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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生态理念及其应用
俞小庆
龙鼎房地产（杭州）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建筑行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室内设计的行业前景受此蓬勃发展也相得益彰。人民生活
水平逐渐上升，他们对室内居住环境的质量要求也随之上涨，这正迎合了室内环境艺术设计的行业发展，其艺术设计中的绿
色环保理念普及性也与日俱增，呈现出较为生态环保的应用状况。根据以上分析，文章将对引进生态理念的环境艺术设计在
室内中的应用进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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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Concep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Art Design of Indoor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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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our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very broad, and
the prospect of interior design industry is also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people are gradually rising,
and their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of the indoor living environment are also rising, which is cater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of indoor environmental art and design, and the popularity of the concept of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its art design is
also increasing day by day. Showing a mor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the application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with ecological concept in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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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众所周知，工业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这也是人们所最为关注。在具有环境艺术设计的
居住地中运用生态理念，对于减少污染、营造健康的生活氛围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对于改善自然环境、提高人民
生活质量、妥善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艺术环境设计中的着重点应当是结合生态理念的室内
设计，在提高艺术性与设计水平的同时，为人民生活做质量的提升、提高。

1 生态理念的概念及作用
国家对居民的环保意识的培养及意识逐年加深，人们的环保意识水平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将绿色生态
理念应用到室内环境的设计理念受到了人们的极大欢迎。这与其能够进一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改良生活环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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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水平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
1.1 概念
生态理念在室内环境设计中的应用初衷是为了改善环境以及降低污染，期望在完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的同时
为室内环境艺术的发展助力，最终顺利完成、实现设计任务。它是随着设计初衷伴随设计理念进行经验总结的新发展
理念，其兼具高效、多样化以及可循环的特点，是环境艺术设计发展过程中的强大推进力。
1.2 作用
在艺术环境设计中落实生态设计中的绿色理念是时势所趋，是有利于环境持续发展、提高设计能力的积极效用。
能够从多方面推动工作优化设计，在改善人与自然环境的同时对资源实行高效率优化实用配置，促进生态的机制可循
[2]

环型，为顺利完成工作指标保驾护航。可以有效美化环境，因此其效用被业界所看重 。
1.3 室内设计中的生态理念
生态理念是一种被广受欢迎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他使之与当地环境协调发展。如何在室内设计中有效利用生态理
念是一门学问，非常讲究绿色环保在设计中的循环利用，以及将经济、社会、环境效益融会贯通在一体，保证其能顺
利得到提高，并在此过程中优化环境、减少污染。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规划分析将室内设计资源统一化，在整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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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融入生态理念，提前制定计划确立决策方向，通过一些列的完善措施营造出绿色生态的室内环境。这是人民
环境保护意识的进步，他建立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设计计划，得益于此，在室内环境设计中运用生态理念才会在
国内大受欢迎。但是生态理念的环境设计虽然在国外广为流传，但是在国内设计行业却被国外设计师遥遥领先，所以
我国应该奋起直追，提高人民对此的重视程度，加大对行业人才的培养程度。

2 室内环境艺术设计的目标
人的精神和生活方面对室内的环境需要都是慢慢增长的，因此在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体现绿色生态理念、人为本
理念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设计理念和设计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居民的生活环境，主要方向是为了保障居民生活安全、
环境绿色等。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条件得到满足后，人们更加注重对居住环境以及生活品质上
面的提高。而且，当前的社会发展的一个形式是以节能环保为主要的发展观念，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人们对居住环
境的环保性更加重视。因此，总的来说，室内环境艺术设计的目标就是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坚持以人为本，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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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态的生活环境 。

