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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饰幕墙的特点及发展前景分析
赵庭基

（中建七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　在国内外，幕墙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主要分为探索、开发推广、提升三个阶段。当前在我国城市中建

筑项目日益增多，而在建筑施工中，装潢玻璃幕墙不仅能达到良好的美观效果，还能起到很好的保护效果，从而

使外观美观、干净，因此在当代建筑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缺陷在于安装过程中由于幕墙的施工质量未达到相

关规范，存在许多的安全风险。本文在参考国内外有关文献的基础上，简要地介绍了目前国内幕墙的发展现状，对

玻璃幕墙、金属幕墙、人造板材幕墙、组合幕墙等方面的技术特征作了简要的论述，并提出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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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建筑物在 19世纪中叶就广泛地采用了玻璃

幕墙作为防护措施，但是由于技术上的限制并没有达

到预期的效果，因而未能得到广泛普及。20世纪 50年

代以后，由于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大量的型材涌现

出来，使建筑装饰幕墙被广泛应用在建筑装饰上。建

筑装饰幕墙具有环保、节能、美观、易于维护等特点，

是现代幕墙工程技术的基本保证。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建设工程越来越多，装

饰玻璃幕墙在工程建设中不但可以获得美观，而且可

以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因而被越来越多的现代建筑

所采用。但其不足之处是，在工程建设中，幕墙工程

的施工质量没有达到有关标准，因此有很多的安全隐

患。根据国内外相关的研究资料，本文对幕墙的发展

状况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并对建筑装饰幕墙的技术特

点以及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对广大同仁提供

一定的参考。

1 建筑装饰幕墙技术的现状

1982年，广州国家的外销博览会上就用了一面玻

璃幕墙，这是中国首次用玻璃来代替墙壁，也算是中

国的一种新的幕墙形式，不过因为还没有正式的运用，

所以，真正的幕墙设计，还是从 1983年的北京长城酒

店开始。可以说，北京长城酒店是中国内地首次出现

了玻璃幕墙。20世纪 9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快速发

展的城镇化，我国的高层住宅建设出现了快速的增长。

在许多大都市，特别是在快速发展的沿海大城市，幕

墙的使用日益普遍。1983-1996年间，我国的玻璃幕墙

技术还未成熟，所以从幕墙的结构到材质，乃至最后

的安装都是引进了外国的技术，而国内却没有一套完

整的工艺。因此，1990年之前，我国的幕墙行业经历

了一场重大的波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热潮，

但由于技术水平不高，缺乏相关的技术支撑，也缺乏相

关的法律和政策，导致了幕墙行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

2 建筑装饰幕墙的概念

幕墙是一种不承担主体结构作用的外墙外装饰物。

建筑装饰幕墙就是一种用来装饰的墙壁。它采用各种

轻质美观而又坚挺的建材取代了传统的墙体工艺。在

整个幕墙结构中，也存在着一定变形的可能。建筑装

饰幕墙具有环保、节能、美观、隔音、易于维护等优点。

除此之外，建筑装饰幕墙的外表很精致，就像是为建

筑披上一件美丽的外套。

3 建筑装饰幕墙的类型

建筑的多样化直接造成了幕墙的多样化，各类幕

墙无论在功能上还是在视觉效果上都显示出其独特的

特点。根据幕墙结构的不同，可以将幕墙分成玻璃幕

墙、金属幕墙、人造板材幕墙、复合幕墙；根据幕墙

结构的不同，可以划分成单体幕墙和组件幕墙。另外，

还出现了双层幕墙、光电幕墙等新幕墙。

3.1 玻璃幕墙

正如其名称所示，玻璃幕墙是一种以玻璃为主体

的装饰性的幕墙。按其支承形式可划分为框架式玻璃

幕墙、全玻璃幕墙和点支式玻璃幕墙 [1]。框式玻璃幕墙

本质上是由玻璃板组成，但是由于其周围有一个金属

支架，所以叫做框式玻璃幕墙。在框架式玻璃幕墙中，

也可分为全框玻璃幕墙、隐框玻璃幕墙、半隐框玻璃

幕墙。除此之外，玻璃幕墙还分为两种，一种是单体型，

一种是组合型的，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建造方式。

总体而言，玻璃幕墙是当今建筑中一种独特的墙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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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将建筑学、美学和环境保护

