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内人士介绍窗帘选购搭配技巧

国庆期间，卢女士购买的位

于观山湖一小区精装房交房了，

追求生活品位的卢女士专门请

了家装公司的设计师和工程负

责人到新房现场，为卢女士如何

装扮献计献策。

“可以通过软装来体现个

性化。 ” 贵阳东美装饰设计师王

翔说， 从卢女士新房的硬装上

看， 如果不动原装修的基础上，

后期可以搭配不同的软装，装饰

成现代或者简欧风格。据小王介

绍，目前市场上一些整体家居商

家都有整体搭配改造业务。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精装

楼盘往往就一种硬装标准，软装

可以追求自己的个性，但不能跑

得太偏。 ” 小王介绍，如买到的

精装修房属于低调奢华型，那家

具、 软装面料就要走雅致的路

子，避免使用强对比和亮面的材

料。但如果硬装用到了很多的奢

华元素以及强对比，比如大量金

色装饰、大理石等，属于“看得

见的奢华” 类型，就要用有较大

反差的能体现一定价值感的面

料、家具来与之搭配。

在扮靓精装修房子的过程

中， 搭配的先后顺序是怎么样

的？ 小王介绍，首先要先购置大

件的家具确定整体的风格，在

确定家具的风格后， 再根据此

类风格选购窗帘、 灯饰等软装

饰， 最后等整体效果差不多出

来了， 再选购合适的微装如桌

布、花瓶、抱枕、工艺品等饰品

进行点缀。

“装修挺不满意的，是不是

有必要拆掉重装。 ” 卢女士说，

装修除了风格不是自己喜欢的，

一些细节也不太满意，比如想要

装中央空调， 可是吊顶已经做

好，除非把吊顶全拆了才可能装

上。

设计师小王表示，消费者完

全可以通过局部施工或软装配

饰等简单的改变来为精装房增

色添彩。 比如，业主觉得强化地

板或者地砖不上档次可以选择

一个与自己风格搭配的地毯铺

上，这样既避免了重装造成的浪

费，又能提升品位。

“业主如果真的不喜欢或

者不习惯原有的装修，可以部分

改造。 ” 贵阳泛亚装饰工程部朱

蓝经理说，如果需要改造，最好

是独立的空间单独调整。比如觉

得客厅不够有品位，那么可以把

部分墙面做成背景墙。“为什么

说最好独立空间才改造呢，因为

有些地方改造就会影响到别的

地方，比如卫生间改造，那么下

水就要改过， 一方面这么改，费

用支出比较大，另一方面还要考

虑开发商对你改造的部分是不

是还承诺保修义务。 ” 朱经理

说，业主自己改造而带来的问题

开发商将很可能不再负责这部

分的维修。

据介绍， 在各项精装房改

造的方式中， 最容易的方法就

是改变色彩。 由于精装房普遍

采用大众色彩， 因此消费者可

以通过暖色调或冷色调的合理

搭配来让房间变身。

通过改变壁纸、 窗帘、布

艺、饰品，能够花费最少的成本

来实现最显著的视觉效果。 镜

面、 画框等搭配， 还能延伸出

“虚拟空间” ， 提升居室空间

感。

朱经理建议，消费者也可以

去建材市场选择造型各异的护

墙板、石膏线、灯具等产品，由商

家提供施工和安装服务，以较少

的施工量来达到精装房换装效

果。

本报记者 商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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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局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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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装房如何打造“个性”

巧用装饰妙改造———

对于大多数购买新房的人来说， 一次到位的精装修省却了装修房屋的劳累和麻

烦。 但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不能体现个性化让业主很烦恼。 如何给带精装修的房子

