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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化的建筑工程中,幕墙是应用比较广泛的围护结构形式之一,其能够有效地将建筑的功
能性与装饰性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满足建筑工程在实用性和美观性两方面的要求,因此受到了
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在现代幕墙设计中,节能理念的应用,能大大减少建筑行业的能源消耗,还能
促进现代建筑的健康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节能技术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使用,节能技
术在建筑幕墙使用中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而在幕墙施工作业中,其施工质量影响着整个建筑物的质量,
所以,我们需要加强幕墙工程施工质量问题的控制,严格控制施工过程中的各种技术及工艺,确保其整体
的施工质量水平。基于此,文章就建筑装饰工程中的幕墙节能及施工质量管理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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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urtain wall is one of the widely used forms of enclosure
structure, which can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functional and decorative buildings into an organic whole, and thu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 practicality and aesthetics, so it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society. Due to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curtain wall design, the application of energy
saving concept can greatly reduc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nstruc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is
used in all aspect of people's daily life, and the requirements in building curtain wall are higher and higher. In the
curtain wall construction operation,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he whole building, so w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the curtain wall project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the various technologies and
processe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o ensure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quality level.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energy saving of the curtain wall and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decor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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