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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工前需要先选定装修风格，然
后再根据选定的风格来进行装修，可以
说装修风格就是一个房子的灵魂。以下
五种便是当下颇受追捧的装修风格

现代简约风格
这类风格受到很多年轻人的追捧，

它并不是简单装修的意思，而是通过简
单的线条来勾画出人们想要的效果。这
类风格看似简单，适用面却非常广。装
修价格上也比较实在，是时下最为流行
的一类装修风格。

地中海风格
这类风格在沿海地区十分流行。人

们在打造此类风格时，常采用蓝白色为
主调，搭配以圆形的拱门，营造出清
爽、舒适、自由的居住氛围。这类风格
对于房子的户型要求比较高，一般来说
只有大户型、超大户型、别墅比较适合

此类风格。
田园风格
这类风格受到很多文艺青年的追捧。

人们在打造此类风格时，往往采用碎花壁
纸墙面搭配仿古砖地板以及田园风格家
具，营造出清新、自然、美好的生活环境。

中式风格
这类风格在装修时是按照风水来

的，比如说一定要有玄关等等。如果想
打造此类风格的话，最好能请专业人士
来帮忙设计。

混搭风格
这类风格适合于比较前卫的年轻

人，常常将两种以上风格混合在一起，
打造出一种全新的风格，力图给人耳目
一新的感觉。如果想装修成混搭风格的
话，最好找专人来设计，以免不伦不类。

（齐眉）

五种当下颇受追捧的装修风格

从本质上来看，互联网时代给家装
行业带来的最大改变就在于它改变了我
们获取家装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家装行
业的本质来讲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正是由于这种问题的出现，所以，当互
联网的“红利”逐渐减退的时候，人们
开始寻找新的方式来改变家装行业，并
继续赢得用户的信任。

当下人们的生活开始与智能科技、
大数据、云计算等产生联系，智能生
活、数字生活、云端生活成为贯穿人们
生活的主题。而家装行业作为人们所有
生活的落脚点，顺理成章地开始与这些
新技术产生融合。在经历了互联网时代
之后，人们想当然的将这种新技术与家
装行业的融合看作是对家装行业的全新
赋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全新的对家
装行业进行赋能的后互联网时代开始来
临。

从本质上来看，此次借助新技术的
方式对家装行业进行赋能的做法与互联
网时代的赋能开始有着本质区别。那
么，后互联网时代的赋能与互联网时代
的赋能到底有着哪些区别呢？

之所以称之为赋能主要是因为我们
把家装行业看作是一个改造的对象。因
此，我们在看待对家装行业赋能的时候
更多的关注点是在家装行业改变的方式
上。

从单纯搭建平台 开始转向更多输
送服务

移动互联网时代，家装行业发展的
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通过不断地搭建各种
类型的平台，将从线下转移上来的流量
进行分割。只要家装行业的平台搭建完
成，便开始用各种手段将用户聚集到所
搭建的平台上面。这个过程当中讲究的
是家装业态的丰富性，因为只有将家装
的业态尽可能多地集中到这个平台上
面，这些业态背后的流量才能尽可能多
地聚拢过来。

进入到后互联网时代后，单纯地吸
引流量已经无法再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在这个时代，人们更加关注的是流量的
转化与变现。仅仅只有丰富的流量，而
无法激活流量的活性，进而实现家装行
业的有效运转，已经难以起到实质性的
效果。因此，在这个时代，我们更多的
是在激活用户流量和用户活性。单纯地
搭建平台已经失去了意义，如何实现用
户转化，并促进家装行业的向前发展，
成为后互联网时代的主要任务。在这种
情况下，互联网家装的参与者们开始更
多地参与到家装行业的过程当中，不仅
要有平台，而且还会提供诸多的产品和
服务，以实现用户更好地转化。

从简单相加开始向深度变革转变

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家装的一
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将移动互联网与家装
行业进行简单相加，其本质并未对家装
行业进行影响。这种简单相加的方式尽
管在移动互联网浪潮来临之际让家装行
业不至于被互联网的洪流所抛弃，但
是，仅仅依靠简单相加的方式就想要获
得家装行业深度改变的做法，显然有些
不切实际。

