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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书馆空间嗅觉设计的探讨

□吴梦菲∗　陈铭

　　摘要　嗅觉设计是空间设计的一环,探讨嗅觉设计在图书馆空间领域内的应用,可以为图书

馆空间建设提供新思路.此文在引入空间嗅觉设计概念的同时,梳理了国内外空间嗅觉设计的

实践历史及研究成果,发现有效的嗅觉设计能从多个方面提升空间的整体官能感受并优化空间

内人的行为,其后通过室内室外两种不同空间特性给出图书馆空间嗅觉设计的实现路径,并对可

能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和实践要点,未来图书馆将是可以一个通过眼、耳、舌、鼻多感官感受

的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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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读者利用图书馆的诸多因素中,与图书馆内

涵相匹配的空间环境,成为在争夺读者注意力、寻求

关注和存在感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先导因素.图书馆

空间设计,无论是室外环境设计、园林设计、区域分

布设计,还是室内布局设计、氛围设计,无一不渲染

着图书馆独有的文化氛围和人文情怀.从宏观的区

域功能布局,到微观的色彩、灯光、声音、温度设计,
虽然嗅觉设计亦是空间设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但
相比上述这些,图书馆领域将嗅觉设计融入空间的

案例却凤毛麟角.嗅觉设计对身处空间内的读者、
馆员的行为、情绪等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向的

嗅觉设计更能成为图书馆优化空间建设、提升服务

效能的神来之笔.

２　嗅觉与嗅觉设计

２．１　嗅觉

从古代到现代,人们都把嗅觉看作是进化的一

种遗物.这种观点在科学和大众思想中都很普遍.
有些进化生物学家认为,视觉和嗅觉之间存在着一

种权衡.这导致人类被归类为“微体”(即嗅觉差),
与嗅觉敏锐的“巨体”动物形成鲜明对比[１].也曾有

心理学家基于人类接收信息量的不同感觉的比例进

行排序,其中８３％的信息源于眼看,１１％的信息源

于耳听,３％的信息源于手触,２％的信息源于舌尝,
只有１％的信息源于嗅觉[２].两种观点交叉印证得

出结论:嗅觉在人类感官中已被降级.
但其实,嗅觉与听觉、触觉、味觉、视觉一样,是

人类感受外部世界的方式之一,它是一个由嗅神经

和鼻三叉神经组成的复杂系统,用于辨别数以千计

的化学成分.心理学家理查德史蒂文森曾这样解

释嗅觉的作用:大脑感知到咖啡是因为识别出了咖

啡香气里面所蕴含的化学成分[３].人类的嗅觉对于

气味的辨别和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２００４年诺贝尔

医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家理查德阿克塞尔和琳

达巴克就通过实验论证发现人类可以辨识记忆近

一万种气味[４].

２．２　空间中的嗅觉设计历史及其研究

不同空间的气味往往也是不同的,城市、乡村、
道路、湖泊,不同空间的气味时刻影响着身处其中人

们的空间体验.嗅觉设计就是通过散布、控制、掩
盖、抑制等方式改变空间中的气味组成,影响人在其

中的嗅觉体验或传达特定气味信息,进而改变人的

行为或情绪.
公元前三千多年的古埃及时期,神庙中,祭司就

开始制作成分复杂、气味优雅的香料以焚祭神灵[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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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耶稣诞生后,东方三智者送上三种礼物:黄
金、乳香、没药,其中乳香和没药直至现在都被礼拜

堂、教堂作为燃香的主要材料[６].除了拥有与神沟

通、侍奉愉悦神明的宗教属性之外,嗅觉设计还一度

是权力的象征.在中世纪,只有领主和贵妇拥有沐

浴熏香的特权,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妻子凯瑟琳
德梅第奇为了确保无人窃取、复制她的香水秘方,
曾聘请私家调香师,在家中修建密室进行香味调

