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样做出优秀的扁平化设计风格 PPT 或 Keynote 幻灯片演示文稿？

1、色块的分割、色块的分割

先介绍一个工具，截图如下（上传后图片被压缩了，看着会有点模糊）：

在PPT的页面空白处单机右键会出现“网格和网格和

参考线参考线 ”条目，将“参考线参考线 ”、“智能参考线智能参考线 ”、“网格线网格线 ”全选，可以看到背后的虚线已经将PPT页面做了精确的网格划分。其中，“智能参考线智能参考线”的用处
很显著，在对齐上很有效率。

在讲色块的分割之前，我们先做一个色块吧。

步骤：“文件文件 ”→“绘图绘图 “工具→选择你所需的形状→“形状填充形状填充（默认蓝色，我选了灰色）。

其中“取色器取色器 ”工具是Office 2013 PowerPoint新出的一款重要神器，真的太好用啦！强推！

那么本PPT是如何做色块分割的呢？请接着往下看。

如截图内所示，本PPT使用的尺寸为，宽25.4cm，高17cm。
接下来我会根据具体的页数进行讲解。

P4：涉及：涉及5个色块，个色块，1大大4小。小。



看下图，将4个小色块复制后挪到上方（上方的色块一部分做了半透明处理，所以颜色看起来不太一样），可以看到整个页面是五五分，也就是对半
分。

4个小色块的宽度的设定是比较简单的，页面的宽度除以4就出来了，25.4/4=6.35cm。
高度则需要经过一番计算。我把标题放在了中线之上，图标放在标题的上方，在设计图标时，图标的高度与标题文字的高度接近或一致。根据上下对

应的原则，如果图标放得高一点，那么4个小色块的高度就会相应降低。所以色块的高度其实是个博弈（大雾？）的结果。
小色块的具体高宽见下图，那么剩下的大色块的高度减一减也就出来了，不赘述：

P5：涉及：涉及4个色块，个色块，1竖竖3横。横。



3个横的色块的高度是比较容易设定的，页面高度除以3就可以，17/3=5.6666666…7≈5.67cm。
横色块的宽度需要与竖的色块一起计算。如果像P4一样分成四等分，那么两种色块的宽度分别为25.4/4=6.35cm，和25.4-6.35=19.05cm。这样的分
割在视觉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不过我做了小小的改动，让竖色块稍微变宽了点，看起来更平衡一点。

在每个色块内的文字的安排上，上下的空白是等高的，也就是居中处理。具体的高宽见下图：

P6：涉及：涉及3个色块，个色块，1竖竖2横。横。

竖的色块与P5对应，高宽保持一致。那么剩下只需要考虑横色块的高度就可以了。横色块只有2块，平均高度为17/2=8.5cm，宽为25.4-
6.9=18.5cm。OK，色块分割完成。



然后将文字居中对齐。

对齐方式见下图：（选择需要对齐的对象→“开始”→“排列”→“对齐”→选择需要的对齐方式）

2、字体的保存、字体的保存

第一步：点击左上方的“文件文件 ” ，如下图：

第二步：点击左下方的“选项选项 ”，如下图：

第三步：点击“保存保存 ”→“将字体嵌入文件将字体嵌入文件 ”这个选项打√→选择嵌入的方式→点击“确定确定 ”，如下图：



一般选第一种嵌入方式就可以了，第二种方式

会使得文件变得比较大，主要还是看你的需要了~ 

OK，补充完毕。
总觉得再这么发展下去这个回答就快变成PPT操作教程了…囧。
上一份全家福。

最后赠送一枚彩蛋，上月初做的一份PPT，涉及大量动画和切换，并插入了视频，视效华丽。
不过很遗憾的是，此PPT暂时还无法与诸君分享，就算私信也不给哦~ 抱歉啦~ 望见谅~ 



