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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传播与应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都在发生着变化。平面设计行业作为人

类艺术追求的产物与计算机技术的高度结合，使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态势。计算机平面设计中色彩语言

的合理运用，能够提升平面设计的艺术性和视觉效果，使平面设计作品更好地满足人们的视觉需求，进而提高商

品的经济效益。本文阐述了计算机平面设计中色彩语言的作用以及计算机平面设计与色彩语言的关系，分析了色

彩语言在计算机平面设计中的应用及色彩语言的情感特点，并深入探究了色彩语言在计算机平面设计中的应用技

巧，希望能够为计算机平面设计提供有益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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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机平面设计中色彩语言的作用

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不断地改变着人们

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人们的精神和艺术追求也随之不

断发生着变化，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计算机技术与

平面设计行业的有机结合，极大地促进了平面设计行

业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审美需求的提高，

新时期的计算机平面设计不仅要满足人们对艺术的追

求，还要满足人们对其实用性和商业价值的要求 [1]。色

彩语言在计算机技术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将色彩

语言合理应用于计算机平面设计之中，通过设计者精

心的搭配与实践，能够更好提升平面设计作品的视觉

效果，提高平面设计作品的艺术美，也更容易让消费

群体接受，从而获得良好的商业价值。

2 计算机平面设计与色彩语言的关系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计算机平面设计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

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现代信息社会，人们对平面

设计的作品要求更高，不仅要呈现出物质特征，给人

们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还要具有艺术欣赏性，满足人

们的视觉审美。所以，计算机平面设计与色彩语言有

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一方面正确应用色彩语言，能够

让计算机平面设计作品成功引起人们的关注，进而了

解商品信息、选择该项商品，为商家带来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如果计算机平面设计作品缺乏色彩语言，

就很难形成良好的商业价值，影响到商品的销售。因此，

计算机平面设计要体现出良好的艺术审美，同时还要

体现出商品的功能和特点，提高平面设计的适用性和

商业性。

计算机平面设计中合理应用色彩语言，设计工作

者在设计过程中不断对平面设计作品的色彩进行调试，

包括色彩的透明度、清晰度、饱和度等，从而更加精

准地应用色彩，呈现出优秀的平面设计作品。以色彩

语言成功烘托出商品的特征，并通过色彩的搭配以及

明暗、轻重、对比色、过渡色等等专业手法的巧妙转换，

从而呈现出兼具艺术性、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平面

设计作品。总之，色彩语言与计算机平面设计联系紧密，

要正确并合理应用色彩语言。

3 色彩语言在计算机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色彩语言在计算机平面设计中的应用非常广泛，

可以说计算机平面设计中的每个环节都涉及到色彩语

言的运用。具体来说，色彩语言在计算机平面设计中

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广告设计

在平面设计的广告设计中，应用色彩语言最为广

泛。计算机平面设计工作者在进行广告设计时，应通

过色彩语言的合理运用，使广告设计更具特色，更具

艺术感，更能体现广告内容的特点。在广告设计中，

应用让人感到兴奋的色彩语言，使消费者受到强烈的

视觉冲击，引起消费者的高度注意，并产生兴趣，从

而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在体育用品的广告平面设计

中，为了凸显主题就要多选用对比较强的纯色 [2]，比如

红色、黄色、绿色等。这样就会使设计给人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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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和积极向上的感觉，符合体育用品的主题。在应

