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厨房早已脱离了“做熟
饭”的原始功能，各种设备和用品
设计时尚、前卫，厨房也因此成了
家庭装修中投入最多的区域。如
果能在这六个方面合理分配装修
预算，就可以打造出一个不留遗
憾的完美厨房。

厨房的地面不可忽视，地砖
一定要选择防滑的材质，因为长
期在厨房做饭、洗菜，或多或少地
面上都会沾上水，所以厨房地面
装修做好防滑绝对不可忽视。厨
房的灯光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
是厨房整体的照明，另一个是洗
涤、备餐、操作部分的照明。厨房
的灯光必须是白色，不然会影响
颜色判断，还应避免使用射灯。

厨房的电路需要注意，因为厨
房天天用水、用火，所以不能有明
线外露，一定要走暗线，以防范火
灾发生，不然后果十分严重，可能
会对家庭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
橱柜的位置在做平面图的时候就
应该在图上标注出来，因为橱柜的
制作需要花一些时间，这些准备工

作都应该提前做好，避免装修时的
麻烦。厨房的吊顶最好采用防水
铝扣板，可以避免受潮变形。厨房
中尽量不要有夹缝，吊柜最好通顶
到天花板，因天花板容易凝聚水蒸
气或油烟，柜顶留间隙不容易打
扫。吊顶高度要适中，太低容易
脏，太高不容易打扫。

有条件可在厨房中央地面安
装地漏，以方便日后对厨房地面

进行清洁。厨房台面的材料很
多，选择的时候不能单纯看价格
和外观，需要全面考虑各种材料
的优缺点。从使用角度出发，不
锈钢台面最常见，易于冲洗；耐火
板实用，但在复杂形状加工方面
有一定局限。 史 凯

上图 为了安全厨房要走暗
线，操作台也显得整洁。

史 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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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这六项 厨房装修不留遗憾

楼房的层高良好会显空间
大，如果天花板没有那么高，该怎
样营造出大空间的感觉呢？家装
设计师的答案很简单：用视觉错
觉可以人为增加空间的视觉效
果。看看设计师们常用的方法，
总有一种适合你。

魔术师善于利用镜子创造虚
假的外观，所以镜子在小户型中
起到的效果是惊人的，比如在房
间中使用全高通顶的镜子，可以
让人产生视觉幻觉——天花板好
像更高了。垂直的壁灯不仅能突
显墙面的高度，其产生的光亮也
会欺骗眼睛，使人觉得房间更
高。在低矮的天花板下选择吊灯
的时候，不要选择那些样式看起
来十分复杂的吊灯。通过低矮的

家具，就能创造出天花板更高的
错觉，可以选择那些专为低矮房
间设计的家具，能产生较为明显
的效果，可利用高、窄且直达天花
板的书架，让你的目光不自觉向
上延伸并产生高度的错觉。

突显厨房天花板高度最好的
办法是，把所有的橱柜堆叠到天
花板下，即使最上方的橱柜你根
本用不到，它起到的装饰效果也
是物超所值的。采用全高的通道
门是一种更加开放的方式，可以
让你的房间显得更高。还可通过
粉刷墙壁，使其跟天花板一样的
颜色，会使人对墙壁和天花板的
位置产生模糊感。

不要害怕在一个低天花板的
房间中做一些大胆的事情，比如

艺术墙，只要不突显低矮的天花
板就行。此外，把窗帘挂在天花
板上，以帮助创造出高度的错
觉。 史 凯

上图 通顶的窗帘能拉高视
线。 史 凯 摄

买了新房子谁都想
好好装修一下，但在盲目
和攀比心态下往往会陷
入预算超支的窘境。

按照目前焦作市区
房价粗略估算，买一套
100平方米的商品房花费
应该在50万元至70万元
之间，现在买房的多数属
于改善性住房和结婚用
房，为了把新房装修得漂
漂亮亮的，看着舒心、住
着开心，拿出房价的20%
左右，也就是 10 万元至
15万元用于装修，一般家
庭还是愿意花这笔钱的。

反 观 家 装 建 材 市
场，因为社会的发展和
经济收入的不断增加，
五金、地板、墙面材料、
灯饰、门窗、管线、家具
等产品，不管是制作工
艺、材质，还是款式、花
色，都有了较大的进步
和发展，相比 10 年前可
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装修业的圈内人
士都说，敢几年不逛建
材市场，一些新产品都
不认识了。

