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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小花园 自然又自在
在城市快节奏的生活中， 越来越多
人向往“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的
田园生活方式， 于是， 在家里打造一个
田园风光的阳台花园， 种上绿色植物，
点缀精美的装饰成为了不少人的兴趣。
不过， 大多数家庭的阳台面积并不大，
如何合理利用空间， 将阳台打造成花园，
改装过程要注意一些方法。

要考虑承重和防水问题
养花的三要素， 光照、 温度和通风。
如果家里有多个阳台的话， 那么最好选
择采光通风等条件较好的阳台改造成花
园。 一般来说， 南向的阳台最佳， 采光
好、 通风也不错。 北向阳台夏季阳光相
对少， 选择植物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比
较耐阴的植物。 西向的阳台， 有西晒，
夏季阳光直射时间通常都会比较长， 可
以种植一些喜光的植物。
由于阳台空间有限， 不宜摆放过大、

洗衣机放置有讲究

如果家里的阳台有空间， 一般家庭
都会把洗衣机放置在阳台上。 因为一般
晾衣架也在阳台， 这样洗完衣服之后可
以直接晒了。 但是， 有的阳台面积比较
小， 或者比较窄， 体积大点的洗衣机根
本无法放置， 那么， 可以考虑一下放置
在卫生间。 因为洗衣机涉及到上、 下水，
卫生间本身就需要用水， 这样布置水管
会方便一些。 如果卫生间干区位置比较
大的话， 也可以考虑把洗衣机安排在干
区位置。 厨房也比较方便安排上下水，
如果厨房有空间， 洗衣机也可以放置在
厨房。
洗衣机无论放置在什么位置什么空
间， 首先肯定是要解决进水管和排水管
的问题。 其次是考虑动线最佳， 比如脏
衣服一般是放在哪里， 然后要把脏衣服
拿到洗衣机， 洗完之后还要把衣服拿出
来拿到晾衣架位置去， 这个路线越短肯
定越方便。 当然， 很多时候， 由于各种
条件限制， 不得已才把洗衣机安置在其
他一些不太方便的位置。 选好洗衣机摆
放的位置后， 提前看好洗衣机型号， 以
便确定尺寸， 安排洗衣柜。 为了方便洗
涤用品的放置， 可以考虑购买成品洗衣
柜或者定制洗衣柜。 如果把洗衣机放置
在阳台， 可以在洗衣机上方做吊柜； 如
果把洗衣机放置在厨房， 洗衣柜可以和
橱柜一体化设计， 不但节约空间， 而且
（梁勇）
更美观。

卫生间吊顶
要突出整体效果

卫生间由于水汽较多， 而且管线较
多， 一般都是要做吊顶的。 吊顶一来可
以起到防潮作用， 二来可以把水管、 电
线等隐藏起来， 而且还可以把换气扇、
吸顶灯安装在吊顶上。
在大多数装修业主的印象中， 卫生
间吊顶使用得最多的材料是铝扣板， 铝
扣板是一块块拼上去， 天花板被分成一
个个的小格。 除了铝扣板， 卫生间吊顶
还可以使用桑拿板、 集成吊顶， 还有就
是石膏板加防水漆。 桑拿板的木质感就
显得更加美观， 相比铝扣板更显档次；
集成吊顶是把灯具、 换气、 供暖等设备
与吊顶集成一起了， 总体视觉效果其实
跟铝扣板差不多， 不过模块化的电器在
维修的时候似乎相对比较方便； 石膏板
加防水漆吊顶就是先做好石膏板， 然后
装换气扇与吸顶灯， 最后再在上面刷防
水漆， 这样做的整体天花效果要美很多，
（达人支招）
整体统一的效果很棒。

