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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人们对居住的环境也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国
内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科学技术发展,而科学进步给人们改善居住环境提供了便利,满足了不同人群对
房屋设计居住的需求。色彩作为形式要素的存在,是最能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心情,且不同的色彩带给人们
的心理感受亦不同。所以,如何将色彩元素应用到室内设计中来是非常有必要的。鉴于此,文章就建筑室
内装修设计中色彩元素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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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he rapi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people
have put forward som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living environment.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also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provides convenience for people to
improve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and meets the needs of different people for housing design and residence. The
existence of color as a formal element can directly affect people's mood, and different colors bring people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feelings. Therefore, how to apply color elements to interior design is very necessary.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color elements in architectural interior decor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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