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居·格调

2011年3月9日 星期三 编辑：牛蕊 美编/组版：孙雪娇

B23今日烟台

格专家说法

从从细细处处着着眼眼 铸铸就就品品质质家家装装
近日，读者张女士向家

居维权热线致电投诉，称自

己家中地板的环保性完全被

地板商提供的劣质踢脚板给

毁了。这种踢脚板不但散发

出难闻的气味而且还变形，

让人十分心烦。专家提醒消

费者，挑选地板时不仅要关

注地板板材的环保，还要注

意各种辅料环保与否。

皂调查

市场混乱缺乏标准

据了解，目前市场辅料

销售主要是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消费者额外付费购买，

可以在不同材质和价位中

挑选辅材，选择的自由度相

对较大。二是随安装免费赠

送辅料。

至于辅料的来源，以踢

脚板为例，一些品牌称踢脚

板是自己工厂生产的，产品

上统一印有该品牌的标志，

和其所出售的地板一样环

保并且质量过关。但这些踢

脚板没有经过任何认证，商

家也无法出具检测报告。

某进口品牌地板的导

购坦言，他们提供的踢脚板

就是国内其它厂家的产品。

“全国的踢脚板都没品牌，

不过是各厂家在外进货，一

些厂家为了形象，再统一打

上自己品牌的商标罢了。”

皂服务

辅料优劣辨识有招
虽然市场上地板辅料

质量良莠不齐，在直观上

很难辨别其优劣，但中国

林产工业协会专家提醒消

费者，只要掌握一些原

则，依然可以避免购买到

劣质不环保的辅料。

踢脚板 材料很重要

专家表示，目前踢脚

板常见的材质有PVC、密

度纤维板、多层胶合板等

几类。其中PVC材质不会

散发甲醛，相对比较安全。

如果消费者怀疑其它材质

的环保性，可以直接选择

这种。

密度板类的踢脚板要

尽量选择密度高的，选择这

种踢脚板时最好相信大品

牌。因为大品牌一般有自

己的配套生产线，对于辅

料的质量有严格的把控，

这样的踢脚板使用起来会

相对放心。

专家指出，对于踢脚

板本身国家还没有统一的

生产标准，但如果是板材
材质的踢脚板，完全可以

参照相关板材的标准来约

束它。如果检测出板材踢

脚板的甲醛释放量超过相

关标准，那么它就是不合格

的。消费者就可以根据检测
报告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地垫 小心铝箔纸
地垫的材质一般是泡

沫塑料，铺在地板下主要起

缓冲、防潮作用，它本身并
没有毒性。但是一些商家在

白色泡沫垫上又添加了一

层铝箔纸作为卖点，这样就

有问题了。

重要的是，铝箔与泡沫

粘和时用的胶如果不合格，

很可能会散发出甲酚、二甲

酚之类的有害物质。一般大

品牌的地板辅料生产线上

会有加温装置，有害物质在

生产过程中就已挥发掉了，

而一些小品牌的产品就很

难保证了。

建议消费者在选择地垫

时为了规避风险，尽量选择

白色不加铝箔的地垫。如果

选择了有铝箔的地垫，在安

装前可以将卷起的地垫掀

开，闻闻有没有刺激性气味，

如果有，一定要拒绝使用。

地板胶 仔细看报告
怎么看质检报告也是

有门道的。业内人士介绍，

很多商家提供的是质检报

告的复印件，一些不法商家

就经常钻复印件的空子来

蒙骗消费者，如拿别人的质

检报告改名字或修改日期。

辨别质检报告真伪的最简

单方法就是，每份质检报告
(包括复印件)的首页背面

都应该印有出具检测报告

机构的电话，通过电话就可

查询质检报告的真伪。

提示
尽管目前地板辅料市

场比较复杂，专家还是提醒

消费者不要因噎废食。“毕

竟大品牌的辅料产品还是

值得信任的。”

