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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流程

即将装修的业主不妨问自己如下几个问题：

选装饰公司→主体拆改→水电改造→木工泥工→漆工→厨卫吊顶→橱柜安装→木门安装→地板铺设→

壁纸铺贴→开关插座安装→灯具安装→卫浴五金安装→窗帘杆安装→家具进场→厨电安装→软装配饰

1. 对于装修流程，我了解多少？
2. 对建材家具的选购和安装布置知识的储备，我是否已经足够？
3. 在选购建材家具的过程中，随时面临价格陷井、质量陷井、商家的促销陷井，对此，我是否有足
够的应对方法。
4. 对装修设计方案不满意，是否在已经开工的情况下推倒重来？
5. 装修公司延误工期怎么办？
6. 装修施工中碰上梅雨天或者严寒的气候对施工质量是否有影响？
7. 装修施工过程在现场需要注意哪些工人容易做手脚的工程？
8. 施工工人偷工减料、偷懒耍滑怎么办？如何与他们打交道？
9. 装修过程中存在哪些隐蔽工程我了解多少？

这样的问题不一而足，看完这些问题，也许对装修跃跃欲试的人就轻松不起来了。但看到问题、
看到困难并不意味着我们就畏惧困难，裹足不前了。总之，战略上藐视，心理上重视，有了足够的
心理准备后，让我们开始着手装修自己的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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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 项目名称 单价 数量 总价 材料 说明

预算表

 日期   类别    明细    数量    单价    应付款项    已付款    余款    合计    备注 

装修记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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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墙面装修

地面装修验收 

给排水装修情况验收

电工程装修验收

木工工程装修验收

门窗安装验收

设计师电话                        工长电话                      监理电话    

 开工期     预完工期     完成情况    未完成原因   问题与解决  

放线

电线布管

吊顶

门窗

水路改造

抹灰

踢脚线

卫生间墙地砖

厨房墙地砖

客厅地面

主卧地面

保洁

                                提示注意
须检查墙面的颜色是否均匀、平整，是否有裂缝、颜
色是否均匀 ; 尤其检查承重墙与楼板，看是否有受重
裂缝或贯穿性裂缝。如需要更精确地检查，可在晚上
使用高瓦数的灯泡 (200W)，放在墙上，墙壁情况就
更加一目了然了。
在铺贴地板和地砖后，容易因施工不慎而刮花或损坏
表面。因此，在验收地面装修时，首先需要对地面外
观进行检查，看是否有色差、裂缝、缺口等问题出现。

给水工程检查要注意检查其质量以及通水情况。验收
时须注意检查龙头、阀门、水表等的质量和安装位置，
并检查是否正常通水。

电工验收主要包括几个部分：电箱、用电器、开关和
插座的检查，下面是针对客厅和厨房安装的电器开关
插座，卧室和阳台的电表电箱安装进行检查验收。

木工项目一般包括门、柜等木器的制作与安装，木工
细节关系家装工程的成败，所以在木工完工之后一定
得作一个全面的验收。

门窗是连接各房间以及与外界的通道，所以门窗的安
装质量尤为重要。门窗的验收工作主要是通过外观检
查、边框检查、门窗锁检查和开启检查。 

施工进度表 完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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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拆改
主体拆改内容主要包括拆墙、砌墙、铲墙皮、拆暖气、换塑钢窗等等。
拆除工程 : 拆旧 ( 拆除原来所有的装修 )、拆墙 ( 拆除砖墙和混凝土墙 )
基础工程 : 新砌墙、砌粉管道、墙面处理、进户防盗门灌浆

主体拆改的流程
墙面处理 : 如果原来的腻子是防水腻子 , 就不用铲了 , 不平就需要刷一层界面剂后刮一遍腻子找平。
如果不是 , 全部铲掉重新做。腻子刮 2-3 遍就可以了。在墙面开槽的地方 , 应该用石膏封上 , 贴上真
正的牛皮纸 ( 扯不断的 ), 再刮腻子。有空鼓或者裂纹一定要进行处理。

主体拆改的前提
如果居室过多或者是过小的话 , 就要对房屋的主体结构进行重新的改造了 , 因为过多或者是过小的空
间间隔是不科学的 , 不利于居住 , 应该对一些不必要的隔墙进行拆除 , 让整个房屋结构更加舒适合理。

主体拆改的细节
主体拆改的目的是为了让空间更加实用 , 但是对于拆改完以后的垃圾废物 , 一定要及时的清理出去 ,
这样既能够保证室内的清洁 , 同时也是为了施工方便。而且在主体拆改之后 , 成品门就可以随之确定
下来了 , 橱柜、烟机、灶具、热水器等也可以一起确定下来。

主体拆改的注意事项
主体拆改说白了 , 就是先把工地的框架先搭起来。这项施工大家一定要注意 :
1、承重墙是一定不能动的 , 连一个孔都不应该开。
2、在水电改造之前 , 主体改造要基本完成。

水电改造流程
1、按居室设计和客户需求进行水电走向设计。
2、工人按走向进行墙面或地面开槽。
3、埋入管线 ( 包括布线和接好管道 ) 和暗盒。
4、检测电路，对水路进行试压。

