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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标准的家装合同
拒绝掉入陷阱
的实际发生量又不太清楚，可以在
合同中注明，装修费以实际发生额
计算，多退少补。这样在工程验收
时，可以将工程实际发生面积再仔
细丈量一次，并依据这个数据来付
工程款。

陷阱四：口头承诺难兑现

在签订标准的家装合同时，由
于条款既多且杂，其中不仅有很多
有关装修的专业内容，而且还包含
了不少法律方面的内容，稍不注意，
就会掉入陷阱。

陷阱一：
故意增加装修项目
有些设计师在设计中故意增加
装修项目，不需要做梁的地方加个
梁，没必要吊顶的地方非要吊顶。
这样一来，装修报价就要高很多，设
计师的提成也就会增加很多了。
对付这种陷阱，消费者一定要
明确自己的居住需求。如果在设计
中出现了造价较高，又没什么实用
价值的项目，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要
求。

陷阱二：
舍低就高捞取回扣
有一些建材商和设计师私下约
定，只要设计师在设计中使用了他
们的材料，最后由建材商给设计师

回扣。所以设计师在进行设计时，
就故意使用这些有回扣的材料。即
使有其他价格比较便宜、装饰效果
更好的装饰材料，设计师在设计中
也不会采用，结果让消费者花冤枉
钱。
对付这种陷阱，就要求你对目
前的装饰材料市场有个大致的了
解。什么材料适合自己的新居，这
种材料大致的市场零售价等内容，
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

陷阱三：虚报面积增加预算
如果消费者在设计中坚持自己
的想法，删去了多余的设计，而且
选择的材料又比较便宜，设计师仍
有办法来增加预算。即在测量时，
有意多报、谎报，加大工程量。例
如在计算涂刷墙面乳胶漆时，没有
将门窗面积扣除，或将墙面长宽增
加，都会导致装修预算的增加。
如果出现这种问题，你对工程

订的合同有一条内容是：各种橱
柜、低柜、吊柜等高度不足 1 米的
家具均按延米计算，工程量少于 1
米的按 1 米计算，超过 1 米按延米
据实计算。
业主王先生表示，相信大多数
消费者都会跟他有相同的理解，即
不足 1 米时按 1 米计算，超过一米就
按实际长度算。但完工后的结算却
不是这样。
家装公司的所谓“延米”计算，
是不管长度是多少，尾数不足 1 米时
均按 1 米算。如主卧大衣柜 2.47 米
以 3 米 计 、电 视 柜 3.2 米 以 4 米 计
……仅这个“延米”算法装修款就让
王先生多支付了一大笔费用。他建
议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若发现有
不明白的地方，一定要仔细询问，必
要时应要求设计师将解释写到合同
备注中，以防后患。

在签订合同之初，设计师口头
答应给业主免费加做一个壁橱和玄
关，但完工后，装饰公司以材料不够
为由，拒绝加做壁橱和玄关。双方
因此而引发纠纷。
装饰公司却振振有词地说：
“合
同中并未有壁柜和玄关项目，拒绝
赠送。”而业主因拿不出证据，只能
作罢。
某装饰公司刘工表示，现在很
多设计师都爱打“亲密牌”，就是
说，设计师为了吸引业主签单，在
前期沟通中，会与业主频繁接触，
陷阱六：
替换材料质量悬殊
处处为业主着想，减弱业主的戒备
心，同时，口头答应赠送一些项目
多数家装公司的协议上都有这
博得业主的好感，在与业主建立亲
样的条款：装修中如原品牌材料缺
密的关系后，业主就会对设计师产
货时，乙方可临时更换相同型号的
生强烈的依赖感，甚至言听计从， 材料。若甲方坚持使用原品牌材
往往纠纷隐患就会在这个时候埋
料，造成工期延误由甲方负责。
下。
这项条款给一些不规范企业留
刘工建议业主无论与哪家装饰
下了偷换材料的好借口。细心的业
企业打交道，都要有一定的戒备
主 都 应 该 注 意 到 ，合 同 中 的 这 个
心，尤其是在签订合同时，必须在 “同”并未注明是同等质量、同等材
合同中写明具体、详细的装修项
料、还是同等价格，这样一来，一些
目，装修的具体要求以及关键项目
低价劣质的材料就会轻而易举地混
施工工艺，口头承诺也应在合同中
进工地，危害业主的健康。
有文字体现。若日后发生纠纷，消
建议消费者在签订合同中，如
费者就可以凭以上书面证据依法维
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求装饰公司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将更换的材料的品牌、型号、规格都
注明清楚，消费者可以据此凭证监
陷阱五：文字游戏多算费用
工、维权。
一家装公司与消费者王先生签
（来源：
腾讯网）