每份留言我都有看，恕不能一一回复，总之，谢谢大家啦~ 新年快乐~ 

—————————————— 分割线第N波，2015么么哒~ ——————————————

2014.9.24 更新

打开发现上知乎日报了居然！好惊讶…= =#

距当初写完这份回答到现在也快半年了，大家的留言和私信我也都看了，在这里做统一回复吧。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需要做PPT。当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好奇着点进来看看大家是怎么做的，我也学习一下~ 看了一圈收获良多，尤其最
高票的答案，虽然并不完全在讲述扁平化，但关于PPT的各种制作技巧和方法，已经总结得很棒了，非常值得收藏。

平常我做PPT的时候，是以简洁明了作为原则的。而扁平化、拟物化之类的风格，还是在看了这个题目之后才去做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思考。这个过
程对我来说受益无穷。

当时答案里关于中文的例子很少，我在想要不要自己动手做一个，顺便把过程写出来？虽然我也不知道题主说的“设计理念”和“技术要求”这种东西，
要怎么讲才合适…总之先试试看吧。嗯...然后我就开工了。（整体效果可以移步分割线，快速浏览原文图片）

总的来说，问题…还真的不少，大家也都指出来了：

1、配色。封面封底的无色系和内容的彩色系，这样搭确实不太恰当。好比打开一个黑乎乎的盒子里面却是满满的彩虹糖…多少有种奇怪的感觉吧。
而且在配色上也有待改进。

@Hendersen 渐变色的RGB数值：

2、字号。10号确实小了。其实作为标题的点缀，我是刻意用这么小的字号的…事实证明，不作不死啊= =

3、图片。除了背景用到的那张，其他的我都没放。照理说讲到图片排版的时候，最好是有示例，但我缺失了…直接体现就是不够直观。还有音乐、
视频、动画等，我当时想既然没法儿直接演示，那干脆就不放了。然后做完了一看，貌似太简陋了点？= = 后来事情一忙也就忘了……

4、软件。有知友明确表示不喜欢WPS。介个…我完全理解。我本身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拒用一款产品。我的老板给大伙儿电脑装的办公软件就这
个，大概是因为它免费？= =然后为了避免发来发去的时候格式错乱不兼容等问题，我也没换别的软件。而且用起来感觉也还好，虽然部分功能残缺
但本身利用率也不高就没去管它。其实，主要就是懒啊……

Office 2003/2007/2010这些版本我都用过，现在我私人的电脑用的是Office 2013，虽然用的时间不久，但感觉很棒，效果拔群。尤其“取色器”这个功
能简直太贴心了！大爱！不过格式兼容的问题还是略遗憾，所以我只好两个都装着。不过我觉得，不管我事先申明的是哪个软件，恐怕都有人不喜欢

吧？众口难调呀~

Keynote没用过，就不发表意见了，等哪天我换苹果的时候再来研究。

谢谢 @VinnyXiong 的指正：“你贴的图用的软件是“WPS演示”，简称WPP，PPT是 Powerpoint的简称。”我以前还真不知道它们的称呼有差…涨知识
了~

5、效果。有些大牛做的模板很高大上很成熟，直接拿来套用效果非常惊艳。但是如果把我做的这份当模板，那你多半会失望了。在实际的应用中，
这种大色块+纯文字的方式还蛮边缘的…工作中的PPT，通常会用更丰富的元素和内容去填充，包括线条、图形、图表、图片、音效、动画效果、视
频、链接等等。制作的复杂程度是这份回答的N倍。而这些元素和内容，在我的答案里，几乎都没用到。所以…你多半会失望的。

6、方法。有知友说不知道要怎么做，问我能教教吗？介个…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是不敢随便教哒，笑。我这种不靠谱的，肯定会把你带歪的…
要说方法的话，我自己也是一边做一边摸索的。多看多做多感悟吧。慢慢的，就会从量变引发质变了。我还在量变的路上…说起来，也是在写了这份
答案之后，我才加大了对PPT制作的关注度，发现有很多不错的资源可以用起来，也在此推荐给大家：

http://www.zhihu.com/people/cf9ebb5f30943e27f588cc617e4deba6
http://www.zhihu.com/people/aa3ad928234af5702b40eb383b887260