水电改造的细节
1、水路设计首先要想好与水有关的所有设备，比
如：净水器、热水器、厨宝、马桶和洗手盆等，
它们的位置、安装方式以及是否需要热水；要提
前想好用燃气还是电的热水器，避免临时更换热
水器种类，导致水路重复改造 ; 卫生间除了留给
洗手盆、马桶、洗衣机等出水口外，最好还接一
个出来，以后接水拖地等很方便 ;
2、橱柜厂家第一次上门的时候最好把改水的施工
师傅约上，当面沟通。施工之前楼上要做好防水，
确保没有水渗到楼下，再施工。
3、水路改造完毕要做好打压实验，火工提醒要用
打压机打到 6 到 8 个大气压，保持 30 分钟，无
渗漏现象。打压测试最好有物业在场，能起到监
督作用 ; 因为有的装修队会在此环节欺骗业主。
4、铺完厨卫地砖后应该放水检查，看看地漏排水
是否顺畅 ( 以去掉地漏上盖后的排水速度为准，
因为大部分深水封地漏都存在排水缓慢的问题 );
如要封闭多余地漏，一定要将排水管和地漏间的
缝隙堵死，防止水流倒溢。

水电改造的注意事项
1、进行以上操作时，主要涉及到开槽，这一般是
石匠的工作。但如果有切割机，水电工也可以方
便地进行。抹平线槽时，又涉及到泥工。所以，
从操作工序上是三个工种的交叉作业，如果你是
自己装修而不是装修公司，那么要注意协调好他
们的交叉作业及相互配合。
2、电线要正规产品，线管、暗盒一定要阻燃的。
因为是隐蔽工程，马虎不得。
3、水路上，水管也要正规可靠的产品。不管是哪
种接管方法，一定要可靠。试压要严格按标准进行。
4、弱电方面的视频线，一定要芯线较粗的双屏蔽
线。电话线、网线也不能马虎。
5、排污管道尽可能用口径大的，避免直角走向。
燃气管从表上接出至灶具和热水器的距离越短越
好，最好不超过 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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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铺设顺序有讲究
6. 贴地面砖应由内向外贴，如地面有坡度或有地漏儿，应注意按排水方向找坡 ; 墙砖应从下向上铺贴，
为美观起见，最底层的砖应后贴。墙砖贴完后再压地砖，遇有半块砖时，应尽量放在下面。另外，一面
墙不能一次贴到顶，以防瓷砖自重较大，引起塌落。
7. 墙砖要充分浸泡
8. 墙面砖有着较高的含水率，在粘贴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特性。贴砖前基层应充分浇水湿润，瓷砖也应在
水中浸泡至少 20 分钟后方可使用。否则，砂浆中的水分被干燥的基层和瓷砖迅速吸收而快速凝结，会
影响其黏结牢度。墙砖也会从水泥里吸收水分，使水泥无法起到粘贴剂的作用。另外，每种品牌墙面砖
的吸水率也不相同，这点要靠经验来掌握。

tisp:“泥工老二”离场，这时候可以约橱柜第二次测量了准确的说，在厨房墙地砖贴完并安装完油烟机
之后，就可以约橱柜第二次测量。

木工泥工
“反常规”地使用材料，比如把颜色艳丽的花墙面砖敲碎了铺在卫生间的
地上，再把素雅一色的地面砖贴上墙，这样看似与众不同，但是专家告诫：
这样做既不科学又不安全，墙砖和地砖是不能混着用的。

贴砖注意事项
1. 地砖墙砖吸水率不同。
2. 室内瓷砖按铺贴地点分为墙砖和地砖。严格讲墙瓷砖属于陶制品，地砖通常是瓷制品，它们的物理特
性不同，两者从选黏土配料到烧制工艺都有很大区别，墙面砖吸水率大概 10% 左右，比吸水率只有 1%
的地面砖要高出数倍。卫生间和厨房的地面应铺设吸水率低的地面砖，因为地面会经常用大量的清水洗刷，
这样瓷砖才能不受水汽的影响、不吸纳污渍。墙砖是釉面陶制的，含水率比较高，它的背面一般比较粗糙，
这也有利于黏合剂把墙面砖贴上墙。
3. 铺前要找平
4. 贴砖前应清理基层，如墙面上有石灰膏、乳胶漆、壁纸等装饰物，或地面上有污物，一定要清理干净，
否则水泥砂浆与基层黏结不牢 ; 另外，如果墙体自身有裂缝，应做妥善处理后才可贴砖，以免日后基本
结构裂缝变大导致墙面砖开裂或脱落 ; 还有，对于平整度或垂直度差距太大的地面、墙面，还要用水泥
砂浆进行找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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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瓷 砖 品 牌
一季度 TOP10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NO.7
NO.8
NO.9
NO.10

简一大理石瓷砖
特地陶瓷
新中源陶瓷 
IMOLA
冠军磁砖
东鹏陶瓷
法恩莎瓷砖
新明珠陶瓷
蒙娜丽莎瓷砖
荣高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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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腻子
在给墙面刷乳胶漆之前，一定要先注意墙上的

腻子。一般来说，家庭装修中墙面的腻子都是要求
做两遍的。第一遍是为了给整个墙面找平，第二遍
则是进行局部的处理和修理。

墙面清理
等腻子干透之后，大家一定要和工人强调的是，

在给墙壁以及天花板刷乳胶漆前，要率先进行一下
墙面的清理工作。把墙面上的灰尘，或者是多余的
腻子扫干净，对墙上出现的裂缝做一下处理，墙壁
以及天花板与木制品的交界处做一下保护，避免家
中其他的木制品被刷上涂料。

