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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研究灯光艺术对城市形象的影响作用,首先基于文献分析,阐述了灯光艺术和城市形
象的内涵与外延,其次讨论了灯光艺术对城市形象之间的关系,最后总结了城市形象建设过程中灯光艺
术的发展趋势,为灯光艺术融入城市形象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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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Lighting Art on City Im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Yang Liu Liu Wa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lighting art on city image. Firstly, based on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lighting art and city image, then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ghting art and city image, and finally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lighting art in
the process of city image construction.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lighting art into the city imag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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