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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消费者
越来越注重生活品位的提高，家具
在讲究实用的基础上，其艺术价值
和审美功能也日益凸显出来。对现
代人来说，家具不仅是一种实用品，
更代表了一种生活态度。家居卖场
款式众多，但“配不上”“没效果”却
让不少怀揣“装修梦”的消费者对家
中的最终装修效果留有遗憾。于是
全屋定制应运而生，其个性化的定
制理念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认可。

全屋定制是什么？

全屋定制是一项家居设计及定
制、安装等服务为一体的家居定制
解决方案，全屋定制是家居企业在
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根据消费者
的设计要求来制造的消费者的专属
家居。全屋定制的最核心部分，是
作为整体家具的升级版，在个性上
有着更高的要求，设计出来的家具，
完全符合消费者个人风格和生活品
位。

全屋定制家具包含哪些内容

从空间上区分，分为玄关家具、
厨房家具、客餐厅家具、卧室家具、
功能房家具、卫生间家具。

从功能上区分，全屋定制家具

包含：家装门、玄关（鞋柜、斗柜、衣
帽柜等）、整体厨房（橱柜、门、灶、电
器、中岛台、厨房酒柜等）、整体餐厅
（餐桌椅、餐边柜、餐厅酒柜等）、客
厅(电视柜、书柜、沙发、茶几、博古
柜等)、卧室（衣柜、电视柜、梳妆台、
床头柜、书柜、展示柜等）、书房（书
柜、书桌、电脑桌椅、地台柜等）、阳
台（阳台柜、榻榻米、地台柜、洗衣柜
等）、卫生间（整体浴柜、马桶、浴缸
等）、儿童房（儿童衣柜、书柜、书桌
椅、床头柜等）。

全屋定制的优点

1.个性化定制风格统一颜值高
很多人在选购家具时总是拿不

定主意，一会儿想要装成简洁的北
欧风，一会儿又想要美式乡村风格
的。然后就开始奔波于各大家居市
场，开启买买买模式，但大家有考
虑过这些家具是否适用于房子的户
型呢？能保证我们的搭配不会出错
吗？而全屋定制可以根据家里的装
修风格，选择更合适的板材，款式
以及颜色，从而让家具与装修协
调，风格更贴切合拍，还能根据用
户的个性以及生活习惯量身订制，
充分体现其独特的品位以及生活态
度。

2.空间利用率发挥到极致
在现代生活中，虽然人们的生

活水平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在不
断地提高，但是这个上涨的速度远
远落后于房价上涨的速度，在寸土
寸金的城市中，对于绝大多数消费
者来说，都是希望将家里的每一处
空间都能够充分合理地利用起来。
但是小户型的房子在空间利用上或
多或少的存在些问题，如凹凸位，转
角位，横梁等，而标准化传统家具根
本无法满足需求，而全屋定制家具
就能够完美地解决这些问题。全屋
定制更能充分地发挥设计的想象，
让小户型充满“大智慧”。避开墙角
立柱，定制u型橱柜；遇斜面楼梯角，
巧变工作读书角；墙面有凹位，定制
电视柜；这些案例无不验证全屋定
制的空间利用率之高。

3.简化装修流程
现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特别

是上班族们，能够自己支配的时间
更是少之又少，新房装修如今已经
成为都市白领头疼的一个问题，难
得有清闲的时间，赶上家里要装修，
还得奔波在各种建材家居市场中东
拼西凑，货比三家，需要购买和操心
的东西太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不说，有时候作为外行还经常受
到欺骗。全屋定制能够给消费者提
供咨询、设计、销售、安装、售后的一
站式服务，一体化的设计，工厂化的
制作，让消费者不用再东奔西跑，节
约了大量的时间，大大简化了整个
装修流程，真正做到全方位让客户
省心省力省时。

全屋定制的缺点

1.定制周期长
定制家具的最大缺点也是最明

显的特点，那就是不能够及时拿到
家具产品，而且必须提前预订，其生
产周期一般都要用月来计算。越是
大型的家具或者是成套的家具定制
越需要非常多的时间。有一些急性
子的朋友就不太能够接受这种所谓
的“定制时期”。