刷漆
最后一步的装修墙面刷漆倒是比较简单的。如

果墙面的底色比较浅，天花板以及墙面的涂料刷两
遍即可；如果底色较深，而准备刷的涂料颜色又较
浅的话，就应该根据涂料颜色的遮盖程度多粉刷几
遍。但这并不是说涂料刷的遍数越多越好，如果涂
料刷的遍数太多的话，反而会出现起皮、开裂等不
良现象，所以一般刷两遍乳胶漆是最合适的了。

装修墙面流程及注意事项
装修墙面刷漆是大家在家装过程中非常重视的问题，但是该如何给墙面刷乳胶漆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装修墙面刷乳胶漆的流程以及装修墙面刷漆的一些注意事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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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涂 料 品 牌
一季度 TOP10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NO.7
NO.8
NO.9
NO.10

芬琳漆
立邦漆
多乐士
都芳漆
嘉宝莉漆
三棵树漆
紫荆花漆
ppg 大师漆
美涂士漆
华润涂料

注意事项
无论新房还是旧房，墙面开裂的现象都非常多。

很多朋友都费尽心思想要选一种好的乳胶漆来解决墙
面开裂的问题。曾经小编看到有名牌墙面漆包装上面
写着“抗裂”的功能。许多朋友都被它所迷惑，其实
它的作用并不大。

许多家装的朋友都会认为，购买乳胶漆一般都是
买知名品牌比较好。当然知名品牌的产品的确有一定
的质量保证，但是大家并不能一味盲目地追求品牌。
其实许多普通品牌的产品与知名品牌产品的质量和效
果相差不大，只是在价格上出现很大差异。合理的选
择乳胶漆，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许多人不怕
假货反而担心装修污染。提到装修污染，大家会马上
想到墙面涂料。都认为，涂料当中含有大量甲醛、苯、
VOC 等有毒物质，因此，挑选涂料的时候也十分担心。
但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现在许多涂料的
安全性已经达到较好的水平，大家不必过分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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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卫吊顶技巧
切忌钻太深：另外值得提醒的是，厨卫

吊顶最关键是要在施工过程中把握分寸，固
定钻孔时，不要钻太深。由于钻太深，可能
会破坏了原有的防水能力，所以，建议钻孔
时保持 3-4 厘米最为理想。

正确安装顺序可减少震动：正确的厨卫
吊顶安装顺序可减少不必要的震动，浴室内
正确的安装顺序为先装浴霸、排风扇，然后
再做吊顶。千万不要把排风扇或浴霸直接用
螺丝钉安装在铝扣板 上，可用膨胀螺栓直接
吊在顶部的混凝土上 ; 如果排风扇的排气软管
比较长的话，( 超过 1 米 ) 最好让工人将其固
定在顶部，否则，打开排风扇时排气管也会
随之震 动，固定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使用
透明胶带来固定就可以。

厨房吊顶安装正确顺序：先固定油烟机
的软管与烟道，另一端选择好抽油烟机需要
安装的位置，然后安装吊顶，再安装灯，最
好不要将大型灯具直接安装在吊顶上。

根据施工图将板形颜色排好：安装龙骨
时应根据吊顶测量施工图的设计走向确定龙
骨走向，确定好后，在房顶上标明龙骨离距
线和打孔点，电锤打孔，打孔深度不超过 4
厘米，以防打坏墙体内预埋的电线管等。打
孔就绪后，将配套的内胀胀入孔内。根据边
角的高度，把镀锌铜丝锯好，上入内胀中，
根据房间的长度把龙骨剪好，用螺母将龙骨
固定在铜丝上。而铺设吊顶时也应该根据测
量施工图，将板形、颜色依序预备排好，排
板时，扣板应与边角之间严实无缝，并要标
明控制线孔等。

运输堆放时板材要平整搁置：厨卫吊顶 
时购买的铝扣板 、塑钢板或集成吊顶和与之
配套的龙骨、配件应符合产品质量要求，一
定要检查是否有弯曲变形。在运输和堆放过
程中，板材要搁置平整，不能受压，并避免
高温和有害物质的侵蚀。龙 骨安装时要平整，
间距偏差应控制在允许范围之内，在安装时，
如尺寸有偏差应先调整后按顺序镶插，不得
硬插，以防变形。

厨卫吊顶安装
1、厨卫墙砖帖好后，通知扣板厂家人员测量。
2、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装置到位。
3、预先买好浴霸、排风扇（集成吊顶不需求）、
排油烟机，其开孔位置与橱柜厂家定好。
4、吸顶灯，若是嵌入式也要买好并拿到现场。
5、确定以上电器的装置位置以便工人开孔。
6、如今大多阳台、厨、卫的窗户的上沿都低
于吊顶的尺寸，请另准备好木工板（或厨柜板）
以便吊顶装置工人给这些部位封边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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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看马桶外观