配[７];在中国,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嗅觉设计,士大

夫贵族时常在家中摆放或在身上插戴各类香囊、香
草,唐宋时期空间嗅觉设计的可能性被充分开发,大
量珍贵香料从东印度群岛运往皇宫内院、达官贵人

家中,他们日常起居有香,政务场所、学堂、祠堂更是

香火不断[８].
现代城市公共空间嗅觉设计最早诞生于美国,

并被广泛应用于赌场、餐厅、酒店.很多国际连锁品

牌酒店如凯宾斯基、丽思卡尔顿等都配备了香氛设

备进行空间嗅觉设计,喜来登酒店集团旗下喜来登、
威斯汀、W 酒店等多个品牌,都会根据酒店的装饰

风格、人群定位、环境属性等定制属于特定品牌的香

氛[９];星巴克门店内充满浓郁醇香的咖啡气味,除了

店内研磨咖啡豆产生的香气之外,更多的是星巴克

聘请专业调香师调制的专属于星巴克的咖啡香气.
这种香气不仅在店内散发,形成良好的咖啡馆氛围,
更由门店向外散发,诱使行人进店消费[１０].

空间中的嗅觉设计研究在欧美国家开展得较

早,框架也相对完整.在理论研究方面,分为机理研

究和反应研究两类,机理研究的研究重点在形成原

因,反应研究的研究重点在行为结果.机理研究指

的是探索人发生嗅觉反应的原因和产生机制,赫德

纳(HednerM),拉尔森(LarssonM)等通过解剖发

现,嗅觉刺激与记忆之所以关系紧密是因为来自嗅

觉神经的信息未被丘脑过滤,更容易形成记忆[１１],
赫尔弗里奇(HellfritschC)等发现嗅觉具有遗传性

并受基因影响,以致于同一空间、同一嗅觉设计下的

不同个体嗅闻到的气味也有所差异[１２].大部分反

应研究会构建一个 S－O－R(气味刺激—实验对

象—刺激反应)模型.在研究模型空间中进行嗅觉

设计,通过特定气味刺激人、小鼠等实验对象,从而

研究他们的生理反应,这类反应可以归纳出人在空

间嗅觉 设 计 中 产 生 的 情 绪、行 为 变 化:李 普 曼

(LipmanJ)发现,在嗅觉空间中投放香气物质,人的

停留时间会变长[１３];斯潘根贝格(SpangenbergE
R)等发现在充满香气的嗅觉空间中,人对所处环境

的评价会提升[１４].
目前,国内空间嗅觉设计研究还未进入热点领

域,除了传统的S－O－R类反应研究以外,其他基

于空间的嗅觉研究分为室外空间研究和室内空间研

究两种,魏正旸、殷敏等作为城市设计的相关研究人

员主要关注城市大环境设计中有关嗅觉设计的缺位

和引入问题[１５－１６];刘歆、陈慧琳、原野分别探讨了空

间嗅觉设计在工业遗址公园、特色小镇以及园林设

计中的应用[１７－１９].在室内环境研究中,张实、金梦

分别从居家和店铺经营的角度上引入了嗅觉设计研

究[２０－２１],但目前国内还没有在图书馆类公共文化空

间中进行嗅觉设计的研究探索.

３　空间嗅觉设计的作用

３．１　空间嗅觉设计有助于加深空间记忆

与视觉和听觉这一类短暂性感知不同,嗅觉的

感知是持续的、有记忆的.２０世纪法国著名作家马

塞尔普鲁斯特在其著作«追忆似水年华»中就曾描

写他被泡在茶中的玛德莱纳蛋糕释放出的香气激发

出鲜活、细腻的记忆,从而笔下有神,回忆起了更多

故事[２２].这并非个例,当空间气味和事物的某些细

节联系到一起以后,不仅下一次嗅闻到这种气味就

很容易激起大脑中关于该事物的记忆,还会增强对

该事物相关其他细节内容的记忆.实验表明,人初

次与某种特定气味接触会导致大脑某些区域活动达

到高峰,并持续１５至３０秒.在这段时间之后,这些

区域的活动开始恢复到其原始水平,甚至下降到基

线水平以下.然而,随着人暴露在这种气味中的时

间变长,次数变多,这种活动会逐渐增强,从而构成

记忆,一旦嗅觉记忆成型,人就会形成条件反射[２３].
英国利兹大学和杜伦大学合作,在杜伦大学鸽子剧

院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嗅觉空间设计与沉浸式表演的

相关研究,发现在观看拥有嗅觉空间设计的沉浸式

剧目表演后,再次嗅闻到相关气味的观众对于剧场

空间以及相关演出情节的印象更为深刻[２４].２０１９
年国内香氛品牌“气味图书馆”也因为其推出的“大
白兔”香水能勾起８０、９０年代人的童年回忆而成功

引发了消费热潮和媒体关注[２５].所以,当图书馆空

间进行有效嗅觉设计之后,读者身处此空间长期、反
复的嗅闻,就会产生与图书馆相关的特定记忆,并在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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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闻到该气味或相似气味的时候被唤醒并加

深.这从另一个侧面可以有效丰富读者有关图书馆

的空间记忆,提升图书馆空间存在感.

