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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 讲 堂讲 堂 行业 资 讯资 讯

为了节省预算，很多人进行
装修设计都选择不找设计师，全
程靠自己摸索，装修完了就觉得
自家的装修徒增了很多的装修
成本。而且对一些利于日常生
活中的一些装修小技巧也完全
没有涉及，再次改造又很麻烦，
费时费力。

装修要想少犯错误，就需要
了解装修流程，注重装修工艺和
材料选择，选择正确的装修模式，
注意装修中的那些隐性成本，才
能更省钱。

一、关于材料和家具的选择

墙面尽量使用乳胶漆，不要
选择壁纸。乳胶漆后期好维护，
相对于壁纸来说更要节省预算，
壁纸粘贴时需要使用胶水，甲醛
危害大。

瓷砖的选择不要当冤大头，
普通的瓷砖就可以。不过卫生间
瓷砖选购要精挑细选，选择密度
大、质量好的。卫生间瓷砖用得
差了，吸水性就差，容易有异味。

二、厨房设计

开放式厨房的油烟问题非常
严重，不太适合中国人的饮食习
惯。可以考虑半开放式厨房，结
合折叠式滑动玻璃门，更美观还

能隔绝油烟问题。
一定要买大功率吸油烟机，

不会花很多钱，但是体验会有很
大提升。

厨房最好设计斜面，以便日
后清洗，否则日后打扫收拾厨房
真的很崩溃。

三、卫生间设计

马桶旁边后悔没有预留电源
插座，没有办法体验智能马桶。

后悔装了浴缸，占地方+不好
清洗，后期容易变成摆设，淋浴还
是适合大多数家庭的。

很遗憾卫生间没有干湿分
离，打扫起来很麻烦。

四、客厅设计

最遗憾的是客厅插座安装少
了，家里到处都是插板，不方便还
不美观。需要提前设计规划足够
的插座点，以满足使用的需要。
点位设计要结合个人生活习惯和

需求来设计。
如果插座在客厅的位置和后

来买的家具大小不匹配，会很麻
烦。所以需要提前规划家具大小
和插座安装，对日后的日常生活
提供很大的便利。

地板颜色选择要稍浅，这样
不易见灰，更耐脏。

五、餐厅设计

餐具柜和餐桌的组合非常实
用。餐桌是用来吃饭的，不是用
来存放东西的，观察了很多人家
的餐桌，摆满了零食水果甚至很
多杂物，看起来很乱。安装餐具

柜，把东西放在合适的地方，解放
了餐桌的功能。

餐桌旁可以预留插座，方便
家人以后吃火锅。

大圆桌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不
太适用，非常占用空间，人口少的
家庭建议不要选择。

六、卧室设计

卧室要做足够多的储物柜，
提升收纳空间。衣服每年都在增
加，没有断舍离的习惯，衣柜会越
来越小。

衣柜最好装个开门感应灯，
方便找衣服。

卧室空间大，可以考虑做衣
帽间。衣帽间的柜子尽量不要开
着，容易进灰。

卧室的衣柜门不适合做玻璃
门。通常我们看到的装修效果图
里衣物摆放整齐，美观简洁，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衣物摆放远远没有
那么整齐，会影响整洁度。

（来源：凤凰网家居）

对于很多人来说，在睡前刷
刷手机、看看书都是常做的事情，
如果一直躺着看书、玩手机，对眼
睛和身体都不太好，所以靠着床
头背板看书、玩手机，就会舒服很
多。今天分享一些布艺、皮质和
实木的床头背板设计给大家，看
看你喜欢哪一种吧？

床头一

布艺床头背板是比较舒适
的，当我们洗完澡之后，躺在床
上，靠着布艺床头背板，看看书、

刷刷手机，非常舒服。
但是布艺床头背板有个最大

的缺点就是不耐脏，容易积灰，如
果家里有小孩，也容易被涂画，需
要多加注意这一点。

床头二

皮质的床头背板对比布艺
来说，就会更加的耐脏一些，而且
大部分污渍可以擦干净，舒适程
度也是差不多的，就是更贵一些。

一般皮质的床头背板出现在
欧式风格的床上，比如我们常说

的软包靠垫，就基本上是皮质的，
款式更为大气、奢华。

床头三

实木的床头背板可能是最为
常见的了，毕竟现在大部分的屋
主都会选择木床，简约风、北欧
风、日式宜家等风格里的床，大部
分都是木质的。

实木床头背板在舒适程度
上肯定没办法和布艺、皮质的对
比，需要加上枕头、抱枕等辅助。
但在耐用度、耐脏性上，可以说

是完胜。
床头背板通常都是和床连在

一起配套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家里的风格和需求来选择床
和床头背板。

这三种不同材质的床头背
板，你更喜欢的是哪一种呢？个
人觉得实木的会好一些，耐脏又
耐用，虽然舒适程度不够，但可以
通过抱枕、枕头等组合出布艺、皮
质床头背板的效果，抱枕和枕头
就好清洗多了。

（来源：搜狐焦点家居）

网红小家电多是精致小巧、多功能
集成，迎合了人们紧迫的需求，常常一上
市就受到人们的热捧。但是，市场监管
机构发布的质量抽检结果显示，一些网
红小家电产品质量堪忧。消费者组织发
布的比较试验也提示消费者对于此类产
品应按需选购。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的
《关于2020年电商领域旅行箱包等18类
消费品专项监督抽查情况的通报》内容
显示，抽查的15批次厨房机械产品中，有
10 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发现率为
66.67%，不合格项目涉及结构、标志和说
明、稳定性和机械危险。记者查阅不合
格产品汇总表，发现这不合格的 10款产
品均为榨汁机、料理机产品，其中又有 8
款是时下风靡的便携式榨汁机。其中标
称的生产企业既有“广东顺德十年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名点工贸有限公
司”这样的“无名企业”，也有部分知名企
业，产品不合格项目多是结构问题。

