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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设计视域下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空间规划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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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来基层党建环境一直在不断发展创新，基于此种背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了跟随时

代发展步伐、满足政府提出相关工作要求，积极采用了社区政府和居民双向服务模式。为了推动党的建设，

跟随党的政治引领，更好地深入到人民群众生活当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积极与党建服务中心相互渗透，

逐渐构成了拥有新型社会功能的建筑空间。本文主要从服务设计视角出发，围绕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规划设

计进行分析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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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environment has been constantly developing and 
innovating.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e community party and mass service center has actively adopted a 
two-way service model between the community government and residents in order to follow the pace of the times 
and meet the relevant work requirements put forward by th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party building, follow 
the party's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better penetrate into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the community party and mass 
service center actively penetrates with the party building service center, gradually forming a building space with 
new social fun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ce design,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he community party-mass servi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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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功能主要表现在为社区群众

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以及社区服务。传统社区服务

中心主要作为相关管理人员的办公区域，伴随着时

代的发展与进步，当前的“服务”对党群服务中心

提出了新的功能要求。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传统

社区服务中心空间规划设计已无法有效满足社区居

民的服务需求，加强党群服务中心改造是非常有必

要的。基于此，深入探究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空间规

划设计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设计原则 

1.1 安全性 
无论人们处于怎样的空间环境中，安全性都是

需要遵循的第一原则，同时其也是空间设计过程中

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首先，无障碍设计主要针

对的是特殊人群，例如老年人以及残疾人等。深入

分析了该人群对于党群服务中心行为和心理方面的

要求，采用合理设计为该人群提供方便，例如针对

依靠轮椅行动的人群，在设计过程中除了需要注重

坡道设计之外，还应该对轮椅通行以及回转通道尺

寸方面进行合理设计，保证此方面设计满足实际需

求。另外，在围绕载体开展设计工作过程中，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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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对载体随时间变化特征方面的考虑，加强对现

代化新型环保材料的应用，并且保证材料拥有较强

的耐用性，延长其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空间环境中

的使用寿命。 
1.2 归属性 
在设计中积极采用归属性设计原则，提高环境

带给人的归属感，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人与空间环境

之间的贴合性。为了有效提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带

给人的归属感，可以围绕空间氛围营造以及载体设

计两点进行。现阶段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服务面向群

体在逐渐扩大，不同人群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空间

氛围营造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设计主要加强对

色彩元素的利用，结合灯光色彩与载体色彩进行综

合性考虑，目的是为了从整体上提高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带给群众的氛围归属感。通过实践分析之后能

够发现，暖色调可以使人感到温暖、愉悦；中性色

可以带给人安全感与舒适感；冷色调可以使人感到

理智和具有科技感。在设计过程中根据各个功能区

实际情况应用适宜色调，从而避免单一色系给人带

来的压迫感，并且也能够使空间环境更加富有层次

感。 

 
1.3 舒适性 
舒适空间环境除了可以有效提高空间的吸引

性，还有利于提高人在该空间中的愉悦感。围绕人

群行为方式以及视觉感受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在开

展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设计过程中应该重点考虑信息

获取的直观性、操作方式的可变性等因素。针对人

群采用操作方式方面进行考虑，应该综合考虑人群

身高、体重以及身体状况等因素，从而开展载体设

计，保证其尺寸与形式的合理性，针对不同用户而

言，其在同一载体所提出的使用需求也不一样，积

极采用模块化以及组合式设计方式，给用户带来更

具便捷性的操作体验，这对于提高人群空间参与性

以及操作的舒适性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其次，在设计过程中的视觉分析方面，除了应

该综合性考虑人视线高度、视力以及视角等因素之

外，同样应该注重对信息传达所采用方式方面的考

虑。根据相关调查研究表明，针对同一内容，如果

采用图像形式要比文字形式更加容易被人接受，而

语音形式要比文字形式更有可能被人记住。所以在

实际开展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设计工作过程中，在信

息输出方面，应该加强对互动式、图案式以及语音

式等设计载体的应用，从而提高人群对于相关信息

获取的容易程度，增强人群舒适感。 
1.4 智能性 
近些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

态势，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先进智能设备应

运而生，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创造了很大便利。将智

能化设备合理应用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不但能够

提高环境吸引力，还能够在智能设备与大数据技术

的支持下分析用户需求，这对于实现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空间的优化设计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在空间规

划中设置相应的智能识别以及监控装置，例如进行

人脸识别以及红外线测温系统的设置，便可以满足

用户的零接触需求，这对于提高空间的安全性来说

是非常有利的。通过进行智能识别系统的设置，可

以将用户在各区域中活动时间以及区域使用频率等

信息记录下来，从而了解用户实际需求。 
2 服务设计视域下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空间规划