３．２　空间嗅觉设计有助于文化认知传递

除了记忆的唤醒之外,空间嗅觉设计还能通过

联想学习,进行文化认知传递,这被称为气味偏好的

习得论.研究发现,人在婴幼儿时期并不会对粪便、
尿液、变质食物甚至腐败动物尸体所散发出的气味

有类似成年人的回避嗅闻反应.成年人的这种反应

来源于其后天将此类气味与肮脏、疾病、死亡相联系

的联想学习,从而形成负面文化认知传递[２６].
基于此,很多商业品牌着力于空间嗅觉设计,并

通过在空间中散发独特香气使消费者形成固有的品

牌嗅觉形象,以有效传递品牌文化,提升品牌认知.
如克里斯汀迪奥作为法国著名奢侈品牌,其研发

的“真我”系列香水就曾被精准投放于迪奥的每一间

专卖店中,迪奥的销售人员,甚至商品、赠品上也被

要求使用该款香水.从顾客进入专卖店前,直到离

开专卖店,每时每刻身边围绕的都是“真我”香水的

香气,这样一体化全方位的嗅觉设计使得顾客将这

种香气与迪奥高端、优雅、独立、自信的品牌文化相

联系,最终形成了迪奥独有的“真我”品牌认知[２７].
同时,根据意大利著名香氛定制服务商“感官公司”
(ScentCompany)在米兰柏悦酒店、东京丽思卡尔顿

酒店、拉里奥科莫酒店、迪拜四季酒店四家国际连锁

酒店的调查报告显示,近７０％受调查的酒店客人认

为酒店大堂的气味会影响他们对酒店品牌的认

知[２８].所以,图书馆可仿效迪奥以及连锁酒店,从
自身定位和性质出发,将馥郁书香具象化,设计一款

具有代表性的香味,通过馆内空间、外借图书、馆员

个体、文创产品等多种载体进行散发,帮助读者形成

对“图书馆气味”的文化认知,从而进一步传递图书

馆书香内涵.

３．３　空间嗅觉设计有助于缓解改善情绪

１８７８年,法国神经病学家发现从扣带回至海马

有一圈环节脑结构,是参与控制情绪的部分大脑,被
称为边缘系统.后来有科学家通过进一步的解剖和

实验发现“扣带回—海马—穹窿”形成了完整的嗅觉

传导通路,并就此论证了嗅觉系统直接与海马体、杏
仁核及边缘系统形成情感回路,所以嗅觉通常也被

定义为一种情感系统[２９].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中

都曾有对气味所引起的情绪变化所做的相关研究:

通过特定气味进行神经系统的觉醒和放松实验,或
通过描述气味诱导快乐或悲伤的情绪等.在此基础

上,瑞士日内瓦大学的科学家甚至制作了“日内瓦情

绪与气味量表(GEOS)”,进一步通过问卷的形式量

化气味带来的情绪变化[３０].在国内,东北师范大学

博士张崇辉在基于详尽可能性模型的购物中心印象

形成机理研究中发现,适当的空间嗅觉设计可以改

善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情绪导向,提升其对消费

环境、产品质量以及消费体验的评价,从而提升购买

量和逗留时间,所以在零售商业领域空间嗅觉设计

的实践更为广泛[３１].图书馆是阅读、获取知识的重

要场所,读者和馆员都需要一个相对安静、舒适的图

书馆内环境空间.适当的空间嗅觉设计可以帮助身

处其中的人提升愉悦感,平复浮躁的心情,更顺利地

进行沟通和阅读,降低不良沟通和情绪带来的负面

影响,缓和读者在图书馆空间内的紧张情绪,从而提

升读者对图书馆的评价.