建议消费者也可以购

买环保达标的不太知名的

地板，同时选购大品牌的辅

料。“商人追求的是利润，几

块钱一米的辅料或地板价

格只有几十元，辅料还搭配

赠送，那么这样的辅料质量

就可想而知了。”过分追求

低价往往会得不偿失。

专家还提供了一个保

障消费者权益的方法：让商

家把所承诺的地板包括辅

料的环保标准写进合同中，

一旦出现问题商家需负相

应责任。

格家装有招

装修何必太浪费
业内人士看来，很多业主

误把浪费当作了装修必需品，

其实只要稍微扭转一下观念

就能省下不少钱，还不影响装
修效果和品质。

提前和施工方约法三章
笔者做了一个“说说你家

的装修浪费有多少”的调查。

调查显示，四成市民认为他家

的主要装修浪费原因是：浪费
在工人乱用材料，导致很多好

好的油漆、木材、地板等都不

能用了。

业内人士透露，业界内

一直流传的旧闻：有些公司

装修是按照用材数量计算人

工费的，一装修公司为了多

赚人工费，不惜把业主家自
购的木板都塞到了吊顶里面

去，几年后业主掀开吊顶才

发现，原来上面藏满了木板。

一位独立设计师说，如果

现场管理方法得当，5万元里

可以节约3000元。这就得看业

主会不会盯牢施工方在材料

上精打细算，每种建材都算一

算再切割或者使用那省出来

的材料。

省钱之道：

5升的乳胶漆还剩下半

桶怎么办？开封了不能退，要

是可以转卖给其他人，未尝

不是一种省钱的办法。如今

很多家居论坛上就出现了卖

多余建材的网友，他们大都

是新近装修完的房东，刚装
修完发现自家的电线、油漆

等建材多出来，就把信息发
布到网上进行交易。据了解，

北方的一些城市甚至还出现

了一些实体商户，专卖装修
多余的建材，或许在不久的

将来烟台也会出现这样的实
体店。

格装修日记

家装基础材料选择有窍门
大芯板、水泥和防水涂料

是我们家庭装修中最先进场

的三大基础材料，对今后装修
质量的影响也很大。可是，这

些比较“原始”形态的材料对

于头次装修的消费者来说，甭

说懂了，可能连见的都不多。

这方面，您还真得下点工夫。

大芯板不宜过重
挑选大芯板时，重点看内

部木材，不宜过碎，木材之间

缝隙在3mm左右的细木工板

为宜。

许多消费者选择大芯板，

一看重量，二看价格。其实重

量超出正常的大芯板，表明使

用了杂木。杂木拼成的大芯

板，根本钉不进钉子，所以无

法使用。

用E1级以上产品

家庭装饰装修只能使用

E1级的大芯板。E2级大芯板

甲醛含量也可能要超过E1级

大芯板3倍多，所以绝对不能

用于家庭装饰装修。

对不能进行饰面处理的

大芯板进行净化和封闭处理，

特别是装修的背板、各种柜内

板和暖气罩内等。目前专家研

究出甲醛封闭剂、甲醛封闭蜡

及消除和封闭甲醛的气雾剂，

同时使用效果最好。

一般100平方米左右的居

室使用大芯板不要超过20张，

使用过多会造成室内环境中

甲醛超标。

如何选购优质大芯板
一看查看生产厂家的商

标、生产地址、防伪标志等。

二看产品检测报告中的

甲醛释放量每升是否小于等

于1 . 5毫克。一般正规厂家生

产的都有检测报告，甲醛的检

测数值越低越好。

三看大芯板的外观质

量。看大芯板表面是否平整，

有无翘曲、变形，有无起泡、

凹陷；可在现场或施工时将

细木工板剖开观察内部的芯

条是否均匀整齐，缝隙越小

越好。

四看是否有气味。如果大

芯板散发清香的木材气味，说

明甲醛释放量较少；如果气味

刺鼻，说明甲醛释放量较多，

不要购买。

“维权热线”不仅能为您

的家装答疑解惑，还将帮助
您解决在家庭装修、购置家

居用品过程中遇到的侵权事
件，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