⑴ 花瓣网_图片社交领导者，发现、采集你喜欢的一切
⑵ 优美图 - 收录优美图片 TOPIT.ME
⑶ 堆糖，分享收集生活中的美好，遇见世界上的另外一个你。
⑷ http://yestone.com/ 邑石网_高品质的版权图片及商业正版图片素材提供商 
⑸ 千图网_中国最大免费素材下载网站
⑹ 全景图片_中国最大的图片库和图片素材网站
⑺ UI设计网-专业探讨ui设计
⑻ 矢量素材设计,图库,广告素材,平面素材,设计素材,素材库（视觉中国下载吧）
⑼ 优设-UISDC: 优秀网页设计联盟-SDC-网页设计师交流平台 （非常强大，好用到哭）
⑽ Icon Search Engine （图标搜索引擎）
⑾ Discover — Art & Design Inspiration at ColRD.com （配色）
⑿ 中国顶级原创PPT模板和KEYNOTE模板下载的高端平台-PPTSTORE （牛人聚集，果断收藏）（这么棒的资源，为什么我发现得这么晚……）
⒀ Sina Visitor System （我爱PPT的微博）
⒁ flatppt（嘉文钱的微信号）（他写的《PPT扁平化风格设计手册》教程超棒的！强烈推荐！）（我答完后的某天去仔细看了一遍他的教程，觉得自
己好蠢啊居然这么晚才去看！）

⒂ PPT100（幻方秋叶PPT的微信号）（可以学到很多PPT制作的技巧）
（更多待补充，慢慢填……）

7、其他。仔细一看，千疮百孔啊T-T…还有很多，不细说了。如果把以上问题都改掉的话，原来的那份回答也就面目全非了。所以虽然不咋滴，我还
是决定保留着。只能说当时就这水平吧，放在这里给自己提个醒。感谢所有耐心看完本文的知友，这篇回答确实蛮话唠的，囧。评价不管好坏我都会

照单全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晚安~ 

—————————————— 很直的分割线，以下是原文 ——————————————

2014.4.14 发布
我发现有一个现象还蛮有趣的，那就是，凡是关于产品设计、UI设计、平面设计之类的问题，基本都会搬出英文（各种外语）版的来作答，貌似大部
分跟设计有关的事儿都是这样．

还有一点，不少设计师做PPT喜欢用AI、Photoshop、CorelDRAW等设计软件，做完了再搬到Powerpoint里头，但就是不喜欢直接用Powerpoint，这
是为什么呢？

其实Powerpoint本身也是很强大的嘛，把工具充分利用起来，可是潜力无限的哟~ 尤其是当年看到有人用Word做了个动画片头，我和我的室友们都
被华丽丽地震撼了啊！

那么，如果我们想做一个完全中文版的PPT，一个以中文来思考的扁平化PPT，该怎么做呢？

设计没有唯一和统一的答案，扁平化也只不过是万千设计形式中的一种．用的人多了，好像就变成了趋势．根据题主的疑问，我们或许可以试一试，

将制作的过程呈现出来，以帮助理解．

长文，多图，慎入．

首先申明我用的办公软件是某山的WPS（某山你是不是该给我点儿广告费？），理由有两个：1、好用；2、LOGO和界面都不丑．是的，我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肤浅的——外貌党．

双击Powerpoint，我们撞见了巨大的黄底白字，几秒的静默之后，一个空白的世界展开了．

在动工之前我们得思考一个（才不止一个呢）问题：

1、我要做啥？—— 一个扁平化的中文PPT；
2、内容呢？—— 跟制作扁平化的中文PPT相关的一切（才不是一切呢）；
3、思路呢？—— 我心里有数（请把思路可视化，谢谢）；
4、效果呢？—— 看完你就明白了（看不明白我就揍你）．

做PPT最简单也是最直接有效的思路，就是把我们需要表达的内容按一定的演示逻辑排列好，以视觉（必要时得视听结合）形式呈现．但必须记住，
听觉也是很重要的部分，因为观众在看的同时，也在听你的讲述．配合得当，才会相互加分．

