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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各式各样的装饰工程项目大量涌现,与此
同时,装修设计风格和理念也不断受到世界各国文化特色的影响。伴随着新型建筑材料的发展及装饰施
工工艺不断更新,建筑装饰市场已进入了一个设计与施工一体化的新格局。深化设计遵循经济、美观、
安全、适用的原则,贯彻设计意图,强化项目精准管理,明确施工工艺流程,达到工程预期目标,为项目增值
赋能。深化设计已变成装饰工程中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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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large number of various decoration projects have emerged. At the same time, the style and
concept of decoration design are constantly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building materials and renovation of decorat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he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market has entered a new pattern of integration of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Deepening the design follows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y, beauty, safety and applicability, implements the design
intent, strengthens the precise management of the project, clarifi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flow, achieves the
expected goal of the project, and empowers the project to add value. Deepening desig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link in decor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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