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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家装

潮湿天&烧烤天

全全方方位位备备战战地地板板夏夏日日小小麻麻烦烦
所获荣誉

22 00 00 99年年44月月，，安安信信多多层层实实木木地地板板
获获瑞瑞士士通通用用公公证证行行 (( SS GG SS ))颁颁发发美美国国
CC AA RR BB 认认证证证证书书，，CC AA RR BB (( CC aa ll ii ff oo rr nn ii aa
AAiirr RReessoouurrcceess BBooaarrdd))即即加加利利福福尼尼亚亚
州州空空气气资资源源局局，，CCAARRBB认认证证是是目目前前世世
界界上上最最为为严严格格的的环环保保法法规规和和最最为为苛苛
刻刻的的环环保保检检测测标标准准。。

在在““22 00 11 00上上海海实实木木、、多多层层及及强强化化
地地板板诚诚信信品品牌牌名名优优产产品品””评评选选活活动动中中
获获得得““22001100上上海海实实木木地地板板诚诚信信品品牌牌名名
优优产产品品””、、““22001100上上海海实实木木多多层层地地板板诚诚
信信品品牌牌名名优优产产品品””、、““22001100上上海海强强化化地地
板板诚诚信信品品牌牌名名优优产产品品””三三项项荣荣誉誉。。

22001122年年66月月安安信信地地板板荣荣获获““22001122中中
国国家家居居产产业业百百强强企企业业””称称号号。。

22001122年年1111月月安安信信地地板板荣荣获获““22001122

年年中中国国地地板板十十大大品品牌牌””称称号号。。
安安信信实实木木地地热热地地板板连连续续三三年年获获

得得““22001133年年上上海海采采暖暖与与建建筑筑新新能能源源行行
业业信信得得过过产产品品和和服服务务诚诚信信单单位位””荣荣
誉誉。。

22001133年年55月月2288日日，，我我国国第第一一部部《《儿儿
童童房房装装饰饰装装修修安安全全技技术术规规范范》》正正式式发发
布布。。安安信信地地板板入入选选试试点点单单位位和和示示范范单单
位位。。

22 00 11 33年年第第十十一一届届上上海海家家居居市市场场
金金楹楹奖奖评评选选结结果果公公布布，，安安信信实实木木地地板板
斩斩获获““22001133上上海海市市装装饰饰材材料料市市场场科科技技
创创新新产产品品””和和““22 00 11 33上上海海装装饰饰材材料料市市
场场畅畅销销品品牌牌””两两项项大大奖奖。。

施工项目

22001111年年上上海海国国际际汽汽车车展展览览会会上上，，
沃沃尔尔沃沃展展台台所所用用的的铺铺装装材材料料即即是是安安
信信地地板板，，历历经经了了百百万万车车迷迷的的热热切切脚脚
步步。。

迪迪欧欧咖咖啡啡中中国国所所有有门门店店，，哈哈根根达达
斯斯、、耐耐克克、、沃沃尔尔沃沃、、蔻蔻驰驰中中国国门门店店或或形形
象象店店均均采采用用安安信信地地板板解解决决方方案案。。

22001133年年77月月安安信信地地板板铺铺入入中中国国跳跳
水水队队——山山东东训训练练基基地地，，山山东东训训练练基基地地
为为中中国国国国家家跳跳水水队队唯唯一一指指定定地地方方训训
练练基基地地。。

炎热的烧烤天，使广大业主们烦
躁，虽然干燥的天气易于施工，但稍
有不慎却会出现一些不良因素。因
此，为广大业主朋友们提供一些夏季
施工需要注意的小细节：

1、注意材料的堆放、保管。半成
品的木材、木地板或者是刚油漆好的
家具，切勿急于求成放在太阳底下曝
晒，应注意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自然
风干，否则材料不仅容易变形、开裂，
还会影响施工质量。

2、注意做好饰面基层的处理。尤
其是铺贴瓷砖、地砖、处理墙面之前，
不能让饰面底层过于干燥，一般处理
前先泼上水，让其吸收半小时左右，
再用水泥沙浆或者石膏粉打底，以保
证粘贴的牢固。

