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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工艺
与创新发展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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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建筑装饰领域发展更加迅速，产生了更多的新工艺技术，也能够更进一步满足人

们日常的审美需求。装修施工工艺是装修技巧的总称，同时也是建筑装饰装修行业的规范化流程，严格对装修施

工工艺实施，再加上一定的技术创新，可以有效保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工艺的稳步发展和科学性应用，进而

打破传统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工艺，使建筑工程技术得到有效发展，装修施工工艺技术也能够迅速提升。所以，

进一步探究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工艺创新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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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概述

建筑装饰装修主要是指为了完善建筑物的物理性

能、丰富建筑物的使用功能以及美化建筑物的内外表

面与空间，采用一系列类型多样的装饰装修材料或色

彩斑斓的饰物对建筑物进行各种施工与处理过程。现

代建筑装饰装修具有专业性、规范性、复杂性、艺术

审美性以及经济实用性等特点，无论是大型建筑工程

竣工后，还是中小型建筑工程竣工后，都需要由专业

施工人员通过装饰装修进一步完善建筑物整体结构和

使用功能，以确保建筑物兼备美观、实用以及经济等

综合效益 [1]。例如，关于电力工程装修施工中的防水、

防火，装饰装修人员不仅要确保建筑物防水、防火功

能在关键时刻可以正常发挥，还要能通过高超、专业

的装饰装修技术水平让防水、防火设计施工不露痕迹，

美观且具有艺术性，给人以视觉美感。但是，在建筑

装饰装修实际施工中，经常出现装饰装修工作不细致、

不到位的情况，如管道、线槽铺设、沟道盖板、阴阳角、

滴漏施工工艺存在问题，都会严重影响到使用和观感。

2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特点

装饰装修工程能够对建筑主体构件进行保护，改

善结构的隔音、隔热和防潮等性能，延长建筑结构的

使用寿命，同时，也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加优越的工作

和生活环境。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特点有很多，

主要体现在以下 3个方面：

1.施工人员的专业能力。新的发展环境下，人们

对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效果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

求，如果装饰装修施工人员本身的专业能力不足，这

不仅会影响工程的施工质量，还可能留下相应的安全

隐患。因此，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需要专业的施工人

员来完成，并配合有效的施工管理来保证施工效果。

2.施工操作行为规范。装饰装修工程施工涉及的

材料众多，不少材料都具备可燃性，在操作不规范的

情况下，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对此，政府部门出台了

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对装饰装修行为进行规范，施工单

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的过程中，也应对自身行为进行

规范，依照国家制定的标准和规范进行操作，以规避

可能存在的风险及问题。

3.施工环节众多。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涉及的

工序和工种较多，存在交叉作业的情况，这也导致其

施工具备复杂性的特点 [2]。要切实保证装饰装修工程的

施工质量、施工效率和施工安全，必须将所有可能的

影响因素考虑在内。

3 加强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质量控制的重

要意义

近些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建筑

工程的质量也随着技术和工艺的进步而不断提高。但

是，在装修装饰领域，我国的项目管理水平和施工质

量仍旧和西方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差距，再加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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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的不足和缺陷，严重制约了我国装修装饰行

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为我国装修装饰行业的长远发

展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在当前环境下，建筑行业正

在以蓬勃的姿态发展，建筑施工团队与日俱增，采取

较为合理的管理措施确保施工质量控制体系能够有效

实施，是当前建筑领域诸多施工团队需要不断探究的

课题之一 [3]。目前，市场经济竞争力正在不断加剧，我

国建筑工程领域的各大企业如果想能够长远的稳定发

展，就要持续地对工程项目施工质量进行控制，而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则是建筑项目过程当中的重要环节之

一，也是整个工程施工效果的主要部分。因此，装修

装饰工程施工质量的最终效果，将直接影响着工程项

目建设的外观和美感效果，同时与建筑企业的管理水

平和建筑企业的社会效益都有着直接联系，这就需要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团队不断强化质量控制，促使

