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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同时人们开始不断的追求舒适、安逸的生
活环境。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人口不断增多,导致建筑物层层叠起,大家的居住
环境日益恶劣,为了不断提升建筑耗费动力的运用率,完成建筑节能化,因而绿色建筑设计技术的发展越
来越被注重,因此研究绿色建筑设计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对未来发展绿色建筑设计有着非常的意义。基
于此,文章首先在分析绿色理念在应用意义背景下,对其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要点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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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Concept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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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people'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at the same time, people are constantly pursuing a comfortable living
environment. However, due to the acceleration of China's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urban
population is increasing, which leads to buildings piling up and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is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building power consumption and complete
building energy conserv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building design technology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building design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concept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ts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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