过多的花盆， 否则会让空间显得拥挤，
而且也给阳台承重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还有一些业主希望在阳台花园铺设大理
石， 或者设置假山、 鱼池。 这些设计固
然是好， 但必须考虑阳台是否能承受这
样的负荷。 一般来说， 民用建筑的楼板
荷载是每平方米永久承重不能超过 400
千克。 不过， 楼房的建设时间和建筑质
量有差异， 给阳台花园搬假山或者填土
的时候， 每平方米的重量最好不要超过
250 千克。 在严格按照楼板荷载能力安
排花园景观时， 还要尽量将假山、 水池、
苗圃等比较重的景观安排在建筑的大梁、
柱子或者重力墙上。
而防水更是阳台花园需要考虑的关
键， 因为阳台不仅受到风雨影响， 在阳
台上养花种草， 每天要浇水， 如果没有
做好防水、 排水处理， 日后就会有很多
麻烦。 一般来说， 阳台花园都是开放式
或半开放式的， 阳台与客厅、 房间之间
的推拉门的质量和密封性都要好。 阳台

花园要确保地面有坡度， 低的一边为排
水口， 另外要确保阳台和客厅或房间至
少有 2 至 3 厘米的高度差。 同时要保持
阳台地漏的通畅， 否则在下大雨时， 当
雨量大于地漏的排水能力时， 就有可能
形成积水， 水量太大时还可能漫过推拉
门的防水框进入室内。 阳台花园的地面、
墙面最好要做防水层， 如果以后阳台要
开槽布管， 防水层会被破坏， 需要的话，
要重新做。

充分利用垂直空间
在阳台养花的时候可以有多种摆放
方式。 有自然摆放， 这种方式直接利用
盆架摆放植物， 这也是大多数家庭采用
的方式； 悬挂式， 就是直接将花盆挂在
空中； 阶梯式， 就是利用定制的铁架木
架之类的， 直接将花盆摆放上去； 上墙
式就是利用打眼钻洞铺设架子的方式，
形成多层花台， 可以放置更多的植物，

把床改一改
现在很多住宅都是 100 平方米以内
的中小户型， 房间面积并不大， 而房间
内最占空间的就是床。 放置了床后， 有
的房间连走动的空间都没有了。 更何况
有的房间还要放置衣柜、 书桌， 那空间
就显得更加局促了。 因此， 对于面积不
大的房间， 可以考虑把床适当改造一
下， 让它更适应空间的需求。
大多数家庭购买的床都是成品床，
双人床 1.8 米至 2 米， 而单人床是 1.2
米至 1.5 米。 而大多数成品床都是一个
简单的床架加床垫， 只有部分成品床，
床垫下面是有收纳空间的。 有的房间不
够方正， 成品床根本放不下。 因此， 对
于面积较小的房间， 床最好采用定制的
方式。
既然床占地方， 那么可以充分利用
好房间的纵向空间。 业主可以考虑把床
设在二楼， 搭个小梯子， 楼梯恰好可以
作为储存柜使用， 两全其美。 床下方的
空间除了变身储物柜子， 其实还可以利
用床下的空间打造出一个新的房间来，
比如将床下的空间变成衣帽间， 或者像
学生宿舍一样， 采用上边床， 下边办公
桌的方式， 也能节省不少空间。 至于爬
梯， 购置一组储物柜子， 将柜子当作爬
梯也不失为妙举。

更有层次感。
在阳台的顶面， 可以选择用木头做
吊顶装饰， 顺着墙边种植爬藤类植物，
一直长到吊顶上， 整个花园都是自然绿
意， 这是很多住户理想的样子。 如果不
想做吊顶， 还可以直接利用晒衣架， 挂
吊兰、 花叶常春藤之类的植物。 花盆的
美观当然也有讲究， 藤、 竹、 柳条、 椰
子壳这样的天然原材料能完美融入阳台
的自然氛围， 黑色金属打造的吊盆也是
不错的选择。
阳台花园养花种草， 最好使用花盆
种植， 一来方便移动， 二来可以防止植
物的根系破坏楼板。 如果要直接在楼板
上种植花草， 就要选择好适合的绿植品
种。 一般来说， 直接在楼板上种植的花
草都必须以浅根系、 慢生长的植物为主。
业主还可以在苗圃的渗水层上再加一层
隔根层， 其实就是铺上无纺布或者玻璃
纤维， 防止植物根系深入楼层。
（陈艳梅）

卧室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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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设计安装别马虎

