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家居居联联盟盟打打造造生生活活音音乐乐梦梦想想
11月16日邀你一起来参加

专刊记者 刘彦君

“中国好声音”
成就了音乐人的梦
想，八大一线品牌
的一站式整体家居
联盟将成就烟台人
生活家居的梦想。
一站式整体家居联
盟将联袂2013“中国
好声音”全国巡演
举办万人建材抢购
会。届时，将云集恒
洁卫浴、T A T A 木
门、我乐橱柜、诺贝
尔瓷砖、索菲亚衣
柜、皓尔宝功能壁
材、圣象地板、美尔
凯特自清洁吊顶八
大一线品牌。11月16
日将为烟台业主献
上一场前所未有的
建材视听盛宴，近
期要买建材的业主
千万别错过。

联盟2011年成立

目前汇聚八大品牌

据皓尔宝功能壁材总经理
陈克介绍，一站式整体家居联盟
是在2011年由圣象地板、TATA

木门、皓尔宝功能壁材与其他五
家一线品牌在烟台创建的。2011

年9月10日举办了第一场活动
“耀动全城”，亮相后，引起了烟
台建材界的轰动，并自此不断开
拓至今。

据了解，2011年烟台市场上
建材品牌杂乱，令广大消费者不
知所措。由于品牌、种类繁多，档
次高低不一，客户在选择时难以
找到价格与品质始终如一的产
品。在这种背景下，一站式整体
家居联盟应运而生，汇聚地板、
木门、瓷砖、功能性壁材、橱柜、
衣柜、卫浴、吊顶等全方位国内
一线品牌，将烟台地区销量口碑
名列前茅的好产品呈现给消费
者，并以绝对满意的优惠力度答
谢消费者。

索菲亚新加入

一起打造视听盛宴

陈克说，一站式整体家居联

盟从2011年起步，经历2012年的
“工厂直供”、“金花四溅”到2013

年的“开门红”和“抢工厂”直到
本次与“中国好声音”的联袂，相
信一站式整体家居联盟可以让
广大烟台装修业主享受到2013

年度前所未有的一次视觉与听
觉的建材盛宴。

索菲亚衣柜市场总监周志
伟介绍，索菲亚算是联盟的新成
员了。据了解，索菲亚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总部位
于广州，是一家主要经营定制衣
柜及其配套定制家具集研发、生
产和销售的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占地103亩，厂房面积达五
万多平方米，28个生产及管理部
门，拥有世界一流的全电脑控制
的电子开料机、压板机、全自动
封边机、打孔机等进口德国豪迈
公司的家具加工设备。截至2013

年3月1日，公司拥有员工2000多
人，经销商500余家，专卖店约
1000多家。2012年公司全年销售
额近30个亿，遥遥领先同行其他
品牌。

法国索菲亚衣柜做为全国
第一个将定制衣柜行业引进到
中国的品牌，是中国衣柜行业的
领军品牌和龙头企业，是同行和
消费者公认的第一品牌，同时也

是行业唯一的上市公司，行业首
家获得国家环保局环保十环认
证单位，2012年还被评为“福布
斯”最具潜力上市公司。

大品牌强强联手

门票可抵货款用

一个个一线品牌燃起了消
费者的热情，而本次活动集合了
八个一线品牌参加，最强大的阵
容，最优秀的团队。好声音象征
胜利的V手势，不知是不是也预
示着本次活动一定会以胜利的
结果完美落幕。

据了解，本次活动当天须持
VIP门票方可进入活动现场，享
受活动当天优惠价格。每张VIP

门票售价100元，并实行限量发
售，还需加盖各品牌公司印章方
可生效，消费者入场时将VIP门
票卷撕下投入门票箱中。现场交
款时，撕下VIP门票内“100元代
金券”就可抵100元货款。让我们
期待2013年11月16日的到来，一
站式整体家居联盟将为港城人
民打造真正的生活家居梦想。一
场听觉和家装的饕餮盛宴即将
开始！您准备好了吗？快快来参
加吧！

咨询热线：18660018979

市场上地板品牌众多，消费者
在选购地板的时候往往会眼花缭
乱。而且地板不像其他产品那样，
可以拆开来看质量和做工，往往劣
质地板都是在使用过程中出了问
题，消费者才后悔莫及。地板的种
类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地板适合用
于不同的空间和位置，而且不同风
格的空间对地板种类也是有一定
要求的。

对于木地板的选择有很多，有
素面实木地板、实木淋漆地板、实
木复合地板和强化木地板四种，以
及竹质地板等。各种木地板材质和
生产工艺不同，其装修效果、价格
和质量也不同。一般来说在装饰材
料市场上，实木地板以国产产品为
主，有少量进口产品；实木复合地
板多为合资企业产品和进口产品;

强化复合地板则多为进口产品。各
种木地板的种类很多，规格尺寸各
异。消费者应该根据自己的预算选
择适合自己家装的木地板。

实木环保易形变

安装起来较麻烦

实木地板是实木烘干后经过
机器加工，表面经过淋漆固化处理
而成。常见的材质有：柞木、橡木、
水曲柳、枫木和樱桃木等，也有花
梨木、紫檀木等稀有贵重树种的淋
漆地板。