在确定了主题、准备好内容之后，我们可以开始动工了．

——等等，你就这么直接在第一张PPT上敲大标题了吗？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是不是还漏了点啥？（少年，你用这么纯真迷茫的眼神看着我，我会想虐你的）
——啥？

http://huaban.com/
http://www.topit.me/
http://www.duitang.com/
http://yestone.com/
http://www.58pic.com/
http://www.quanjing.com/
http://www.uisheji.com/
http://xiaba.shijue.me/
http://www.uisdc.com/#
http://findicons.com/
http://colrd.com/
http://www.pptstore.net/
http://weibo.com/208235676?from=usercardnew


PPT的尺寸啊！骚年！

不要告诉我你一直用的都是这个默认的数值，从来没想过点开来换个高矮胖瘦试试．

考虑到现实里常用的投影屏幕都是这个默认的比例，也确实可以不做更改．

那么现在，反正没啥限制，我们不妨试着设置一个看起来更舒服点儿的显示比例吧 ~ 
举个栗子：宽25.4cm，高17cm．嗯，我喜欢扁一点儿的（喂）．

注意，尺寸最好事先就设定好，如果做完了再改尺寸，图片和文字都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发生形变．到时候再来一点点调，会累死． 

好了，不多折腾了，开始进入正题．

第一步，敲上本次PPT的大名：《怎样制作扁平化PPT》．

这个PPT讲的是跟扁平化相关的东西，
那么我希望视觉呈现也是扁平化的，以达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既然是扁平化，那就不要考虑太立体的东西．既然是扁平化，那就不要考虑太立体的东西．

但是空间感呢，也不要那么狠心地就完全抛弃嘛，大家还是可以友好相处的．

大名敲完之后，试了试全一排和上下两排．

“PPT”是英文，在中文世界里，它被视作一种图形符号．甭管你英文再好，眼睛看着就是觉得不一样．与其和中文们混在一起，还不如自成一格（才
不是闹别扭呢，哼）．

一般我做PPT的默认字体是微软雅黑，相对通用，作为非衬线字体也较为简洁．
既然是扁平化，字体就不要搞得太复杂．既然是扁平化，字体就不要搞得太复杂．

然后开始考虑文字的颜色．其实这得和底色、背景一起考虑．

简而言之，这是个纠结的过程（以下500字下划线可略过不看）．

文字敲完之后是大面积的空白，我想给文字加个底色，用以去除画面的单调感和过多的苍白感．

我本人是偏爱蓝色的，把底色设置成蓝色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啊，为啥不行？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用哪个色值的蓝色更好呢？如果字色是白

色，那么哪种蓝色和白色搭配可以看起来更舒服，使画面更干净？……这种问题只能自己和自己妥协（撕咬）．
完了之后给底色再加个框．长条，宽条，圆的，方的，三角，异形？最后我决定用点小圆角，给人一种稳重而无害的赶脚．

我还需要一张图作为背景，要求是模糊的、虚化的、朦朦胧胧看不清的，整体色彩搭配舒服的．当然这样的图搜一搜还是有不少的，想到版权问题，



于是就从自己拍的照片里找了一张= = 
可是，为毛能用的偏偏只有黑白哒？！为毛我平常都不拍点有用的照片啊？！泪流...
算了那就索性黑白配吧，其他颜色也不瞎搞了．这么一合计，总算是定好了封面的基本色调——无色系．
诶，好像还少了点什么昂？

版权归属，嗯，作为完全私人化的PPT，那就写上自己的大名吧．我是个低调的人，字号就小一点吧．和背景的线条融为一体...那大家还看得到我
嘛？也加个框吧，和题目齐宽．框的颜色呢，一样吧．和题目那个框的间隙呢，唔，这样差不多了．居中，对齐．嗯，规整了．总算安抚了看到不对