在家装中， 水电装修是最基础的工程， 整个工序
也非常多，关系着以后用电的安全，因此一定要好好规
划好，连一个细节都不要做错。 就拿插座的设计和安装
来说，虽然只是一个小细节，但安装的型号不对、位置不
对，或者安装少了，会给日后生活带来诸多麻烦。
客厅要使用的插座虽然没有厨房的多， 但是需要
的插座数量同样不少， 首先在安装的数量上不能少，否
则以后用起来欠缺，那就太麻烦了，要拖一堆插排，看起
来也不好看，也不安全。 家里的一些大功率电器都会放
在客厅，例如空调，冰箱这些。 我们要安装的插座肯定是
16A 的三插座，其他的插座肯定不能够满足要求，客厅
的沙发两侧也可以预留一些插座，平时可以用来给手机
充电，茶几这些地方要留好插座，方便以后使用。
卧室插座最好是安装双控开关的， 门口一侧可以
安装一个， 床头旁边可以安装一个， 但是床头旁边的
插座高度一定要设计好， 否则被挡住之后就麻烦了，
装了也是白装， 根本用不上。
这个问题是所有业主都会有的经历， 装修之前没
有规划好， 等到装修完用起来才发现插座是真的少，
不是位置不对就是插座数量不够， 大家在装修前一定
要规划好， 哪些位置要用插座， 哪些地方不需要插座，
别总是装错了。
（家居情报站）

装修水管选购常识

床还能像抽屉一样拉进拉出。 如果
房间空间有限， 但又希望有一个安静的
学习、 工作区域， 可以将学习工作区安
排在抬高的区域， 而学习工作区下方可
以把床隐藏起来。 需要睡觉休息的时
候， 就像拉抽屉一样把隐藏的床拉出
来。 如果隐藏的床只拉出一半位置， 它
还可以变身成一张小沙发， 放上几个抱
枕， 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看书了。

目前， 家居市场上还有专门针对小
房间的变形床产品。 这些变形床可以像
变形金刚一样隐藏起来， 不但够酷还节
省空间。 如把床隐藏在书架内， 收起来
是书桌， 放下来就是床； 又如把床隐藏
在衣柜里， 收起后看起来跟普通衣柜一
样， 放下来就是一张舒适的大床。 不过
变形床也是需要根据房间尺寸进行特别
（家天下）
定制的。

找对公司 二次装修更轻松
由于二次装修涉及对房屋空间重新
规划布局、 拆改， 以及隐蔽工程的改
造， 比新房装修更复杂， 这就需要找一
家设计、 施工等综合实力比较强的公司
承接装修工程， 才能保障装修质量。 据
了解， 大多数装修业主并不知道该如何
选择、 选择怎样的装修公司以及设计
师。 究竟哪些装修公司更适合承接二次
装修业务呢？
就装修业主而言， 面对庞杂、 透明
度低的装修信息， 往往无从识别优质的
装修公司， 也不知该如何规避偷项漏
项、 把控施工质量、 解决售后等问题，
一旦找了不规范的装修队， 工程做了一
半就烂尾， 最后蒙受损失的只有业主。
要找到可靠的装修公司， 可以通过
跟装修公司沟通， 了解其装修实力， 同
时要考察装修工地， 看看装修公司的施
工质量， 综合所有信息再作定夺。
业主要查看装修公司是否有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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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资质证书 （鉴别真
伪）， 有没有正规的办公地， 公司的规
模如何等等， 都是需要多考察的， 这也
是对一个正规装修公司最基本的要求。
同时要到装修公司实地考察， 看看他们
的办公环境， 听听他们能为业主做什
么， 好的装修公司会通过各种材料产品
的详细介绍， 真实准确、 有理有据地传
达自己的优势。
有好的装修公司还要有靠谱的设计
师。 好的设计师是会倾听的， 可以是了
解客户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习惯， 也可
以是了解客户大概的装修预算等， 一切
的设计出发点都是从客户的角度出发。
另外， 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必须对空间有
一个整体概念， 会考虑每个区域的功
能、 怎么划分， 而不是一上来就搞个电
视墙搞个吊顶算个报价。 有没有关于尺
度的概念也很重要， 比如根据卧室的尺
寸放多大的床更方便使用等等。
对装修公司和设计师有了大致的了
解后， 业主还 要 考 察 施 工 中 的 工
地， 特别是在做隐蔽工程阶段的工
地或者在安装阶段的工地都是比较
有参考意义的。 在看工地时， 像水
电改造这些阶段， 就可以看看开槽
是否整齐、 走线是否规范等， 真实
的现场工地最能反映真实情况。
经过对装修公司实力的考察、 与设
计师进行详细沟通， 以及对装修工地的
考察后， 相信装
修业主就可以选
择到比较合适的
装修公司了。 不
过， 现在很多都
是上班族或者因
为一些其他原因
没有时间去忙装

