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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知觉的图书馆心理空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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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空间作为服务已成为现代图书馆建设的共识，如何规划图书馆的阅览空间使之契合读者心理期望的空间形态，成为打造校

园“第三空间”的关键。论文探讨了人本思想下读者对阅览空间的心理需求，结合近年来阅览空间的发展趋势，认为有必要在图书馆物

理空间内营造读者心理空间。通过引入格式塔心理学和视知觉的概念，论述了如何运用相似性、封闭性、完形性、接近性等四个完形

法则来营造心理空间，在满足读者基本需要的同时兼顾了多层次、个性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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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新兴媒体和数字阅读的发展，高校读者的阅读习

惯逐渐产生变化，读者入馆人次和图书借阅量呈现逐年下

滑的态势。与此同时，在信息共享空间的引领下，图书馆

意识到除资源和服务外，“空间”对于读者的重要性，并以

旧馆改造和新馆建设的方式积极转型。这一过程中，藏书

量和阅览座位的数量不再是追求的主要指标，更多的是在

分析读者情感、心理和行为的基础上对图书馆空间布局、

层次、色彩、光线等软环境的营造，改善读者的身心体验，

为读者营造除寝室、教室之外的“第三空间”，即“空间作为

服务”。这一转型的主要特点是：①藏书空间保持不变或被

压缩，读者空间放在了更加重要的地位；②空间秩序重新

调整，注重不同层次读者的多样需求，营造多义空间或复

合空间；③读者作为空间环境的主角，室内装饰和家具 

摆放以契合读者心理或情感需求来布置。 

良好的空间体验已成为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之一[1]，读

者从使用者拓展为空间环境的参与者和享受者，实体的建

筑空间被打造为契合读者心理期望的空间形态，以更好的

激发读者的阅读欲望和使用体验。而探寻并按照读者的心

理期望进行空间设计，利用各种建构元素的造型、色彩、

材质和光线在单一的大空间内营造多样的读者心理空间，

成为新馆建设或旧馆改造的关键因素。 

2．相关概念 

2.1  视知觉和格式塔心理学 

人类在认识周围环境时，感官因素中超过 80%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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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自于视觉[2]。大脑会对进入眼睛的光线刺激做出反