2）查整体配套
    购买之前测量好自己的坑距，坑距的测
量方式是从墙面开始，到下水管中间的距离，
一半误差不超过三厘米都可以正常安装。

3）掂水箱盖重量
    拿出水箱盖，用手掂一下水箱盖重量。
水箱盖越重，代表它的密度越高，它的瓷化
效果越好，基本上就不吸水。

4）坐亲身体验
    在接触的过程中，要亲身感受接触面的
舒适度。消费者要进行自我的选择。

5）省节水效果

6）冲冲水效果
     将 100 个塑料小球倒进座便器，冲落式达
到 85 个—90 个标准。使用时不会堵塞。

7）压盖板抗压性
    盖板的承重能力一般是 40 公斤，40 公斤
基本上是孩童体重的最高限量。

8）检查三角阀及管道切面
      基本确保坐便器、三角阀、柜子、龙头同
一品牌的制作，全套配备。座便器管道距离要
大，内壁施釉，包括水箱施釉，这样座便器的
吸水率，排污能力会相对好。

2015卫 浴 品 牌
一季度 TOP10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NO.7
NO.8
NO.9
NO.10

和成卫浴
美标卫浴
航标卫浴
恒洁卫浴
乐家卫浴
法恩莎卫浴
欧路莎卫浴
安华卫浴 
TOTO 卫浴
帝王洁具

马桶选择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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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五 金 品 牌
一季度 TOP10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NO.7
NO.8
NO.9
NO.10

汇泰龙五金卫浴
普乐美
天奴五金
雅鼎五金
海福乐
海蒂诗五金
华亿达
意大利西玛
雅之杰
雅洁五金

卫浴五金选购及养护
卫浴五金种类繁多 , 浴缸、面盆、马桶等。
卫浴间五金件常见的有：水龙头、花洒、地漏、下水器、软管、阀门、毛巾架、置物架、镜子等。
五金件的种类通常分为以上四种 : 不锈钢材质、空心铜镀铬、全铜实心镀铬、铝合金材质。

卫浴间五金件常用选购方法 
1、看五金件的材质
卫浴五金件的材质有多种 , 纯铜的为上品 , 结

实耐用 , 外层通常会镀铬 , 手感较重。
2、看五金件的镀层
标准电镀层不仅能使产品表面细致均匀 , 用眼

去看如果表面无起泡 , 镀层均匀 , 即可选择。
3、看五金件工艺
通过严格工艺标准加工的产品 , 不仅外型美观 ,

使用性能好 , 而且手感极好 , 均匀细滑而且无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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橱柜选购与安装

柜体材质优先推荐选择防潮板作为柜体基
材。理由是，现在的新居墙体经过装修粉刷，墙
面多少都会少量水份，橱柜安装后，无法通风，
背板部分就需要防潮性更好的板材。而防潮板浸
即使泡在水中，因有木质长纤维，加上绿色防潮剂，
浸泡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不再膨胀，所以大多品牌
橱柜用防潮板为柜体主要材料，是有一定道理的。

门板材质如果业主对色彩要求高、追求时尚
就可以选择烤漆板的橱柜，不过由于它不耐划刮，
所以需要注意保养和维护。如果对橱柜面板的造
型有较高要求，那就可以选择吸塑板，因为它的
立体造型非常丰富。要是厨房使用率比较高，特
别重视经久耐用性，同时愿意牺牲一些橱柜的美
观性，那么可以选防火板。

台面材质不锈钢容易清洁，但是容易留下刮
痕 ; 石英石耐高温、耐腐蚀，但是有接缝，而且
造价相对来说比较高；人造石的优点就是便宜、
可以无缝拼接。

五金及配饰件在链套厨柜材料中占有重要地
位，它将直接影响厨柜的综合质量。对于橱柜的
正常使用及其使用 " 寿命 " 产生很大的影响。橱
柜五金主要包括有把手、铰链、连接件、滑轨等。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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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橱 柜 品 牌
一季度 TOP10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NO.7
NO.8
NO.9
NO.10

金牌厨柜
志邦厨柜
海尔整体厨房
大诚橱柜
皮阿诺橱柜
欧派橱柜
德意丽博橱柜
佳居乐橱柜
箭牌橱柜
普瑞卡家居

橱柜安装验收注意事项
地柜安装：安装地柜前，准确测量地面水平。安装时如果橱柜与地面不能达到水平，

橱柜柜门的缝隙就无法平衡，安装工人使用水平尺对地面、墙面进行测量最后调整橱柜水平。
地柜之间的连接也是地柜安装的重要步骤，一般柜体之间需要 4 个连接件进行连接，

以保证柜体之间的紧密度。而一些橱柜厂家为了节省安装成本，使用质量较差的自攻钉进
行连接。自攻钉不但影响橱柜美观，并且只能从一头锁紧柜体，连接度不高。

吊柜安装：地柜安装完毕后则可以进行吊柜安装，安装吊柜时，为了保证膨胀螺栓的
水平，需要在墙面画出水平线，一般情况下水平线与台面的距离为 650 毫米，消费者可以
根据自身身高的情况，向工长提出地柜与吊柜之间距离的调整，以方便日后使用。

安装吊柜时同样需要用连接件连接柜体，保证连接的紧密。吊柜安装完毕后，必须调
整吊柜的水平，吊柜的水平与否直接影响橱柜的美观度。

台面安装：由于厨房装修后，会导致原来橱柜平面图的尺寸出现误差，为了减少误差，
一些橱柜厂家在地柜与吊柜安装完毕后的一段时间内再安装台面，这样便于设计师调整地
柜与吊柜安装后可能出现的台面误差，保证橱柜安装数据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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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购厨电产品
厨房低碳生活之吸油烟机：大吸力、免拆洗一个也不能少
作为厨房中必不可少的清洁工具，油烟机的吸力大小一定是消费者在购买时第一个考