用色彩语言的过程中还应遵循一定的原则，例如色彩

统一性原则、色彩过渡性原则等。而且，在计算机平

面设计中应用色彩语言，还要注意突出主题的原则，

不管怎样运用色彩语言进行设计，都要体现出鲜明的

主题特征，要将商品优势最优化进行展示，这样才能

体现出广告设计的目的和内涵。例如，在进行工业机

电类广告设计时，要明确这类商品的主题是展现其功

能性和实用性。因此，在色彩语言的运用上就要多采

用给人以沉稳、朴实的紫色和灰色，同时添加一些稍

显明朗的黄色或者蓝色，这样会使广告设计整体呈现

出坚实耐用又具现代感的主题。而食品类广告设计的

主题是营养、美味与安全。对于这样的主题在色彩运

用上要多选用一些接近食品本身的颜色，通过色彩让

人产生联想，体会到美味诱人，通过色彩的联想刺激

消费者的食欲和购买欲，实现广告设计的目的。

3.2 包装设计

色彩主要是对人们的视觉进行刺激，进而形成不

同的感受，留下不同的印象。因此，计算机平面设计

工作者在进行包装设计过程中，要注重色彩语言的运

用，要通过鲜明的色彩一下子就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

象，通过强烈的视觉冲击达到设计所要实现的效果 [3]。

在包装设计中应用色彩语言要能够在选择商品时，先

通过视觉感受就能产生对商品的关注，进一步选择购

买商品，从而实现商品包装设计的目的。例如，在进

行化妆品外包装设计时，可以根据需要采用粉红色、

淡绿色或者奶黄色等，通过这些色彩给人以健康、清

香和温柔的感觉，让消费者通过包装的色彩就能直观

感受到化妆品的质量安全可靠、可以放心购买。

3.3 情感表达

色彩语言通过人们的视觉感受进而形成一定的情

绪体验。在特定的情境中，色彩也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

影响甚至决定着平面设计作品的主题和情感。这就需

要计算机平面设计工作者在进行色彩语言应用过程中

要充分了解每一种色彩所代表的情绪特征。例如，被

人们所熟知的：红色代表着热烈与奔放，绿色代表着

生命与活力，黑色代表着沉闷与压力，白色代表着纯

洁与美好等等。正因为不同的色彩代表着不同的情绪

特征，所以运用不同的色彩也表达着不同的情感。因此，

在进行色彩语言应用时，要合理的运用，适当的进行

搭配，通过一种或几种颜色的浓淡、深浅、渗透、交

融等来表达出设计的主题和内涵，表现出所要表达的

情绪和情感，给人们带来不同的视觉效果和情感体验。

通过计算机平面设计中色彩语言的应用，引发人们的

情感共鸣，进而实现计算机平面设计的效果。

3.4 渗透性应用

在计算机平面设计中应用色彩语言，充分发挥色

彩语言的渗透性作用，使人们获得情感共鸣和情绪体

验，从而增强设计作品的商业价值，获得良好的经济

效益。计算机平面设计工作者要深入了解色彩语言的

渗透性作用，掌握色彩语言应用的重要性，并在实践

中认真进行探究与分析，使色彩语言的运用为平面设

计的作品服务，提升平面设计作品的艺术性和适用性。

4 色彩语言的情感特点

色彩运用的最终目的是感情的传递。不同的色彩

代表着不同的情绪和情感，进而引发人们不同的视觉

感受和情感体验。因此，掌握色彩的情感特点，并在

计算机平面设计中进行合理的应用，可以充分展示计

算机平面设计作品的主题和内涵，引发人们的情感共

鸣，进而获得良好的商业价值。但是，同一种色彩在

不同地域却代表着不同的情感，在不同时期也代表着

不同的情感。所以，计算机平面设计工作者要熟悉色

彩的地域特征，正确应用色彩进行平面设计 [4]。比如，

蓝色可以代表着天空、海洋，但同时也代表着忧郁、

沉静；黄色代表着活力、热烈，但在某些特定环境下

也代表着悲伤、愤怒；紫色代表着高贵、典雅，但有

时也代表着迷茫等等。色彩语言蕴含着丰富的情感，

在进行计算机平面设计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色彩语

言的情感特征，再结合商品设计的主题进行恰当的应

用，才能有效提高平面设计作品的视觉效果，带给人

们良好的情感体验，从而提高商品的商业价值。

5 色彩语言在计算机平面设计中的应用技巧

5.1 重视情感表达

计算机平面设计需要工作者自身具有一定的专业

能力，同时还要善于运用色彩语言理念进行创作。在

创作和设计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色彩的情感、情绪，

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商品的特征，以及如何应用色彩

来表现商品的主题，突出商品特性。因此，计算机平

面设计工作人员要根据商品的不同、设计要求的不同

以及表现主题的不同恰当地运用色彩语言理念，呈现

出完美的设计作品。比如，同一商品但表现主题不同

时，计算机平面设计者要根据不同的主题要求，选择

不同的色彩。要表现环保主题就要多运用绿色，而表

现干净主题则要多运用白色等。与此同时，在计算机

平面设计中还要充分考虑到色彩语言的情感特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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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设计的商品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颜色。尤其是