等元素结合在一起，而在光线的折射下，建筑也会散

发出各种色彩，形成一种动感之美，为整个城市增加

了几分魅力。

3.2 金属幕墙

在国内，金属幕墙技术的发展从 20世纪 70年代

后期发展起来，当时的幕墙行业刚刚兴起，很多的幕

墙公司都在大力发展，因此安全、牢固、安装方便、

价格低廉的铝型材被人们广泛所采用。金属幕墙在幕

墙的发展中有着巨大的潜力，从最初的仿造、到现在

的自行开发、从一个小型的项目到一个大型的项目推

广，从在生产和建造中的低档产品逐渐过渡到生产高

新技术产品，铝合金作为一种新型的幕墙材料得到了

迅速的发展 [2]。1990年，金属幕墙在美国已经得到了

广泛的使用。由于其重量轻，因此在工程上的应用更

为广泛。且颜色丰富，具有良好的弹性和韧性，因此

在工程建设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所以铝板幕墙就

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金属装饰幕墙。

3.3 板型玻璃幕墙

人工合成的板型玻璃幕墙是一种非常优良的材料，

如：耐冲击性、耐水性、耐湿性、耐磨性、耐风性等

特性，甚至在户外暴晒时也不会褪色。另外，不易沾

染污垢、易于清洗的特性也成为大家喜爱的一大优势。

除此之外，其易于维修和维护，还有很好的吸震性能，

这让其在抗震的建筑物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如今，

采用该技术生产的木塑复合板是目前一种格外流行的

新型墙体结构。

3.4 组合幕墙

组合幕墙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玻璃、金属、石材

组合而成的一种组合结构。在日常生活中，高层建筑

中都会使用组合幕墙。高层建筑通常在建筑的外观、

保温、散热等方面都要考虑到，同时还要兼顾工程的

难度、高空作业的安全性、经济性等综合因素，因此

在高层工程的设计中，通常都会使用组合幕墙的这一

设计思想。

3.5 智能型呼吸式幕墙

智能型呼吸式幕墙是一种“双重环保”的建筑物。

其中的双层玻璃幕墙具有很好的消声性能，其结构特

点使其具有“呼吸效应”。使用者可以感受到冬天的

温暖和夏天的凉爽，还可以降低因极端气候而产生的

不舒适感。在建筑物中应用两层结构，可以节约 30%-

50%的能耗。幕墙体系包括内幕墙和外幕墙，内幕墙

通常为带框幕墙、活动幕墙，外幕墙通常采用带框幕

墙或点状支撑的幕墙。除此之外，室内和室外设置的

间隔间可以使其具有较好的隔热、隔声性能。

智能型呼吸式幕墙是通风幕墙的一种扩展形式，

它是在智能化建筑的前提下，对建筑的辅助技术（暖、

热、光、电）进行适当的调节。通过对幕墙材料和太

阳能的有效利用，并通过程序有效地调节室内的空气、

温度和光线，达到在建筑的运行中节约了能耗，减少

了制造和建筑成本的目的 [3]。智能型呼吸式幕墙主要由

通风幕墙、通风系统、遮阳系统、空调系统、环境监

测系统、智能化控制系统等组成。智能通风幕墙的核

心是由功能需求向控制方式、从信息获取到执行命令

的整个流程的智能控制。包括气候、温度、湿度、空

气新鲜度、照度测量、通风空调遮光等设备的操作状

况的收集和监控、电源的结构和监控、建筑的电脑等。

4 幕墙的特点和优越性

建筑装饰幕墙具有三个主要特点：美观、节能、

易维护。建筑的装饰性玻璃幕墙基本上覆盖在主体结

构的表层，主要应用在主体结构的外部。其不仅具有

节能环保、美观、隔音效果好等诸多优势，建筑装饰

幕墙还具有良好的艺术性和灵活性，建筑师可以根据

自身的构思，结合光线和周边环境，达到与自然环境

的完美结合，既降低了高楼的压力，又增加了城市的

美观。由于建筑装饰幕墙是一种系统化的结构，因此

它的建设周期更易于管理，而且建设时间也更少。并

且由于大部分的建筑装饰幕墙都具有抗风、抗震性能，

因而成为高楼大厦的首选。

5 建筑装饰工程中常见的质量问题

5.1 原料品质问题

在建筑幕墙的施工中，幕墙往往会被阳光和雨水

冲刷，并且大部分的梁柱都会受到一定的损害，一些

铝柱的阳极防腐材料在 15微米以下，很难起到很好的

防护效果。而且，有些项目需要使用钢化玻璃，但建

筑公司为了节省资金，选择了半钢化的、常规的玻璃

幕墙，导致玻璃幕墙本身的硬度不足，无法承受较大

的压力。另外，在一些幕墙项目中，采用的是不合格

的开幕墙构件，容易产生变形，从而降低了使用的安

全性。

5.2 构件的品质问题

在幕墙工程中，构件的不合格是工程质量的一个

主要原因。在铝合金型材料的切削加工中，由于切削

精度不足，使得邻近部件的间隙过大，甚至有的幕墙

在切削完之后，没有进行边角加工，会出现折断，也

有的在施工中使用结构胶水，这样就很难达到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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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度和湿度，再加上没有进行清洗，很可能会被污染，