装修装饰最终成果能够达到预期。

4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的现状

在我国建筑的发展过程中，装饰装修不断地融入

新观念，其中也包含了科学与艺术。现阶段，人们对

建筑装饰装修的要求越来越高，加上近些年来我国的

空气污染程度较高，大部分住户开始选择使用环保型

材料，保证在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上能够有效保护环境，

而这同时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促进了装饰工作

与现代科学文化发展之间的联系。近些年，人们的生

活水平不断得到提升，更多的住户选择装修装饰提高

生活体验，因此带动了装修行业的不断发展，增加了

许多新建装修公司，但同时也有了更为严格的执行标

准和工艺流程，为了确保装饰的质量与结果能够符合

国家标准，必须提高公司的信誉程度与市场竞争力。

5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工艺应用分析

5.1 墙柱面贴砖施工工艺创新

1.在墙面贴砖时需要遵循相应的施工步骤，检查

原建筑墙体是否存在空鼓及抹灰强度不足等基层质量

问题，对墙体基层进行一定处理，墙体基层尽量毛化

处理，如果是混凝土表面的，应该做界面剂滚涂基层

粉刷砂浆层找平，然后再进行吊垂直与套方施工。

2.老式贴砖施工过程往往是直接铺贴，将最终的

收口留在一边，收口的非整砖现场手工切割，而且毛

边经常不美观也不对称，会出现小条砖等问题，不满

足当今对观感的高要求及国家验收规范；现阶段铺贴

的做法更加讲究尺寸准确、美观、安全，切割改刀由

专业工厂进行。需要在基础面准确弹出控制线，控制

线一旦确定，既确定了砖的块数及收口方式及需提前

发工厂加工的尺寸。

3.在精装修住宅、酒店客房等重复立面可以统一

的尺寸情况下，做到每间立面模数化的尺寸，减少砖

的加工尺寸类别，这样尺寸少了工厂加工时不需要不

断调控机器，也方便包装分类，大大缩短工厂加工时间，

同时降低了分类的时间，提升了铺贴的效率。

4.针对瓷质砖的吸水率低的情况，现阶段的瓷砖

粘贴面需做增强黏结力的胶水处理，在砖的质量较大

墙面铺贴较高的场所，为了确保不出现空鼓脱落问题，

湿贴时在砖的背面也采取开槽使用铜丝嵌入，用专用

胶水固定好瓷砖内一端，另一端湿贴时嵌入粘贴专用

粘结剂层，确保瓷砖与粘贴层空鼓后，不会脱落造成

伤害 [4]。

5.2 内墙饰面

内墙饰面施工时涂料的选择颇为讲究。在仿瓷、

乳胶漆以及多彩等诸多涂料中，仿瓷价格低廉，风格

清新，涂层表面光滑，装饰效果好，但缺陷是耐湿度差，

应用复杂。多彩涂料虽色彩斑驳生动，但其含有硝基

纤维素，干后易收缩、破裂。乳胶漆有着风格温和、

施工简单、耐湿度高以及清洗方便等诸多优点。内墙

饰面施工应根据施工基本要求以及选材标准，采用优

点多、缺陷少的涂料。目前来说，乳胶漆在装饰装修

施工领域备受欢迎。应用乳胶漆进行内墙饰面装修时，

施工前进行墙面预处理，使墙面含水量适当，避免因

水分过高而引发乳胶漆涂抹后开裂、脱落。墙面预处

理后，要根据相关要求进行墙面封底密封，之后再在

表层涂抹防水腻子，只有按要求涂抹防水腻子后才可

进行乳胶漆涂刷抹。乳胶漆长久存放可能会导致色浆

分离，因此涂抹之前要对其进行均匀搅拌，以免影响

装饰装修施工效果。此外，使用乳胶漆进行内墙饰面

施工时，应按要求选择喷涂、滚涂以及涂刷等多种方式，

争取使施工的平滑度达到质量标准，尽可能减少或规

避平滑不均现象。

5.3 吊顶施工

建筑装饰工程主要分为吊顶工程、地面装饰工程

以及隔墙工程等部分。吊顶工程施工环节的操作内容

和施工工序较为复杂，尤其是对吊顶上端的龙骨安装

以及灯具等装置的钻孔。此外还有一系列安装工作，

难度较低但是工作内容非常多，工作人员稍有不注意

就会造成部分施工内容遗漏，增加返工概率。在开展

吊顶工程前，相关的施工人员需对房高、支架等部分

的标准高度进行精准测量，保障所需数据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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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吊顶工程的施工质量要点。施工人员应提前熟悉