厨房设计顺手和方便很重要
我们很多人都喜欢把厨房设计
成一个温馨的家居空间，其实，厨房
设计首先要考虑的是用起来顺手和
方便。
1. 厨房动线很重要
最简单的思考方式是按照做菜
的顺序，从冰箱拿取食材、到水槽洗
菜、切菜备菜、炒菜、起锅上菜。这
个 顺 序 越 顺 手 越 好 ，最 好 是 连 续
的。也就是冰箱、水槽、备餐台面、
灶具最好是按顺序排列，其中备餐
台面最好宽敞点。
U 字形橱柜是厨房最佳布局，
这种布局既可以按照上面说的顺
序，同时可以利用的台面宽度是最
长的，做菜的时候各个步骤施展起
来就会很宽敞。
当然其他类型的厨房布局也都
可以很好用，而且很多也都是户型
限制，尽量按照上面说的洗、切、烧
的顺序去考虑布局。
2. 照明布置要充足
如果没人提醒，很多人可能就
在厨房中间装一盏吸顶灯，或者中
间装个集成吊顶的照明模块就完事
儿了。
实际上有两处辅助照明是非常
重要的，也是很容易忽视的。第一

处就是水槽上方，第二处就是吊柜
底下。
如果只有厨房中间一盏灯，水
槽上方、吊柜底下这两个位置人站
着操作时很容易形成阴影。洗东西
或者切东西光线不足都是很烦恼
的。水槽上方建议用射灯或者吊
灯 ，吊 柜 底 下 可 以 用 手 扫 开 关 型
LED 灯照明，如果前期忘了布线，后
期也可以安装充电式的或者插电式
的。
3. 台面高度不等高
关于台面高度设计，最科学的
是不等高设计，炒菜区低一些，炒菜
不用架着胳膊；洗菜切菜区高一些，
洗菜不用一直弯腰。
具体的标准是：站直后手肘高
度减 10 公分左右为洗切区高度。在
此基础再减 10～15 公分为炒菜区高
度。
吊柜的高度，底部在 1 米 6 左右
比较适合，这样就算开吊柜的门也
不容易撞到头。上翻门好看但不一
定实用，对于身材娇小的女性来说，
打开上翻门之后不一定能够得着把
手。
4. 细节设计不能少
关于厨房的细节设计，那真的

能总结一箩筐，如果谁把所有设计
都做到了，那厨房绝对是实用等级
一 等 一 了 ，能 做 到 几 条 就 能 领 先
90%的厨房。
（1）上柜应该做到顶，不要留着
积灰，给打扫增加压力，觉得柜子太
高浪费，和吊顶之间的空隙也可以
封石膏线。
（2）台面上插座留充足，厨房小
家电还是比较多的，事先考虑好常
用的电器，有一些插座可以选择带
开关的，比如电饭煲，这样不用每次
都插拔插座。

