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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于大众民生领域内的住宅小区建筑,通过对住宅小区建筑设计规划措施的探寻,进行
全方面、多角度、分层次的剖析,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问题为导向,力争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与举措,以
促进住宅小区建筑设计及规划的深化发展,在提供行业内借鉴的同时,增强我国住宅小区住宅建筑设计
规划的优化与改进。
[关键词] 住宅小区；建筑设计与规划；探讨与思考；建议与举措
中图分类号：TU-0 文献标识码：A

Exploration on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Planning Measures of Residenti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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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the field of people’s livelihood.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planning measures of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this paper makes an
all-round, multi-angle and hierarchical analysis, adheres to the fact-based, problem-oriented, and strives to put
forward practical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residential community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planning. While providing industry reference, it enhances th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residential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planning in China.
[Key words] residential community;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planning; discussion and thinking;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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