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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日益恶化环境挑战,我国积极响应世界节能低碳口号,提出了“双碳”战略目标,在建筑设
计的领域中,以绿色建筑为主体,引领其他建筑向更环保、更节能、更生态、更宜居发展。绿色建筑不仅
遵循了现代经济的发展要求,也引入了更多以人为本和面向未来的先进设计理念,其带来的经济、文化与
艺术价值将成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中的重要历史参考。本文分析了绿色建筑的发展背景、设计与发展
趋势,希望帮助读者和设计人士扩大对绿色建筑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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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green building under the "double carb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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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worsen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China has a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world slogan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low carbon, and put forward the strategic goal of "peak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carbon
neutrality". In the field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green buildings are the main body, leading other buildings to develop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energy-saving, ecological and livable. Green building not only follows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modern economy, but also introduces more people-oriented and future oriented
advanced design concepts. Its economic, cultural and artistic value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green building, hoping to help readers and designers exp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green building.
[Key words] the strategy of peak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carbon; Green building; Low carb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saving design; Future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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