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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施工图设计中的绿色建筑设计理念需要遵循以人为本等原则,将建筑全生命周期的构思
转换为绿色建筑图纸,并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基于此,本文概述了建筑施工图设计与绿
色建筑设计,阐述了建筑施工图设计的现状以及绿色建筑设计的目标与原则,对建筑施工图设计中的绿
色建筑设计理念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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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cept of Green Building Design in Architectural Construction Draw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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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een building design concept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drawing design needs to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people-oriented, convert the idea of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the building into green building
drawings, and maximiz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uilding construction drawing design and green building design, expoun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 drawing design and the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of green building design, an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green building design concept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draw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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