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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生态环境与建筑设计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当今中国建筑设计中存在的生态问题，提出了如何将生态策略完美地融入到

建筑设计当中的有关措施，从而增进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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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建筑与生态因素是密不可分的，同时生态策略也成为 21 世

纪建筑设计中的主旋律，其必然性的成为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建筑物是人为的创造产物，其存在于生态环境之中，在

一定程度上干扰自然的秩序，而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份子，

其需要遵循生态环境的存在规律，因而在建筑设计中融入生态策

略不仅仅是保护自然环境的需要，也是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

要，因而将生态策略融入建筑设计成为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1 生态环境与建筑设计的主要关系

1) 生态策略与生态建筑。生态建筑主要是指具有生态思想

以及技术的建筑物，生态策略则主要是一种思想，是生态建筑可

以展现于我们眼前的抽象的理念。生态策略是生态建筑的根基，

而生态建筑则是生态策略的具体化表现。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建

筑，即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建筑，根据古代的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

其在建筑中也重视与自然的结合，因而所谓的“生态建筑”，有时

也被称为绿色建筑。在建筑活动中的朴素的生态策略主要体现

于建筑材料、建筑结构之中，建筑材料的天然性、建筑结构的自然

融合性成为生态策略的主要表现形式。而根据现代的生态策略，

生态建筑已经不仅仅关注于建筑材料以及建筑结构，更关注于空

间的利用，同时满足人的需要以及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 生态建筑的设计思路。建筑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关系，即

人—建筑—自然，因而建筑作为人与自然的连接点，需满足人与

自然的双重要求。首先，要满足小环境的要求。小环境是与个体

直接接触的微环境，如温度、湿度以及空气质量等，人的正常的生

活条件即是对小环境的基本要求。在设计中，我们需要兼顾光、
热、声三方面，进而保证人类的基本生活需求。其次，生态设计之

中还需要满足大环境的要求。大环境即是建筑物自身的存在环

境，即建造及使用环境。在具体的建筑过程中主要涵盖了建筑的

高度、地理位置、地形等要素，其需要适宜的坐落在其周围环境之

中，不要过多地破坏自然环境。因而生态建筑的设计思路主要是

围绕着大环境以及小环境两方面综合考虑，尽可能少的向自然索

取，破坏自然环境，同时又要尽可能的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
3) 生态策略的典范。欧洲建筑师在建筑设计中融入生态策

略这一方面作出了比较杰出的贡献，有很多设计大师的经典设计

作品，至今仍称得上是生态建筑的典范。坐落于英国莱切斯特的

德·曼特服大学皇后馆，将通风塔与建筑相结合，并积极的利用

了自然的风力，从而尽可能地利用了自然资源，降低了能源的消

耗，是建筑可持续发展的体现。而在维也纳，设计师通过玻璃暖

房设计的房子，具有良好的保温隔热效果，保证了建筑内的温度

适宜，通过建筑自身结构的改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斯特德芳已

成为一个良好的住宅群设计典范。此外，利用水幕营造清爽的心

理感觉、利用现代科技取代不可再生资源、S 形遮阳等等的设计理

念，都很好的诠释了如何将生态策略融入于建筑设计之中，同时

也证明了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2 我国建筑设计中的生态性问题

2． 1 可持续发展意识淡薄

目前，我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目

标。尽管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宣传了若干年，然而在实行的过程

中，可持续发展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已，我国大多数地区仍在重复

着“先污染、后治理”的套路。能源浪费、材料毒害性、华而不实的

建筑装潢仍是屡见不鲜，从而导致了生活中建筑物的毒性慢慢的

侵蚀着居住者的身体健康，同时能源的浪费也极大的加重了自然

环境的负荷。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淡薄，仅仅停留于口头之上的可

持续发展是造成中国建筑缺乏生态因素的主要原因，因而将可持

续发展的思想真正的渗透于建筑者的意识之中，并通过建筑设计

的方式将其落实是目前中国建筑界所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2． 2 建筑物的整体性意识淡薄

建筑物虽然是单独存在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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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建筑物仍有其整体性的

energy: engaging with socio-technical configurations［J］． Area， 2007，39( 4) : 458-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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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联系，整体性意识可以提高建筑物对于能源以及环境的全方

