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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层建筑作为当前我国城市建筑的主要形式，在城市化建设与发展推动下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对高层住

宅建筑设计中的绿色建筑设计应用及策略进行分析，有利于促进城市建筑设计的绿色化发展，从而为城市化建设

与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本文在对绿色建筑设计的概念和原则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高层住宅建筑设计中的绿色建

筑设计应用情况，通过工程实例，对高层住宅建筑的绿色建筑设计进行分析，旨在为建筑行业的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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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建筑行业的不断进

步，同时也导致我国城市化建设与发展环境下的城市

土地资源紧缺与环境压力问题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

下，为满足城市居民的居住需求，同时有效解决城市

土地资源紧缺问题，推动了城市建筑发展中的高层住

宅建筑形式出现，并且其建筑规模与数量也越来越多，

在提升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率的同时，也丰富了城市建

筑的景观形式。另一方面，绿色建筑设计作为当前建

筑设计与建筑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在建筑行业

的广泛应用，不仅促进了建筑使用质量的大幅提升，而

且对建筑行业的持续发展也形成了较大的推动影响 [1]。

为此，下文将通过对绿色建筑设计的概念及原则分析，

结合高层住宅建筑设计中绿色建筑设计的应用情况，

通过工程实例，对高层住宅建筑的绿色建筑设计进行

分析，以供参考。

1 绿色建筑设计的概念与原则

1.1 绿色建筑设计的概念

绿色建筑设计作为一种建筑设计理念，它是在能

源紧缺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为满足社会经

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能源节约之间的平衡发展需

求而提出的一种建筑设计理念。绿色建筑设计是以节

能和环保为核心，根据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差异，结

合其建筑地区的生态环境条件，从建筑学与生态学、

节能减排等专业理论出发，来有效控制和降低建筑设

计的能源消耗，减小建筑设计与施工建设对环境的污

染和破坏影响，满足其绿色施工与绿色应用的发展需

求。此外，绿色建筑设计是以降低建筑对能源的消耗

和环境破坏为主要目的，这就需要绿色建筑设计中，

能够通过最大程度的因地制宜设计，在对建筑地区的

地形和能源等各类自然条件综合利用基础上，进行建

筑外形与建筑功能、内部构造的合理设计，从而保障

建筑设计与外部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性、统一性，满

足建筑的绿色发展需求 [2-3]。

1.2 绿色建筑设计的原则

绿色建筑设计中，需要遵循以下各项基本原则，

即地理区域的差异性以及自然环境保护性、专业协调

性、经济合理性、应用健康性。

1.地理区域差异性原则。绿色建筑设计中，地理

区域差异性原则要求建筑设计能够根据施工地区的实

际情况，结合自然环境与施工资源优势，进行绿色建

筑设计规划制定，确保建筑设计与施工现场的实际情

况及各项要求相符合。

2.自然环境保护性原则。建筑设计中存在一定的

资源浪费与能源消耗问题，还会引起一定的环境污染，

这些问题与绿色建筑设计的基本要求和目的相背离，

因此，为满足绿色建筑设计的要求和目的，就需要建

筑设计中从自然环境的保护原则与要求出发，通过合

理、有效的方法措施应用，来减少建筑设计与施工对

自然环境的破坏影响，同时对建筑施工中存在的自然

环境破坏问题，应积极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通过对

自然环境的改善，在先进的节能技术与环保设施应用

基础上，降低建筑设计与施工的资源浪费，避免对自

然环境的破坏影响 [4]。

3.专业协调性原则。绿色建筑设计所包含的内容

相对较多，需要在较为丰富的专业理论与知识技能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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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通过与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相互结合，满足绿