论监督作用，帮助消费者解
决消费纠纷，为维护消费者
的正当权益尽一份责任。

如有市民遇到家装疑

问，或者不慎掉进家装陷
阱，受到不法家装公司坑

害，都可拔打本报家居消费

维权热线咨询。我们都会及

时为您提供帮助。

维权热线：0535-6630821

邮箱：bolan1917@126.com

维权进行时 我们在行动

家居用品维护保养
调整饮食，规律睡眠，放

松心情，当我们越来越注重调

节身心时，那些节陪伴主人

“招朋待客”的家用品，因频繁

地被利用使它们不堪重负。

除烟去味
封闭的居室总会产生一

些难闻的气味，尤其是聚会

后留下的一些烟尘和酒气，

不仅影响居室的清洁，这些

味道还容易渗入实木、布艺

等材质密度较低的家具中

去，不易挥散。

支招儿：

首先要多开窗通风，其次

尽量选用天然的物质净化空

气，如天然精油香熏、纯植物

香蜡等，由于蜡烛燃烧有炭黑

产生，炭黑主要成分为碳，具

有吸附性，因此可以去除异

味，此外植物本身的香气经加

热后弥散开来，也能遮掩家居

异味。

清洁橱柜

橱柜的保养、清洁，关系着

家人的健康，尤其是容易锈涩

的五金件和容易滋生细菌的

水池。看着精心挑选的橱柜焕

然一新，烹饪的心情也会大大

增加。

支招儿：

首先，将不小心滴到面板和

五金件上的油盐酱醋等用抹布擦

掉；第二，给柜门的合页上油，保

证其能顺畅开合，实木门板可打

蜡保养；第三，将拉篮、转篮等配

件及物品恢复原位，检查是否完

好；第四，清洁水槽时，要记得把

滤网后的管颈一并清洗，以免油

垢愈积愈多。

格小贴士

享受生活

健康是关键
话说美丽的东西有毒，此话

同样适用于家居设计——— 光是设

计美观绝不够，设计还决定着你

的健康！

沙发的高度
单人沙发，坐前宽不应小于48

厘米，小于这个尺寸，人即使能勉

强坐进去，也会感到拥挤。坐面的

深度应在48～60厘米范围内，坐

面的高度应在36～42厘米范围内

最为舒适。双人或三人沙发的坐面

高度与单人沙发的坐面高度标准

一致，坐面宽度则有相应变化。三

人沙发每个人的坐面间距以45～

48厘米为宜，双人沙发的坐面间距

可以更大，一般为50厘米，视使用

者胖瘦而定。

桌椅的高度
桌椅高度应以人的坐位(坐骨

关节)基准点为准进行测量和设

计，高度通常定在39-42厘米之间，

小于38厘米会使膝盖拱起引起不

舒适感，并增加起立时的难度；椅

子高度大于下肢长度5厘米时，体

压分散至大腿，使大腿内侧受压，

易造成下腿肿胀。

床的高度
一般来说床沿高度以45厘米

为宜，或以使用者膝部做衡量标

准，等高或略高1～2厘米都会有

益于健康。过高或过低只会给上

下床带来不便，过高导致上下不

便，太矮则易受潮，容易在睡眠时

吸入地面灰尘，增加肺部的工作

压力。

床的健康高度，还可通过褥

面距地面高度来测算。标准是46

-50厘米。这是因为座椅的健康

高度为40厘米，坐在床上时，46

厘米的床褥距地高度受压后刚

好约40厘米。

此外，枕头的高度会直接影响

人的睡眠。一般来说，成年人枕头

高度应为15厘米，老人及儿童可

稍低，婴儿则应在6厘米左右。这

样有利于大脑的正常供血、颈部的

肌肉放松、肺部的呼吸通畅。

电视柜的高度
电视柜的高度应使使用者就

坐后的视线正好落在电视屏幕中

心。以坐在沙发看电视为例——— 坐

面高40厘米，坐面到眼的高度通

常为66厘米，合起来是106厘米，

这是视线高，也是用来测算电视柜

的高度是否符合健康高度的标准。

若无特殊需要，电视柜到电视机的

中心高度最好不要超过这个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