3 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生态理念具体应用情况
蕴含生态理念的环境设计在具体运用方面对于人身是十分具有裨益的，但是部分设计人员对此嗤之以鼻，并没有
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为了改变业界出现的这种现状，我们应当在设计过程中不断革新理念，改善设计计划，在实践操
作中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水平。
3.1 环保材料的应用
如何行之有效的在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应用环保材料是业界设计师们所面对的一项难题，合适的绿色环保材料对
于住户的身体健康有良好的功效。现今的室内设计材料选用方面通常选择使用具有防火性能的高分子材料，且此种材
料通常对环境污染力度较小。所以应该选用具有低碳节能、可持续利用的环保材料。且多数环保材料的价格并不高昂，
对善于经营室内环境艺术设计的公司或者企业来说是一种福音。因此在对环保材料进行选取的过程中应该立身于增添
环境中的艺术感，使之更偏向自然绿色的生态理念，选取具有高比重的自然元素材料。这样设计出的室内环境风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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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有放松身心的益处，对于学习工作方面来说是一种非常有益的益处 。
3.2 室内空间设计
在进行室内空间设计的时候，应该注意对空间进行合理的安排，这直接关系到整个室内空间的视觉效应。在进行
设计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到光线对于空间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如果室内阳光较为充足会使整个空间显得相对开阔。
此外，还应该对空间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以生态化布局方式对空间进行合理的应用，尽量不要浪费每一寸空间，从
而更好地突出室内空间的宽敞以及明亮。在对空间进行科学划分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对通风效果进行精准的把握。可
以适当地利用科技手段将室内外的环境互相导入，从而形成生态化的布局。
3.3 室内陈设的设计
就是内环境艺术设计工作来看，针对室内各个设施的设计作用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就室内家具的摆放，如果能够
充分的利用空间将家具的摆放设计更加的合理，可以有效的提升空间利用效率，并且能够给人带来良好的舒适感。一
般时候，室内各类物品的摆放都会对业主的心理形成作用，并且也会对业主的生活 质量造成影响。现阶段，在生态理
念的视角下进行室内环境设计的时候，一定要重视对绿色植物装饰的设计，这样可以起到非常理想的环保效果，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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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给人们的视觉带来美的享受。在进行绿色植物选择的时候，应该根据室内空间的实际情况进行 。首先应该考虑到室
内生长空间以及生长环境对植物的影响。为了获得更好的生长效果，可以人为地对生长环境进行创造，尤其是对于一
些攀爬类的植物来说，可以安放一些花架等帮助植物生长，从而起到丰富空间视觉效果以及净化空气的作用。
3.4 维持场地原貌
设计过程中需要秉持保护原环境的设计理念，尽量不对原环境造成重大破坏，在保持原本的水土风貌的基础上增
添设计的艺术感，为能源的可再生发展与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做出贡献。我们可以在保护原物种数量和种类的基础上降
低能源使用，不断加大、改善、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尽可能的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最大化的生成环境效益。在部
分地区的环境设计中，可以通过将污水进行初步处理，最终排放进厌氧池、植物塘、养鱼塘等，这样既避免了水污染
所照成的资源浪费，又是对水资源的可再生利用，能够在兼顾实用性与耐用性的同时取得预期的设计效果。
3.5 保持生态平衡
生态设计理念其实质就是需要将设计结果维持一个生态平衡的效果，尽可能的不要出现对环境的损坏，对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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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物种加以保护，有效的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工业和社会的发展中各项活动的开展或多或少的都会对环境造成损坏，
环境艺术的设计工作的开展务必要结合生态平衡的理念，借助专业的设计方法和技术，需要对受损的环境进行修复。
诸如：对废弃的场地，垃圾场地等受损严重的帝王，尽可能的利用生态技术将其修复，可以在该地区种植绿植的形式
加以修复，并且能够起到美化环境的作用。
3.6 开发利用新能源
生态设计工作的开展中务必要借助专业的技术，有效的提升各类资源的使用效率，尽可能的利用可再生资源，诸
如：太阳能，风能等等。借助太阳能可以产生热能，并且确保自然通风，借助地热可以完成室内温度的调节，这也是
环境艺术设计中针对新型能源的利用所采用的关键形式。更好的施展出可再生资源的作用。借助沼气能源，垃圾焚烧
形成的热能来为行业生产以及民众的生活提供必要的能源，并且能够实现美化环境的目的。制定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方
案，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省能源的额消耗量，对废弃物形成量加以控制，促使获得更加良好的环境效益，这样对
于社会的健康稳定的发展是非常有助益的，并且能够促进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
3.7 能源物质循环利用方式
在对环境艺术进行设计的时候，如何促进资源、能源的有效利用是应该重点考虑的，相关的设计人员需要重视对
原材料的循环利用，尽可能挖掘其再生价值，创设原厂地材料和资源的开发利用，搭建相应的平台。工业革命的开展，
给各地的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虽然带来了经济发展的飞跃，但是同时也造成了很多废弃物的污染，在环境设计中如
何有效运用废弃的原材料，变废为宝，是衡量设计理念环保性的标准，也是保护地球理念的重要步骤。例如，在德国
的汉诺威的世界博览会上，有的设计者运用再生性质的纸板搭建日本馆，这一创意将生态理念得以充分发挥利用，也
是对原有材料的再生使用。当然，在设计的过程中要考虑，实际的操作利用能不能满足环境的要求，有没有破坏生态
环境。还有别的设计者在场地上设计了能够收集雨水的装置，然后把收集来的雨水，用来浇灌场地里面的花草、还有
公共设施的用水，这样能够有效满足观赏者的需要，此外，剩余的水还可以开发利用制成落水的景观，类似的对资源
循环利用的例子有很多，还有的高校也鼓励学生运用智慧，挖掘废弃物品的用处，制作循环利用的设计成品。

4 结语
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室内环境设计工作来说，大多是以生态理念作为设计基础。在开展设计工作的过程中，应该使
人们与大自然保持高度的联系。这样一来不仅仅可以达到节能环保的效果，同时也可以使室内空气得到净化，从而形
成一个更加良好的室内环境。想要实现室内设计的生态目标，还需要行业内的专业工作人员不断努力探索，同时在设
计的过程中应该抓住重点环节，从而将室内空间打造成一个微生态的自然环境。这会给人们的生活增添很多的乐趣，
同时也会使得人们的精神追求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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