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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布置花艺，通常采用的是悬吊的
方式。也可选择在墙面搭建支架或凸出
的花台进行摆放。这样的布置方法不仅
充分利用了空间，还在增添空间氛围的同
时减少了占地面积。当然，这类布置方法
需多类成片下垂的绿植进行辅助，否则效
果将大打折扣。 （来源：腾讯网）

花艺搭配有讲究
花卉和绿植一直是许多设计师最爱的装饰，用

它不仅能点亮整个居住空间，还能为空间赋予勃勃
生机。

在居住空间中搭配花卉和绿植虽然看似简单，
但其实也是一门值得探究的搭配艺术。不同的空
间，不同的花卉，不同的颜色，这些都会为居住空间
带来与众不同的氛围。

花艺的分类

欧式风格的空间设计中应尽
量选择西式插花，它的特点是：注
重花卉外形，追求块面和整体的
艺术魅力，简洁、大方，构图多以
对称式、均齐式出现，色彩搭配讲
究，花材种类多样，艳丽浓厚。并
以此来表现出热情奔放、雍容华
贵、端庄大方的风格。

1.西式插花

中式、日式或传统风格的搭配
设计应尽量选择东方式插花，它的
特点是：花材的选择应以简洁、自然
为美，善于利用花材的自然形态与
空间相融合，凸显意境之美，并较为
注重季节感，选用当季花材。造型
多以线条为主，大多为平衡式构图，
以优美姿态取胜。

2.东方式插画

花艺如何搭配布置

将花艺作为空间
内的主要陈设是常见
的一种布置方法，它
主要利用花艺独特的
形、色等魅力来吸引
视线，主要摆放在居
住空间的中央。

1.视觉重点与边角点缀

室内布置花艺
除了有常见的落地
布置之外，也可以
与家具、陈设、灯具
等物品进行结合，
形成相互呼应的搭
配整体。

2.结合室内家具陈设，布置花艺

花艺在居住空间内的另一个作
用就是：可以通过其独特的形、色、
质，将它们组成纯天然的背景。这类
布置方法多用于阳台等室外空间，不
仅能净化空气，还能让整体搭配更显
自然生机。

3.组成背景，形成对比

4.垂直布置

不少市民表示，马上要装修房
子了，特别怕会留下安全隐患。不
知道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业内人士表示，房子不管装修
多漂亮，安全永远是首位。常见的
装修安全问题涉及：装修污染、漏水
漏电、天然气泄漏等。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以下几点，
不注意很容易埋下安全隐患。

1.镜面装饰：有些小户型装修
为了营造大空间效果，在装修的时

候会使用镜面装饰，使视觉空间更
为开阔。但是由于镜子存在易碎的
特性，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安
全隐患，所以如果装修时要使用玻
璃镜面，就要选择安全标准达标的
产品。根据国家标准《普通平板玻
璃》（GB4871-1995） 规定，室内
大面积隔断等装修项目使用的玻璃
厚度应为9mm以上为宜，边角还要
做磨平处理，以防边缘锋利划伤
人，安装时要做胶封处理，再贴上

防爆膜防止因为温度变化而引起玻
璃爆裂。

2.水晶吊灯：水晶吊灯外形美
观，但是存在一定的坠落、碎裂的安
全隐患，以前就出现过吊灯坠落伤
人的事件。由于水晶吊灯本身重量
较大，如果安装不牢固就很容易成
为家居“杀手”，所以在装修选购水
晶吊灯的时候，不要一味图好看而
忽视实用性，必须要了解吊灯的重
量和屋顶的承重能力，如果灯体较

重，安装时要测试承重能力，防止吊
灯坠落发生危险。

3.落地窗：现在有些建筑设计
为了增大采光面积，使房屋时尚美
观，通常会在阳台设计大大的落地
窗。这种设计固然好看，但也存在
安全隐患。装修中如果有落地窗
时，记得一定要安装防护栏；如果落
地窗玻璃是普通玻璃，最好换成强
度更大的钢化玻璃。