３．４　空 间 嗅 觉 设 计 有 助 于 提 升 学 习 效 率 和 认 知

能力

环境刺激是一种物理治疗方法,可提升神经元

可塑性,进一步促进神经发生,所以在认知能力巩固

和学习能力提升方面被广泛应用.作为环境刺激里

的一个分类,在有关嗅觉刺激对学习和认知的影响

研究中发现,通过空间嗅觉设计形成特定的嗅觉刺

激,可以增加嗅小球中间神经元数量,长期丰富的嗅

觉刺激能提高海马体依赖的空间学习和记忆能力,
同时伴随学习能力和执行效率的增强[３２].乔基姆

(JoachimD)证明,１０８名受试者在嗅闻茉莉花及薰

衣草香味后进行数学运算以及字母拼写的正确率均

出现上升[３３].当然,不同的气味影响对学习能力的

改善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窦云龙、高晓平等注意到迷

迭香类气味对血管性痴呆大鼠学习记忆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海马内５－羟色胺含量上[３４];刘莉茵、方文恒

等发现薄荷醇类气体对大鼠学习造成的影响则体现

在海马区乙酰胆碱酯酶及谷氨酸受体表达上[３５];操
礼琼、杨莹等认为,薰衣草精油对大鼠下丘脑及杏仁

核即早基因(cＧfos)表达有影响,能起到改善学习记

忆能力的作用[３６].虽然不同气味对于大脑学习能

力作用机制及表达位置不同,但均有巩固记忆、提升

学习能力的助益.在认知能力方面,空间嗅觉设计

作为一种芳香疗法,其改善认知功能路径及成效已

经被医学领域认可,并应用于阿尔茨海默病及血管

６４

关于图书馆空间嗅觉设计的探讨/吴梦菲,陈铭

DiscussionontheOlfactoryDesignofLibrarySpace/WuMengfei,ChenMing



2022

年
第2

期

性认知障碍的辅助治疗[３７].所以在图书馆进行合

理的嗅觉设计可以帮助读者、图书馆馆员增强学习

能力和认知能力,提升学习工作效率.

４　图书馆空间嗅觉设计的实现路径

４．１　图书馆室外空间的嗅觉设计

目前,公共空间嗅觉设计的投放途径有两种,一
种是天然的,一种是人工的.在空旷的室外空间,精
油类的人工香气投放容易散发,一般进行园艺设计,
栽种具有芳香属性的草本、木本植物等.这些芳香

植物在净化空气使人舒缓身心的同时,还能通过香

味驱散害虫,保证一定范围内的植被不受虫害侵扰,
这也是近年来运用较为广泛的生态驱虫方法之

一[３８].所以,目前在国内园林设计中,适当融入芳

香植物已成为设计者的共识.
在实践方面,各地区图书馆可以根据本地气候

和土壤情况栽种各种类型芳香植物,比如在长江以

南地区,可以复配栽种枇杷、海棠等,沿海地区可选

用椰树、杧果树等果香型植物进行种植.在栽种时

应对图书馆室外空间进行整体设计考量,根据本地

水土结合每种芳香植物的自身属性、生长条件、香气

类型、浓郁程度等,与空间内其他园林植物相结合,
有序合理地栽种.除此之外,还可根据本地区的季

节风向、实际空间形态,设计堆筑不同类型的坡道、
环岛等,对芳香植物的栽种地进行规划,以调整、丰
富图书馆外空间嗅觉体验[３９].

４．２　图书馆室内空间嗅觉设计

室内因为通风和其他客观环境条件限制,无法

大面积种植芳香植物,所以室内嗅觉设计一般以小

型植物盆栽、鲜切花摆放和香氛投放两种方式,小型

盆栽和鲜切花的香味扩散速度慢、影响空间相对小、
散发效率低,所以装饰使用较多,香氛投放在室内公

共空间应用较为广泛.

