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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室
内装饰中,人们逐渐寻找一种完美的、高质量的设计风格,以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同时,由于我国
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古老国家,在这漫长的历史中,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元素,深受人们的喜爱。如
果这些传统的文化元素被用于室内装饰的设计,那么肯定会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因此,有必要研究如何
在室内装饰设计中有效利用传统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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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economy, the quality of life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so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environment are also higher and higher. In the interior decoration,
people are gradually looking for a perfect, high-quality design styl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living
standards.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China is an ancient country with 5000 year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is
long history, there are a variety of cultural elements, loved by people. If th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re
used in interior decoration design, it will certainly play a role of icing on the cak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how to effectively use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interior decor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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