因为从本质上来看，家装行业的发
展依然是一个注重改变的过程，如果仅
仅只是进行简单的相加所带来的一个直
接结果就是将互联网家装看作是一个营
销手段和工具，成为互联网聚拢用户和
流量的一个手段而已。在这个时候，互
联网家装其实已经失去了家装本质的内
涵和意义，更多的是一种营销方式和手
段而已。这种简单将互联网家装看作是
营销手段的做法显然无法起到实质性的
作用，只有真正对家装行业进行改变，
才能被用户买账，才能走得长远。

后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最终让家装行
业深度改变有了根本性的可能。他们开
始不再打概念牌，而是向家装行业输送
更多的有助于用户转化的能量。强化外
部技术与家装行业之间的联系成为这个

时期的主要特征。如何借助新技术给家
装行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成为很多
互联网家装的从业者们都在思考的一个
重要课题。

从本质上来看，这才是互联网家装
发展的正道。仅仅只是依靠各种概念和
噱头来疯狂地获取用户流量的方式和手
段必然不能长久。因为家装行业始终都
是一个以用户体验为主的行业种类，当
一个用户选择了没有任何改变的互联网
家装之后，当他们在家装过程当中的痛
点和难题都没有改变之后，他们便会选
择用脚投票，甚至还会用口碑去影响更
多的人。到那个时候，仅仅只是将互联

网家装看作营销噱头的家装公司必然会
有用户流失的风险。

进入到后互联网时代，以智能科
技、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技术不
再像互联网技术一样仅仅只是更多地与
家装行业进行简单相加，他们更多的是
再通过与家装行业进行深度融合，从而
实现更加脱胎换骨的变革。

从流量赋能开始向技术赋能

互联网时代，家装行业的主要赋能
方式是流量赋能，即互联网家装平台通
过将聚拢过来的海量流量重新分配给传

统的家装公司，让这些家装公司不再仅
仅通过扫楼、参展等线下的方式来获得
流量。这种方式尽管能够缓解传统家装
公司在用户生活方式从线下转移线上过
程当中用户逐渐流失的现象，但是当流
量转移殆尽之后，传统家装公司依然会
面临流量难题。

因为传统家装公司提供给用户的家
装服务依然是传统的，用户在通过互联
网家装平台选择家装公司之后，并未有
家装体验的提升。到最后，这些流量要
么成为“僵尸流量”，要么成为家装口
碑的“负能量体”。在这种情况下，通
过简单的流量赋能已经无法再对家装行

业的发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和效果，必
须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来对家装行业进行
赋能来缓解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

通过技术赋能的方式来改变这种状
态成为后互联网时代家装行业发展的主
要特点。在这个时候，无论是在移动互
联网时代取得优势的大型互联网家装平
台，还是试图通过小的角度来撬动家装
行业大市场的公司，他们都是再通过技
术赋能的方式开始给家装行业带来真实
的改变，从而实现家装行业的真正发
展。

大数据、智能科技、VR、AR 技

术都在成为与家装行业实现深度融合的
新技术。同互联网技术仅仅只是和家装
行业实现简单相加不同，后互联网时代
的技术赋能更加关注的是对家装行业能
够带来多少本质性的改变上面。因为只
有给家装行业带来本质改变，才能够跟
得上用户消费升级的步伐，才能够真正
给家装行业的发展带来真正积极的促进
作用。

从B2B模式赋能向S2b模式赋能
改变

其实，贯穿整个互联网行业发展的
一个主要模式就是 B2B 模式，这个模
式在电商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淘宝、
京东等电商平台本质上来讲都是 B2B
模式。这种模式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特点
就是通过去中间化的方式来实现行业运
行效率的提升，成本的降低，用户体验
的改变。但是，仅仅只是去中间化的方
式尽管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行业运行效
率的提升，但是从长远来看，行业的改
变还是要回归到行业本身上，仅仅只是
盲目地去中间化所带来的一个最为直接
的结果，将会是实质上的换汤不换药和
用户体验的下降。

