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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技术变革逐渐加快,对环境产生的破坏也日益严重,环保节能和绿色发展受到了社会各界
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已经增加了人们的心理压力,如果办公室环境依然不够良好,
那么工作心情和工作效率也会受到影响。现代办公空间设计正在向着生态化方向发展,在设计中引进绿
色室内设计理念十分重要,考虑人性化设计的同时还要考虑动态发展因素,研究更加符合现代人心理和
生理需求的办公环境。本文主要研究绿色室内设计理念在办公室空间设计课程中的应用,希望本文的研
究可以促进绿色节能设计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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