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发展

Building Development

第 6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中图刊号）：860GL006

公共建筑室内空间设计及发展趋势分析
叶世华
深圳市佰思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DOI:10.12238/bd.v6i1.3882
[摘 要] 随着我国建筑行业快速发展、城市规模快速扩大,对公共建筑的室内设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公共建筑的室内设计需要考虑的内容较多,且涵盖比较广泛的领域,比如建筑施工技术、室内装修
等。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在进行室内装修时,还要考虑到新型电子设备的应用。这就对设计人员
提出了较为严峻的考验,需要设计人员掌握各种设计技术,在设计的过程中保证设计方案符合当代室
内设计的要求,这样才能够达到更好的设计效果。基于此,文章将对公共建筑室内空间设计及发展趋势
展开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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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terior Spac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rend in Public Buildings
Shihua Ye
Shenzhen Baisi Creative Design Co., Ltd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he rapid expansion of urban
scale, higher requirements have also been placed on the interior design of public buildings. The interior design
of public buildings needs to consider a lot of content, and covers a wide range of fields, such as build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terior decoration and so o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new electronic equipment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when interior decoration is
carried out. This poses a more severe test for designers. Designers need to master various design techniques and
ensure that the design scheme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contemporary interior design during the design process,
so as to achieve better design result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interior spac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public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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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公共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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