虑的条件。一般来说，欧式烟机的吸力会略小于中式烟机，但只要排气量在 11 立方米 / 分
钟以上，即为大吸力烟机，可以满足普通家庭的需求。

此外，清洗油烟机一直是困扰着广大消费者的难题，各路商家纷纷推出自己的“免拆洗”
技术，但是效果差强人意。专家在此特别推荐欧式吸油烟机，其所具有的技术，通过油烟
分离系统、首创的半球型油杯、独特的内凹导油轨道等六大创新设计，全面解决了油烟机
的清洗问题，建议消费者选购此类产品。

厨房低碳生活之燃气灶：大火力不一定是好灶具
在许多消费者的心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个误

区：火力越大的燃气灶就越好。但是火力越大，
就代表单位时间内耗气量越大，因此所谓火力大
又节能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家用嵌入式燃气灶的热流量控制在 3.5kw—
4.0kw 之间，才能使火力足够大，同时热效率也
较高、燃烧充分稳定，达到最佳的燃烧均衡点。

因此，消费者在选购燃气灶时应注意，产品
的热流量（火力）必须大于 2.91kw（国标），
但是不宜超过 4.0kw；燃烧充分度（co 排量）必
须小于 0.05%；熄火保护装置自动闭阀时间应小
于 60 秒。符合这些标准的才是优质燃气灶。

厨房低碳生活之消毒柜：知己知彼才能称心如意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用消毒柜的家庭

会越来越多，但是并非所有人在购买之前都了解
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款式。
专家提醒您，购买此类产品时，应根据家庭具体
情况而定。

厨房低碳生活之电压力煲：安全、快速和品质
电压力煲是一种集合了电饭煲与压力锅功

能的新型炊具，既能煮饭、煲汤又能做菜，一锅
多用是最吸引人的地方。消费者在购买此类产品
时，一定不要被其眼花缭乱的辅助功能所迷惑，
要以安全、快速和品质来衡量一个产品的优劣。



木门的选购及安装注意事项

套装门门套种类及选购注意事项
密度板门套：主要采用密度板表面贴纸做油漆或贴 PVC 膜制作 , 因密度板是用

秸秆纤维加胶水 , 经高压而成 , 故在吸水后会膨胀 , 发霉、变形、在膨胀后其密度大
大降低 , 从而影响了握钉力和使用寿命。

钢门套 : 采用了同钢质门门框的制作工艺 , 门套与门扇无色差 , 由钢板定形而成 ,
表面采用转印烤漆工艺。此类门套大多为单面线条且线条比较单一，安装方法同钢质

门使其失去了钢木套装室内门的本质。

多层板 UV 漆饰面门套：一种新型门套，多层板采用转印木纹，表面 UV 漆饰面
工艺，产品色泽饱满、艳丽，因采用UV漆饰面从而使产品达到使用的最佳状态.不变形、
不开裂、防潮、防热、耐磨、无污染等特点。

多层板贴面门套 : 多层板贴膜 (PVC) 或贴纸
油漆等，由于其表面采用贴合工艺 , 在潮湿干燥
环境。贴面与板材之间易脱落、脱层、出现面层
起泡现象 , 不平整 , 常期使用贴面与板材之间会
产生厌氧菌 , 使材料产生变形 , 影响使用及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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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帘杆选购与安装
选购从了解开始 窗帘杆分类知识

明杆 vs 暗杆
明杆是可以看到杆的颜色、装饰头，装饰

效果突出。因此成为窗帘安装的主要选择。
而暗杆则往往放在窗帘盒里，窗帘盒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房间有吊顶的，窗帘盒应隐蔽在吊顶内，
在做顶部吊顶时就一同完成 ; 另一种是房间未吊
顶，窗帘盒固定在墙上，与窗框套成为一个整体。

单轨 vs 双轨
单轨只能挂一面窗帘，双轨则可以安装两

面，一面安装纱窗，一面安装厚窗帘。

窗帘杆的材质
窗帘杆材质以铝质、铁艺、实木为主，不

同材质产品在价格上差异很大。

铝质窗杆选购
铝质窗杆是市场上常见的窗杆材质，选购

的时候重点看窗杆的壁厚，好的管壁相对较厚要
在 1.5MM-2MM; 其次看拉环的设计，差的窗杆
采用再生塑料的拉环，工艺粗糙。

实木窗杆选购
实木窗杆也比较普遍，颜色多样，按种类

可分透明色和覆盖色二种，基本上要看表面的处
理，是否光滑，油漆是否均匀，装饰头的形状是
否匀称等，实木装饰轨有带消音条和不带消音条
的二种。如果开合较多，建议选择带消音条的。

铁艺窗杆选购
铁艺窗杆表面处理有喷涂，电镀。选购的

时候主要查看喷涂和电镀的质量，安装架的钢板
厚度，和管壁的厚度等。

随着硬装进入收尾阶段，各位业主就要考虑装窗帘等事宜了。为保证窗帘安装稳固，
使用方便，就不能不重视窗帘杆的选择与安装。下面就一起来瞧瞧窗帘杆选购安装注意事项。

做好安装准备 窗帘杆安装不用愁

窗帘杆分为有挂环的和没挂环的。有挂
环的窗帘杆用来直接挂由布带加工的窗帘，
直接把做好的窗帘装上四脚钩往上一挂就
行。而没挂环的窗帘杆主要用来挂打孔加工
或穿杆加工的窗帘。有挂环的窗帘杆在安装
前，需要先组装好。