（3）吊顶可以装上凉霸（集成吊
顶电风扇），或者装空调，夏天烧菜
不会汗如雨下。
（4）深色台面比白色的更耐脏，
虽然白色的更百搭，但白色的容易
渗污，特别是铁器之类的放台面上
受潮容易留下锈迹。
（5）台面前后做好挡水设计，靠
墙可以做挡水条，靠外可以在底下
拉止水槽。
（6）水槽可以考虑做成台下盆
或者台中盆嵌入式，打扫台面更轻
松。
（来源：
腾讯网）

精房装修真的
“精”
吗？
请拒绝被套路
房屋出现质量问题屡见不
鲜，业主维权长路漫漫，不亲身
经历无人知晓其中艰难，
你家要
如何提前避免房屋种种问题？
问题一：室内下水管道无阻
燃圈
下水管有防火阻燃圈，如果
家中失火，会隔断火源不串往其
他楼层或其他防火分区，
以达到
减小火灾损失的目的。
整改意见：
套房的下水管没
有防火阻燃圈，业主可以要求开
发商对下水管上部加装，
保证日
后的使用。
问题二：阳台屋檐及窗沿无
滴水线
窗沿没有按照要求做滴水
线，常常导致渗水入室。如不及
时整改，一到雨天，雨水会顺着
窗沿进入室内，久而久之造成墙
面潮湿、发霉长毛。
整改意见：
要求开发商进行
整改，增补阳台及窗户外沿滴水
线，以防雨水流进窗台或室内墙
面。
问题三：推拉门窗缺少防脱
装置
铝合金推拉门窗应有防止
室外侧卸装置，推拉窗用于外墙
时，应设置防止窗扇从室外脱落
的装置。推拉门缺少防脱装置，
在关闭状态下亦可整扇取下，
存
在较大安全隐患。
整改意见：
要求开发商增设
防脱装置。
问题四：墙面阴阳角不方正
一般是因为抹灰前没有按
规 定 找 方 、挂 线 、做 灰 饼 和 冲

选购瓷砖有哪些误区？
对于瓷砖，相信大家都很熟
悉，它是我们家居装修中不可缺
少的建材之一，市面上瓷砖的品
牌众多，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不
觉就走进了选购的误区，
下面一
起来看下选购瓷砖有哪些误区。
一、瓷砖越大越好
国内很多消费者认为瓷砖
越大越显得时尚高档、有气派。
事实上规格偏大的瓷砖除了价
格昂贵外，还给搬运、设计和切
割带来诸多不便。在现代建陶
业非常发达的欧洲，几乎全部是
小规格产品，超过 600 毫米以上
的砖需求量很小。
二、瓷砖越白越好
白色坯体对原料的要求很
高，我国许多产区的白坯砖生产
原料都很缺乏，个别厂家为了增
加釉面白度，甚至不惜添加放射
性锆类原料。据了解，事实上我
国红坯原料的储量非常丰富，
但
是在砖坯越白越高档消费潮流
的指引下，厂家不得不弃红而就
白。
三、瓷砖越厚越好
大多消费者认为瓷砖越厚
越结实，看上去更像石材。事实
上瓷砖的强度在于它的抗裂性，
而不在于它的厚薄程度。目前，
国际建筑陶瓷产品的发展方向
是轻、薄、结实、耐用、个性化。
四、抛光砖不防滑
抛光砖光洁度高，砖面平整
度好，能够与鞋底充分接触，从
而增大了砖面与鞋底之间的摩

花艺搭配你了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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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颜色等等这些
都会为居住空间带来与众不同的氛
围。
一、花艺的分类
1. 西式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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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东方式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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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花艺搭配的优点
1. 为居住空间增添生气
绿植的生机勃勃和花卉的娇艳
姿态，除了能为居住空间增添生命
力之外，还能使居住空间变得温馨
自然。它们不但能柔化空间中的金
属、玻璃等材质的感觉，还能让家居
与室内陈设巧妙地联系起来。
2. 巧妙划分、
引导空间
绿植和花卉不仅仅能装饰居住
空间，也具有通过巧妙的手法对空
间进行分隔、二次规划、填充空间空
缺等效果；若是用它们来分隔空间，
可让各空间在独立中巧妙呼应，达
到一种似隔非隔的半透明效果，并
且还能相互融合。
3. 营造独特氛围
搭配设计中善用花艺进行陈

