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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interior space design, the application of white space techniques should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novate and develop traditional white space techniques to improve the effect and quality of interior space design. The technique of blank space is an art presentation metho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It focuses on
the grasp and application of space aesthetics, so as to realize the abstract processing of art. It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artistic appeal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bring a good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the application of white space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interior space design,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grasping the aesthetics of the space, combining the color and reality, so that the design elements are smartly laid out to highlight the rhythm and rhythm of the interior space design,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mood and beauty of the interior space design. This article combined with
the application method of white space technology in the design of interior spac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and to grasp the application effect and quality of white space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interior space design and better meet people’s aesthetic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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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室内空间设计过程中，留白技法的应用，要注重结合时代形势发展变化，对传统的留白技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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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以提升室内空间设计的效果及质量。留白技法是传统中国画的艺术展现手法，注重对空间美
学进行把握和应用，从而实现对艺术的抽象加工，能够有效地增强中国画的艺术感染力，带给人良好的
审美体验。在进行室内空间设计过程中对留白技法的应用，要注重对空间美感进行把握，结合色彩的虚
实对比，使设计元素进行巧妙地布局，以突出室内空间设计的韵律感和节奏感，增强室内空间设计的整
体意境和美感。本文结合留白技法在室内空间设计中的应用方法进行了探究分析，把握留白技法的应用
效果及质量，以提升室内空间设计的效果，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

关键词
留白技法，室内空间设计，意境美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文化体验
朝着简约化的方向发展。现阶段，极少主义、简约主义在室内空间设计中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对于建筑
设计行业的发展来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进行室内空间设计过程中，对留白技法的应用，突出
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注重使室内空间设计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以突出室内空间设计的人文关怀和
意境美感，更好地满足现代人的需要。留白技法在室内空间设计中的应用，要注重对“留白”的艺术渊
源做好把握及分析，从而有效地发挥“留白”的功能及作用，以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要。

2. 留白技法概述
留白技法的发展，主要来自于传统中国画的“留白”艺术，并在建筑设计中得到了有效地应用，获
得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从字面内容理解来看，艺术语境中的“留白”注重在中国画布局过程中，留下
空白之处，使空白之处与中国画的整体形成鲜明对比，以提升中国画的意境美和内涵美。留白技法的应
用，注重突出情感和韵律之美，利用有形的线条和无形的空旷形成鲜明对比，以虚实结合的手法，突出
艺术审美境界。留白这一技法起源于国画，但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及应用。如在文学作品当
中，通过对留白的应用，带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使人们更好地感受文学作品的内涵，令人回味无穷。
留白技法在建筑空间设计中的应用，注重利用留白技法增强建筑设计的艺术感染力，更好地满足人
们精神层次方面的需求。室内空间设计中对留白技法的应用，注重将“素面朝天”和“浓墨重彩”的设
计理念进行结合，利用不同装饰空间的空白为元素，在室内空间设计中，设置留白位置，使整体设计风
格实现虚实对比，以达到“无形之意，空山人语”的设计目标。

3. 留白技法在室内空间设计中应用的要点分析
室内空间设计中对留白技法的应用，要注重追根溯源，把握留白技法的特征，从而对留白技法进行
科学、有效地应用，以发挥留白技法的功能及作用，使其在空间设计中的美学意境得到有效地发掘。留
白技法在室内空间设计中的应用，要注重对美学意境进行挖掘，增强室内空间设计的审美效果，借助于
虚实对比的手法，使整个室内空间具有较强的意境和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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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突出虚实对比
留白技法在室内空间设计中应用时，要注重把握实形之型与虚形之式，突出留白之美，增强室内空
间设计的审美效果。留白技法在室内空间设计中应用时，结合留白技法在平面空间设计中的应用来看，
要注重由平面空间向三维空间进行过渡，架构三维留白，以增强留白技法的形式美，使其美感变得更加
丰富。在进行室内空间设计过程中，留白技法的应用，要注重利用有形的造型设计和无形的样式之间形
成鲜明对比，实现二者之间的互补和完善，从而构建出虚实结合的形态布局，带给人一种界面美感[1]。
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对不同属性的装饰元素进行有效利用，通过做好搭配组合，使装饰元素产生界面
美感，带给人们更好的审美体验。同时，留白技法虚实对比的把握，要注重对室内空间设计的实际情况
做好分析，结合实体造型和预留空白，使实体内容与预留空白形成一种均衡及对称，以达到和谐有序的
形式之美。此外，留白技法在空间设计中应用时，要注重对留白技法的特征做好把握，注重对室内装饰
元素进行有效利用。如借助于实体的造型装饰和虚设的预留空白、动态的光影物件、静默的悬挂陈设等
物件，做好均衡、对称、适配的元素取舍，从而突出虚中有实、和谐有序的形式之美，使室内空间设计
的美感及审美效果得到有效地增强。