应，在“看”的同时调动过往的经验和记忆进行解读、对比

并形成认知，进而引起情绪的变化和生理上的反应。当看

到的景象与大脑中的记忆或期望匹配时，情绪表现出亲切、

轻松、尊严、安全、自由等正面、积极的反应；反之则会

带来紧张、焦虑、失望、气馁等消极的反应。从心理学上

来说，视知觉是一种将到达眼睛的可见光信息解释，并利

用其来计划或行动的能力[3]。 

格式塔心理学又称完形心理学，其核心内容是“人们认

识事物是对其整体特征的把握，并不是简单的部分特性之

和，整体拥有其构成部分没有的性质”[2]。例如两个书架的

平行摆放可以构成一个隔离空间，而这个空间并不属于任

何一个书架的属性。格式塔心理学理论包含四个重要的的

组织原则，即完形法则：相似性、封闭性、完形性、接近

性。相似性是指某些具有相似属性的元素容易被看作一个

整体；封闭性是指即对于属性相同或类似、不完全封闭的

界面，知觉会有延长边线使其封闭并组成整体的倾向；完

形性是指排列组合容易被联想为最简单、直接、规则图形

的物体趋于组成整体；接近性是指越互相接近或临近的物

体，越容易被视知觉组合成一个整体。 

2.2  心理空间 

当建筑落成后，墙体、地板、天花板等明确的界面会

形成视觉可见、物理的内部空间，而空间内的元素，比如

家具、灯具、网柱、书架、装饰色彩、盆栽以及柔性材料

等会从心理上组成一个整体，并与其他元素形成某种分隔，

这种分隔使人们从心理上能够感知到某种虚拟空间的存

在，即建筑的心理空间[2]。心理空间不像实体空间那样有

具体的边界和尺度，而只是在视知觉的作用下人们内心感

受到的特定区域。 

3．新时期的图书馆阅览空间 

3.1  读者的空间需求 

3.1.1  舒适感 

舒适感是一种综合感受，包括光线的照度符合实际需

要，声音既不嘈杂又不极度安静，温度和湿度适宜，通风

良好没有异味，室内色彩富有层次，冷暖色调协调搭配，

还包括环境的整洁、有序、温馨等，舒适的环境给人带来

轻松、愉悦、满足的感受，使人产生积极向上的心态；反

之则会带来烦躁、压抑、郁闷的感受，读者会有一种逃离

环境的欲望。 

3.1.2  领域感 

爱德华∙霍尔认为每个人周围都有一层无形的气泡，气

泡内属于私人领域，当人互相接近时气泡受到挤压，人们

就会有紧张感，并认为自己的私人领域被侵犯[4]。传统的

阅览空间中，整齐排列的书架和桌椅营造了严肃、秩序的

环境，能感受到较好的学习气氛，但从读者行为来看，其

布局和形式无法满足个性化的需求。以四人阅览桌为例，

前两位坐下的同学往往选择对角线的位置，如果还有其他

空闲的阅览桌，再来的读者将不会再加入到已有 2 人的阅

览桌中，而是寻找更宽松的座位，“普遍有桌边优于中央，

靠墙胜于走道的心理和做法”[5]。另外，其他诸如背向其他

读者、面向开窗或墙壁、围绕柱子、有适当遮挡的阅览桌

等视线相对不受干扰的位置更容易营造个人领域感，更受

读者欢迎。 

3.1.3   私密性 

私密性指个人在某种情况下，要求所处环境具有隔绝

外界干扰的作用[6]。其不同于独处，更类似于能主动控制

与他人的相互影响，避免视线、声音、肢体的相互干扰，

与领域感相比，私密性的主动权更大。对于渴望安静学习

的读者来说，避免视线相对的席位，如背对其他读者、面

向窗外、大厅、墙壁或带有隔断的书桌，或环绕网柱、楼

梯下、以及建筑的不规则角落空间等具有一定围合感和容

积感的位置更受青睐，更有安全感，私密性更强。 

3.1.4   安全感 

安全感是指读者在心理上对所处环境的确定、信任和

掌控。人进入视野宽广的空间内，总会在视觉的指引下根

据周围的事物判别方向、确认位置，找出行动的依据[7]，

而在停留时喜欢尽量接近有依靠的物体，因为人们倾向于

在空旷的环境中寻找支持物。比如在大厅、走廊等休闲区

域，如果放置双面座椅，读者更喜欢面对人群或交通区域

而不是背对，而在阅览区域，靠墙或尽端的座椅更受欢迎。 

3.1.5   便于交流 

交流是现代社会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图书馆的

公共属性更应该提供思想碰撞的交流空间。交流分为有目

的的、正式的交流和偶发的、随意的交谈，其中第二种情

况在普通阅览空间中更为常见。长时间阅读后的短暂休息、

学习中引发的讨论、同学间的偶遇都会引发多人之间的交

流，而在安静的大环境中，结伴或者有讨论需求的读者会

尽量远离其他读者并选择利于面对面交流的座位[8]。 

3.2  阅览空间的变化特点 

3.2.1   复合空间 

复合空间是指建筑空间具有多属性和多层次的特征

[9]，也有学者称为多义空间、多阶空间。图书馆复合空间

并不是多种功能在同一空间的简单叠加或累积，而是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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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互相重叠、渗透、交叉、融合，由多种功能形成的一个

