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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已经在各行各业中都产生了
相对应的价值和效果,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一些艺术价值,以及渗透在相关方面发挥出独特作用。在
此基础上,本文主要针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本身所具有的深厚的历史沉淀进行分析,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元素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长远的生命力,还有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要价值,希望能够在现代
环境艺术设计方面更好地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使之展现出独特的锋芒。应用一些先进的设计技术
和理念,使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产生紧密的融合,推动设计领域的长远发展,并且能够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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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Modern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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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ousands of yea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rich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en produced.
Th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have produced corresponding values and effects in all walks of life, and can produce some
artistic value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play a unique role in relevant aspect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precipit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nd understands the unique long-term
vital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value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ping to better integrat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to modern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and show a unique edge. The application of some advanced design technology and ideas mak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nd modern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close integrated, promotes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design
field, and can realiz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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