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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提升,对居住环境、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会更多。从房屋建筑应用来看,
人们更关注居住环境条件,对小区整体的规划、设计、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增多。在选择住宅的过程中,
不仅要关注室内环境,也要对小区整体的风貌进行评定。实践证明,构建更加优质的居住空间。在现代住
宅小区规划建设阶段,要合理利用城市资源,而且要注入节能环保、低碳发展的理念,使得住宅建设与整
体环境的协调。在住宅建筑规划布局、空间管理、商业服务等方面,还需要结合实践细致化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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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pursuit of living environment and
spiritual culture will be m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s,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living environment conditions,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overall planning,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the community are increasing. In the process of choosing a residence,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ndoor environment, but also to evaluate the overall style of the community.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building a more high-quality living space. I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stage of modern
residential quarters, urban resources should be rationally utilized, and the concept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should be injected, so as to coordinate housing
construction with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In terms of residential building planning and layout, space
management, commercial services, etc., it needs to be discussed in detail in combination with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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