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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建筑行业的不断发展,建筑设计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建筑行业所建造的建筑
物、工程、设施等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出入场所。因而,建筑工程中的美术设计是极为重要的,需要
设计师从建筑的实用性价格、美观性等方面着手去研究,以此来满足人们物质、精神上的追求。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对于建筑结构除了有实用性的要求之外,还要保证其美
观的特点,这就需要设计人员将美术设计与建筑设计两者相互结合,以此来满足人们对建筑结构美观的
需求。对此,本文主要概括建筑设计与美术设计两者的设计应用及对策分析,以此来促进建筑行业的长远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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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level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e buildings, projects and facilities built by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re the main
places for people to enter and exit in their daily life. Therefore, the art design in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which needs designers to study the price and aesthetics of the building, in order to meet
people's material and spiritual pursui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is
also constantly improving. In addition to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for the building structure, it also needs to
ensure its beautiful characteristics, which requires designers to combine art design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so as
to meet people's needs for the beautiful structure of the building.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mainly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and countermeasure analysis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art desig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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