实木地板，材质性温，脚感好，
真实自然。表面涂层光洁均匀，尺
寸多，选择余地大，保养方便。但由
于木质本身的物理特性，这种地板
在干燥或潮湿的环境下，容易产生
形变、反翘等现象，安装起来也比
较麻烦。

复合地板防霉变

易铺装耐磨性好

所谓的复合地板，是由几层或
多层纵横交错、经过防虫防霉处理
的松木单板作基材，再加贴厚度
1—5毫米不等的木材单皮为表层，
最后经无尘淋漆涂布作业，均匀地
将漆涂布于表层及榫口上的成品
木地板。

复合地板由于采用了“三合
板”式的结构，所以部分解决了因
木材含水率而导致的木材形变问
题。而且铺装容易、脚感好、具有较
好的耐磨性、保养起来也比较方
便。但这种地板中的某些品种的表
面材质偏软，所以容易产生压痕或
划痕。

强化地板用途广

质地偏硬易安装

强化地板种类多为进口产品，
是由中、高密度纤维板基材与三氧
化二铝涂布面层复合而成的成品
地板。强化地板的用途广泛、花色
品种多，而且具有质地硬、不变形、
防火、耐磨、维护简单、施工容易等
优点。但这种材料也有缺点，就是
质地偏冷、偏硬。

木地板铺装学问多

细选材料装修有保障

““双双1111””在在即即 家家居居购购物物防防忽忽悠悠

勿为过剩功能买单

目前，市面上存在个别产
品的耐用性比普通产品高出
一大截。以强化地板为例，根
据国家标准，合格家用Ⅰ地板
的表面耐磨转数为4000转即
可，更高等级的民用Ⅱ地板为
6000转，达到商用级别的则规
定为8000转。但是有些进口强
化地板，宣称其表面耐磨转数
达到12000转，远远高于国家规
定。每平米地板标价也超过不
少大牌的实木地板价格。

据了解，国标制定时已充
分考虑到地板的耐用性。三口
之家，用4000转的足够了。用
在 公 共 场 合 的 才 需 要 达 到
8000转。在普通民居用的强化

地板表面耐磨性达到12000转，
完全是徒增生产成本，而最后
还是消费者来买单，实际意义
不大。

零甲醛概念不实在

近年，消费者对于家具、
建材中的甲醛含量问题关注
度越来越高，不少商家适时推
出了所谓的“零甲醛”家具。不
过“零甲醛”这种说法本来就
不严密，所谓的“无醛”人造板
材只不过是测出值小于国家
标准中的E1级及E0级水平，但
都含有一定的甲醛。

无论是大豆蛋白胶、MDI

生态胶、树脂胶粘剂确实属于
无醛胶粘剂，但是并不代表成

品毫无甲醛。木材本身就含有
微量甲醛。以家具为例，除了
板材的基材之外，还需要经过
贴面、油漆、封边等加工处理，
在这些加工处理中，很难说不
会带入含有甲醛的成分，所以
要做到完全的“零甲醛”几乎
是不可能的。

抗菌还得看需求

现在市场上不少家居产
品都热衷于套上抗菌的名头。
无论是墙漆还是日用品甚至
是用在地板下面的地垫，都选
择在显著位置宣传此功能。墙
漆、纺织品等也经常与负离
子、纳米钛等貌似高科技的概
念一起。

抗菌与杀菌的概念完全
不同。所谓的抗菌简单说指的
是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和发展，
使其在数量上不再增长，但它
仅仅起到抑制的作用，而不会
使微生物减少或消失。厨房中
的菜板、抹布、毛巾、内衣、袜
子、床品，这些容易滋生细菌
的家居用品使用抗菌技术，确
实有助于消除异味，提高使用
感受。但是墙漆、地板就没有

必要了。此外，负离子并没有
杀菌作用，纳米钛则一般应用
在光触媒技术上，如果商家把
它放在很难接触阳光的部位，
那么就要好好掂量一下了。

净化功能要查报告

随着消费者对于装修污
染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不少
商家盯住了这一商机，纷纷推
出带有净化效果的家居建材
产品。如净味墙漆、吸收甲醛
的墙漆、可以吸收各种有害物
质的硅藻泥等。消费者愿意为
它们掏腰包，是真的相信其可
以改善居室环境，但事实情却
是商家的炒作概念。

装修带来的室内污染，不
是仅仅靠一面墙的功能性墙
材或是一张地垫就能解决得
了的。要从源头上减少污染
物，除了选择环保性能好的建
材外，更重要的是避免过度装
修引起的有害物质叠加。至于
减少有害物质的方法，最好的
办法就是多通风。如果要购买
功能性产品，要详细检查检测
报告，让商家就每一个功能提
出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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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曝光台

“十一”卖场大促销刚过，网络购物狂欢“双11”又要来
临，不少商家早就开始了网络预热。网络购物与实体店最
大不同就是看不见、摸不着，沟通大部分靠网页介绍及客
服沟通。而那些玄乎其玄的功能到底有没有用？有没有必
要多花钱？“双11”在即，家居购物怎样防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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