完整生态系统，各功能区域边界模糊，必要时功能可以互

相补充和替代，空间功能的界定更多的取决于读者在其中

的行为。在比较典型的复合空间中，布置有多种类型甚至

异型的书架、桌椅、沙发或者坐垫、方凳。家具以适合不

同读者需要的方式灵活摆放，读者可坐、可卧甚至席地而

坐；提供安静学习区、电子阅览区、休闲阅读区、讨论区

或研讨室，甚至提供简单的咖啡厅或有馆员参与的学习共

享空间；绿植、盆栽、软隔断等装饰元素穿插其中，空间

在整体上保持连续、流通、渗透、穿插但并不凌乱。 

3.2.2   灵活多变  

灵活多变指空间功能的动态可调整[5]。传统的阅览室

功能设计缺乏弹性，对读者数量、个性化需求的可扩展性

差。而空间的动态性一方面表现在整体建筑的模数式设计，

可以在建筑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根据图书馆的发展和读者需

要进行功能区域的调整；另一方面是指其复合空间的属性

可以满足不同专业、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以及不同时间

段读者流量的需要。比如考研的学生更喜欢安静的学习，

低年级读者倾向于休闲阅读，小组学习偏向于讨论空间，

做设计的同学更喜欢有电源的阅览桌以方便使用电脑；上

课时段读者较少，可自由选择喜欢的阅读区域，晚自习高

峰期间非正式学习区域则可以兼顾所有读者的需要，弥补

座位需求。 

3.2.3   大空间，小区域 

在营造复合空间的同时，大空间的限定被淡化，小空

间的需求被揭示出来[10]。大空间意味着开阔的视野和良好

的学习氛围，但整齐摆放的书架和阅览桌椅常给人以严肃、

刻板的感觉。因此，利用空间构件相对围合，在视知觉的

作用下在大空间中营造灵活多样的心理空间，达到隔而不

分、空间穿插、相互联系和渗透的效果，成为满足读者个

性化学习需要的新方法。 

3.2.4  数字化 

随着电子资源在图书馆知识供给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读者对电源和无线网络的需求大大增加，对于可

携带笔记本电脑进入的阅览空间，个人阅览面积也应大于

传统阅览面积。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在空间可以包容多种

媒体，提供无线网络环境和电源等人机交互的环境；另一

方面需要规划相对合理的空间布局，区分静音区和非静音

区，以避免多媒体发出的声音影响安静学习的读者。 

3.2.5   空间多样性 

相对于复合空间的功能融合，空间多样性着眼于视觉

效果，即通过非规则的家具摆放方式，在大空间内营造多

向、交叉的视觉感受。空间多样性在不妨碍空间功能的前

提下更加注重空间与读者的互动，比如用书架的简单围合

形成稍微不规则或改变行进方向的空间界面，使读者随着

自身位置、视线的变化带来较动态的视觉体验，多样的空

间序列和空间界面形态会给人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

觉，并且空间的变异可以激发读者的神秘感和好奇心，缓

解长时间阅读后的视觉疲劳。 

3.3  营造心理空间的必要性 

建筑师在设计图书馆时主要考虑的是整体布局和功能

分区，对读者心理预期涉及较少。对内部空间中的书架、

桌椅、家具和装饰物等实体元素进行合理的排列组合，可

以经由读者的视知觉进行重新组织，让读者以个体本身的

心理去感受其所处的物理空间，在大空间中营造丰富多样

的心理空间氛围，在满足共性的前提，契合不同读者的个

性化心理需要，以诱导读者安静学习、休闲阅读、小组研

讨或者仅仅是坐下来休憩片刻。通过视知觉对物理空间的

再组织，物理空间就会反映出个体的视知觉感受，进而促

使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相互融合，而这种实体空间与读

者心理空间的契合程度直接决定阅览空间的舒适度以及读

者对阅览空间乃至图书馆的满意度，因此按照读者的尺度

和心理需求对空间做进一步划分，是体现图书馆空间人性

化的重要方式。 

4．心理空间的营造 

4.1  相似性原则的运用 

人的视知觉能够感知到视觉范围内的各种类似的属

性，比如视觉元素的大小、形状、色彩和材质，并使它们

产生一定的联系和区分。对于心理空间的形成，可能是其

中的某一元素起作用，也可以是多个元素同时起作用。 

阅览室内过多并且缺乏组织的元素如书架、桌椅、沙

发、盆栽、灯具等会带来凌乱、无序的感觉，而对其中一

种元素的重复、规则化的布置，会使读者自觉的对这些元

素进行重新视觉相似性组织，进而构成心理空间，使无序

的元素形成有层次感的有序空间。比如整齐排列的书架和

阅览桌，虽然两个区域之间并没有任何的阻隔，但读者仍

能非常强烈的感受到陈列空间和学习空间两个不同的区

域。另外，图书馆往往利用整齐排列的柱子所形成的视觉

张力和韵律感分割空间，以柱体之间的连线为分割线，划

分不同的功能区域。当网柱之间的距离越短时，他们之间

的聚合力越大，其分割作用越容易被读者感知。 

装修中常用的格栅天花板，虽然其在结构上没有连成

一块，但紧密的相似性排列仍然能形成一个明显的心理界

面，使读者感受到空间的高度而忽略上面的管道空间。过

于空旷的大厅或层高较高的空间内，可以用下垂灯具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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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排列，在半空中形成心理界面以减缓其空旷感，或者