４．２．１　图书馆室内空间香氛设计

图书馆室内空间香氛设计是整体嗅觉设计的重

要组成部分,设计应与图书馆本身的气味环境相契

合.１９９０年,美国安阿伯市密歇根商学院图书馆在

宣布很多学术期刊和馆藏只提供电子版之后收到很

多教授学者的抗议,其中就有关于“我爱闻图书馆的

气味”“我喜欢书页的味道”等的相关描述[４０].图书

馆的味道、书的味道究竟是什么呢? 是否能扩大、再
现,或提升这种味型的存在感,使其变成图书馆的另

一种独特“书香”标识呢?
伦敦大学的遗产科学团队就曾尝试描绘图书馆

的气味.他们对书籍中散发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做

了化学分析,发现这是自１９世纪中叶造纸厂开始使

用木浆代替棉花或亚麻布以来,大多数纸张都含有

的叫作木质素的不稳定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分解成

酸,使纸张变脆加速纤维腐烂,从而形成了独特气

味[４１].除纸以外,印刷油墨也是图书馆空间可以参

考的嗅觉设计元素.传统印刷油墨中树脂、沥青以

及硫酸铵都是散发气味的主体,与书籍香味类似,油
墨气味还承载了很多文化意象,所以在进行图书馆

空间内嗅觉设计时,选取香氛的调配也可以按照上

述描绘的气味方向,通过香根、麝香、辛香等还原油

墨香再配上檀香木、雪松、乌木、橡木苔等木质香模

拟的纸张香气形成“书香”,具体的香料配比可以根

据各图书馆实际需要进行选择.

４．２．２　图书馆空间内嗅觉设计的共性与个性

图书馆室外空间嗅觉设计可以根据不同地区植

物生长的特点选择不同类型芳香植物进行栽种,类
似的,图书馆室内嗅觉设计也面临着个性与共性的

选择.从文化认知的角度来说,读者对于图书馆的

功能和定位认知较为一致.图书馆拥有大量存书,
所以空气中已有的主体气味也相对统一,且读者对

于“书香”的概念也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我们认为,全
国各类型图书馆室内空间的嗅觉设计主体味型都可

以采用上述香料搭配而成的“书香”.这样较为统一

的主体味型,使得读者无论走到哪个城市,公共图书

馆、高校图书馆还是其他类型图书馆都能闻到相似

的香气,从而对图书馆的文化认知进行反复的加深

和确认.
当然,图书馆既不是集团酒店,也不是奢侈品商

店,无法从管理层面强制要求每家图书馆在空间内

进行标准化嗅觉设计,只能作为营销推广和效能提

升的策略进行鼓励推广.其次,不同地域、不同气

候、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甚至不同性别的读者对

于嗅觉设计的喜好也是不同的.所以,在以“书香”
作为主体味型的同时,可以根据本图书馆的具体情

况再复配其他香味,从而将本图书馆的个性通过香

气的形式具象化:在展现地域个性方面,很多城市都

有属于自己的市花、市树,它们都是城市的常见或代

表植物,市级公共图书馆可以将市花、市树的味型复

配进“书香”,从而形成有本地特色的“城市书香”;在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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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特色文化方面,一些图书馆有相对特色的馆藏

或者品牌项目代表,比如深圳盐田区图书馆多年承

办海洋文化论坛,就可以在“书香”中复配海盐香气

体现海洋特色;在图书馆功能方面,高校图书馆读者

多为在校师生,其功能也集中在学习研究上,可以复

配迷迭香、薄荷、薰衣草等提升学习效率;在图书馆

服务对象方面,儿童图书馆则可以在“书香”的基础

上复配具有糖果香气的甘草、马郁兰等,让“书香”变
得更香甜由此,通过以“书香”为主味型复配各

个图书馆个性代表香味的方式,可以保证在“书香”
图书馆文化认知被完整、统一表达的基础上,各馆还

能拥有和而不同的“个性书香”.

