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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不 少人 问 了小 编很
多关于装修的问题，今天小编特
意收集了一些干货供大家参考。
如果把装修比喻成项目管理，那
么装修就是用有限的时间和金
钱，协调好供应商、施工队、设计
师，解决层出不穷的施工问题，
得到一个满意的家。
装修的时间很长，可以分成
前、中、后期。了解装修知识、做
预算、记录生活习惯等工作都需
要在装修前准备好。如果没有提
前规划，装修后才发现“生了孩
子没地方睡、狗狗在开放式厨房
里乱跑”就来不及了。
白色的纱帘，暖风铺面，阳光撒
进来的家，坐在藤椅上看书喝咖
如果要做一个项目，那目标
啡。”设计师听到这个场景，
就能
是衡量项目完成度的最关键指
明确知道，家里的色调需要 明
标，也是家人充分讨论后得出的
亮，
灰色不太适合。
大方向。之后，
不管精力和金钱，
另外要提前了解施工流程，
都应该更多地分配在自己认为
才能更好地知道自己在重要的
跟目标更相符的事情上。
节点之前该做什么。比如窗户生
舒适度、性价比、环保、颜值
产周期很长，但在瓦工贴砖前就
等等，都可以设置成目标。什么
要安上窗户。如果事先不懂，装
是足够舒适的？每个人的理解都
修公司又提醒不到位，到了瓦工
不同。不要紧，可以先列出大目
贴砖的时候才要订，
就麻烦了。
标，再列出相应的元素。假如是
想了解施工工艺，各类公众
记者要一个舒适的家，新风、地
号、
论坛、
装修群都可以看看，
了解
暖、全屋净水甚至床垫都是舒适
个大概，比如具体施工分哪些步
的家必备的元素。
骤；
作为户主要在开工交底、
水电
不要把目标设置得过高。家
交底、
瓦工、
油工之前做什么。之后
居美图刷多了，很容易觉得只要
加个装修群，
听听别人的经验。买
自己肯花时间和精力，家里也可
家具电器，
也可以跟别人讨论。
以装成这样。但其实，很多美图
至于装修书，因为一般针对
是摆拍的，生活起来也许并不实
性很强。最好有一个明确的疑惑
用。所以多去看看真实的案例， 再去看，
比如收纳和断舍离。
把自己的心理预期降到合理的
+fghijklmno
范围，
再定目标比较靠谱。
此外，还需要多去家居店转
abRcde
转，实际体会家具的尺寸和 材
定完目标，就可以开始学装
质。设计师和网上都有人体力学
修知识了。从风格开始，法式轻
相关的标准尺寸，但是不及你自
奢、美式、北欧简约、工业风等， 己去线下体验来得重要，尤其像
即使不装修的人也知道个大概。 橱柜、浴室柜。不然橱柜安装完
可每种风格复杂多样，就拿最容
才觉得有点矮，
那也来不及了。
易分辨的地中海来说。大多数人
不同家居 店也 会 营造 出不
理解的“蓝 +白”仅仅是希腊爱
同的氛围，可以去无印良品、造
琴海的建筑风格，但其实爱琴海
作、樊几等家居店体会一下，到
风格是拜占庭、罗马、希腊、非洲
底氛围有什么不同，被哪种氛围
多种建筑元素的混合。因此，只
打动。逛多了才能更好地知道适
跟设计师说喜欢法式轻奢，设计
合自己的家居氛围和家具的尺
师很难真的理解你喜欢的风格。 寸、
材质。
作为装修小白，可以多刷美
pqrstmuv
图，总结一下自己喜欢什么 元
素。把喜欢的美图发给设计师的
通过调查，很多人觉得装修
同时，尽可能把自己总结出来的
之前做好预算准备是最重要的。
元素也发给设计师。
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可以用
另外，可以多想想自己的家
装修公司的装修计算器估一个
庭氛围是什么样子的。“我想在
价，心里有个概念，
“主材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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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是多少钱。然后按照硬装、
家
具和电器 2:
2:
1的比例，算出笼
统的总价，
心理就有数了。
比较 详细 的费 用 需要 把家
具、电器、主材等详细列出清单，
分成刚需和非刚需。同时要多对
比线上线下的商家，尤其是隐形
的费用。地板是否含安装费用？
定制柜的套餐是否含五金和隔
板的费用？如果没含，加一个隔
板需要多少钱？最后购买时，先
买刚需的家具电器。如果超了预
算，可有可无的家具电器就可以
少花点钱，
或者干脆不要。
任何 一种 预算 的 方法 都最
好留出 15%的富余，因为即使报
价再详细，也会有很多是你当时
想不到，或者根本没精力去管的
东西，
像强弱电箱、
防盗门等等。
提前安排好盯工地的时间，
可以和爸妈轮流。如果是半包，
每天都要盯着工地。即使是 全
包，也需要在重要的工程节点去
工地看看。除了盯工地，最好自
己在心里梳理一遍其他的重 要
时间点:定家具电器尺寸、复尺，
什么时候买等等。可以在装修公
司给的大概时间基础上，自己用
excel做一个总的时间规划。

wxyrz{|}
要做好和多方沟通的准备。
设计师、电器家具供应商、施工
队甚至邻居物业，这么多的合作
方，不可能没有任何矛盾 和 摩
擦。如果出了问题，
切忌情绪化。
试着以工作的态度去对待每 一
个装修参与者。出了问题不怕，
怎么解决更重要。
很多 问题 其实 都 可以 在装
修之前预料到。工程延期、费用
增减项、家具尺寸有问题等，提
前想一想这些风险和相应的解
决方法。最好和有经验的朋友聊
聊，
免得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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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11月 6日，由厦门
市室内装饰协会、厦门国际时尚
联合会联袂主办的“设计·艺术·
时尚” 跨界融合行业盛会——
—
“大师见大师”2018厦门国际设
计论坛绽放鹭岛，引爆喜盈门海
峡两岸设计产业园！
6日下午，海峡两岸设计产
业园入口处人声鼎沸，宾朋齐
聚、热闹非凡。由厦门市室内装
饰协会携手喜盈门共同打造的
海峡两岸设计产业园暨厦门 218
设计中心开业庆典盛大开幕。
在开业剪彩仪式后的 2018
厦门国际设计论坛上，来自台湾
和香港著名的设计大师，分别带
来了行业最具前沿的室内设计

话题，他们将自己的设计精神传
导出强大的设计力量，用智慧创
造独有设计价值，此次分享的主
题内容专业、见解深彻，倾心传
授多年来大师积累的设计经验。
最后，
“东 方 艺 术·厦 门 论
道”——
—跨界融合的大师互动论
坛将活动推上另一个高潮。高端
设计师们就“东方设计的传承与
发扬” 与 “设计将怎样通过跨
界、创新、融合来赢得自身价值”
等话题展开面对面对话，并碰撞
出全新的火花。
当晚，还举行了 2018
“喜盈
门杯”第五届厦门室内设计大赛
颁奖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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