长短不一的下垂线形成立体的坡度或者波浪感，同样可以

在不改变空间尺度的情况下，使立体空间变得富有活力。 

另外，还可以利用打破相似性表达的方法，对心理空

间进行分隔，即元素的非相似性表达。在相似的元素中加

入对比明显的色彩、纹理，利用元素明显的差异带来的分

隔界面，使视知觉感知到两种异质元素发生转换的交界面

产生心理分隔，进而形成不同的心理空间。比如整齐排列

的阅览桌椅之间加入一个与桌椅颜色形成对比色的沙发，

那么原有的独立空间很容易就被读者从心理上解读为沙发

两侧的相对独立的两个空间，使空间变得更加丰富；排列

整齐的书架中插入其他颜色或大小不同的书架，则能够提

示读者从此处开始，两侧书架所藏书刊的学科发生了变化。 

冷暖或深浅对比色发生变化的位置、粗糙和光滑界面

交接的位置、不同方向的条纹或者纹理交接的位置同样容

易产生心理界面，形成心理空间[11]。比如图书馆的地板，

可以通过改变其铺设区域的颜色，也可以利用不同的地板

材质区分不同的功能区域，使之在不对空间整体性产生任

何影响的基础上，让读者感知到心理上的分隔，从而对空

间按照不同功能进行划分，不同颜色的天花板同样能达到

这一效果，而如果地板和天花板的颜色相互呼应，则这种

心理分割更加明显。在大空间或者阅览区域的读者流线上

铺设有别于地板色彩的其他颜色地毯，则能在地毯和地板

交接的地方形成立体的心理界面，人为的为读者规划人行

通道，解决读者在大空间穿行容易抄近路打扰其他读者的

问题，并可以借此为读者导向，起到平面导引的作用。 

4.2  封闭性原则的运用 

我们的知觉对不完满的图形有一种使其完满的倾向，

即填补缺口的趋向[12]，知觉会在缺口处继续沿实体元素原

有的方向延长。比如把封闭房间四周的墙体全部拆掉，仅

保留角落部分的墙体，我们仍然明显的感受到四个角所围

合成的区域，这就是封闭性原则在引导视知觉对视觉元素

进行组织而达到的效果。 

除上述用色彩或纹路营造心理空间外，适当抬高的地

板、稍微降低的天花板都会在视知觉的引导下，以抬高或

降低的形状边缘为延长线，形成向上或者向下的心理界面，

并形成有别于大平面的心理空间。其他诸如因建筑形体的

不规则所形成的角落空间，也容易利用墙体的遮掩在封闭

性原则的引导下形成较为私密的心理空间。如在大空间的

平面上铺设地板相对抬升的休闲阅读区，可在台阶处形成

向上的心理界面；汕头大学图书馆逐渐下沉的多级阅览空

间，在垂直方向上给读者营造了多个层次、相对独立的心

理空间；在大于交通所需的走廊一侧设置简易隔断，可打

造具有较强封闭感的独立空间，形成休闲阅读区域。 

封闭性组织原则在图书馆家具摆放中的应用更加普

遍。比如带有中线隔断的阅览桌，中线隔断形成明显向上

的心理界面，与对面的读者分隔成两个心理空间；相对围

合、波浪形或向内凹陷的阅览桌，均较容易在近距离内产

生领域感或空间感，从心理上形成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

满足私密性的需要。图书馆较为常用的还有弧形书架的组

合，视知觉会把两个以上的弧形书架组织为一个整体，并

把其围合的区域，独立出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心理空间，

一般用来形成工具书阅览区；或利用圆弧形的向心沙发、L

形相对摆放的沙发等围合成明显的交谈区域。 

增加一个界面，界面会在视知觉的作用下从心理上顺

着界面延伸，形成心理界面，进而在实体空间中形成心理

空间。因此，在大的空间中利用建构元素，如下垂的建筑

横梁或软隔断、镂空的屏风、家具、大型盆栽、装饰书架、

吧台式的休闲阅读桌等，对空间和功能进行划分，既可以

灵活调整，又能使平淡的空间变的丰富而有趣，形成一种

流动、贯通并且隔而不离的空间。 

4.3  完形性原则的运用 

知觉有一种把视觉元素看成最简洁、完好图形的倾向，

并与记忆中常见的简单图形做比较，如方形、圆形、三角

形或对称形状，使复杂和难以把握的图形简化、完整和稳

定。比较复杂和不规则的空间不容易被感知，读者会感到

迷惑甚至需要较多的心理思考，但太过于直观的空间却又

缺乏趣味性。因此，稍有复杂但又不非常直观的空间形态

往往在引起好奇心和紧张感的同时，容易随着知觉的明确

形成完好的心理空间，进而在心理上感觉到舒适和平静。 