吊顶中的管道装置分布，避免在吊顶安装过程中碰撞

管道，最大限度地避免相互影响。在龙骨的安装过程中，

设计人员应对龙骨的分档线位置进行科学设计，处理

好主龙骨与次龙骨的位置，以保证龙骨的作用能够有

效发挥并增强吊顶工程的稳固性。通常，龙骨的安装

高度为房屋水平跨度的 2‰左右 [5]。

5.4 地面施工

地面施工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地面的最底

层的施工，这一层施工人员需要完成强弱电，暗管沟

槽以及地暖的施工作业，在施工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各

个线路以及管道沟槽之间的距离，不可距离过近。其

次是施工环境的控制工作，在施工的过程中，施工人

员需要确保施工现场的温度、湿度，本次施工所使用

的施工材料以及施工技术能够满足本次施工的相关要

求。最后是地面层的铺设工作，在地面铺设之前，施

工单位需要再次对地面施工的地层部位展开施工质量

审查，确保上一道施工的质量能够满足其要求之后方

可展开地面铺设工作。

5.5 天然石材的应用

天然石材作为装饰材料一直很受各类设计的喜爱，

但是作为不可再生资源，越用越少，所以使用需要严谨。

在进行石材饰面施工时，首先需要做的是确定安装块

材的规格大小，继而选择大料或荒料，按照材料长宽

幅度进行断料加工。如果是干挂作业，则基础竖立钢

骨架，骨架根据板材的幅度进行施工；如果是湿贴作业，

对基础进行处理，基本操作工序和墙柱施工工艺相似，

然而在接下来的施工过程有所不同，其中大理石装饰

材料造价高，所以必须有控制、有计划地进行，加上

现在很多建设项目都是将工期压力全部压缩在最后一

道分部工作装饰，所以策划工作的顺序很重要：

1.现场测量定位放线，利用 CAD做版面调整，尽

量提高荒料的出材率。

2.尽量统一尺寸，复合荒料将预开的洞口等全部

在下单图上准确定位，减少现场进行二次加工。工厂

化加工一次性到位，解决了现场切割环境污染、缩短

加工时间、确保损耗率等一系列的优点。

3.大理石表面效果色差和纹路等在厂家进行预排

版检查，排好版后进行每一块一个身份编号装箱运往

项目现场。避免进场后造成工序停工，增加退场、损

耗等费用。

4.为了防止施工的过程中因大理石密度低，施工

前铲背网防铺贴空鼓、折断，造成非施工损耗增加及

施工面层质量问题。在工厂进行砂质颗粒背胶增加了

理石的厚度，降低大块大理石的断裂，降低因铲网后

搬运、铺贴的损坏和铺贴空鼓。

5.到现场直接按箱号找图纸立面编号的石材铺贴，

提升了效率同时也降低了损耗，空鼓率优于传统铺贴

方案。

5.6 门窗施工

门窗施工中要确保门窗成品在适宜的条件下存放，

否则会影响到装饰装修效果。木质门窗、塑料门窗以

及玻璃门窗的存放与安装应有所差异。木质门窗应存

于干燥通风处，安装施工时应注重门窗表面防护，避

免磕碰损坏，影响装饰效果。塑料门窗的存放相对简单，

应尽可能避免接触火源，以免造成塑料门窗受损。玻

璃门窗应注意防碰撞、防碎裂，在安装时严格避免一

面玻璃与另一面交叉碰触。另外，在门窗施工中，推

拉式玻璃门窗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此类门窗的安装施

工应做好防掉落保护，以延长门窗的使用寿命。此外，

一些门窗在安装施工过程中长时间暴露在室外，施工

人员在完成对这些门窗的施工安装后，应加强对其牢

固度的检查与确认。例如，观察边缘固定物是否松动

和玻璃密封条是否严密等，与此同时，还需要关注门

窗的美观性。

6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建筑数量的不断增多给建筑装修

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建筑装修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美观

度，要提高建筑装修质量和满意度，必须首先对业主

的装修需求进行了解，并在结合客户需求的前提下兼

顾材料、经济、实用等因素制定出合理的装修方案。

装修过程应该重视施工技术管理，严格执行质量管控，

做好技术监督和技术管理，使装修过程符合规范及要

求，以此提升装修水平，促进建筑装饰装修行业的稳

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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