设计策略 
2.1 功能规划 
在实际针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空间展开功能规

划过程中，应该基于多个角度出发注重其功能适用

性提高方面的考虑。 
首先，功能多样性。针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来

说，其主要服务对象为社区党员以及群众，不同群

体之间的年龄、文化层次以及身份之间存在很大的

不同，因此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空间方面的功能需

求也存在相应差异，根据统计调查结果可知，用户

在学习、交流以及互动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需求，

所以实际开展的空间功能规划功能一定充分保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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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以及多样性。 
第二，功能复合性。近些年来社区居民生活质

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功能，其所开展活动的形

式也越来越丰富，所以对于社区党建服务中心活动

方面，要求所开展的活动具有较强多样性以及紧凑

性，若实际的空间规划在功能方面较为单一，那么

通常无法满足人们在多种活动共同开展方面的要

求，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空间规划设计方面，积极

开展复合型功能场所的建立，除了可以有效提高空

间使用效率，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空间活力。 
第三，功能空间动静分区。在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空间规划设计方面，应该将空间划分成两种不同

的功能区域，分别为动态形式功能区域与静态形式

功能区域，同时保证两种区域之间切换的灵活性。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需要针对动静空间作出距离上

的分隔，通过此种方式使两种空间分别处在不同的

环境当中，也可以采用增加隔断方式，以此来有效

降低两个环境之间产生的干扰，但不会对两个空间

的视听联系进行阻断，使空间中的动静活动具有较

强多样性。 
2.2 动线设计 
行走路线会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空间布局以及

载体设计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针对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而言，将人群流动路线作为依据对其进行划分，

能够将其分成公共流动路线以及后勤服务路线。 
对于公共路线，出于在社区党员以及群众在功

能需求方面的考虑，实际开展的设计对统一流线所

涉及空间采用竖向集中布置以及交叠布置方式，通

过该方式有利于帮助用户在进入到空间时可以及时

明确自身想要到达功能区域方向，明晰各功能路线

所对应的区域，对不同的目标点采用串联方式，从

而有效防止出现路线交叉情况，从整体上实现路线

的简化，为用户提供便利，对于初次进入到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的人群，可以及时了解活动方向，这对

于提高用户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空间功能使用效率

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2.3 氛围营造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空间环境氛围会对用户的第

一印象产生直接影响。所以，在空间氛围的设计方

面给予足够重视，有利于更好地满足不同人群在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空间方面的心理需求。 

首先，加强对光源的分析和运用。针对此次设

计所应用的光源而言，其主要包括了自然光与灯光。

在进行自然光应用过程中，应该围绕空间环境所受

光线影响方面进行充分考虑，不但要使空间具有足

够的明亮性，还应该充分发挥空间载体的各项功能。

针对灯光开展设计工作过程中，应该针对主光源、

氛围光和局部灯光之间存在关系进行综合性考虑，

从而采取相应措施，最大程度避免不同光源互相产

生的不良影响，这对于保障空间光氛围感来说是非

常有利的。 
第二，加强色彩分析和运用。不同色彩所对应

的心理属性也不一样，所以色彩会对人自身的情感

体验产生相应影响，针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空间规

划色彩氛围进行考虑过程中，应该针对用户在设计

元素心理需求描述方面进行深入考虑，在此基础上

合理应用色彩，给用户带来更具丰富性的色彩视觉

感受。 
第三，加强载体形式分析和运用。载体风格以

及形式等因素会对空间氛围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通过将载体与不同光的所用以及色彩等进行搭配，

可以给用户带来多种视觉和体验感受，所以，在进

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空间氛围营造过程中，需要在

载体设计以及使用方面作出全方位考虑。 
2.4 载体设计 
载体设计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用户与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之间的有效连接。从实际角度来说，用户

的不同，其在设计载体的喜好方面也存在相应差异，

同一用户针对不同时间中的同一载体喜好也不一

样，现阶段社区居民所开展的活动形式变得更具多

样性，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相关人员也积极组织更具

丰富性的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载体设计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为了充分保障载体设计效果，实际开

展的设计应该注重对用户需求的考虑，积极遵循空

间载体设计相关原则不断优化载体形式。除此之外，

针对用户群体的差异应用更具针对性的载体形式，

例如情怀、时尚以及简约等，充分满足社区居民在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空间规划载体设计方面的需求。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服务设计视域的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空间规划设计，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明确设计工

作的主要内容，为社区党员以及群众创造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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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空间环境。其次在设计过程中积极遵循相关

设计原则，针对不同的设计要点制定相应的应对措

施。最后，加强对相关理论方法的应用深入探索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空间规划有效策略，不断促进该功

能空间的完善性，更好地满足社区党员以及群众的

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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