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软装与陈设艺术设计概述

第一节　软装设计的概念

软装设计是整体环境、空间美学、陈设艺术、生活功能、材质风格、意境体验、个性偏好，甚至风水文化等多种

元素的创造性融合。软装设计是室内设计中的重要环节，是将某个特定空间内的家具陈设、家居配饰等元素通过

理性的设计手法将空间的意境呈现出来。软装设计根据设计范畴，可分为家居空间和商业空间，如酒店、会所、餐

厅、酒吧、办公空间等，如图 1-1～图 1-� 所示。

图 1-�　餐厅空间图 1-1　客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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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中式售楼处

图 1-�　新中式餐厅包间

第二节　陈设艺术设计的作用

陈设艺术设计不仅可以柔化室内空间、改善空间形态，还可以烘托室内氛围、强化室内风格，具有调节室内环

境色调、体现地域特色及个人爱好的作用。能够有效地发挥陈设艺术设计在室内空间的作用，为我们创造出和谐

统一的空间环境。

1．柔化室内空间、改善空间形态

室内陈设艺术品可以给人愉悦的心理感受，柔化了硬装设计带给人们的冰冷感受，同时，随着四季、年龄、审

美的变化，空间的装饰形态也可以随时改变，这份灵活及随性，是陈设设计所独有的，如图 1-� 和图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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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现代时尚风格客厅设计

图 1-6　温暖的北国客厅图 1-�　优雅的夏日起居室

2．烘托室内氛围、强化室内风格

和谐的室内氛围及风格，不仅需要硬装设计打好基础，同时需要陈设艺术设计与之配合。陈设艺术设计

所表现出的色彩、图案、造型、材质均具有特定的装饰特征，在表现室内氛围及装饰风格上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图 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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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节室内环境色调

在室内空间设计中，陈设艺术品有效丰富了整体空间。家具在空间中的面积超过 �0%，其色彩也必将影响

整个空间的主体色调。窗帘、床品、装饰画、靠包等艺术饰品的色彩，对整个空间的色调起到点缀作用，如图 1-8

和图 1-9 所示。

  

图 1-10　现代餐厅设计

图 1-9　简约时尚的卧室图 1-8　现代简约的客厅

4．体现地域特色

在陈设艺术设计中，利用家具、灯具、布艺、装饰画、装饰品、花艺六大元素，可以打造出不同风格的室内环境，

如图 1-10 和图 1-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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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航空主题男孩房



第二章

软装与陈设艺术设计的元素

在软装与陈设艺术设计过程中，需要掌握软装与陈设艺术设计的六大元素，即家具、布艺、灯具、装饰画、陈设

艺术品和花艺。六大元素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且需要同时考虑。室内空间情感及意境的传达，通过软装与陈设

艺术六大元素的相互配合来达到强化室内风格、烘托室内氛围、调节环境色调的目的。

第一节　家　　具

家具的布置是软装与陈设艺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决定整体空间的风格走向和主体色彩，还决

定了室内空间的流动性。家具是整体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一件家具都不可孤立地存在，它受周围环境因素

的制约，同时又对整体环境产生影响。

一、欧式古典家具发展史

现代欧式古典家具主要以法、英两国 1� 世纪中叶以后的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时期的家具造型为主要参

考，结合传统造型、现代材料、工艺手法及包覆面料，以其独特的姿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欧式古典家具。

1．法式家具

（1）法式巴洛克家具

从 16 世纪末到 1� 世纪初，整个欧洲的艺术风格进入了巴洛克时代。“巴洛克”一词源于葡萄牙文

BARROCO，意指畸形的珍珠，同时含有不整齐、扭曲、怪诞的意思。巴洛克风格以浪漫主义精神作为形式设计的

出发点，一反古典主义的严肃、拘谨、偏重于理性的形式，而赋予了更为亲切、柔和的抒情效果。它摒弃了古典主

义造型艺术上的刚劲、挺拔、肃穆、古板的遗风，追求宏伟、生动、热情、奔放的艺术效果，如图 2-1 和图 2-2 所示。

巴洛克家具的成就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① 剔除了堆砌建筑造型装饰的倾向，利用多变的曲面使家具的腿部呈 S 形弯曲，如图 2-3 所示。