色建筑设计与施工的有关规定。其中，绿色建筑设计

中，需要工程人员通过对多方面限制因素的综合考虑，

来避免绿色建筑设计与施工中的问题发生。

4.经济合理性原则。绿色建筑设计的经济合理性

原则，是指以最低的经济投入，满足建筑设计的最高

住宅质量指标，它是绿色建筑设计的主要目标之一。

为满足绿色建筑设计的经济合理性原则，不仅需要在

具体设计中积极进行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建筑材料选

择和应用，而且需要工程人员针对建筑材料的实用性

和材料成本进行综合考虑，确保建筑材料的成本较低

且实用性较高，从而满足绿色建筑的设计方案优化与

合理性提升。

5.应用健康性原则。建筑施工以及建筑行业发展

均是以舒适、健康的住宅环境设计，从而满足建筑住

户的日常生活需求。其中，建筑设计中的健康生活环境，

不仅包含建筑的室内温度以及采光条件、空气湿度、

室内空气循环程度、室内有毒气体控制等健康性指标，

而且需要通过对建筑室内环境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考虑，

来实现建筑住户的居住健康保障 [5]。

2 高层住宅建筑设计中绿色建筑设计的应用

对高层住宅建筑设计中绿色建筑设计的应用，应

结合高层住宅建筑设计的实际情况，从高层住宅建筑

的选址设计以及高层住宅建筑节能设计、高层住宅建

筑的生态景观设计等方面进行论述。

2.1 高层住宅建筑选址设计中绿色建筑设计

的应用

绿色建筑设计中，受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差异性

影响相对较大，而高层住宅建筑的选址设计，则在建

筑施工的质量以及建筑居住舒适度、建筑节能与环保

效益提升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根

据该情况，在高层住宅建筑设计中，绿色建筑设计就

需要结合地区生态环境特征，对高层住宅建筑的选址

设计进行合理把握，在全面和详细的勘测分析基础上，

对建筑地区的地形以及可利用自然资源和能源进行充

分把握，结合建筑设计所搜集到的自然信息进行全面

分析，为建筑舒适度提升以及建筑质量保证提供支持。

此外，高层住宅建筑设计中，绿色建筑设计的应用，

还需要通过对生态学等专业理论和知识的合理利用，

对当地气候因素及其在建筑居住功能与建筑绿色环保

功能中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进行最佳绿色建筑设计

方案制定，为高层住宅建筑设计以及建筑设计中的楼

层高度、房间朝向、楼间距控制等问题进行有效解决 [6]。

2.2 高层住宅建筑节能设计中绿色建筑设计

的应用

绿色建筑设计是以绿色环保与节能减排为建筑设

计的核心，针对高层住宅建筑设计中存在的能源消耗

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随着对绿色建筑设计的引入应

用，能够通过专业化的绿色建筑节能技术应用，使其

在建筑设计的节能减排效果提升等方面达到较好的效

果，同时促进建筑设计的能源资源利用率以及环境保

护效果提升。其中，对高层住宅建筑设计中的绿色建

筑设计应用，可以从建筑的取暖设计以及通风设计、

建筑门窗设计等方面进行分析。以建筑取暖设计为例，

为满足建筑的取暖设计要求，通过暖通空调以及煤炭

资源进行取暖的方式，不仅会增加高层住宅建筑设计

的能源消耗情况，而且会引起一定的环境污染和破坏

问题，而将绿色建筑设计引入高层住宅建筑取暖设计

中，就能够有效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通过对建筑行

业的先进绿色保温技术合理应用，在建筑外墙与屋面、

主墙等结构中，采用保温技术进行保温设计，则能够

有效减少建筑内部的空调使用等，从而达到较好的建

筑节能与环保效益。再比如，高层住宅建筑通风设计中，

虽然高层住宅建筑的建筑用地明显缩小，但受建筑之

间的楼间距较小以及建筑高度较高等因素影响，导致

其通风效果明显较差，针对这种情况，在具体设计中

可通过绿色建筑设计应用，在对自然风的巧妙利用基

础上，促进建筑的通风质量改善和提升，同时结合建

筑地区的地形与地势，根据不同季节的风向，对建筑

楼间距进行合理设计，从而在建筑内部形成自然对流，

对建筑内部的通风需求进行有效满足，减少其对能源

的消耗和资源占用问题。

2.3 高层住宅建筑生态景观设计中绿色建筑

设计的应用

生态景观设计是高层住宅建筑设计的重要内容之

一，在高层建筑设计中，通过对生态绿化景观空间的

合理规划，并进行绿色种植植物选择，来促进建筑住

宅的生态景观设计及效果提升，为建筑住户提供更加

舒适与健康的居住环境。其中，在绿色建筑发展与建

筑技术广泛应用的基础上，空中花园等生态景观设计

逐渐成为当前高层住宅建筑生态景观设计的重要形式，

这类建筑生态景观设计不仅实现了对建筑屋顶与楼顶

等空间区域的有效应用，而且在对建筑顶层进行绿化

设计基础上，也实现了建筑周围环境与空气的净化，

有效控制高层建筑的室内温度，提高了建筑外观的美

化程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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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层住宅建筑的绿色建筑设计实践分析