（来源：华商报）

马上要装房子了
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飘窗往往会被误认为是鸡肋的
设计，除了偶尔坐坐，很多都会堆满
杂物。其实飘窗有很多功能，只要设
计好、使用对，飘窗不仅能够多出家
居使用空间，还能给你的设计增色不
少。

一般现在住宅卧室或多或少都
会有飘窗，飘窗从字面上来看，就是
指飘出来的窗子，一般呈长方形或者
是梯形向室外凸出。飘窗大多是对
外一面为大块玻璃，左右两边封闭。
还有一种是朝外的三面都是玻璃，这
样结构的飘窗视野、感观会更好些。
飘窗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为增加采
光和美化而设计的，这种设计不仅可
以采光，还能保持房间的空间感，可
以延长视野。

一般情况下，设计后的飘窗可以
分成以下两种类型：观景型和功能
型。

观景型就不需要做太大改动，基
本保持原状，用于欣赏室外的风景。

利用靠窗采光好的优势，可以从

飘窗处接一个长凳出来，平时晒晒太
阳，眼睛累了，看看窗外的风景，愉悦
身心。

功能型就是飘窗设计成可实际
使用的功能区域。这样做的好处会
多出使用面积。

这时的飘窗，利用方法可以是：
1.飘窗上加一层收纳抽屉
后期加的飘窗，可以把窗台装成

抽屉收纳，用作小件物品的收纳，偶
尔还可以闲坐上面看看书、晒晒太
阳。

2.定制
如果想要把飘窗的地方极致利

用起来，让它承担更多的功能，就需
要定制。根据自家实际尺寸和自身
需求定制出的家具，能将每一平方米
都利用起来。组合型设计不但实现
了收纳功能的多样化，也让飘窗区域
变得更加实用，成为一个独立的生活
区。

（来源：腾讯网）

飘窗的多功能你知道吗？

智能门锁
能被“小黑盒”随意打开

近年来，智能家居开始走入百
姓家庭，智能门锁、智能音箱等智能
家居单品也成为热销产品。而在
2018年，一个智能门锁被“小黑盒”
打开的视频引发消费者对智能门锁
安全性的担忧。

2018年 6月，神秘“小黑盒”打
开智能门锁的视频在网络流传开
来。视频中，一个“小黑盒”在智能
门锁前晃一晃，门锁瞬间被打开。

对此，在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
报告》栏目中，国家通用电子元器件
及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工作人员
解释：“‘小黑盒’专业术语叫特斯拉
线圈，只要按下按键，它就产生一个
瞬间的电磁场，产生的电磁场强度
相当于自然环境中电磁场的一千
倍，强度非常大。”在节目中，工作人
员演示，当特斯拉线圈靠近一款正
常工作的智能门锁附近时，门锁在
几秒钟内自动打开。

这并非个例。有新闻报道，有
人去门业展会现场“踢馆”，用自制

的小黑盒当场刷开了 8家不同品牌
的智能门锁，引发行业的热议，也给
公众带来不安。锁是保护家里财产
的重要物品，如果能够被别人随便
打开，家居安全如何保证？

多款智能门锁
四项安全性能不达标

在此之前，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对于智能门锁进行风险监测。监测
分别从实体店及网络电商平台采集
了 38个品牌、40款型号的智能门锁
产品。结果显示，有6个批次被特斯
拉线圈也就是所谓的“小黑盒”打开
了，占比达到了15%。此外，在识别
方式安全、信息安全、电子安全和功
能安全四个方面，部分智能门锁产
品表现不佳。例如，没有录入任何
指纹信息的检测人员随机用手指尝
试开启门锁，结果门锁都能开启；部
分有人脸识别开锁功能的智能门
锁，无法准确分辨真实的人脸和面
部照片的区别，工作人员使用照片
就可以开启门锁；28批次有感应卡
开锁功能的智能门锁，有感应卡可
被复制的风险；工作人员利用一款