建材行业的快速发
展，让产品供应端呈现了
前所未有的丰富，用句夸
张的话比喻现在的家装
装修：多贵的建材产品都
有，多少钱都能花在装修
上。一入装修深似海，这

种发展走势让人根本无
法追上潮流，也没有实力
去赶这个时髦，寻常百姓
装修更没有必要去凑这
个热闹。

较为科学的装修流
程是，按自己的经济实
力做个装修总预算，确
定好装修风格后，多花
点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建
材市场中的各种产品，
多转转市场，并在同档
次产品中找到性价比最
高的。眼花缭乱的装修
建材和家装产品很容易
让人迷失方向，加上商
家的营销噱头，尤其是
选择自主装修的业主，
一时把持不住就会产生
这 山 望 着 那 山 高 的 心
态，再加上攀比心理作
祟，总觉得别人家用了
自己家也得用上，头脑
一冲动就下单了。装修
最 忌 讳 的 就 是 没 有 章
法，自主装修最怕的就
是没有计划，今天看这
个好就买，明天看那个
好就拉回家，买着买着预
算就超支了。

掌控好预算是装修
的不二法则，尤其要按
照个人经济情况去理智
装修，不盲目别攀比，适
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一些户型的飘窗设计让房间
结构更加有新意，南向房间的飘
窗采光也十分充足，多出来的这
部分空间能喝茶、读书……除了
这些，一些特别的设计还能让飘
窗变成功能区。

购买的房子没有飘窗怎么
办？只要房间的面积够用，可以
凭空改造出来一个飘窗。比如在
屋内窗户下方增加一块区域，抬
高后向左右延展，这种飘窗还能
增加储物空间。再将左右两侧柜
体和台面设计成一体，风格配色
统一，也不会多占用卧室空间，两
侧则可以做成通顶高柜，适当设

置开放格。
如果既喜欢大飘窗又喜欢榻

榻米，这个设计值得参考：可以将
原飘窗向上抬高，让飘窗台面可
以更好地接收明亮的阳光，又增
加了开放式储物空间，同时和周
边区域形成高度落差，打造出具
有日式气质的榻榻米，还可以当
床使用。

将飘窗巧妙地横向扩展，将
面积不大的小卧室空间完美利
用，既实现了拥有一张梳妆台的
愿望，又可将其作为床头柜。台
面打开是一面镜子，内部作为收
纳空间，可以将瓶瓶罐罐全部整

整齐齐地放进去，飘窗的另一侧
则做成开放式收纳。

儿童房特别适合做飘窗，可
以给孩子增加一个玩耍空间。飘
窗光线好，延伸出一个小书桌适
合孩子学习，对眼睛很有好处。
增加的储物空间能收纳孩子的小
玩具、学习用品等。

有些飘窗可以拆除改建，但
这样做之前请一定询问楼盘开发
商或物业，以免出现安全隐患。
拆掉重建的飘窗上方作为休息
区，下方做成几个大抽屉，是紧凑
户型补充储物空间的不错选
择。 史 凯

通常情况下，购买的
如果是毛坯房，房内的木
门是需要业主自己购买
和安装的。因制作工艺
不同，木门又分很多种，
今天就带你了解一下木
门的选购和选色技巧。

根据材质和施工工
艺不同，大致分为实木
门、实木复合门、模压
门。实木门是用天然原
木做门芯，经过干燥处
理、刨光等工序制作而
成，具有不变形、耐腐蚀、
无裂纹、隔音效果好及隔
热保温等特点。实木复
合门的门芯多以松木、杉
木等黏合而成，外贴高密
度板和实木木皮，经高温
热压后制成，并用实木线
条封边。模压门是由两
片带造型的仿真木纹的
高密度纤维模压门皮板
经机械压制而成，门板则
采用木材，经去皮、切片、
筛选、研磨成干纤维、拌
入黏合剂和石蜡后，在高
温下一次模压成型。

在确定好木门的种
类后，接下来就要选择色
彩和款式了。木门的色
彩要与居室相统一，尤其

要注意与家具、地面的色
调要相近，可以与墙面的
色彩产生反差，这样有利
于营造出有空间层次感
的氛围，造型和款式也要
与居室装饰风格相一
致。木门色彩搭配是渲
染居室装修效果的关键
要素，保持与墙面、地面、
家具三大色系协调足矣，
常规为靠近家具色系。

通过手摸和侧光看
等表象检验手段，可以评
定木门的工艺质量。比
如用手抚摸木门的边框、
面板、拐角处有无刮擦
感，是否柔和细腻，然后
站在门的侧面迎光看门
板的油漆面是否有凹凸
等。

以上是选择木门的
方法，最重要的还是要选
择大品牌、口碑好的厂
家，其在环保方面更为严
格。 史 凯

精准预算 理智装修
□史 凯

木门选色 和谐是关键

如何改变压抑空间

飘窗改造 让空间利用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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