3.1 工程实例

某高层住宅建筑项目位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

全年气候变化呈春秋温和、冬冷夏热特征，该项目用

地面积约为 17.5万 m2，楼高约为 179m，楼梯结构包

含裙楼、塔楼以及地下空间等，属于较为简约的建筑

结构与风格。该建筑项目的所在地块较为独立，整体

地势相对平坦，土地使用情况也表现良好，建筑项目

周围的生态环境较自然。结合该建筑项目情况，在高

层住宅建筑设计中，通过从该地区的经济、环境以及

资源等情况分析，利用绿色建筑设计，来促进其建筑

设计的绿色与节能效益提升，从而更好地满足该建筑

项目的绿色一星级设计和建设要求，即在建筑住宅的

内部采用外环行车道以及步行敞开空间交通系统，以

实现住宅建筑的人车分离设计，促进住宅建筑社区的

整体环境质量提升。

3.2 应用分析

以上述高层住宅建筑项目的围护结构设计中对绿

色建筑设计的应用为例，在该建筑项目设计中，通过

将高层建筑墙体作为主要围护结构，不仅具有较好的

建筑墙体保温效果，而且在节约建筑材料与降低建筑

成本等方面，也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和效果。需要注

意的是，建筑设计中，不仅应注重对建筑工程围护结

构的细节处理，以避免建筑内部温度不足以及内部热

量流失等问题发生。此外，在建筑围护结构设计中，

还需要通过对建筑填充材料的合理利用，其中包含对

建筑墙体缝隙以及附属构件、住宅热桥等部分的填充

材料选址和应用，来满足建筑设计的密闭与保温效果，

同时对建筑楼板缝隙以及玻璃幕墙、建筑门窗等部位，

则需要进行密闭处理，以避免对建筑内部保温及其防

渗等性能产生影响。

除建筑围护结构设计中的绿色建筑设计应用情况

外，在上述高层住宅建筑项目的通风设计中，也是从

绿色建筑设计技术理论出发，通过对自然风的合理应

用，来满足其建筑设计的通风设计效果。其中，上述

建筑项目设计中，为满足建筑住户的居住环境需求，

充分发挥自然风在建筑通风设计中的作用，通过对该

建筑项目地区的不同季节风速与风向分析，在实现建

筑项目的楼房以及建筑物间距合理规划基础上，对自

然风向进行控制和改变，以实现建筑内部的夏季自然

风流通面积及流量增加，从而有效避免冬季自然风对

建筑直吹，提高该建筑项目的通风设计及效果。此外，

上述建筑项目的通风设计中，还通过对绿色建筑设计

技术理论的有效应用，采用风力发电方式，对建筑设

计中的能源消耗进行有效降低和控制，采用清洁能源

来促进其建筑设计的节能与环保效益提升。其中，高

层住宅建筑设计中，风力发电的建筑节能技术应用，

是以其有效风能密度能够达到 200W/m2为主要依据，

并且其具备对建筑设备层空间自由使用等效果，因此，

在具体工程实践中的应用效果表现较好。在上述建筑

项目的采光设计中，为优化其建筑的室内采光效果，

不仅通过在建筑塔楼部分进行可呼吸式幕墙朝向设置，

来满足其建筑室内采光等效果，而且在建筑中庭顶部

进行开窗设置，以达到自然采光与自然通风相互结合

的建筑设计和应用模式，从而促进建筑的采光设计与

其他各项设计质量效果提升 [8]。

4 结语

总之，高层住宅建筑设计中绿色建筑设计的应用，

不仅能够促进建筑材料的合理应用，减少建筑设计与

施工建设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影响，而且有利于促进高

层住宅建筑设计的节能与环保理念提升，推动建筑行

业的健康与持续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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