② 采用花样繁多的装饰手法，进行大面积的精致雕刻、金箔贴面、描金涂漆处理，如图 2-4 所示。

③ 在坐卧类家具上大量用纺织面料包面，如图 2-5 所示。

④ 在造型上，将富有表现的细部加以集中处理，使之服从于整体结构，从而加强了整体造型的统一，开创了

家具设计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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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法式巴洛克宫殿内书房图 2-1　法式巴洛克宫殿卧室图

（2）法式洛可可家具

1� 世纪初，受东方艺术的影响，在欧洲洛可可风格的室内空间中，墙面设计上常用曲线造型，色彩上更加柔

美、典雅。洛可可保留了巴洛克风格复杂的形象和精细的图纹，并逐步与东方艺术相融合。洛可可风格的出现，

扭转了略显狂躁的巴洛克艺术，让淡雅、柔美的室内空间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 

洛可可家具排除了巴洛克家具造型装饰中追求豪华、故作宏伟的成分，吸收并夸大了曲面多变的流动感，

以复杂的波浪曲线模仿贝壳、岩石的外形，致力于追求运动中的纤巧与华丽，强调了实用中的轻便与舒适，如

图 2-6 所示。

图 2-5　法式巴洛克路易

十四时期扶手椅

图 2-4　法式巴洛克路易十四 
时期主人床

图 2-3　法式巴洛克路易十四时期圆边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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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法式洛可可路易十五时期室内装饰

1� 世纪初，沙龙文化在法国贵族间形成，故此，柔美纤细的洛可可风格正在悄然走来，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沙

龙文化而专门设计生产的家具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如图 2-� 所示。

图 2-�　法国沙龙文化

花样繁多的椅子，如弗提尤、贝尔杰尔、侯爵夫人椅、角椅、卡纳排、组合椅、躺椅等，现在仍非常流行，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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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为沙龙文化设计的种类繁多的椅子

弗提尤 贝尔杰尔 侯爵夫人椅

角椅 卡纳排

组合椅 躺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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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轻巧的华丽桌子，如咖啡桌、中心桌、边几等，如图 2-� 所示。

双层咖啡桌 中心桌 边几

图 2-�　方便轻巧的华丽桌子

标罗，即写字台。根据造型和尺寸分为男用、女用两种，如图 2-10 所示。

图 2-10　法式标罗

男用标罗（写字台） 女用标罗（写字台）

（3）法式新古典家具

1�3� 年，考古学家先后挖掘出庞贝古城遗址和赫库兰尼姆遗址后，发现这与文艺复兴时期强调的学习古典

主义大相径庭，由此欧洲艺术家兴起了追求古希腊艺术的优美典雅、古罗马艺术的雄伟壮丽的学习过程。在家具

史上，以希腊、罗马家具作为新时代家具的基础，从而开始了真正的古典主义家具时期，称为新古典主义。

法式新古典家具以直线和矩形为造型基础，把椅子、桌子、床的腿变成了雕有直线的凹槽的圆柱，脚端又类

似球体，减少了青铜镀金面饰，较多地采用了嵌木细工、镶嵌、漆饰等装饰手法。法式新古典家具整体概括为：精

练、简朴、雅致；曲线少、直线多；涡卷装饰表面少，平直表面多；显得更加轻盈优美，家庭感更强烈，如图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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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法式新古典家具

路易十六时期扶手椅 路易十六时期卡纳排

路易十六时期标罗 路易十六时期中心桌

2．英式家具

（1）英国伊丽莎白时期家具

英国的文艺复兴始于亨利八世（150�—154� 年），盛行于伊丽莎白一世（155�—1603 年）时期。在伊丽

莎白一世统治期间，英国发展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英格兰文化也在此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在英国历史

上称为伊丽莎白时期，也称为黄金时代。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家具风格受到意大利、尼德兰（即荷兰）及德国的

