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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绿色建筑理念下的建筑节能设计措施 

王彦淞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成都 

【摘要】在可持续发展战略背景下，绿色建筑是建筑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建筑行业实现可持续

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此，本文重点对绿色建筑理念下的建筑节能设计措施进行分析，以期通过建筑节

能设计，实现绿色建筑目标，推动建筑行业可持续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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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green building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also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building energy-saving design 
measures under the concept of green building,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green building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rough building energy-sav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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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降低建筑行业

的能耗及建筑生产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刻不容

缓。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绿色建筑节能设计具有

重要的意义，通过高效利用可再生资源，不仅能提

高资源的利用率，还能降低能耗与成本，同时通过

循环使用建筑材料，还能减少建筑投资成本及建筑

生产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这对缓解地球温室效应带

来的问题、促进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义。 
1 绿色建筑理念下建筑节能设计的意义与原则 
1.1 建筑节能设计的意义 
基于绿色建筑理念下开展建筑节能设计，具有

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可提高建筑物的节能性与环保性。通过

建筑节能设计，转变传统建筑设计模式，通过在建

筑施工环节采用绿色环保的材料与节能技术，既能

减少各种资源浪费，提高各项资源能源的利用率，

降低建筑施工对周围环境的污染，还能保证建筑施

工的质量，最终实现绿色建筑的目标。 
其二，可减少建筑设计的整体支出。在建筑设

计中进行节能设计，更多地应用自然资源，如太阳

能、风能这类清洁型的能源，与传统能源不同，这

些能源具有可再生的特点，将新能源应用在建筑工

程建设中，可有效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损耗，实现

对我国不可再生能源有效保护的同时，也能减少材

料的运输费用，进而降低整体的成本。 
其三，可促进建筑行业改革和创新。通过建筑

节能设计，可实现建筑设计的有效优化，如在建筑

工程中应用太阳能等自然资源，可实现综合供暖，

可一定程度替代电能的使用，起到节能保护的作用。

这样建造出的建筑物，既符合目前社会发展的趋势，

又能促进建筑行业的改革与创新。 
1.2 建筑节能设计的原则 
建筑节能设计并非盲目、无目的进行，应遵循

一定的原则开展设计工作，让建筑真正地实现节能

环保，也让建筑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具体应遵循

以下几点原则： 
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建筑设

计人员应以服务人为最终目的开展节能设计。具体

来说，在建筑节能设计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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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筑的需求。不同的人其生活方式有所差异，这

决定了建筑风格的迥异，因此在建筑节能设计过程

中，不仅要充分考虑个体审美需求进行建筑风格设

计，还需充分考虑建筑所在地的气候、温度、湿度、

光照等条件，在满足人们对建筑审美需求的同时，

实现节能。同时，在建筑设计过程中，也应建筑的

用途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建筑设计风格，如商铺、

住房、餐厅等建筑物，应根据其用途来进行针对性

设计，既要体现出建筑的风格，也要体现出建筑的

节能环保性。最后是在建筑节能设计过程中，要关

注到建筑施工中可能出现的环境污染及资源浪费问

题，在此基础上对设计方案进行优化，尽可能地选

用绿色材料，合理利用资源，确保建造出的建筑物

能满足人们的舒适、安全需求的同时，实现建筑绿

色节能发展。 
第二，现代化原则。绿色建筑也是现代科技快

速发展下衍生出一个理念，因此在建筑节能设计过

程中，也应符合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具体来说，建

筑节能设计应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应用新材

料、新技术，为绿色建筑增添活力。当然，现代技

术应当是在继承和保护传统地域及其技术基础上应

用，绝不是与传统本土建筑形成对立关系，现代绿

色建筑应体现出人与自然、技术与文化的共生。 
第三，因地制宜原则。因地制宜也是建筑节能

设计中应当遵循的一项原则。由于建筑工程建设期

间，难免会受到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要想保证建

筑的品质，就需要在建筑施工前，实地对建筑项目

的地质条件、气候环境、风俗习惯等进行全面的了

解，在此基础上合理开展建筑设计，确保最终建造

成的建筑物能当地自然环境相得益彰。此外，在建

筑整体布局时，需充分结合当地地域条件进行设计，

且在采购建筑材料时，也应尽可能地使用当地的环

保材料，体现出因地制宜的原则。 
第四，经济性原则。绿色建筑由于前期高于一

般建筑的建设成本而难以被业主接受，因此为了更

好地推动绿色建筑的发展，在建筑节能设计过程中，

也应遵循经济性原则。具体来说，就想要在充分保

证建筑施工质量的基础上，加强建筑施工成本的控

制，尽可能地用最少的资源来创造出最大经济效益。

同时，设计人员应在全面掌握建筑物相关参数基础

上，对建筑节能方案综合造价进行分析，确保建筑

实现节能的同时，也能降低节能技术方面的额外投

入。此外，面对建筑发展过程中高能耗的问题，应

基于绿色建筑理念的基础上，加强资源消耗控制，

将资源消耗控制最低，并不断提升资源利用率，降

低建筑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从而实现效益最大

化。 
2 基于绿色建筑理念下建筑节能设计的具体措

施 
2.1 优化建筑布局规划 
基于绿色建筑理念下的建筑节能设计，应从建

筑布局规划阶段开始进行节能设计，以实现现代绿

色建筑的目标。具体可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其一，科学选址。在建筑设计之前，应综合考

