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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现今住宅产业发展繁荣,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旧住区还仍然存在,其主要居住者和使用
者是老年人。随着老年人对精神生活需求的提高,原有老旧住区光环境品质已经不符合老年人的日常生
活需求。本文通过老年人生理心理变化及日常行为模式分析,对老旧住区进行调研总结出现状问题后提
出改造建议,通过设计改造原有公共空间光环境,为居住在其中的老年人提供健康光环境品质的室外生
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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