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4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数字时代公共图书馆建筑设计理念的创新
王燕琴
华越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DOI:10.12238/btr.v4i5.3822
[摘 要] 现阶段科学技术与经济增长持续推进,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公共图书
馆的建设已经成为提升城市居民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因此公共图书馆的建筑设计也需要与时俱
进,不断满足居民的审美需求与功能需求。数字时代公共图书馆建筑设计要与城市发展规划想融合,为城
市增添新活力的同时也注入了城市文明的灵魂。本文主要对数字时代公共图书馆建筑设计的特点以及
功能的实现作出分析,并且提出数字信息化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实际应用,为促进新时代公共图书馆建
筑设计的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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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is sta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 continue to advance, and the people's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cultural life are also increasingly enriched.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life of urban residents. Therefore,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public libraries also needs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constantly meet the aesthetic and functional needs of
residents.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digital age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urban
development planning, adding new vitality to the city, but also injecting the soul of urban civiliza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digital ag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functions, and propos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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