虑建筑项目所在地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以及地

形地貌等自然因素，以及当地的建筑文化、经济、

能源等因素。从南北差异层面来看，对于北方建筑

设计，需充分考虑到冬季寒冷干燥的特点，在建筑

空间设计过程中，重视自然光的利用，确保室内温

度适宜，最大限度地降低空调和暖气的使用，实现

降低能源消耗的同时又能够给用户提供优质舒适的

生活空间；对于南方建筑设计，在选址时，则需要

充分考虑夏季炎热高温的特点，注重挖掘区域全年

风向的特点，通过建筑空间组织与风向保持一致的

方式，改善建筑的热环境问题。 
其二，合理控制建筑间的朝向与间距。现如今

人均使用面积较小，因此普遍的建筑设计方案几乎

是高层建筑。为了实现绿色节能目的，应在高层建

筑设计过程中，综合考虑建筑的采光、通风等问题。

具体来说，就是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应合理设计建

筑的朝向与间距，在建筑朝向设计中，充分利用自

然光，由此降低照明用电能耗，为人们营造自然健

康的光环境。同时，也应注意自然采光与通风的有

机结合，既要保证室内窗户的面积能满足自然采光

的要求，又能通过自然通风来改善室内的热环境。

而在建筑间距设计时，应充分结合当地的相关要求

合理规划建筑间距。 
2.2 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 
在建筑节能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应充分重视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不

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以降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从

而实现建筑节能的目的。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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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合理利用太阳能。太阳能是一种可再生

清洁能源，这种能源可用于供热、供暖、制冷等系

统中。在建筑节能设计中利用太阳能，主要是将太

阳能转化为电能、热能。如在供热供暖系统中应用

太阳能，就是将光能转化为热能，以满足人们的供

暖需求。在具体应用中，通常是在建筑顶部安装太

阳能集热装置，通过该装置自动吸收太阳光，之后

将收集的太阳光转换为太阳能资源进行存储，由此

为建筑内部提供热水、供暖服务。 
其二，合理利用风能。风能同样也是一种可再

生的清洁能源，在建筑节能设计中，也应充分利用

风能来达到节能的效果。首先，在建筑设计前，设

计人员全面考量建筑项目所在地的地理环境及周边

环境，充分了解当地的气候变化情况，尤其是气候

风险情况，为风能的利用提供依据。其次，在具体

的设计中，可通过在建筑物风口处安装一些垂直风

力发电装置，通过这些装置收集风能资源，之后再

将收集的风能资源转换为电能，以满足建筑物运行

的电能需求。 
其三，综合利用地热能。地热能不仅有与太阳

能同样的优势，而且还不会受天气因素的影响，所

以相对于太阳能，地热能应用的稳定性较强。在建

筑节能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也可在供热、供暖等

系统中应用地热能。以供热供暖系统为例，在设计

过程中，主要是通过相关的热交换设备将建筑地表

以下的土层资源温度转换为热能，既能满足建筑物

的供热、供暖需求，也能节约电力资源和减少煤炭

等资源的消耗。目前在一些奥运村项目设计就广泛

应用了地热能，地热能的使用，可实现无污染转换，

可为运动员提供必要的运动环境，还能避免有毒物

质的排放，充分彰显了绿色奥运的理念。 
2.3 优化建筑各节点设计 
为实现绿色节能的目的，在建筑设计过程中，

也应注重各个节点的节能设计，重点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其一，建筑外墙节能设计。据统计，建筑外墙

是建筑能源最多的部分，因此在建筑节能设计中，

必须要注重建筑外墙部分的节能。设计人员应注重

建筑外墙隔热性能及保温性的提升，在设计过程中，

要充分结合建筑项目所处区域的气候条件和建筑用

途，从而确定适宜的隔热方式，如可利用一些具有

热惰性的材料来实现外墙隔热效果，确保室内温度

的稳定性。 
其二，建筑门窗节能设计。门窗是建筑较为脆

弱的部分，主要体现在保温性方面。为减少不必要

的损耗，并达到室内保温的效果，设计人员也应注

重门窗的节能设计。首先，应合理设计门窗的开启

方式，可实现对冷热空气进入的有效控制。其次，

合理控制窗墙面比，由此降低采暖时消耗的热量。

最后，注意门窗的密封性设计，通过使用密封条，

提升门窗的密封性和稳固性，从而达到室内保温的

效果。 
其三，建筑外观绿化设计。在建筑节能设计过

程中，也应注重建筑外观绿化设计，因为建筑所存

在的环境绿化程度影响着用户的居住体验。通常情

况下，建筑外观绿化设计主要涉及外墙、屋顶等部

位，在设计这些部位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建筑外景

的遮阴率、太阳辐射程度以及透水镂空面积等等重

要指标，从而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建筑生态环境。如

下图 2 所示，该建筑在外墙、屋顶设计中均有效结

合了绿植，绿植有助于降低室内温度，减少人们使

用空调的频率，从而降低建筑的内部消耗，达到绿

色节能的目的。 

 
图 1  建筑绿化设计示意图（图源：网络） 

3 结语 
总之，绿色建筑是建筑设计中应重点思考的问

题，也是建筑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建筑

节能设计是实现绿色建筑的重要途径之一，建筑设

计人员应遵循相应的原则，通过应用各种节能技术

措施，努力为用户打造一个舒适、健康、安逸的建

筑环境，从而推动建筑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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