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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人们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升,但对建筑设计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为
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将人性化设计融入到现代建筑设计中势在必行。基于此本文就人性化设计
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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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le the requirements for architectural design are also constantly improving. In order to meet
people’s material and spiritual needs, it is imperative to incorporate humanized design into modern architectural
design.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ized design in modern architectur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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