影响最后的成品效果。

5.3 关于品质保障的问题

在众多的建筑装饰幕墙项目中，存在资料缺失、

规范性差、缺项较多等问题。如果所选择的材料是进

口材料，则缺少必要的质量检测报告，还会出现所选

择的材料缺乏兼容性测试结果等问题。除此之外，许

多项目缺少铝合金材料质量保证书、氧化保护膜的厚

度检测，密封材料和防火材料缺少合格证，还有一些

项目则缺少关于防火、防雷等安全防护措施的记录。

6 做好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管理的措施

6.1 把控幕墙施工工艺标准

由于建筑装饰工程中使用的构件和材料较多，因

此必须严格控制原材料的尺寸、规格和性能，确保在

工程中能够符合有关的规范。还要对幕墙工程的具体

环境、工程工序进行细致的剖析，并对各个工序的工

艺进行科学的安排。针对可能会对幕墙的工程质量和

安全性产生重大影响的工程，应分别进行分析和研究，

并制定相应的施工计划。在建筑工程中，幕墙工程的

各个环节都要经过严格的程序设计，以确保工程的最

后的质量和安全性，必须满足工程的基本需求，尤其

是一些比较繁杂的构件，必须满足相应的技术规范。

6.2 做好装修工程的前期工作

在运输时，幕墙的各部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形

和损坏，而一些在运输中非常易损坏的零件，如挂件、

密封材料、易碎配件等，必须要进行相应数量的备份。

还要在运输过程中尽可能地防止与玻璃构件的撞击、

污染、腐蚀等。在存放过程中，应尽可能地将幕墙与

主体建筑相连的预埋物存放在空间中，避免阳光、雨

水、风力等因素的侵蚀，并根据相关的规范进行预埋。

在装配前，要对各部件进行检验，确保其质量，并确

保预制件的牢固稳定，位置精确。如有缺陷，应立即

进行替换。在安装过程中，预制板与幕墙、主体构件

的间隙要在设计许可的条件下进行，并对其进行检查，

避免出现任何的安装误差。在进行工程建设前，必须

进行测量和放线，使位置协调准确，结合紧密。

6.3 工程安装阶段的质量管理

在进行工程的时候，必须由专业的监理工程师进

行全面的监控，并且要进行相应的测试和验收，还要

有相应的工作日志，如果发现安全隐患和漏洞，要及

时督促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及时纠正，并将其报告给

工程管理人员。通常情况下，结构胶、型材以及其他

主要原料在建筑装饰幕墙中的应用都需要进行试验。

在连接的地方，应按图样进行防水处理，确保工程的

规范化。经过检验，确定没有漏水的问题，方能进行

下一步的施工 [4]。

6.4 做好装修后的工程质量检查

要做好工程设计图纸，设计说明，结构计算书的

验收。装修工程竣工后，应着重对工程的总体美观、

安全性进行全面的检测，确保所有的原材料、构件、

构件的合格证书、质量检验报告、现场监督记录、复

查报告等都是完整的状态。针对渗漏防护施工，要对

结构胶定期进行随机检查。为了确保密封条连接紧密、

无皱褶，在工程中应按有关规范进行抗压检测、渗透

性检测和抗变形检测。在后期的检查中，如果有任何

的安全问题，要对其提出改善建议，并加以改正，使

其符合要求。

7 建筑装饰幕墙技术的发展前景

伴随着高楼大厦的出现，建筑装饰幕墙的发展也

得到了飞跃。回顾过去一百多年的幕墙发展，我们可

以看到，由于新技术、新工艺、新体系以及新的材质

的不断发展，幕墙技术的飞速发展，势必会引发一场

新的幕墙技术革命，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

幕墙也将逐渐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8 结语

综上所述，在装修工程中，相关人员要对装修工

程进行全面的质量检验，不仅要注重外观，而且要做

到事前设计、事中控制、事后防护，以保证工程的安全。

质量监理必须充分了解整体的安装过程，具有清楚的

安全责任，能够依照相关法规进行项目监理，同时，

施工企业要严格按有关规范来进行施工，真正做到建

筑装饰幕墙的质量控制，既能使装修幕墙具有良好的

外观效果，又能确保产品使用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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