４．２．３　图书馆室内空间嗅觉设计的应用场景

(１)整体空间嗅觉设计

整体空间嗅觉设计是针对大空间的,如图书馆

大堂、大厅、走廊等除阅览室以外相对开阔的空间.
这一类空间往往是读者进入图书馆后最先身处的空

间,来往人流量很大,人群流动方向不一.这种情况

与酒店大堂、商场的应用场景类似,一般此类嗅觉设

计渠道是使用香氛设备,采用二流体雾化技术,用压

缩空气高速流动的原理使精油分子变微粒,再利用

离子高速旋转加速器将微粒分离为直径更小的精油

粒子,然 后 通 过 新 风 管 道 输 送 到 空 气 中 形 成 香

气[４２].基于此,空间内的香气不会随着读者的移动

而消散,无处不在的新风口吹出的香气会帮助读者

在脑海中不断加固相关记忆,形成关于图书馆独特

香气的条件反射,从而固化图书馆的文化形象.
(２)单独空间嗅觉设计

相对于整体空间嗅觉设计,单独空间嗅觉设计

是将图书馆某一个空间单独划分,只对这一个区域

进行嗅觉设计,比如建立嗅觉展厅,通过嗅觉传递展

览信息.在２０１４年第１４届威尼斯设计双年展上,
美国著名设计师克里斯托弗劳达米尔就曾为美国

馆制造了五个嗅觉空间,他用不同气味勾画了美国

五个发展时期,让人们通过气味感知历史[４３];２０１７
年世界上首个香水嗅觉博物馆在巴黎正式对外开

放[４４];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里克斯博物馆的工作人

员为有视觉障碍的人士提供嗅闻的方式,帮助其感

受博物馆展品信息[４５];２０１８年９月,广东省博物馆

就曾推出«鼻尖上的喜悦———嗅觉的秘密与香文化»
主题展览,成功将嗅觉概念融入中国传统历史展

陈[４６].图书馆也可以借鉴这种嗅觉展陈方式,邀请

读者通过嗅闻方式接收古籍、善本、竹简、现代印刷

品或是其他类型展品的嗅觉展陈信息.在活动方

面,图书馆可以在空间内开展品香、斗香、传统香薰

制作等香道活动,从香道角度推广传统文化.
(３)基于其他媒介的辅助嗅觉设计

除此之外,身处空间内的其他媒介也可以成为

空间嗅觉设计的重要一环.始创于１９２７年的老牌

绒线纺织巨头恒源祥,曾斥巨资签约国际权威感官

研究机构美国莫奈尔化学气味官能中心,希望研发

出能通过织物产品传播并体现恒源祥优良品质的香

味[４７],这就是媒介的辅助作用.图书馆可以对馆藏

书籍、文创产品等进行嗅觉设计,比如在不损伤馆藏

书籍、不影响读者阅读的情况下通过刮擦、抚摸、升
温等形式在书页、封面扩散香气[４８],或制作香薰书

签,书壳,书封或可碾碎的香味胶囊等.当读者将图

书馆的书、文创产品带离图书馆空间,无论是在家

中、学校、甚至餐厅、旅行任何场景,只要读者开

始阅读行为或使用文创产品,属于图书馆的香味就

会立刻散发在读者周围,将他带回图书馆空间.除

此之外,在现代阅读推广领域,很多图书馆引进了

AR/VR技术设备,通过现实增强技术,帮助读者在

虚拟和现实世界穿梭.日本可穿戴设备商 VAQSO
就开发出气味墨盒,并通过蓝牙连接到第三方 VR
头部显示器,当用户触动 VR体验中的相关代码时,

VR就能散发出指定“气味墨盒”的味道,从而更深

刻地还原现实场景,这也是图书馆嗅觉设计中可以

引入的又一相关媒介[４９].

５　图书馆空间嗅觉设计可能面临的问题

５．１　伦理问题

嗅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鼻腔含有３５０种不同

类型的嗅小球,总数高达百万.它们位于嗅觉上皮

中,在鼻内两侧各占约２５cm２.当气味分子停靠

时,刺激神经元发出信号,这些信号可以通过嗅觉神

经纤维直接发送至大脑[５０].以上就是我们闻到气

味时人体所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嗅觉上

皮的受体运作是被动的,只有气味分子停靠时才会

运行,而运行过程即送至大脑进行气味分析的过程

是无法进行干预的.通俗地说,只要不存在嗅觉丧

失,只要进行呼吸,人体就能感知气味,这个过程是

被动的、强制的、无法中止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图书馆嗅觉设计,身处图书馆空间内的读者、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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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不管喜不喜欢、习不习惯都会被带入强制的嗅

觉体验中.读者、馆员一旦身处空间嗅觉设计的图

书馆,其呼吸无嗅觉设计空气的权利就被剥夺了,也
无法根据喜好选择香气.

