筑的表现形态以及建筑的功能。在推动绿色建筑发

展的过程中，同样要重视绿色建筑设计。为了提升绿

色建筑设计的水平，相关设计人员需要深度理解绿色

建筑的理念，结合经典的绿色建筑案例进行案例分析。

在设计的过程中，重视结构功能的设计与持续调整，

通过结构设计实现绿色目标。同时，为了增加建筑绿

色环保的特性，可以选择构建绿色景观，使得建筑本

身就保有一定的生态功能。另外，还要重视先进材料

与先进技术的融合，以此才能保障我国建筑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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