设，不仅能提升设计效果，还能凸显
设计师对绿植、花卉与现代软装的
掌控力。善用花卉和绿植，让居室
空间做到以景抒情，改变以往靠硬
装或其他方式堆叠达到的氛围效
果。
4. 美化空间，
环保健康
居室内善用绿植和花卉进行空
气净化，一直是许多资深设计师常
用的手法。在居住空间内合理摆
放，除了能营造出置身大自然的感
觉外，还能帮助居住者放松精神，缓
解压力，调节家庭氛围。
三、花艺如何搭配布置
1. 视觉重点与边角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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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结合室内家具陈设，布置花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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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具等物品结合，形成相互呼应的
搭配整体。
3. 组成背景，
形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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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垂直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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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关于花艺搭配设计的相关
知识，你都学会了吗？不妨为自己
的搭配设计添上几朵生机勃勃的花
卉，让整个设计焕然一新。
（来源：
腾讯网）

筋。冲筋用料强度较低，
或冲筋
后过早进行抹面施工，同时冲筋
离阴阳角距离较远，影响了阴阳
角的方正。
整改建议：铲除多余部
分，打磨掉腻子露出原墙面，
砸毛后水泥沙灰再抹一遍至国
标范围。
问题五：卧室墙体明显不平
如果墙面的平整度误差较
大能看出来，往往会影响装修和
家居的整体美观度。另外，
还会
导致橱柜、家具等安装摆放不顺
畅。
整改建议：
将不平整部分铲
平，打磨掉腻子露出原墙面，接
着砸毛后，甩水泥沙灰再抹一
遍，直至整体上平整为止。
问题六：墙面出现细长裂纹
导致墙面开裂的原因主要
是腻子收缩所致。施工中，
一般
腻子没有干透就直接开始刮下
一遍，就会造成腻子干后，墙面
表层开裂。
整改建议：抹灰层开裂，采
用切割机切开凿除裂缝处，
重新
抹灰。如果是墙面水泥砂浆裂
缝，应贴防开裂钢丝网，抹灰后
表面应平整无空鼓开裂现象，
然
后再重新粉刷墙面。
问题七：卫生间排水管松动
如果卫生间排水管松动不
在使用前解决，在使用中会造成
漏水或出现异响。
整改建议：固定排水管，直
至稳固，并尝试灌水，检查是否
会发出异响。
（来源：
腾讯网）

擦力，能够达到防滑的效果。有
些品牌的抛光砖在表面有水的
情况下依然防滑。
五、亚光砖不易清洁
一般来说，亚光釉面砖相对
亮面砖容易吸脏，但不会渗到釉
面内，用常见的清洁剂就可去
除。实际上大部分亚光砖表面
的釉层都经过特殊处理，耐磨、
防滑、不吸脏、易清洁。
六、铺贴瓷砖不留缝
为了追求美观，一些消费者
铺贴瓷砖时喜欢采用留细缝甚
至不留缝的办法。这样铺贴后，
因受到热胀冷缩、潮湿、干燥等
因素影响，瓷砖可能会拱起甚至
开裂，破坏装修效果。其实室内
装修时留缝是必须的，一般墙面
的砖缝需要 2mm，地面的砖缝
需要 3～5mm。
七、白水泥填缝
以往人们在进行室内装修
时，无论是地面还是墙面的瓷砖
间隙都使用白水泥进行勾缝。
但是用白水泥填缝后会产生龟
裂、变色、脱落、返碱等现象，所
以应使用专业的填缝剂进行勾
缝。
（来源：
腾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