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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低碳技术理念已成为建筑业和商业繁荣、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趋势。在当前二氧化碳含
量不断增加的时代,只有将低碳理念融入生产实践,才能创造出真正令人满意的人居环境,现代建筑业也
接受了低碳技术的理念并将其应用到设计中,通过良好的方案规划,可以确保低碳理念更好地融入到建
筑设计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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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low-carb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main trend for the prosperity,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the current era of increasing carbon
dioxide content, only by integrating low-carbon concepts into production practices can a truly satisfactory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be created.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also accepted the concept of
low-carbon technology and applied it to design. Good program planning can ensure that low-carbon concepts
are better integrated into architectural desig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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