强烈影响，大批的优秀工匠从德国、尼德兰移居英国，使得英国的家具造型艺术登上了一个新台阶。英国民族

有着坚强、刚毅的性格特点，体现在家具上就是采用单纯而刚劲的形式。拉桌是一种象征社会地位的家具，在

上层社会人们的住宅中，餐厅内经常布置这种大型桌子。拉桌桌腿中央位置有很大的球形雕刻装饰，围板采用镶

嵌装饰，如图 2-12 所示。

（2）英国前雅各宾时期家具

前雅各宾时期的家具受伊丽莎白时期家具风格的影响严重，几乎没有新的创造，代表作品是护壁板椅（如

图 2-13 所示），也称为板形靠背椅。椅子靠背板上刻有家徽等图案，是礼仪场所不可缺少的用具。椅子继承了哥

特式高背椅的构成形式。桌腿及椅子腿大部分都是直腿或斜腿，球形装饰开始变小，橡木成为最常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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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护壁板椅

图 2-12　拉桌

（3）英国威廉—玛丽式家具

从 1� 世纪末至 1� 世纪初，英国家具受到荷兰风格的影响，因此，这个时期的家具称为威廉—玛丽式或英

国—荷兰式。由于当时胡桃木已大量取代橡木，因此又称为胡桃木时代。

威廉—玛丽式家具风格打破过去宏大和华丽的风格，形成一种唯英国本土所有的简洁、洗练的家具形式，腿

部大都是旋切制部件，用 S 形拉杆连接，荷兰酒杯脚和涡卷脚是弯底脚的基本形式，还有喇叭形脚和馒头形脚，如

图 2-14 所示。

（4）英国安妮女王式家具

整个 1� 世纪是英国家具设计及室内装饰设计最有成效的黄金年代，分别经历了安妮女王式家具时期和齐宾泰

尔式家具时期。安妮女王式家具以采用轻盈、优美、典雅的曲线著称，其主要特点是造型简练、装饰较少、比例匀称、

曲线优雅、用胡桃木贴面。这一时期家具的优雅曲线广泛应用于椅子腿、桌子腿、餐具及烛台等家具的腿部造型，这

种曲线被称为波状曲线。安妮女王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家具是薄板靠背椅、翼状椅、高脚抽屉柜，如图 2-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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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安妮女王式家具

图 2-14　威廉—玛丽式家具

威廉—玛丽式床凳 威廉—玛丽式扶手椅

翼状椅薄板靠背椅和高脚抽屉柜

（5）英国齐宾泰尔式家具

齐宾泰尔是英国家具界最有成就的家具师，他是第一个以自己的名字而命名家具的设计师。齐宾泰尔最有

代表性的家具就是齐宾泰尔式座椅。它分为三类：透雕薄板靠背椅、围栏式靠背椅、梯状靠背椅，如图 2-16 所示。

（6）英国亚当式家具

英国新古典主义运动中较有代表性的家具风格为“亚当风格”，这类家具形体规整，带有古典式的朴实之美，

较有代表性的家具如下。

亚当式椅子：靠背多为方形、卵形及模仿克里思莫斯而设计的奖章靠背椅，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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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雕薄板靠背椅 围栏式靠背椅 梯状靠背椅

图 2-16　英国齐宾泰尔式家具

图 2-1�　英国亚当式家具

大型家具主要有壁炉架、餐具柜、书柜。它们的造型吸取了门窗上的三角形、拱形檐饰及古典柱式檐饰等特

点。特别是大型家具左右用于装饰的古典瓮，是亚当式家具的重要标志，如图 2-1� 所示。

（�）英国赫普怀特家具

赫普怀特家具造型精练、装饰单纯、结构简单，适合于追求朴实的人们使用。赫普怀特的风格集中体现在椅

子上，盾牌形靠背椅最能体现其特色，靠背的装饰物多为透雕镂空，如图 2-1� 所示。

英国新古典盾牌形靠背椅的特点：断面方形、铲形腿、刀马状后腿、向内弯曲的扶手。桌子都是椭圆形、矩形

等几何图形。最著名的是彭克罗克桌——餐桌左右有折叠翻板，中间有抽屉，如图 2-1� 所示。

（�）英国谢拉顿家具

谢拉顿家具以直线为主导，强调纵向线条，喜欢用上粗下细的圆腿，而且家具腿的顶端常用箍或脚轮，如

图 2-20 所示。

亚当式卵形靠背椅 亚当式书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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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谢拉顿椅子和沙发