窗帘杆安装前，首先需确定其安装位置。
即安装高度与宽度。窗帘杆的宽度可以由窗
户的宽度决定，比窗户宽度两边都多出 20-
30cm。窗帘杆的安装高度则有分明杆和暗
杆不同，明杆的安装高度在吊顶到窗框上方
的中间位置，暗杆则在窗帘箱内的顶部，或
侧装在窗帘箱内任意部位。

考虑到固定的牢固性，避免固定件的间
距过大承受不住拉力，需先计算固定孔距，
一般固定件的间隔距离不大于 50cm，然后
画线定位。定好安装固定位置后，就需要钻
孔，填入膨胀螺丝钉。如果是木质基层的，
就不需要钻孔，直接用自攻螺丝钉固定即可。
对于罗马杆来讲，定位打好孔之后，就可以
先固定安装架，然后将杆放置到安装架上即
可。而如果是窗帘轨，则直接将组装好的窗
帘轨用侧码或者顶码固定到墙面或天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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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帘杆安装注意事项
看情况采取不同连接方式
如果墙壁是木板的，只要把安装轨道的螺丝直接吃在木板的确定位置上即可。
如果墙壁是水泥的，需要用电钻在确定位置上打孔，然后把专用尼龙膨胀管敲

进去，再把螺丝塞到专用尼龙膨胀管里拧紧即可。

窗帘挂钩安装注意事项
如果是采用窗帘挂钩固定窗帘的方式，则可以利用挂钩的不同

安装方式，形成不同的窗帘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窗帘挂钩之间的
距离尽量均匀。在实际使用中，可以调节插入插槽的插脚数量，或
者 3 个，或者 4 个 ; 可以调节每两个挂钩之间间隔的挂带插槽数量，
从而可以调整窗帘的有效宽度。

2015门 窗 品 牌
一季度 TOP10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NO.7
NO.8
NO.9
NO.10

雅帝乐门业
圣象标准门
恒成家居
徐家木业
骊住室内建材
及玄关门
美心门
春天木门
冠牛木门
千川木门
柯尚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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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地板选购和安装的注意事项

如何选购地板？
拒绝加色地板：

如今加色地板大量的充斥市场，利用后期修补在板面
着色，在槽口和背面也着色，这样就看不出这是着色板，
色差小，板面漂亮，但是加色地板在铺装以后，由于板面
是修补过的，会发生开裂，爆漆等各种问题，而且如果你
打磨修补，也将是加色脱落。所以选择这种加色地板，大
家可要留个心眼了。

注意槽口和厚度：
这两点也很关键，大家都知道，实木地板标准厚度应

该是 18mm，但市场上有很多 17.5mm 的地板，但我并不
是说差了 0.5mm 地板效果会受影响，关键是 17.5mm 地
板多是厚度不足的板或顺弯板改制的，而顺弯板多数是烘
干不好或应力问题没解决的，这样的地板是危险的，它的
问题在铺装后会显示出来，表现为起拱，瓦楞等，而槽口
长度是厂家另外一个偷工减料的方法，由于地面面积是以
板面宽度和长度来计算的，所以厂家槽口越短，它的板面
就会越宽，无形中就降低了成本。但是地板槽口短了，很
容易产生响声，地板踩上去会发出吱吱声。

注意油漆区别：
现在地板市场上的油漆大致有 2 种——pu 漆和 uv 漆，

在选购地板时一定要问清油漆种类，不要买 pu 漆地板，那
是极不环保的，它的苯和甲醛释放量都很高，漆面寿命很短，
至于 uv 漆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亮面淋涂 uv 漆，一种
是滚涂 uv 漆 ( 一些厂所宣传的超耐磨漆 )。淋涂 uv 漆需要
经常打蜡，漆面寿命一般在 2 ～ 3 年 ( 以发生较大的效果
退化来计算 )；而滚涂只是 uv 漆的另外一种工艺，一般为
哑光效果，表面是麻面状，而至于油漆的超耐磨性一般是
在漆内加入三氧化二铝粉末，这一点是区分普通滚涂漆和
超耐磨漆的重要一点，这一点应让厂家在销售单上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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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地 板 品 牌
一季度 TOP10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NO.7
NO.8
NO.9
NO.10