3、注意善后保养。已做好的水泥
地、1 0 7 胶地，或者是水泥屋面做好
后，3—5天内每天应放些水保养，以
防开裂。

4、注意化工制品的合理使用。施
工前，应详细阅读所用产品，如胶水、
粘贴剂、油漆等化工产品的说明书，
一定要按说明书所说的温度及环境
施工，以保证化工制品质量的稳定
性。

5、注意工地安全。夏季衣着少，
身上易流汗，进入工地要做好劳保防
护。赤脚最易让钉子刺脚，安装电路
时切记要绝缘、断电施工。

如果你在装修过程中，有什么疑
问 ,或者装修完成后，有不好解决的
烦恼问题，都可以告诉本报，本报将
会帮您咨询最权威的专家，在每周的
家装版面回复您！

解决热线：15192399123

专刊记者 冉全金

随着月初降雨结束，进入“烧烤模式”后，港城的广大
读者们也体会到了“我和烤肉之间只差一抹孜然”是何种
感觉。而在高温、潮湿双重压力下，有些读者家中的木地板
也“烦躁”，甚至发了些“小脾气”。该如何应对这些令人头
疼的问题，记者专门采访了安信地板烟台区域总代理孙继
宇经理。

地板发起小脾气的种类可
多了，比如，降雨最大的那几
天，如果忘记关窗，地板会“生
气地”鼓起了一个个的“大包”；
持续高温炙烤的这些日子，被
太阳直射的地方，地板则会“惆
怅地”裂开了一条条“皱纹”。

那么，如何预防与应对地
板因为夏日高温、潮湿环境而
出现的“小脾气”呢？

据孙经理介绍，三种地板
在面对潮湿、高温环境的挑战
时表现也各不相同。

现在市面上的地板主要分
为三大类：强化复合地板、实木
复合地板与实木地板。其中强
化复合地板是通过将木材粉碎
成粉末，然后添加胶水，进行压
实、定型制成的；实木复合地板
是将不同木材刨成一定厚度的
薄片，压制而成；实木地板则是
取自整块木材，切割而成。即使
是同一种地板，品质不同，其价
位也有很大差距。

地板很怕潮气

“一般地板都怕潮气，而强
化地板比实木地板还容易受潮
气侵蚀而起拱。”孙经理介绍道，

“因此在夏季装修过程中，需要
将地板放在室内通风干燥的地
方，并且避免暴晒与浸水。”

由于地板不能安装在不平
整或潮湿的地面上，在地面“找
平”之后，必须等待新铺的水泥
地面完全干透，才能进行地板
铺装。在地板铺装前，需要提前
一周开始保持地面长期干燥，
做好准备。夏季铺装地板，需要
比平时安排得更紧密，以免冬
季时缝隙变大而影响美观。

铺装好地板后，日常清洁时
需要保持地板干燥、清洁，不能
用滴水的拖把拖地板，也不能使
用碱性水或者肥皂水拖地，以免
地板起拱或者失去光泽。

如果因为空气潮湿或者忘
记关窗而导致地板淋雨受潮，
那么读者朋友可以参考以下几
条小攻略：

1、在潮湿天气可以打开空
调除湿功能(但不要使冷气直
接吹到地板上)，使室内湿度降
下来，避免起拱现象发生。

2、发现地板有起拱征兆
时，尽量不要踩踏，避免使槽口
受损不能完全恢复。

3、如果强化地板进水且不
严重，不要自己将地板撬起晾
干，那样容易造成地板损伤，很
可能无法再次使用。最好迅速
排干地板表层水，拿掉踢脚线，
露出伸缩缝，散发水汽。如果15