2.产品做工质量衡量问题

由于定制产品没有标准的生产
流程，所以质量需要用户自己监管，
产品的材质、五金件、配件是否都与
事先预定的吻合，以防黑心商家偷
梁换柱。小编建议用户选择知名品
牌，质量得到保障的同时，日后的售
后也会更加靠谱。

3.售后问题
众所周知，置办定制柜与买成

品柜不一样，成品柜不喜欢了搬走
即可，而定制产品是根据每个客户
家的具体户型情况和喜好定制，一
旦出了质量问题想换掉，那就是大
工程了。

4.成本问题
全屋定制成本相对高一些，一

整套的全屋定制家具会比木工师傅
做价格要高上5%～15%左右。

5.环保问题
很多人认为定制卖的是创意和

设计，一些小型定制家具企业就开
始钻空子，只宣传设计新颖，而弱化
了自家板材的单一性和环保标准。
但实际上，定制家具的环保标准、健
康指数才是最关键的。更有一些企
业，店面里展示所用的板材还不错，
等用到消费者家里的时候，板材可
能存在货不对板的现象，环保指标
没有保障。

定制家具材质选择建议：主体
定制板材可选择大生态板类，相对
环保很多，带花纹的柜门通常都属
于密度板，与柜体选材不一致，可以
选择铝合金材质的，柜子的背板结
构允许时可以选择不装背板用壁纸
替代，必须依靠背板做固定支撑就
选择与主体板材一致的生态板，抽
屉底板与背板也是，踢脚线、门套、
窗套同上。总之，家装要远离密度
板。

定制家具虽然是一匹“黑马”，
但是转战定制市场的企业却未必都
已成熟，尤其在质量的把控方面。
小编提醒消费者在选择定制家具时
要擦亮双眼，要挑选水平足够以及
责任心强、售后有保障的公司。更
应该根据自身需求，合理定制。

（来源：腾讯网）

全屋定制的优缺点

卫生间面积虽小，但功能颇
多，在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装修卫生间需要注意的
细节也非常多。不管哪里出现
问题，都足够扰乱生活，让人崩
溃。那如何避免出现致命错
误？大家需要牢记以下七点。

1.防水

首先是地面防水，涂层必须
均匀，厚度要大于1.5mm。同时
墙角、墙边、下水道与地面之间
等死角要特别注意，不能漏刷。
墙壁四周侧墙严格意义来说，只
要是淋浴器能喷到的地方都需
要涂防水层，如果做到墙的顶部
则是再好不过了。

2.闭水试验

防水工程完工，等到防水涂
料的涂层完全凝固后要进行闭
水试验。首先把地漏和管道口
周边封堵住，在卫生间门口砌一
道至少 20cm高的墙，然后开始
蓄水，深度在20cm之上，做好水
位标记。24小时后检查墙面、
地面是否有渗漏现象，如果渗
漏，则需要找到漏点及时维修，
避免日后出现问题。

3.地面坡度

卫生间作为用水最多的地
方，排水功能也不能忽视。

卫生间的地面标高应比室
内设计低，同时地漏又应该是卫
生间的最低处，以便积水直接流
到下水管道。卫生间回填、找平
时，应以地漏为中心向四面辐
射，找准坡度，用刮尺刮平，抹面
要求平整，表面无坑、无缝隙，不
起沙，以不积水为准。

4.地漏

地漏连接下水管道，是室内
唯一和外界相通旳排污枢纽，地
漏虽小，但责任重大。

地漏要根据下水管口径搭
配购买，然后确定好地漏的位
置，地砖向地漏铺出坡度。安装
时要先取出地漏芯，避免杂物掉
进地漏芯造成损坏。

考虑到日后维护、更换等问
题，在填充水泥砂浆时不能直接
用地漏，可以先用牛皮纸或其他

坚挺的材料卷成与下水管相匹
配的圆筒，与下水管对接。

5.防滑瓷砖

卫生间用水多，地面容易湿
滑，因此要选择防滑瓷砖。如果
防滑性能不够，就很容易打滑摔
倒，特别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更
需要注意。

如何判断瓷砖的防滑性
能？主要看吸水率。一般来说，
瓷砖的吸水率低，代表其内部稳
定性越高，也就越适合在潮湿、
水分多的空间使用，并且不易产
生黑斑。检验瓷砖吸水的常用
方法是在瓷砖背面倒水，渗透速
度慢甚至不渗水的瓷砖质量较
好，反之则是次品。