其中大面积应用的颜色一定要选择最能代表商品主题

情感的颜色。然后再根据设计需要选择其他的色彩进

行搭配，要使颜色与其他设计元素相互呼应，呈现出

艺术效果与商业价值，在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的同时，

展现最佳设计效果，从而大大提升商品的经济效益。

5.2 强化色彩语言内涵的表达

计算机平面设计包括诸多要素，而其中最基础的

三个元素就是图形语言、文字语言和色彩语言。而色

彩语言又是平面设计中最具视觉效果的因素。恰当地

运用色彩语言，将其丰富的联想功能与象征功能应用

在平面设计作品中，能够让平面设计作品呈现出最佳

表现效果。所以，在进行计算机平面设计中应用色彩

语言，要在掌握色彩语言情感特征的同时，深入了解

色彩语言的文化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在平面设计中恰

当地发挥出色彩语言的重要作用，才能真正提升计算

机平面设计作品的设计效果。

5.3 改变传统的色彩应用观念

随着计算机平面设计中色彩语言理念的广泛应用，

设计者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导致设计的作品大同

小异，缺乏创新。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对色彩语言的

应用呈现出趋同性，很多计算机平面设计作品中色彩

的运用缺乏合理性，甚至还存在和一定的抄袭作品。

因此，改变传统的色彩应用理念是当前计算机平面设

计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计算机平面设计工作者在工作

中要善于观察，拓宽思路，采用多种形式合理应用色

彩语言，使其为商品主题服务。例如，可以借助计算

机技术将一些色彩进行调和，形成多元化的色彩语言；

还可以大胆尝试应用一些平时不经常使用的色彩语言，

也许会呈现出意想不到的设计效果，从而提升平面设

计作品的设计效果，以新意获得人们的关注，带动商

品的销售。

5.4 强化色彩语言理念的应用

计算机平面设计中应用色彩语言能够有效提升设

计作品的视觉效果和审美感受，使消费者获得情感共

鸣。通过在设计作品中恰当的运用色彩语言，实现情

感表达的目的，提高了设计作品的商业价值和艺术性。

因此，计算机平面设计工作人员要根据设计产品的不

同以及设计思路，合理选择色彩进行设计与搭配，最

大程度上提升设计作品的艺术性和适用性。在计算机

平面设计中强化色彩语言理念的应用要做到以下几个

方面：首先，计算机平面设计工作人员应根据设计理

念的要求定好整体基调，比如选择冷色调还是暖色调、

选择哪个色系以及明暗调的定调等。其次，计算机平

时设计工作人员要根据基调进行色彩的选择与搭配，

要思考选择哪几种色彩进行怎样的搭配与设计才能突

出主题与内涵。再次，计算机平面设计工作人员还要

充分考虑色彩的膨胀与收缩效果，形成最佳的视觉效

果，进而提高设计的表现效果。最后，计算机平面设

计工作人员还要重视对色彩搭配的选择与控制，要做

好色调光学的调度，呈现良好的艺术欣赏性，从而提

升商品的商业效益。为了使计算机平面设计的效果最

优化，工作人员还要加强学习，不仅要进行专业知识

和技能的学习，还要进行设计和艺术等相关方面知识

的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设计能力和艺术审美素

养，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从而设计出更优秀

的平面设计作品。

6 结语

总之，色彩语言在计算机平面设计中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通过合理运用色彩语言能够提升平面设计

作品的表达效果，引发消费者的情感共鸣，促进人们

进行消费，从而实现设计价值和商业价值。计算机平

面设计工作人员要重视色彩语言在计算机平面设计中

的重要作用，认真分析色彩语言与计算机平面设计的

关系，深入探究色彩语言在计算机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及色彩语言的情感特点，合理使用色彩语言在计算机

平面设计中的应用技巧，有效提高平面设计作品的质

量，从而提升商品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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