疫情催热了各类具有高温蒸汽消
毒功能的蒸汽产品市场，但是前不久陕
西消费者协会对 13款蒸汽拖把进行比
较试验发现，这 13款蒸汽拖把在各项指
标上都达到了标准，但是有 3款样品未
能满足其在电商网站上宣称的蒸汽出
口温度标称值，涉嫌性能虚标。而前述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的质量抽
查结果也显示，抽查了 19批次织物蒸汽
机产品，其中 4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
发现率为 21.05%。不合格项目涉及标
志和说明、稳定性和机械危险、结构，而
这 4批次不合格产品就是时下的网红产
品——挂烫机。

对此，奥维云网总裁郭梅德分析指
出，网红小家电往往是依靠事件提升市
场热度，依靠颜值吸引消费者关注，技术
门槛并不高。现在有些企业往往是跟风
生产，看到市场上什么产品热销就会通
过贴牌等形式向市场快速投放产品，但
是在这一过程中又不注意对于产品标准
的研究和产品质量的把控，造成抽检结
果不如人意。

2020年 6月，佛山市消费者委员会
公布对于破壁机的比较试验结果时指
出，与传统的豆浆机、料理机、榨汁机相
比，破壁机价格更贵，转速更快，功率更
高，通常号称能“打破细胞壁”“出渣更
细”“无须滤渣”。最吸引消费者眼球的
宣传就是“打破细胞壁”，即通过刀片高
速旋转瞬间击破食物细胞壁，释放植物
内部营养物质，故产品取名“破壁机”。
但试验结果显示，2款搅拌机破壁率分别
为 35%和 29%。因此并不是只有破壁机
才能“破壁”，搅拌机也能“破壁”，甚至牙
齿和胃酸都能破坏某些细胞壁。所以并
非只有破壁机才能“破壁”，不过破壁机
确实出渣更细腻。

对此，广东省佛山市消委会提醒消
费者，按需选购，不必神化“破壁”概念，
如果只制作豆浆或榨汁，购买豆浆机或
榨汁机就可以了。佛山市消委会也建
议企业不断完善产品功能、增强责任意
识，杜绝虚假和夸大的广告宣传;建议相
关单位加强研究，完善和健全目前破壁
机关于“破壁”等功能和概念方面的评
价标准。

（来源：腾讯家居）

你喜欢怎样的床头背板？

装修中的隐性成本竟然这么高，一看吓一跳

床头1 床头2 床头3

买网红小家电
下单悠着点儿

房屋买卖、出租、转让靖江最佳平台

80元/天
联系地址：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东二楼220室 电话：8４８５２６７８窦燕

场广信产房江靖 息

车站路门面房（上海城旁）出租，另常
太路（新渔婆菜场旁）门面房、仓库出
租、亦可做冷库。15189939188

门面房仓库出租

江平路宝达菜场 1底 4层商住两用门
面房，双证，288平米 138万。联系电
话：13092219268

门面房出售
靖江市中医院附近，5间门面房一至二
层，面积 500平方米左右，适合洗浴中
心、药房连锁、美容美发、教育培训、品
牌店铺、商务办公、批发零售等，有停车
位。18052628898

门面房招租

宏源地产房源信息 儒房地产房源信息马洲信息
康宁路、人民路路口，全新办公用房，办
公设施齐全，通风采光好，配有内部停车
场。联系电话：13961002364叶经理

办公用房出租

出售门面房套房出售
出售新江海套房，126平方米，全新
装潢，拎包入住。13952642642（非
诚勿扰）

阳光国际朝北门面房，一间三层 153㎡
出租中，入手就收租。售价328万元。
电话：13305260069

城中小学对面140㎡89.8万元
康宁明珠电梯房82㎡86.8万元
靖安苑115㎡49.8万元
靖安路华立公寓105㎡45.8万元
靖南新村110㎡59.8万元
外运公司宿舍100㎡有学位89.8万元
电子公寓105㎡59.8万元
人民公园附近有院子100㎡59.8万元
康复中心附近70㎡精装29.8万元
渔婆菜场附近90㎡55.8万元
宏昌新村二间三层简装188万元
城南园区兴业路厂房出租，
第四层1300㎡出租22万元/年，
第五层650㎡出租11万元/年；
另多层厂房第二、三、五层，
2500㎡出租均42万元/年。
联系电话：15261039175

振达小区123㎡80万元净得
中虹花苑90㎡带租出售145万元
中虹90㎡精装2022年学位145.8万元
中天东区134㎡精装有学位156.8万元
中天120㎡有学位156.8万元
华侨新村116㎡92.8万元
凯旋国际105㎡精装有学位182.8万元各付
春江花城125㎡有学位148.8万元
水岸华府125㎡精装有学位179.8万元
新天地一期110㎡有学位168万元
御水湾二期90㎡精装138万元
御水湾二期115㎡169.8万元
碧桂园一期126㎡精装166万元
城南大院110㎡80万元
城南大院130㎡有地暖98.8万元
万科一期127㎡毛坯带车位205万元
联系电话：刘店长13805261523

中天西区135㎡精装188万元

中虹花苑143㎡精装229.8万元

新世纪壹号101㎡毛坯126.8万元

碧桂园一期143㎡精装208万元

启航新村两间三层89.8万元

长虹花园90㎡毛坯98万元

恒天75㎡精装72万元

万科大平层181㎡毛坯318万元

万科二期3+4毛坯160㎡358万元

中梁别墅224㎡毛坯728万元

新江海花园95㎡高装103.8万元

御水湾一期143㎡精装有学位218万元

联系电话：138014754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