５．２　嗅觉损伤问题

职业性嗅觉损伤指的是一些职业经常暴露于刺

激性气体,如氟化氢、氢氟酸或重金属挥发物等,引
起的鼻黏膜溃烂或嗅觉神经受损造成嗅觉损伤[５１].
从图书馆的角度来说,在空间嗅觉设计所使用的香

精香料肯定不涉及上述有害物质,但长期暴露在嗅

觉设计中的图书馆馆员,对于此类气味的感知力也

会有所降低.«孔子家语六本»有言“与善人居,如
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

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５２]

这句话虽然是形容长时间与特定的人相处的自己思

维、行动也会受影响,但也直观显示了长期嗅闻特定

气味对于人体嗅觉系统的影响,即长时间处于某种

气味中人体会进行自体适应,并选择性地忽略或者

放弃辨别该类气味.但这种嗅觉机能的部分下降并

未能成为鼻系统职业类疾病的判断依据,所以在临

床上很难界定为馆员的职业性嗅觉损伤[５１].

５．３　过敏问题

２０００年末,世界卫生组织把过敏性疾病列为２１
世纪重点研究和防治的三大疾病之一[５３].对于对

某些气味过敏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
它们可能会导致瘙痒、湿疹,注意力不集中、哮喘、流
鼻涕和灼热的眼睛等症状[５４].早在１９９９年欧盟化

妆品及非食品科学委员会就曾在«消费者对香精过

敏问题的预意见草案»中指出,当时欧洲湿疹患者中

约有１６％对香水过敏[５５].图书馆属于公共文化空

间,馆内读者数量较大且具有流动性,以深圳图书馆

为例,２０２０年深圳图书馆年读者接待量高达１１８４
万人次[５６],按照上述的患病率,这些人中难免不会

存在对某种气味有过敏反应的病例.

６　图书馆空间嗅觉设计问题应对方法与实践要点

６．１　嗅觉设计在实践应用中应循序渐进

空间嗅觉设计作为图书馆空间设计中较为前卫

的概念,在实践应用的过程中应该循序渐进.在决

定进行嗅觉设计之前,可以先选配两到三种备选的

香氛样品放置于读者服务中心或总咨询台,并准备

香氛试纸邀请读者、馆员对其进行嗅闻和评价,选出

他们心中的图书馆“书香”.一方面图书馆可以快速

掌握读者、馆员的嗅觉气味喜好,收集过敏、哮喘等

可能引发健康问题的相关信息,方便后期对于香氛

进行调配改良;另一方面可以为读者、馆员建立“图
书馆也可以进行空间嗅觉设计”的心理预期和思想

准备,帮助其在后期快速、舒适地融入嗅觉空间,同
时也有利于进行图书馆空间嗅觉设计的首轮营销

推广.
在综合读者、馆员的气味偏好和健康要求调配

出合适的“书香”之后,图书馆可以通过上文提及的

空间嗅觉设计应用场景由小及大逐步进行空间嗅觉

设计:首先将“书香”应用于外借藏书、文创产品等,
帮助读者、馆员反复确认巩固,形成本图书馆相对固

定的气味认知;继而开辟嗅觉展览、展区,嗅觉体验

活动,构成图书馆进行嗅觉设计常态化的行为认知;
最后再将这种气味应用于图书馆大厅、中庭等相对

开阔的空间,完成整体的空间嗅觉设计,形成本图书

馆品牌认知.在此期间,图书馆可以持续不断地收

集读者、馆员的动态反馈,在香氛的配型、挥发扩散

方式、媒介载体应用、安全性能上做出灵活的调整.