齐的东西就会迅速发作的强迫症．

终于！这个纠结帝的第一张PPT！终！于！做！好！了！

如您所见，这才只是个开始．

如果想要把“扁平化的设计理念”融入到PPT制作中去，那么我们首先得对“扁平化”有点儿了解．正所谓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嘛．很多时候我们说不清概
念本身，因为概念并非一成不变，超出一定的范围可能就是谬误．但为了便于记忆和阐释，我们会用一些关键词来标注它．

如上图所示，我选了“二维、抽象、简洁”这样三个关键词，并使用了图形和底色（底色以RGB为参考）．当背景本身的颜色对色块的干扰较少时，我
们可以试试加入一点儿透明效果．就像这样：



PS1：背景线条（多条曲线的交织）会不会有点复杂，影响视觉效果？
PS2：其实本来打算用蒙德里安的代表作当背景，有点难搭，遂放弃= =
PS3：这三个关键词仅作示意，并不绝对，欢迎探讨~ 

那么，在我们对“扁平化的设计理念”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可以采用哪些方式去达到“扁平化”效果呢？

要细分起来真的可以说很多，为了避免信息过载而造成头晕症状，我们将文字信息也进行大幅度的简化，挑重点的几个讲讲．

整体整体

我们可以从以上三个方面去指导PPT的制作过程并进行测试，看看最终的效果是符合还是背离．



每个方面用同色系、不同色值的大色块进行区分，（顺便还）具有一定的渐变效果．

PPT另存成图片后字就不怎么清晰了囧，现在把文字内容再赘述如下：

内容的连贯内容的连贯

整个PPT的内容安排合理富有逻辑，
演示PPT的人心里非常清楚自己需要表达什么，向谁表达，以及，如何表达
视听的舒畅视听的舒畅

不光是视觉，还有听觉，

每个微小的细节偏颇，都有可能破坏观众对整个PPT的良好印象
设计的扁平设计的扁平

放弃立体感吧，少年！

记住，此刻，你活在二维世界里，躺平了，深呼吸，让一切回归简洁，少即是多

鉴于我们本次的主题是设计，因此其他的不做展开．

色彩色彩

为什么在色彩部分提出了“点线面构成”呢？
因为在制作时我们必须面对PPT这个平面，并对它进行解构和再创作．
而在扁平化设计里，色块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本身就能转化成点、线、面，构成格局，撑起整个平面．

点线面构成点线面构成

PPT中的每一个符号、线条、色块分布，
都以扁平化为目标而存在于这个扁平的空间之中，如果它们做出了奇怪的举动...
色块是关键色块是关键

扁平化的关键是色块，注意，最好用纯色，少用渐变

色块本身有面的属性，能够区隔空间，试试让不同的色块带领你进入新世界的大门吧~

PS：这里的“少用渐变”是指少用那种中间有过渡色的渐变，而不是指由分明的色块组合起来的渐变．原因：1、渐变有一定的立体视觉效果；2、渐
变用好了也没啥，用不好看起来会很low，破坏美感（= = #）． 

文字文字



在文字处理上，我们的要求只有一个：统一．

字体的统一字体的统一

同一个PPT里不要用太多字体，2-3种足以；切记，少用斜体！看着真的很晕！
字号的统一字号的统一

标题、副标题、正文内容，均设置统一的字号，需要特别突出的例外，但，尽量少用

字色的统一字色的统一

太花就失去了重点，越想突出反而越被淹没，花素搭配得当看起来才美味哟~

举个热乎的栗子：

本PPT的字体——微软雅黑
本PPT的字号——标题40号字，内容10号字
本PPT的字色——R255，G255，B255

统一的目的是为了画面的清爽，让信息以最有效的方式呈现，并快速传达给观众，避免不必要的干扰．

PS：考虑到PPT在投影设备上的实际播放效果，内容字号需要加大到12或14甚至更大的字号，根据现场进行酌情调整，一旦全部做成图片定死，那
会比较悲剧．

图片图片

PPT里用到的图片主要分为两种：背景图、内容图（必要的插图、图表等）．
用来当做背景的图，为了将多余的信息剔除，我们可以对图片进行模糊化处理（嗯，这时候需要Photoshop相助了），从而突出文字信息．
如果是内容图，单张的相对好处理，一旦图片数量多了不好好排列就会非常杂乱．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在多张图片的呈现上，整体色调的把握也非常重要．你可以玩撞色玩渐变玩灰调，只要看起来不要太可怕就行．

