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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环境艺术设计中引入人文文化,可以使环境艺术设计方案得到升华,提升环境艺术设计的效
果。本文首先对环境艺术设计与人文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之后对环境艺术设计中应用人文文
化的价值与原则进行详细阐述,最后给出应用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 人文文化；环境艺术；设计
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坚持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结合

金的浪费,而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将人文

环境艺术设计水平也有所提高,营造美

现代化城市建设要求,对设计造型有了

文化融入其中,丰富设计内涵,提高设计

观、舒适的居住空间。传统环境艺术设

新层次的解读和美化,同时在设计过程

总体价值。且在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方

计注重的是独立环境的打造,虽然环境

中融入了空间规划理念,大大增强了环

面,该设计理念完成度理想,环境艺术设

效果不错,但却缺少独特性特征,无法体

境艺术设计的多样性,突显其独特性内

计不管是从结构形式还是空间规划上,

现出城市独特的魅力。为此,在设计中应

涵,为环境艺术设计注入新的活力。此外,

都实现了较大的变革和创新,以满足人

融入人文文化内容,完善自然环境的同

环境艺术设计以直观的艺术形态将人文

们精神层次需求,促进人与自然的有机

时,将城市历史文化及民俗特征融入其

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充分体现

融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目标。

中,可以有效增强总体设计效果,满足人

出来,将那些无法言说的内容及精神状

们的审美需求。

态,直接以物体或建筑结构的形式展现

3 人文文化在环境艺术设计中
的应用原则

1 环境艺术设计与人文文化间
的关系

出来,这样不仅可形象地展示固有精神

3.1独立性原则

风貌,还能促进自然与人的互动,提升环

人文文化下的环境艺术设计应当注

1.1两者间的差异性

境艺术设计和人文文化的总体价值,满

重人文文化作用和价值的发挥,结合两

首先,两者所属学科领域不同。环境

足传承发展的要求。

者的共同性,改善环境艺术设计水平,凸

2 人文文化在环境艺术设计中
的作用

显独特性特征。不过在实际作业中,不可

艺术设计属于科学学科范畴,人文文化
则属于人文学科范畴,两者所属领域不

为了增强融合效果而忽略两者的独立性,

人文文化与环境艺术设计间存在着

需在保证融合的基础上,将环境艺术设

人文学科注重的是思维性和意识形态,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虽然两者分

计的科学性能展现出来,科学选用设计

科学学科则较为注重技术性和严谨性,

属于不同学科,但仍存在着一致性和统

手段,加强造型结构的美术性和艺术性,

属于两个派别,差异较为明显。

一性。人文文化是历史发展不断积累而

提升空间观赏价值。

同,研究和讨论的内容也存在较大差异。

其次,价值追求角度不同。环境艺术

成的,也是我国社会前行中不可或缺的

另外,在环境艺术设计中,应注重影

设计是利用科学方式实现自然、人、建

内容,对其传承和发展是目前的重要工

响因素的科学管控,虽然存在的因素不

筑三者间的融合发展,通过对空间的科

作。而环境艺术设计为人文文化传承与

会对设计内容造成本质上的影响,但也

学规划,凸显自然特征和优势。人文文化

发展提供了重要载体,加快其传播速度。

会阻碍自身独立性和融合后效果的凸显,

强调的是精神理念及历史文化的传承和

而环境艺术设计则是在时代前行中不断

导致环境艺术设计存在各种现实问题,

发展。

发展和创新的,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

降低设计水平。环境艺术设计工作者,

1.2两者统一性

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将人文文化融入

必须立足于科学的设计理念,遵循独立

当代环境艺术设计融入了较多的人

其中,可丰富环境艺术设计内容,加深意

性的基本原则,不断加强对环境艺术设

文文化内容,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环境

境效果。让人们感受自然的同时,了解文

计领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应用新

艺术设计水平,加强环境美观性和艺术

化历史,增强与心灵上的共鸣。

型技术手段,促进环境艺术设计的整体

性。根据对现有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可

以往环境艺术设计更为注重观赏性

知,环境艺术设计与人文文化的融合,在

和实用性,造成了较大的资源、能源及资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价值不断提升。
3.2适用性原则
11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3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适用性要求同时满足人文文化和环

