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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装饰是建筑物的一种再创作的艺术活动,以科学运用美学原理并实现艺术与科技的融合。
本文对建筑装饰工程的施工技术以及要点进行了全面的解析,让大家对建筑装饰工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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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about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and key points of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Long Cheng
Yuyuan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Co., Ltd of Chongq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bstract]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is an artistic activity of re-creation of buildings, which uses the principles of
aesthetics scientifically and realizes the integration of art and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key points of building decoration engineering, so that everyone ha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building decor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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