扮靓？怎样才能让它变成跟邻居家不一样的家？这是很多业主拿到精装修房后面临的

问题。

家居情报站

当装修结束时，软装就显得非

常重要。 其中软装中选购窗帘就

是一大难题， 市面上窗帘种类繁

多，质量、风格、配件各异，怎样才

能挑到最合适自己家里的窗帘呢？

记者采访业内专家，他们介绍了一

些常见方法。

记者在市场上了解到，窗帘产

品的销售人员通常会向消费者推

荐 2倍的宽幅。一家窗帘店面的销

售人员向记者介绍，如今都会建议

消费者购买 2倍宽幅的窗帘布，主

要因为 2 倍褶皱的窗帘拉开时褶

皱立体层次明显，比较美观。 贵阳

华美装饰公司刘青设计师认为，有

的消费者一味追求褶皱多，其实也

是不必要的。 有些窗帘轻薄柔软，

可以适当增加褶皱量，用到 2.5倍

或者 3 倍; 普通雪呢绒厚度的面

料，2倍褶皱就足够了。

当然，2 倍褶皱的窗帘布在价

格上也是翻倍的。 从经济角度考

虑，消费者也可以根据窗户或者轨

道宽度的实际尺寸来买。 这种没

有褶皱的平帘，可以在窗帘的制作

方式上体现优势，比如做成卷帘、

罗马帘等，布料都会比双层褶皱要

节省很多，或者直接用花色布艺作

窗帘，这也要求布艺的图案要有设

计感和装饰感。

记者在窗帘店面看到，很多的

样品窗帘都是双层的，在普通的窗

帘布里面还有一层纱帘。 销售人

员说，纱帘的作用一是美观，二是

可以起到保护隐私的作用。 很多

窗帘拉开后， 整个窗户都暴露在

外，这时用一层薄薄的纱帘，可以

起到既不损失光线又保护隐私的

作用。 并非所有的窗帘都需要两

层。 卧室等纯私密空间最好使用

双层窗帘；书房和客厅就可以采用

一层窗帘，选用薄窗帘布或者厚一

点的纱布，既可以隔绝阳光，又可

以和外界保持半透明的状态。

刘青建议，选择纱帘的时候，

颜色最好与窗帘色彩接近，选择同

一色系，不要反差过大。 如果窗帘

花色很复杂，那么纱帘上尽量体现

一些窗帘中的元素；如果窗帘本身

就很素雅，纱帘可以直接选择白色

等素色或少量透明提花。

各种造型复杂的窗帘设计中，

包含了繁多的窗帘辅料和附件。

一个窗帘必须用到的辅料配件包

括轨道或者窗帘杆、挂钩或者窗帘

圈、布带。

窗帘辅料有窗樱、窗帘圈或者

挂环、铅线、挂带、扎球、花边等等，

这些辅料和配件都是起到装饰作

用的东西，辅料附件太多，不仅增

加了窗帘整体的价格， 还不易打

理，清洗麻烦。 辅料中布带一般商

家要价 15元 /米， 窗帘有几米布

带就几米；铅线作用是使窗帘的垂

感更好。 要不要铅线对窗帘的效

果影响不大，需要的话，在帘布的

底端加一条即可。 有的商家会在

左右两边都加铅线，这无形中又增

加了消费者的花销。

刘青介绍，窗帘下摆加花边的

话，附件种类就更多了，有荷叶边、

蕾丝边、珠子花边、排须等等。 一

般窗帘必需的辅料配件，对于商家

来说利润并不是很高，窗帘店都会

宣称免费给消费者加工窗帘，其实

很多制作的费用都会无形中加在

了一些非必需的辅料上。 消费者

选择时要谨慎。

天然材质更环保。 窗帘的环保

性能也备受消费者关注， 记者从窗

帘市场了解到， 很多纯棉麻材质或

者含棉麻材质的窗帘布较受欢迎。

天然材质的窗帘布比较环保，

但也不能避免有些小厂家用不环

保的浆料来印染纯棉胚布。 因此，

买窗帘的时候要注意尽量选择有

规模的大厂家品牌。 其次要摸手

感，看颜色。 很多质量好的布匹手

感柔软平整，可以拿起来对光看布

匹织的纹理是否规整细密，大厂家

的产品在色彩上应该是柔和的，有

层次和有光泽的。

此外， 消费者可以查看布料

的标签，通过材质含量来判断，含天

然材质比例多的布料， 相对就会比

纯化纤的材质要环保。（商昌斌）

定制“一帘幽梦”

要点一：褶皱并非越多越好

要点二：层数根据空间而定

要点三：辅料附件不宜太多

要点四：天然材质更环保

星艺佳落户贵阳

本报讯 西南最大的家居独立馆集群

地———星艺佳·贵阳万豪家居建材总部 10

月 10 日在安纳塔拉酒店上演全球招商发

布会， 吸引了全国各地品牌经销商代表出

席了发布会，现场圣象地板、九牧卫浴等众

多中高端品牌代表和星艺佳达成合作。

星艺佳·贵阳万豪家具建材总部是红

星美凯龙全资控股品牌， 项目总规模面积

20 万㎡，星艺佳面积达 16 万㎡，采用独栋

的经营模式。 建成后将成为西南最大的家

居独立馆集聚地，西南首个“公园式” 家居

购物广场， 成为贵州家居品牌代理商总部

基地。 项目位于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之

一贵州双龙临空经济区。 而项目旁边，还有

一处大型物流规划用地。

在处处是电商的今天， 如何线上线下

销售是家居行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红星美

凯龙集团总裁王伟表示， 星艺佳作为家居

业新零售的典范， 具备线上线下一体化的

新零售标准。 而星艺佳所处的双龙临空经

济区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优质的生态环

境、特色的旅游资源、休闲娱乐产业及大量

的高端住宅及别墅区将吸引众多高端人群

到此购房居住， 这也为中高端家居市场提

供了巨大的潜力。

继贵阳星艺佳发布会之后，10 月底星

艺佳将启动贵州六盘水、兴义项目；11 月启

动盘州项目。 2018 年，贵阳二店、龙里星艺

佳、六盘水、兴义、盘州、贵阳贵安店，都匀

二店也将开业。 实习记者 李思苑

西南最大家居独立馆集

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