6.插座

卫生间会用到很多电器，洗
衣机、热水器、吹风机等，因此，
一定要预留好足够数量的插座，
并且提前规划好位置。

像洗手台旁的吹风机插座、
淋浴器旁的热水器插座，以及洗
衣机的位置，甚至是智能马桶旁
边都要考虑到。

除此之外，不管预留多少插
座，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做好防
漏电措施。卫生间水汽大，没有
防漏电设施，极易发生用电事
故。防水盒就是不错的选择，平
时将插座扣在里面，使用的时候
再打开。

7.通风

卫生间有窗户能够自然通
风最好，如果没有或者窗户太
小，通风作用不明显，那么一定
要安装一个功率大、性能好的排
风扇用来换气。

需要注意的是，安装时要注
意观察是否有通风管道，并且要
确认好排气管道连接到楼房公
用排气道，并且是密封状态，确
保入住后不会出现气体反流的
现象。

卫生间装修，一定要做好充
足准备，确保各方面不会出现问
题，并考虑到家人的生活习惯等
各种因素之后，再动手不迟。

（来源：腾讯网）

卫生间装修七大常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房子是一
辈子的事，毕竟耗费半生的金钱投
入，唯有装修得称心舒适，才对得起
自己的付出，入住也安心。但很多
业主平时较忙，甚至是在外地工作，
装修时根本没办法天天盯着。还有
些业主即使到场，却不知道要关注
什么节点，这样只会给装修留下隐
患。那么，装修时哪些节点是我们
业主必须要到现场的呢？跟小编一
起来看看吧。

开工交底

开工第一天，业主、设计师、项
目经理、工程监理和相关施工人员
都会到现场，除了进行开工仪式外，
最重要的是对业主、项目经理和施
工人员进行项目图纸的交底。

在此交底过程中，如遇不明白
的地方，一定要及时沟通，以防后期

施工完返工。要检查施工所需水电
是否正常；现场是否存在问题（比如
地漏堵塞）；现场施工工艺的确认
（比如木工制品的造型）；现场达成
书面共识，双方签字确认。

材料验收

每一阶段施工前，工人都会将
材料进场，对照预算单的材料（一般
为水管、线管、电线、水泥、沙子等），
业主需仔细核对是否与合同上一
致。

主要核对材料的品牌、数量、型
号、质量等等，前期验收完签字确认
后，才可施工。

水电验收

水电是整个装修中的隐蔽工
程，是重中之重，水管电管都是预埋
在墙内，直接关系到以后的使用是
否安全及便捷，如果入住后才发现
要改造维修就很麻烦了，也给楼上
楼下邻居带来很多不便。水电管布
线应横平竖直，严格按照施工要求，
避免发生事故。

防水验收

防水也是施工中的一大重点，

如果没做好，邻里关系相信也会变
得非常紧张，漏水严重还会危害到
居住者的安全，所以在做瓦工贴砖
前一定要做 24小时闭水试验，地面
最高点水不能低于两厘米，楼下观
察有无漏水现象方鉴定是否合格。
如果不放心可做两次蓄水试验，认
真观察有无漏水现象。

吊顶验收

吊顶除了可以遮挡顶部空调、
管线等设备不完美物体，也可丰富
室内美观度，起到保温、隔热、隔声、
吸音等作用。因此对于吊顶完工验
收，一定要仔细检查龙骨、吊杆、连
接位置是否正确，有无松动，材料是
否真实。