将看似没有关系的内容以不同转化形式

计,并且高度融合西方先进的设计手

境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的根本目的

结合起来,增强设计独特性,加深设计整

法,使“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美丽景观

是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修复和恢复原

体艺术价值。

得到全方位的展现,不仅使我国优秀

有的生态系统,推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人文文化的融入,可有效突显出环

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也使人们在享受

发展,打造文明健康城市,进而为我国社

境艺术设计的内涵,彰显其特征优势,为

美好风光的同时,增强自身对环境艺

会环境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在适用

欣赏者带来不一样的感官印象。例如：

术设计的认同感。

性原则下,将人文文化融入到环境艺术

在对城市环境开展艺术设计时,设计者

设计中,将环境保护、文明城市建设目标

要了解和掌握该地区的文化特点和城市

作为核心理念,不断寻求环境艺术设计

发展背景,将其作为环境艺术设计的核

传统与现代的协调进步,是对人文

的优化和变革,以改善设计水平,带给人

心,可以引入经典的诗词等作品,赋予环

文化创新的基础,也是营造良好社会氛

们不同的视觉感受,并在观赏中激发人

境艺术设计历史感和年代感,从而给人

围,提升环境水平的关键。环境艺术设计

们理性意识,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

们带来愉悦、轻松的心情。

中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

视度。
在适用性原则的引导下,环境艺术

4.2实 现 传 统 文 化 的 传 承 和 创 新
发展

4.3实 现 传 统 与 现 代 文 化 的 协 调
发展

容,是城市、国家的重要门面,随着环境
艺术设计的革新,其设计理念和手法也

设计工作者,必须立足于新时代背景,对

上下五千年的发展为我国积累了

趋向成熟,但难免还是会受到社会的影

人们的环境要求、需求和期望有深入的

丰富的历史文化,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

响,使得西方元素不断增多。而通过传统

了解,且按照不同地区地理位置、生态环

加快,我国对传统文化的感知和了解度

与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可避免西方元

境以及人文景观的特点,运用符合其特

逐渐减弱,尤其是在设计领域内,越来

素的过多运用,凸显出本国特色和艺术

点和性质的艺术设计手法,运用人文文

越多的设计人员开始注重西方文化的

氛围,从而优化环境艺术设计水平,提高

化素材,实现环境艺术设计与人文文化

引入和渲染,西方文化元素不断增加,

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促进行业的持续

的充分融合。

使得本国、本土文化及民俗特征逐渐减

前行。

4 人文环境在环境艺术设计中
的应用

弱,民族韵味越来越少,难以有效凸现

4.1树立正确意识,重视人文文化

为此,在环境艺术设计中,应加大对

人文文化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有所

人文文化的重视力度,借助环境艺术设

了解,实现传统文化同现代设计的高度

作用
将人文文化融入到环境艺术设计中,

设计独特性。

5 结语
希望通过上文论述,从业人员可对

计实现人文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让更多

融合,以加深环境艺术的文化韵味,建造

不仅可满足人们精神层次和视觉体验的

人了解到我国现有的文化特征和优势,

优美的环境空间。

艺术需求,还可深化环境艺术设计效果,

通过其中精华的提取,凸显出环境艺术

提升设计作品艺术价值,丰富其内涵和

设计的独特性,树立具有民族韵味的国

[1]李治舟.人文文化在环境艺术设

意境,使人们真实感受到自然的魅力和

家形象,吸引更多人们驻足和了解。同时

计中的应用分析[J].风景名胜,2019,(5):73.

特征。将人文文化融入到环境艺术设计

人文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也为环境

[2]杨依婷.人文文化在环境艺术设计中

中,可利用清晰的形体结构、不同造型形

艺术设计变革提供了可靠动力支持,为

状及色彩等,凸显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行业的世界化前行奠定坚实的基础。

内容,给人们最为直观的视觉体验,加深

例 如 ,某 南 方 城 市 的 环 境 艺 术 设

理解和感悟。在实际设计中,要从整体角

计充分结合南方烟雨水乡的环境特征,

度出发,实现灵感与思维的汇总和融合,

将《桃花源记》中的景观予以还原设

12

[参考文献]

的应用研究[J].设计,2019,32(4):110-112.
[3]连千年.基于人文理念下室内环
境 艺 术 设 计 的 发 展 研 究 [J]. 美 术 文
献,2019,(7):132-133.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