图 2-1�　赫普怀特椅子

图 2-20　带脚轮的桌子图 2-1�　彭克罗克桌

谢拉顿椅子：靠背大部分呈方形，有精巧的雕刻；椅背的中间靠背板往往高于椅背上的横档；扶手呈弯

曲形，从靠背向前伸出，与前腿向上伸出的支撑杆相连；座面略呈方形，前宽后窄，软垫椅子的座框外露，坐垫放

在座框上，如图 2-21 所示。

单人椅 双人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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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具柜和桌子都采用上粗下细的细长腿，腿与腿之间很少有拉档，如图 2-22 所示。

图 2-22　英国谢拉顿桌子

二、家具的摆放原则

在室内设计中，人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家具的参与。家具设计时确定的合理尺寸，决定了空间使用的舒适性；

室内家具的合理布置，决定了空间使用的合理性；室内家具的风格，决定了空间的整体风格，它与空间界面要素

相辅相成。

1．家具与人体工程学

在室内空间设计中，家具设计要符合人体工程学。家具产品本身服务于人，所以家具设计时采用的尺寸、造

型、工艺及使用方式，都必须满足人的生理、心理要求，并符合人类的活动规律，以达到安全、实用、方便、舒适、美

观的目的，如图 2-23 所示。

图 2-23　台南林公馆客厅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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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具的布置

家具的合理布置，决定了空间使用的合理性。在布置家具前，应对室内空间进行全面了解。首先，根据不同

空间的使用要求，为其选择必要的功能家具；其次，根据空间风格，为其选择与空间风格统一的家具造型。只有

同时做到以上两点，室内空间界面与家具才能互相影响，弥补原有环境的缺陷。

家具的摆放，还应考虑人们使用及通过时所需要的尺寸，这点经常被设计师忽略。家具在室内的摆放面积不

宜超过室内总面积的 30% ～ 40%，如图 2-24 ～图 2-26 所示。

图 2-25　俄罗斯 Grill Station 餐厅

图 2-24　温哥华百年历史建筑改造出来的办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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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某售楼处样板间为例，家具的具体摆放方法如下。

首先，根据室内硬装设计摆放家具，做到家具与硬装的完美结合。但要注意，卧室床头柜的摆放要为窗帘留

出空间，如图 2-2� 所示。

图 2-26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意大利风情酒吧餐厅

图 2-2�　廊坊孔雀城样板间主卧

其次，根据人视线的通透原则摆放家具。在客厅的主要动线处，不宜摆放靠背封闭且高于 1.1 米的椅子，应

选择靠背通透且高度在 0.�5 米以下的家具——单椅、坐凳等，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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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根据人活动至上的原则摆放家具。卧室进深小于 3.� 米时，不宜摆放电视柜和床尾凳，应为人的通行

留出足够空间。

掌握以上原则，设计师即可设计出合理的家具尺寸，选择合适的家具造型并合理摆放，成功地营造出满足人

们居住及使用要求的家居环境，如图 2-2� 所示。

图 2-2�　深圳 A1 雅舍样板间老人房

图 2-2�　深圳 A1 雅舍样板间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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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装与陈设艺术设计

第二节　布　　艺

布艺是点缀品质生活和创造美的重要物品，是人类生活的好搭档。家具布艺、窗帘、床品、地毯、桌布、桌旗、

靠包等，都可归到家纺布艺的范畴内。在室内设计中，运用不同的布艺材质、造型、图案及色彩进行搭配，犹如画

家手中的画笔，能创作出不同凡响的室内空间。布艺可以柔化室内空间中生硬的线条，可以营造与美化居住环境，

是居室设计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如图 2-30 所示。

图 2-30　室内空间中的布艺搭配

一、布艺的材质分类

现代家居布艺中常用的材质分为两类：天然纤维和合成纤维。天然纤维是指利用天然生长的材料为原料加

工而成的纤维，包括棉、毛、麻、丝等。合成纤维是化学纤维中的一大类，是石油化工工业和炼焦工业中的副产品，

包括涤纶、锦纶、腈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