表面无错位，宽窄均匀，阴阳角
收边方正，装饰线割向正确，金属吊
顶则要看层高是否合理，边缘是否
整齐，有无漏缝等等。

墙面验收

墙面验收看似没什么东西，但
其实不然，其装修形式也很多，比如
墙纸墙布装饰、硅藻泥装饰、乳胶
漆、软包等等，众多方式打造不同效
果。对于墙纸墙布装饰的墙面应该

看墙纸拼缝是否准确，注意不得有
气泡、空鼓、裂缝、翘边、褶皱、斑点
等，斜视应看不到胶痕。

乳胶漆装饰的墙面，要看表面
是否平整、反光均匀，无空鼓、起泡、
开裂现象。软包装饰的墙面，要看
软包工程的龙骨、衬板，边框是否牢
固，无翘曲，拼缝平直才好。

地面验收

对于地面是否平整，一定要找
地平，否则出现误差，对后期铺设地
板或者瓷砖都有很大影响，瓷砖拼
花要看地板花色是否均匀，留缝宽
度是否合理。

木工验收

木工验收主要是工作完成后检
查是否存在破损、橱柜开关是否合
格。验收点的关键在于做工，手艺
是否真的到位，边缘、表面处理这些
细节不容忽视。

木工的正确做法应是直平，不
论水平还是垂直方向，检查弧度圆
度是否顺畅，多个相同造型也应保
持一致。一般木工涉及窗套、门套、
玄关、橱柜等等，都要检查到位。

（来源：腾讯网）

对于装修，瓷砖是一个必备
的原材料，很多人在家庭装修的
时候都会选择铺贴瓷砖，这样可
以使我们整个家看起来更整
洁。瓷砖品牌款式众多，很多人
不知道如何才能选择到合适的
瓷砖。今天小编就为大家介绍
有关厨卫瓷砖的相关知识。

厨卫瓷砖如何选购？

1.横切面

我们在选购瓷砖的时候能
够看到瓷砖的横切面，店家一般
都有碎掉的瓷砖，如果横切面很
光滑，比较细密，就说明这个瓷
砖质量很好。

2.防水性

瓷砖的好坏之分还体现在
防水的性能上，我们拿一块瓷
砖，翻到背面，然后倒上一杯水，
看水的渗透速度，水的痕迹跑得
越慢说明这个瓷砖密度越高，也
就越好。

3.图案

选购瓷砖的时候首先要观
察，表面有没有突起之类，釉面
是否光洁，有没有颜色深浅不一
样的现象等。同时，好的瓷砖图

案比较细腻，没有错位、漏色的
现象出现。

4.听声音

判断一个瓷砖的好坏还有
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就是听瓷
砖敲击的声音。用一只手捏住
瓷砖的一角，另外一只手敲击瓷
砖，如果声音比较沉闷，则说明
瓷砖不好，如果声音比较清脆，
就说明这个瓷砖质量比较好。

厨卫瓷砖什么好？

目前在厨房卫生间里用得
比较多的材料还是防滑瓷砖或
通体砖，既经济又实用。提醒大
家在装修厨房选购材料时要充
分考虑防潮功能。

在厨房地面沾有油渍时，可
以用一般的清洁剂和金属丝擦
洗，不会在地面上产生任何细小
划痕或者污浊。

潮湿的厨房地面建议尽量
少用或不用天然石材，虽然这些
石材坚固耐用，华丽美观，但是
天然石材不防水，长时间有水点
溅落在地上会加深石材的颜色，
变成花脸。如果大面积打湿后
会比较滑，容易跌倒。

（来源：腾讯网）

装修时，要先贴墙布还是先铺
地板？这和业主装修有着重大关
系，但是只要是细节各方面能处理
好，谁先谁后都可以的。

一、先贴墙布，后铺地板

优点：这样墙布可以到底，踢脚
线可以很好地压住墙布，墙布底边
不会发生裂边、上翘的可能，更美
观。

缺点：切割和搬运等操作过程
容易碰伤、碰破墙布，修补困难。不
但会影响效果，还会耽搁工期，还有
就是铺地板时容易把墙布弄脏。

二、先铺地板，后贴墙布

优点：铺地板动作会比较大，包
括搬运、施工等。难免会有灰尘，弄
脏墙布不好清洁，先铺地板的话就
都避免了。

缺点：布由线织成，收边不完美
就会影响整体效果，如果用胶水，胶
水落在地板上不好打理，不便于施
工。同时地板已经装好了，墙布的
收边就尤为关键了。

专业的做法是：先铺地板，
后贴墙布

原因有以下几点：
1.墙布遇阴角就可以收边；
2.贴墙布时带上薄膜或旧墙纸

去，所以不会弄到地板上；
3.有一些踢脚线做好后，要刷

一层清油，对墙布有腐蚀危害；
4.铺地板的时候可能会碰到墙

布，出现破损不太好补；
5.有些铺地板的师傅不太注

意，脏手摸到墙纸上，影响美观。
（来源：腾讯网）

装修应该先贴墙布还是先铺地板？

装修需要注意的关键节点
厨卫瓷砖怎么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