智能门锁的App便可破解部门智能
门锁的远距离控制门锁功能，不仅
能远距离控制门锁状态，获取用户
手机信息，甚至可以反向进入厂商
服务器，获取大量使用该品牌智能
门锁用户的手机信息。

对此，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去年
10月发布智能门锁消费提示称，搭
载人脸识别功能和远程开锁功能的
智能门锁安全风险较高，建议消费
者尽量不使用或关闭人脸识别功能

和远程开锁功能。此外，建议选购
具有输入错误报警和防破坏报警功
能的智能门锁、在日常使用中妥善
保管好信息识别卡、使用数字密码
开锁功能时设置 6位以上的数字密
码、在日常使用中留意指纹识别模
块是否存在残留异物或物理损坏、
在使用配备移动应用远程监测的智
能门锁时加强智能门锁的安全系
数、启用组合验证的开锁方式等。

（来源：新京报）

碰到好的材质，就能立马感
受到造型感带来的质变。比如
沙发，当沙发搭配天鹅绒这种高
档的材质，不仅舒适感有一个大
的提升，家具的颜值也会有一个
大的突破。

梦幻的蓝色与高级的天鹅
绒搭配，优雅魅力无人能挡，浪
漫与高雅融合。在家居搭配中，
颜色鲜艳的天鹅绒只需轻轻跳
色点缀，让空间在低调中又不失
奢华气息。

墨绿色天鹅绒沙发是彰显
个性的完美选择。天鹅绒面料
有独特的光泽和细腻触感，充满
古典气息的它在家居中尽显贵

族气息，丝毫不减整体的高雅格
调。

所以，软装作为装修中的一
部分，既能提升家居格调，还能
展示居住者个性。

（来源：腾讯网）

每种材质都有个性

巧用材质很重要
在软装过程中，最考验设计师功力的就是软装设计，

每种材质都有自己的个性，室内软装搭配中选用不同的

材质，就能给家居带来不一样的气质。

简约隐士——木材
想要营造自然家居风格选

用木质材料就对了，木材质的色
彩较细腻、丰富，单一材料就有
较丰富的层次感，家居摆放清新
文艺的木质桌子椅子，有种亲近
大自然又凸显简约时尚的气息。

所谓简约而不简单，在选材
上更要求精工细作。木制类的
软装更善于营造出符合当代的

审美，选用合适的木头搭配其他
材质，更能混搭出不同感觉的简
约风格。

田园少女——藤条

根据季节更换不同材质的
软装，可以为居室带来变化，

增添生活的乐趣。春天适合选
择一些清爽的材质软装如藤条
材质，即使是采用冷色相，也
不会让人有丝毫寒冷的感觉。

藤编的花盆、篓子等与木
质的桌子完美搭配，与花盆巧
妙结合，看起来温馨惬意，更
能体现自然的田园风格。

时尚绅士——黄铜

黄铜无疑是现代与复古的
完美结合。室内设计中利用好
黄铜，无疑是给家里打造了最好
的时尚，色彩更鲜艳，无论何种
色彩都可以得到满足。

在走廊中加入黄铜的元素，
一进门就看到熠熠生辉的金色，
除了给家里带来一种气派，更是
为空间增添了温暖感。

巧用黄铜与绿植的搭配，复
古现代风又融入大自然的气息，
搭配起来赏心悦目，简约又时

尚。别出心裁的精致，带给人轻
松与自然之感。

高贵公子——大理石

材质是不容忽视的美学元
素，不同类型的材质可以带来不
同的视感及触感，最终影响到整
体空间的风格及氛围表现，而大
理石是富有现代气息的材质，一

直都是气派高贵的象征。
大理石装修的墙面地板无

疑给人一种简约干净的感觉，无
论是超百搭的大理石墙，还是深
色的大理石地板，都能展现出其
本身的精致感。

如果预算有限，小面积的大
理石也能给室内增添魅力。在
墙边一角摆放一盆以大理石做
成的花艺，或者墙上挂件使用大
理石装饰，自带高级感，可以给
空间带来奢华感的点缀。

优雅公主——天鹅绒

智能门锁是否存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