修， 虽然找
到比较靠谱
的 装 修 公
司， 但仍然
有一些业主不太
放心。 这种情况
下， 业主可以找
一家专业的第三
方装修监理公司跟进装修
工作。 业主在装修过程中
遇到的各种问题， 监理都
有能力也有职责协助业主去解
决。 建议业主在与施工方签订
合同之前就确定下来一个监
理， 监理的用途也不仅仅是解
决装修中的问题， 因为他们对装修有着
丰富的经验和见解， 所以在签订合同或
预算报价等方面也是能帮上些忙的， 所
以有必要聘请独立第三方监理的业主越
早定下监理公司， 对装修的帮助就越
大。
（亚太家居网）

水管是家装中的隐蔽工程， 维修起来很麻烦， 选
购质量好的水管可以为你免除后顾之忧。 下面为你说
明选择家居装修用水管的注意事项。
家居装修用水管普遍选用 ppr 水管、 钢塑水管、 铜
管， 钢塑管材价格相对高些， 而 ppr 水管的配件价格较
钢塑管配件高， 铜管价格最高， 价格相当于 ppr 的四倍
左右。
家居装修铺设水管应尽量避免从地面上铺， 尽量
从顶上或者墙上走线， 管材用量可能稍微会增加， 但
有利于日后的管道维修。
冷热水管的关闭厚薄不一样， 冷水管不能用做热
水管， 分辨冷热水管的简便方法是热水管上有一条红
线标记。
ppr 管材的标准长度为每根四米， 买的时候要问清
楚商家说的是每根管材的价格还是每米管材的价格，
管材送到以后要记得抽查管材的长度是否符合要求。
家居装修用水管要注意管径和壁厚， 一般总管要
用 6 分管， 分管可选用 4 分管， 为了保证用水量， 分
管也可以使用 6 分管。
家居装修选购管材的时候要注意管材内径是否匀
称， 管材粗细不匀称会影响两个接口的对接。
（太平洋家居网）

美观实用兼备的鞋柜
入户玄关位置往往会设置鞋柜， 方便居住者换鞋。
而玄关是人们进入房子看到的第一个空间， 自然是要设
计得美观些， 不过在美观的同时， 鞋柜的实用性也是不
可忽视的。
如果业主家的入户空间较小， 但又要满足收纳需
求， 鞋柜设计就要做到以实用为主， 所以， 一个大的收
纳柜加卡座式换鞋凳， 就能让业主家看起来美观大方又
实用。
入户鞋柜设计兼具实用功能的同时应该具备装饰功
能， 将鞋柜中部打空， 业主回家的时候就可以随手将包
包、 钥匙、 手机、 零钱等放在中空位置。 业主也可以摆
放一些简单朴素的装饰品， 大方质朴并且简约素净， 彰
显主人的品位和风格。
如果业主家的户型空间足够大， 可将换鞋的功能区
做成卡座式， 返家就能感受迎面而来的贴心。 很多家庭
设计鞋柜时， 都会将底部悬空， 留一个空间放部分拖
鞋， 方便业主或来访的客人进入家门后， 不用弯腰就能
更换室内拖鞋。 不过， 如果居家拖鞋放在外面会比较
乱， 最好摆放几双常用的拖鞋在外面， 其余不常用的拖
鞋放回鞋柜里。 鞋柜还可以增加挂钩设计， 方便业主进
（创意在线）
入室内后挂外套， 既方便又实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