位评价，然而在我国的建筑设计过程中，往往忽略了建筑之间的

整体性关联。因而建筑物的孤立化，缺乏整体性意识成为其建筑

设计的主要问题。单一的建筑物评价，往往会导致人与自然连接

的困难性，难以建立综合的生态观念，因而建筑物的整体性是将

生态策略现实化的重要方法。
2． 3 建筑物的实质性功能意识淡薄

形式化的建筑设计是我国建筑设计的通病，华而不实的建筑

与国际上的简约风格明显的背道而驰，生态策略要求建筑设计尽

可能少的影响以及改变自然环境，因而在具体的建筑设计中关注

其实质功能才是重要的，而我国建筑界恰恰缺乏这种意识。无论

是建筑材料亦或是建筑结构，其都缺乏实质性功能的考察。这也

是制约我国生态建筑实践的重要因素。

3 如何将生态策略融入建筑设计中

3． 1 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

可持续发展意识要求设计师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积极的应

用生态策略，从而减少对于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同时可持续发

展意识需要落实于实践之中，从而要求参与生态建筑的各个环节

的工作人员都需要予以积极的配合，作为一个复杂的工程，可持

续发展战略要求社区参与者、管理者以及建筑设计的决策者共同

参与，从而营造良好的建设环境。
3． 2 能源的利用

能源的利用方面，我们主要追求高效原则，即利用最少的能

源创造最适宜的建筑。主要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1) 建筑场地。避免生态敏感区，比如植被、水文等，顺应自然

的地理排布，尽可能避免改变原始条件，合理的安排建筑的地理

位置，比如朝向以及高度等。
2) 充分的利用可再生能源。太阳能以及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是建筑设计中所需要优先考虑的能量来源，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

的过度依赖，屋顶的太阳能采集装置以及建筑物布局利用风能

等，都成为避免过度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重要方式。
3) 节约能源。主要是针对于不可再生能源而言，在建筑设计

的具体过程中，我们必须要保证能源利用的高效率，比如照明装

置、自然采光等的布局上，都需要做到科学且合理的原则。
4) 建筑材料的选择。当地材料成为建筑师们的首选，从而才

能避免因远途材料运输造成的能源浪费。
5) 循环利用。主要是针对于水资源而言，根据水的清洁等级

以及需要的不同，合理的循环利用资源，从而达到真正的环境保护。
3． 3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人作为自然环境的一份子，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空间，也成

为生态策略的主要任务，首先，针对于温度以及湿度的问题上，在

建筑师设计构思时，需要依照人体的要求设计建筑物的朝向以及

门窗的尺寸，从而保证阳光的充足，进而调整室内的温度以及湿

度。其次，针对于通风系统而言，应当以自然的空气循环为主，绿

化以及净化空气，进而缩短人与自然的距离。最后，人文理念。

主要是针对于老年人以及残疾人的关怀，即在具体的通道以及休

息座位的设计上，应当对特殊人群予以特别的关怀。
3． 4 弹性化的空间预留

在建筑设计中需要考虑长远的发展，比如家庭人口的变化以

及科学技术的革新等，因而建筑物作为一种使用寿命较长，更换

频率较低的产品而言，应当对于未来的变化预留有一定的空间，

从而满足未来的改造或者变化的可能性。

4 结语

生态策略是生态建筑的根基，而生态建筑则是生态策略的具

体化表现。在建筑活动中的朴素的生态策略主要体现于建筑材

料、建筑结构之中，建筑材料的天然性，建筑结构的自然融合性成

为生态策略的主要表现形式。而根据现代的生态策略，在具体的

建筑设计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积极的关注于建筑材料以及建筑结

构，除此之外也需要关注建筑物周围空间的利用，进而满足人类

的需要以及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策略作为 21 世纪建筑

设计中的主旋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需要遵循生态环

境的存在规律，在建筑设计中增强可持续发展意识、提高能源的利

用率、遵循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预留弹性化的空间等策略，不仅仅

是保护自然环境的需要，也是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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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the study analyzes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design for current Chinese buildings，and points out the relative measures to involve the ecological strategies into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so
as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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