天后仍不能恢复，就需要考虑
换新了。

4、泡水严重的地板，需要
业主第一时间联系地板售后服
务处，根据工作人员提供的最
佳解决方案进行“抢救”。

5、直铺式小面积进水的实
木地板，如果发现及时，可用大
功率吸尘器将水汽吸出，大面
积进水则需要专业人员将地板
全部撬起、阴干。无法再用的地
板需要重新更换。

地板的防暑降温

地板对于室内温度也有相
应要求，实木地板适宜的室内
温度为20—30℃，像最近的“烧
烤模式”天气，木地板最常见的
就是收缩离缝。因为在高温状

态下木材内部的水分会像人们
出汗一样挥发出来，从而导致
地板的体积发生收缩现象，以
至于地板拼接处缝隙加宽。

如果夏季装修，安装木地
板之后无法入住的情况下，需
要经常保持居室内的通风、透
气、散热，如果室内温度过高、
空气过于干燥，则需要进行降
温与加湿，防止地板因为干燥
而开裂。对于阳光能够直接照
射的部分，在阳光强烈的时间，
应该拉上窗帘，不要让阳光直

接晒到地板。
如果直接暴晒，地板除

了常常会出现离缝现象外，
漆膜还可能会起泡、变色，甚
至脱离。此时绝不能再使用
空调除湿功能，更不能将空
调对着地板直吹，如果实木
地板发现上述问题，业主需
要第一时间联系地板售后服
务处，可视情况进行修补处
理；而实木复合地板和强化
复合地板无法修补，只能选
择更换新地板了。

安信地板推出的钢化实
木地热地板获得了“2013年上
海采暖与建筑新能源行业信
得过产品和服务诚信单位”。
安信地板经过近十年的研发
和探索，积极寻找实木地板应
用于地热的方法，从原材料的
选择到加工工艺的改进，上千
种树种的测试，上万次工艺的
调试，最终安信地板发现“非
洲缅茄”、“非洲花梨”、“非洲
柚木”、“非洲格木”、“缅甸柚

木”、“茚茄木”、“大柄船形木”
7种木材适合做地热地板。因
为它们木质结构异常稳定，耐
热性能良好。

生长在非洲的木材，在
非洲最高气温可达6 0℃的环
境中生长，具备了独有的耐
热能力，通常3 5 ℃左右的地
暖辐射环境对其不能形成
丝毫威胁。而非洲地下蕴含
的丰富的矿物质，在树木生
长过程中被其吸收，并沉积

到木材细胞壁中，形成该木
材“钢筋铁骨”般的稳定结
构。优质的木材，再加上安

信地板在实木地热地板方
面近十年的研究成果，最终
诞生了钢化地热地板。

“烧烤天”

装修隐患要知晓

家装互动

专刊记者 张春萍

8月9日晚6时至9时由建材
网主办的“辉煌卫浴引爆卫浴
最强音清凉E购”活动在嘉禾
乐天黄务店圆满落幕，团购活
动现场精彩纷呈。

据工作人员介绍，本次活动
主办方秉承为消费者“省钱、省
时、省力、省心”的原则举办本次
活动，活动过程中亮点不断。

活动开始前，辉煌卫浴配备
了专车在烟台6区内接送参加活
动的消费者；消费者到达现场后
签到即可得到礼品一份；消费者
还可以在现场专门设置的甜品
休息区休息，品尝水果与甜点；

参加活动的消费者更可以拿到
油费补贴，“油”去有回；现场签
单的消费者参加抽奖环节，最高
奖项为品牌洗衣机一台。

当日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有
一位年轻的帅哥，签单之后参加
抽奖环节，抽到一台品牌电烤
箱，高兴地直呼自己运气太好
了。而抽中现金红包的一位女士
则高兴地笑得合不拢嘴。在活动
将结束时，辉煌卫浴为参加活动
并现场签单的消费者逐个发放
了50元的燃油补贴。

据统计，辉煌卫浴凭借其
优秀品质及0投诉的售后服务，
活动当晚签单率高达90%，画
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辉辉煌煌卫卫浴浴，，夜夜宴宴也也辉辉煌煌

钢化地热地板

相关链接

采访地：安信地板烟台区域总代理

辉煌卫浴清凉E购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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