3.2. 把握留白之韵
留白在室内空间设计中的应用，要发挥留白的独特韵味，实现“有声之律”和“无声之韵”，以突
出留白设计与室内整体设计的有机结合，增强室内设计的美学效果，带给人们更好地审美体验。在室内
空间设计过程中，要对室内动态、静态元素做好结合，把握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实现二者的有效衔接。
留白手法的应用，要结合对室内空间的律动进行感受，从视觉角度出发，对视觉上的虚实转折进行把握，将
空间的波动性和韵味进行融合和展现，以达到“无声胜有声”的设计目的。在留白技法应用时，要结合
室内空间设计的整体诉求，注重在情境中进行凝思遐想，借助于留白的实体设计，使室内居住者产生心
灵上的震颤和共鸣，突出留白设计的韵律之美。在留白设计时，要把握留白之韵，结合室内空间的动态
元素和静态元素，实现二者的紧密结合，以突出留白韵律之美，提升室内空间设计的整体效果及质量[2]。

3.3. 注重意境结合
室内空间设计中对留白技法的应用，要从整体协调视角出发，注重将留白的“意”和“境”进行紧
密地联系，从而实现具象和意象的有机结合。室内空间留白技法的应用，从意境载体视角来看，注重突
出“意象群”，实现整体协调的设计目标。这一过程中，注重将意境之美和现实情境进行结合，对生活
中的具象进行抽象，将写实与写意进行完美结合，以实现虚实相照的设计目标。同时，在室内空间设计
过程中，要注重对装饰元素的搭配问题做好把握，通过错落有致的搭配，对大小留白进行有效地点缀，
实现装饰形象的彼此映衬和对照，以获得空灵简约的留白之美。

4. 留白技法在室内空间设计中的应用对策分析
留白技法在室内空间设计中应用时，要注重把握留白技法与室内空间设计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对繁
复的装饰进行简约化处理，实现装饰元素的巧妙布局，以提升室内空间设计之美，更好地满足现代人的
审美诉求。在对留白技法应用时，要注重把握空间实际，由整体角度出发，做好细节处理，以提升室内
空间设计的审美体验。关于留白技法在室内空间设计中的应用对策，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4.1. 把握色彩留白的张弛有度
室内空间设计中对留白技法的应用，注重对室内设计的色彩进行把握，具有一定的色彩倾向性。室
内空间设计色彩的选择，反映了情感塑造和美感表达，注重对色彩进行有效选择，突出了艺术审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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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色彩留白设计，要注重张弛有度，而并非是随意的堆砌[3]。这一过程中，室内空间色彩的把握，
要以室内空间设计的主题，对色彩元素进行科学、合理的选择，使色彩设计与空间整体布局进行匹配，
以提升色彩设计的针对性和科学性。色彩留白要突出色彩倾向这一原则，将色彩与空间走向进行联系，
实现色彩与室内空白的有机融合。

4.2. 突出化简为繁的设计理念
在进行室内空间设计过程中，对室内装饰元素的应用，如灯具、墙饰等，要对空间装饰的摆设及应
用情况做好把握，避免繁杂拥挤，但也不能显得简陋。这一过程中，要立足于空间设计的整体角度，将
装饰做好种类配置，突出主次分明的设计理念，以实现轻重有别的设计目标。这一过程中，要注重突出
统一有序的表达效果，对装饰留白进行适度设计，突出室内空间设计的层次感，以提升室内空间的审美
情趣。如在对电视背景墙的壁纸选择时，需要对其他墙面的色调做好把握，实现背景墙面设计与整体风
格的一致性，达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设计效果。

4.3. 做好布局留白的审美控制
留白技法在室内空间设计中应用，注重突出室内空间的审美效果，这一过程中，要注重做好室内空
间的布局留白的控制，以提升审美效果。同时，留白技法在室内空间设计中的应用，要注重对空间主体
的审美格局做好把握，根据主人的生活习惯，对留白的空间做好把握，为室内空间的可持续性利用创造
有利条件。这一过程中，结合室内空间布局情况，对客厅、房间内的家具做好把握，实现优化组合，以
提升室内空间留白设计的效果及质量。在室内空间布局留白过程中，要注重把握极简主义风格，提供丰
富的室内空间，并突出留白设计的整体性，提升空间意境美感。

5. 结束语
综合上述分析来看，留白技法在室内空间设计中的有效应用，要注重对传统艺术形式做好把握，加
强留白技法与现代室内空间设计的有机结合，对室内空间设计做好整体性把握，并对细节做好针对性的
处理，以提升室内空间设计的效果及质量。室内空间设计中对留白技法的应用，要注重将形式美和意境
美进行有机结合，做好留白有“度”，虚实对照，从而带给人们更好的意境美感，以提升室内空间设计
效果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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