６．２　嗅觉设计在设计空间中须有取舍

在进行图书馆这样的公共文化空间的嗅觉设计

时,必须将读者、馆员呼吸无设计空气的权利放在第

一位.气体同液体、固体相比,因其分子排列松散、
分子间的引力较小、分子运动较强烈等特点,气体分

子能够快速充满所占的空间.因此,图书馆的嗅觉

设计应该是有缓冲、过渡以及隔绝空间的.
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那样,很多连锁酒店企业

都会在接待大厅进行嗅觉设计,但进入客房之后,嗅
觉设计的痕迹就会减弱,甚至消失.图书馆的中庭

区域作为人流量最大,空间最开阔的区域,可以模仿

酒店,进行必要的嗅觉设计.通过室内小型盆栽鲜

切花,以及人工香薰香精类产品的适量挥发,让图书

馆中庭区域形成优雅、清幽的气味嗅感,而在相对封

闭的小型空间内,比如一些图书馆的单人自习室、信
息查询室、小型会议室等减少或者不散发.从而让

不喜欢、不习惯、不适应图书馆嗅觉设计的人有缓冲

或者避免吸入此类气体的空间.

６．３　嗅觉设计在硬件上须有相关控制装置

空间嗅觉设计对在图书馆短暂停留的读者所造

成的影响,远没有对馆员影响大.所以,对于长期需

要被动地在相对封闭环境中进行呼吸并嗅闻气体的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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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来说,嗅觉设计的可拒绝、可操控性就非常重

要.在进行办公区域的嗅觉设计时需要为办公室设

置相关的控制按钮,保证每个办公室内的工作人员

都可以接触到控制本办公室嗅觉气体挥发装置的开

关,自由控制本办公室内的开关是否需要开启,并能

有效控制气味挥发的持续时间和散发强度.在图书

馆整体空间设计时,可以将嗅觉气体挥发装置和空

气净化器及新风系统结合,在香气挥发的同时起到

净化空气、清新环境的作用.此外,应配备整体气味

监控系统,监控与嗅觉设计相关的新风、通风、空气

净化、烟感报警等装置的正常工作,确保不会出现烟

感误报以及有气味、无气味的空气混杂流通等问题.

６．４　嗅觉设计在运行上须有风险防控意识

嗅闻气味也可能存在引发过敏、哮喘等健康风

险,所以在进行空间嗅觉设计时需要有一定的风险

防控意识.香料原料控制方面,在人工和自然香料

香精等气体挥发物的选择上就要有所选择和侧重,
并进行必要的健康评价,对其中容易出现或已经被

现代医学验证的具有高致敏甚至致病的原料进行规

避,还未得到医学验证的原料少用、慎用,尽量使用

已经过长期科学实验及运行实践且认证安全的香料

原料.在进行香料原料的类型选择时,应更倾向于

木本类、药草类,对于可能引起花粉过敏的鲜花类香

料原料进行规避,通过减少过敏源的方式降低过敏

风险[５７].挥发扩散控制方面,除了整体图书馆空间

内设计嗅觉缓冲和隔绝区域之外,应在挥发香氛浓

度上按照我国现行的 GB/T２２７３１—２００８«日用香

精»标准进行浓度控制[５８],同时选择可以控制雾化

分子大小的气体散发频率的装置.

７　结语

空间嗅觉设计是近年来逐渐被关注的重要领

域,其应用范围也逐渐从商业领域“出圈”,被公共文

化领域关注.虽然现在国内的空间嗅觉设计从理论

指导到实际运行还未完全成熟,但优秀的嗅觉设计

为公共文化空间所带来的积极、正面的影响不容忽

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嗅觉设计将成为图书馆空间

设计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从另外一个侧面促进图

书馆在社会空间环境中的自我展现,让图书馆的文

化知识形象深入到每个人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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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heOlfactoryDesignofLibrarySpace

WuMengfei　ChenMing

Abstract:Olfactorydesignisapartofspacedesign,thearticleexplorestheapplicationofolfactorydeＧ
signinlibraryspace,providessomenewideasforlibraryspaceconstruction．Whileintroducingtheconcept
ofspatialolfactorydesign,mainlycombedthepracticehistoryandresearchresultsofspaceolfactorydesign
athomeandabroad,itisfoundthateffectiveolfactorydesigncanimprovetheoverallsenseofthespace
from manyaspectsandoptimizethebehaviorofpeopleinthespace．Subsequently,therealizationpathof
theolfactorydesignofthelibraryspaceisgiventhroughthetwodifferentspatialcharacteristicsofindoor
andoutdoor,andsolutionsandkeypointsofpracticeforpossibleproblemsareputforward．Inthefuture,
thelibrarywillbeanewspacethatcanbefeltthroughtheeyes,ears,tongue,andn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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