对完好的空间适当进行抽象化变形可以实现上述思

想，比如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 150 米长的曲线学习桌，

读者会在短距离内把弧线看作圆形的一部分。三个或四个

相对摆放的单人沙发会使读者直观的联想到三角形和正方

形，形成相对的心理空间。S 曲线、波浪线、菱形、椭圆形、

太极图等稍微复杂一些的阅览席位布置方式，在稍带趣味

和变幻的同时不脱离想象空间，较容易被读者所感知，同

时与大空间结合紧密，互相渗透但又有所区别，兼顾了秩

序感和心理空间的营造，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除较多的运用在座椅的摆放等平面效果上，完形性原

则更多的运用在立体效果或俯瞰图上。因为建筑结构和外

部造型的原因，阅览空间平面往往不太规则，为了更好的

引导读者利用空间，在异型或者不规则空间中，布置室内

元素或划分功能分区时对平面进行相对规则的划分，使其

被看成两种或多种简单形状的交叠，可以使读者更好的利

用知觉把建筑空间分解为心理空间，从而区分同一平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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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功能区域，帮助读者更好地认知空间，并使得复杂繁

琐的空间变得更为简单清晰，利于读者使用。 

4.4  接近性原则的运用 

彼此空间紧密接近的视觉各元素比相隔较远的部分组

合在一起的趋向更大[13]。在建筑空间中，尽管元素可能具

有不同的大小、造型、材质、色彩等属性，但是人们总倾

向于把距离非常接近的物体看作整体。接近性原则在阅览

空间中主要用于对不同色彩、材质和形状的书架、阅览桌

椅、沙发等元素进行组合，在保持空间完整性或不破坏排

列韵律的情况下，利用色彩或形状的变异活跃空间形态，

使空间元素的属性在并不相似的情况下仍能被知觉组合成

一个整体，并形成心理空间。 

其常用的表现手法是外向性表达：即元素的内向组合

形成相对独立的心理空间，多个心理空间的相互接近组成

更大的心理空间。阅览空间内，双人书桌往往比四人桌更

受读者欢迎，因为在接近性原则的组织下，书桌之间距离

的增大使每个书桌形成独立的心理空间，其个人领域感要

明显强于四人书桌，而沿窗边成排布置的阅览桌所在的阅

读区域形成更大的心理空间。颜色鲜艳的座椅因为与阅览

桌的距离更近，从而因为接近性形成一个整体，并与其他

座椅和阅览桌的组合分隔开来，而多组席位的排列形成电

子阅览空间，与其他空间区别开来，在大空间内形成层次

丰富的心理空间。 

对于接近性原则，距离是决定其组织原则的重要因素，

距离越近则联系越紧密。为了突出空间中的某一元素，可

以使其他元素彼此更加接近，或使其与其他元素拉开距离，

使该元素与其他元素分属在两个不同的心理空间。如把同

一学科藏书的书架整齐排列，其内部的组合力使之形成一

个陈列空间，不同学科陈列空间之间的距离增大或对角线

布置，即可以人为勾勒主通道，又增加了空间的层次感，

方便读者识别；同样的方式也可以用在阅览席位的摆放上。

把阅览室内具有展览性、标志性、向导性、装饰意义的元

素与其他事物拉开距离，也都可以达到吸引读者视线，突

出其特质的目的。 

5．结语 

图书馆空间环境设计的重心，已从单纯的效率性的物

用功能逐渐转向调节与启迪读者情绪与心理需求为主的阶

段，从某种程度上说，心理的舒适感要比使用的便捷性更

能获得认同[14]。而心理空间这种与传统的开敞空间或封闭

空间完全不同的形态，通过功能区域的交错覆盖和穿插交

替，使空间贯通但又自成一隅，视线通透而又相对分隔，

在不破坏平面的同时营造功能丰富且井然有序的空间环

境，在满足读者基本需要的同时兼顾多层次、个性化的需

求，调节读者的心理情绪，满足读者心理需求，给读者以

良好的使用体验和感官效果，使图书馆的人文思想得到进

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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