圣象地板
久盛地板
扬子地板
大自然地板
徐家木业 
瑞澄地板
春天地板
大卫地板
宜华家居
贝尔地板

安装地板注意事项
地面处理不平整容易出现问题：正确预防及施工方法是装修中地面保

持平整地面在，2m 范围内高低差应小于 5mm。
管线不明确容易出现问题：正确预防及施工方法是在安装地板前向安

装工人出示管线铺设图或在管线处作出标识。
地板与地砖之间出现高低差容易出现问题：正确预防及施工方法是在

地板铺装前，询问专业的安装工人得知地板铺设厚度。根据铺设厚度做好
一些地面找平或龙骨铺设的工作。

门套容易出现问题：正确预防及施工方法是在门套安装时，提前与地
板公司联系，预留出地板铺装所需要的高度。

地热地板的选择容易出现问题：正确预防及施工方法是选择正确的地
热地板，最适宜的是多层实木地板，其次是强化地板，实木不适合地热环境。
地热在最初使用过程中每天 5 度的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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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要看太多：先确定好自己喜欢的大概风
格和预算，然后让销售只給你同样风格和预算
内的，如果你什么风格什么价位都看，就是看
三天三夜都看不完。
2、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选：很多人选壁纸都
是没有目的乱看，一会儿看到这个说适合卧室，
一会儿看到那个说适合客厅，看了一天下来总
是把自己搞得头晕脑花，没有任何收获。其实，
选壁纸时最有效的是先确定給某一个特定房间
选，然后看到适合的就拍下来，并在样本里夹
个标记，最后把这 n 个待选方案打开放在一起，
仔细思考这个房间的特色，以确定最合适的。
3、不要妄想一次搞定：除非你是特别随意的人，
一般选壁纸没有一次搞定的，所以去的时候就
要做好准备，带着相机，拍下所有看上的壁纸
的照片（注意选择“微距”拍），在选择其他
搭配材料的时候，拿出照片做对比。或者，干
脆和商家说，把样板剪下来一点随数带着。
4、与商家做好约定，壁纸不开封可以退换：
购买壁纸，需要确定各种花色购买的数量，最
好由商家到家测量需求量，并由商家的人员来
施工，而且在购买合同中应该约定整卷未开封
的壁纸可以退货。一般商家都会同意的，反正
库存量很大的，呵呵。所以，壁纸施工人员来
施工的时候，业主应该在场监督，避免工人壁
纸浪费。省出整卷的壁纸就是钱。

壁纸选购注意事项

选择壁纸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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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壁 纸 品 牌
一季度 TOP10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NO.7
NO.8
NO.9
NO.10

科翔壁纸
瑞宝壁纸
艾仕壁纸
欣旺壁纸
特普丽壁纸
玛堡壁纸
柔然壁纸
爱舍壁纸
美客壁纸
布鲁斯特壁纸

壁纸粘贴施工要点
贴壁纸用胶要注意：壁纸是纸做的大多都比较环保，极少数的壁纸用的油墨有环保问题，但是问
题并不严重。但是铺贴壁纸的过程中要大量用胶，壁纸胶用的不好会产生严重的环保问题。铺贴
壁纸一定要选择专业的壁纸胶粉，专业胶粉，一般是植物根茎提取物，这些胶粉一般是水性的，
用水就可以调制，调制后，无刺激味道，比较象我们以前使用的浆糊。几乎没有污染产生。

壁纸施工验收要点
1、壁纸粘贴牢固，表面色泽一致，不得有气泡、空鼓、裂缝、翘边、皱折和斑污，斜视时无胶痕。
2、表面平整，无波纹起伏。壁纸与挂镜线、饰面板和踢脚线紧接，不得有缝隙。
3、各幅拼接要横平竖直，拼接处花纹、图案吻合，不离缝、不搭接，距墙面 1.5 米处正视，不显拼缝。
4、阴阳转角垂直，棱角分明，阴角处搭接顺光，阳角处无接缝。
5、壁纸边缘平直整齐，不得有纸毛、飞刺。
6、不得有漏贴和脱层等缺陷。
7、所有开关插座面板处应该正确留出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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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插座选购要点

材料分类
开关面板的材质主要有 PC 料、电玉粉、ABS 三大类。
PC 料暂时来说是比较优质的，其次是电玉粉和 ABS 等。PC 材料相比其他两种材料而言，它
的产品具有细腻光滑，触摸起来的手感非常有质感，而且抗压性，抗氧化氧化性，耐热性，
阻燃性都比较理想的特点，所以深受生产商的厚爱。

开关的载流材质
开关的“心脏”虽然不能直接看到，但是也不能忽视。开关载流件材质就是铜片，它就是开
关插座的心脏。消费者会认为这个“心脏”就是黄色的铜片，NO，那是笼统的理解。准确的
来说，一般材料有黄铜、锡磷青铜。导电导热就靠它了。

五花八门的形状
开关插座留给消费者的第一印象无疑就是在外观上面。这好比女士们购物，多数是因为商品
的外包装而做出冲动。
开关插座面板大部分形状是接近正方形（86mm*86mm），造型简约大方，富有厚实的安全感，
通常是白色，在白色墙壁上几乎没有存在感，谈不上点缀装修风格，也不会有突兀影响。
如果喜欢弧线形状的，那么还可以选择一些稍微流动型的产品，这类产品其实是突破下四方
体形状的一个延伸，结构上并没有改动，所以不必担心日后的拆卸问题。
但是大地认为，面板的长度加长了，其固定点必然会增加，如果用料不足，在拆卸时候，很
有可能出现外壳折断或者弯曲。

“铁证”不能少
一个开关虽然不大，但是肩负的重任可非同小可。中国对国产的开关插座产品有强制性的安
全认证，也就是 3C 认证、ISO9000 系列认证等等。不为别的，只为基本的安全保障，希望
各位不要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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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饰灯具的选择