模糊化处理模糊化处理



不以画面突出为目的，主要作为气氛的渲染，可以采用模糊化或虚化处理的方式

多图列整齐多图列整齐

当图片大于等于两张时，安排好每张图的位置，码整齐了，乱放真的会眼花！

有时候我们还会给图片（其实文字和图片都是）的播放加入一些动画效果，设置一定的动作路径，为了使视效流畅往往需要反复调试，很考验耐心．

所以也有人喜欢用Flash做PPT...（你够）

扁平化设计其实很早就有，追根溯源可以到抽象派、包豪斯甚至更久远之前．

但为什么它会让人觉得好像是个新事物呢？

1、人们对新名词的陌生；
2、人们对历史所知甚少（包括我这个历史白痴）；
3、诸如Win8、iOS7等大众较为熟知的操作系统界面先后采用了这一设计方式，让看惯了具象化设计的人们顿觉耳目一新，加之它们在设计界的影
响力，助推了扁平化设计趋势，使之逐渐成为一股潮流．而潮流，仿佛总是新的．

一样事物从诞生之初到现在，已经经历了诸多衍变．它通过不断地自我调节来焕发生命力．我相信扁平化设计还会继续向前发展、进化，在无数设计

师们的努力下探索出更多的新意．

最后，在“扁平化设计”这个名词本身就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去谈论如何达到扁平化，总觉得有点悬，但居然也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捂脸）．

说白了，其实做PPT是一个排版的过程．

虽然我不是设计师也不是编辑大人．唔...我是暂住在地球的外星人．:-P

Authur 2
讲了这么多，可能看过之后觉得明白了很多，但是，需要实际接触一下才能真正的记住理解，下面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看看。



封面

目录

内容



结尾

具体分析一下这里面都包含了什么

首先是封面

然后是目录



接下来是内容

最后是结尾

希望大家能有所了解，谢谢。（2014/11/20）



==================================

扁平化PPT真的很好，我想把我知道的都分享给大家，谢谢。
自我介绍一下

在我还没有接触扁平PPT之前，我的作品是这
样的



接触扁平化PPT之后



。。。。。。

所以说真的建议大家去学习一下，接下来我只

讲干货，简单粗暴。



先讲一下封面，看看下面几个封面



看看有什么共同之处？

我很喜欢简单的封面，用简单的色块去构造而

不是运用图片，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习惯，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需要注意的是：封面决定了整体的风格和颜色，接下来每一页的主颜色最好是从封面中提取，这样显得很有系统性，你的元素（线条，色块等）也最

好选择封面所提供的。

再来看看结尾



封面和结尾有什么关系？

首尾呼应，最好只是更改封面的一小部分。内

容有THANKS就足够了。



目录的话我就不多讲了

例如

接下来讲讲PPT主要内容



字体选择微软雅黑等无衬线字体

善用色块，同时注意简单扁平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随便打开一张图片放上

去，再添加一个长方体的色块，两者拼在一起，色块的颜色取决于图片的主色调。就像第一个狗牙根一样。



这两个自我介绍你更喜欢哪个？

再看看下面的图片



能用图标形象生动的代替文字的含义，能突显

你想表达的含义。

还有



强力推荐！SmartArt

色彩的搭配，这个软件很实用，建议下载



瞬间提高了逼格有木有！

对齐对比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



最后

推荐一下大神，多关注大学习。

在这里要感谢一下一个叫钱嘉文的大神，我是听了他的讲座才开始接触扁平化PPT的，非常实用

第一次回答专业性问题，大家请多多担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