灯的材质：云石灯、水晶灯、布艺灯、陶瓷灯。
灯饰的风格：欧式、中式、美式、现代四种不同的风格。
灯具的位置：吊灯、吸顶灯、落地灯、壁灯、台灯、镜前灯。

空间与灯饰的搭配
1. 客厅：建议最好选用吸顶灯，如果客厅高大，最

好选用吊灯。可以采用落地灯与台灯做局部照明，另外可
以使用卤素光源轨道灯或石英灯集中照明。

2. 餐厅：餐厅是家人聚餐的场所，要求主照明具有
高显色性、高照度的特点。一般采用吸顶灯或餐吊灯。

3. 卧室：营造私密空间。卧室照明的出发点是以总
体照明的主要光源为主，再配以装饰性照明和重点照明来
营造空间气氛。

4. 厨卫：厨卫照明一定要健康实用。顶部中心装上
嵌入式吸顶灯具或防水防尘的吸顶灯。在做精细复杂的家
务，如配菜、做菜时最好在工作区设置局部照明灯具。

5. 洗手间与浴室中安装的主照明灯具可以是防水防
尘的吸顶灯或嵌灯，光源色温应选择冷色调。

如何选购好的灯饰
1. 灯具的色彩应与家居的环境装修风格 相协调。居

室灯光的布置必须考虑到居室内家具的风格墙面的色泽、
家用电器的色彩。

2. 灯具的大小要结合室内的面积、家具 的多少及相
应尺寸来配置。如 12 平方米以下的小客厅宜采用直径为
200 毫米以下的吸顶灯或壁灯。在 15 平方米左右的客厅，
应采用直径为 300 毫米左右的吸顶灯或多叉花饰吊灯，
灯的直径最大不得超过 400 毫米。

3.安全性。先看其质量，检查质保书、合格证是否齐全。
有时最贵的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太廉价的一定是不好的。
很多便宜灯质量不过关，往往隐患无穷，一旦发生火灾，
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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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购家具

首先第一点，看质量报告
在您买家具的时候首先，您看中一款家具，
你要找商家或者厂家索要质量检测书报告，
（注）（今年来好多厂家在网上复制别家的
产品报告，滥竽充数，所以您要看清楚了是
不是真的报告）。

第二点：闻气味
有些家具如果你在看的时候闻到一股材料味
道的话，建议您不要购买了，这些东西对人
损害真的很大，里面含着大量甲醛（严重时
可致癌的物质）买回家放在家里对小孩对人
不说了您应该知道这东西会带来什么。

第三点看材质
看家具上的油漆部分光滑不光滑、平整性、
不起皱、无疙瘩。边角部分不能直棱直角，
直棱处易崩渣、掉漆。家具的门子里面也应
着一道漆，不着漆板子易弯曲，又不美观，
要注意家具的包边是否平整，严实。如果封
边不平的话，说明他用不几天就封边就会脱
落了，里面受潮很快就会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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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家 具 品 牌
一季度 TOP10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NO.7
NO.8
NO.9
NO.10

顾家家居
全友家居
喜梦宝家居
双虎家私
曲美家居
喜临门家具
耀邦家具
宜华家居
芝华仕家具
好莱客衣柜

第四点与自己家庭室内颜色的搭配
与室内背景的协调如果你的居室已装修告毕在购买家具时，要考虑家具的色彩能与

你居室背景协调，将室内背景的颜色与灯光作为主要的搭配方向。比如，如果居室的背
景色调较浓重，那么，一般说，便不宜选择色调深沉的家具，因为色调深沉的家居在背
景色调浓重的空间里会显得感觉更重，且会吸收光线，形成沉重昏暗的室内气氛。另外，
家具的色彩如果过于强烈，则不耐看，容易产生疲累的视觉效果，所以，一般情况下，
选择调和性的色彩更适宜一样。不过，这样的说法不适宜所有的人，因为有人更爱追求
强烈的对比与视觉刺激的效果。

第五点坚持自己的想法
其实家具行业也有很多优点，同时难免有一些瑕疵，很多人一进入卖场以后，很有

可能被第一个或者是第二个营业员讲解所吸引住。因为他们没有自身的导向，你作为一
个社会的人，你工作当中肯定有一定的方针政策，选购家具也是一样不要被别人所影响，
要有自己的导向，逐步达到你的意愿，只有自己满意的家具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家。



软装配饰
1、要注意尺度和比例如果墙面空旷可挂一系列的一组挂画或现在流行的三拼画。        
2、要注意视觉条件。应尽量放在与人视线相平的位置。具体摆设时，色彩显眼的，宜放在浅色家具上。           
3、要注意艺术效果。组合柜中可放个画盘打破格子的单调感，茶几上可放一精致花瓶，丰富整体形象。         
4、要注意质地对比更能突出艺术品的雅致品位。         
5、要足以工艺品与整体环境的色彩关系。小工艺品不如艳丽些，大工艺品要注意与环境协调。  

软装配饰的主要内容：
窗帘：颜色要符合各个房间的装修风格，材质上，越厚越好，厚窗帘可
以起很好的隔热作用，让居室冬暖夏凉。
家纺、床上用品：最好用纯棉制品，当然了其图案也要符合装修风格。
装饰画：别在大建材城买，有很多的小店卖很好的产品。
小饰物：小酒瓶，小瓷瓶，花瓶等。
布艺：比如桌旗、沙发垫、毛绒玩具以及其他一切可以用布制作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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