进入到后互联网时代，特别是随着
新零售概念的成熟与落地，以 B2B 为
主的模式赋能开始向以S2b模式为主的
赋能方式转变。同 B2B 模式的去中间
化不同，S2b模式更加关注的是行业本
身的改变上。比如，新零售领域出现了
诸多新技术应用来优化用户体验的案
例，并且让用户减少了电商时代仅仅只
有线上端口获得服务的不适，从而将用
户的体验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家装行业同样如此。尽管在互联网
时代，我们搭建了一些互联网家装平
台，但是真正输送家装产品和服务的供
应商依然是传统家装公司。这种方式的
一个最为直接的结果就是用户获得的依
然是传统家装，用户痛点和体验难以改
变。

进入到S2b时代后，一些大型的家
装公司开始深度参与到了家装流程当
中，也就是说给用户提供家装服务的不
再仅仅只有传统家装公司。另外，传统
家装公司也不再仅仅只是从大型的互联
网家装平台上获得流量，更多的是技
术、产品、金融等诸多相关配套的设
施，这些设施共同组成了一个全新的家
装新模式，而这个新模式我们将它定义
为“新家装”。

移动互联网时代在经历了疯狂、蓬
勃的发展后开始回归到正常的发展状态
当中，对家装行业进行真正而彻底的改
变成为后互联网时代家装行业的主旋
律。当互联网家装依然会给用户带来痛
点和难题的时候，后互联网时代出现的
新家装或许能够像雨后的彩虹一样，带
给人们的不只是绚丽夺目，更多的是一
种内心的舒畅与安定。

全新赋能全新赋能：：
互联网家装正被颠覆互联网家装正被颠覆

□□孟永辉孟永辉

厨卫市场即将迎来发展期，原因有
五点：住房变迁，厨卫上升到重要生活
空间；定位丰富，厨卫营造健康、舒
适、轻松的生活；注重设计，厨卫装修
体现用户的品位和格调；厨卫品类众
多，打造品质生活；用户黏性增强，价
格上限不断突破。

随着时代的变迁，厨卫不再是简单
的做饭和洗浴的地方，而成为衡量品质
生活的一大标准。厨卫空间格局、定
位、设施、品位等发生了变化，品类变
得丰富，消费者对厨卫产品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也在推动
厨卫经济时代的来临，相信未来厨卫市
场将给中国居民的品质生活带来更大的
提升。

古人云，生活五要素，吃喝拉撒
睡。生活无小事，五个方面包括了基本
的生活需要。生活过得怎么样，要看看
你生活五要素的品质。上世纪80年代后
期，商品房的盛行给住房格局中增加了
厨房和卫生间。我们现在说厨卫经济时
代的来临，因为经历了彩电行业大普及
以及产品的迭代繁荣的客厅经济之后，
物质极大丰富下，用户需求由外而回归
自我，厨卫上升到家装重要位置，厨卫
空间格局、定位、设施、品位等发生了
变化。

具体体现在：其一，住房变迁，厨
卫上升到重要生活空间。以前的房子类
型是大开间，平房，大杂院，户均20平
方米的面积住了一家老小，一间房子主

要功能是卧室，偶尔肩负一下客厅重
任，厨房是过道的一个小煤炉，卫生间
是公用。现在我们住楼房，户均面积提
升到 70～100 平方米之间。房屋格局的
变化最大点在于，卫生间和厨房由依附
型辅助型空间，上升到必不可少的生活
区域，由房外进入到房内。

如果说由外入内是一个变化，由小
变大又是另一个趋势。卫生间面积趋大
化，由最初的1平方米左右的面积，现
在达到5平方米左右，另外两卫也成为
未来的趋势，部分新出售房屋中卫生间
的个数也在增加。从住房格局的变迁，
可以看到厨房卫生间上升到重要的生活
空间。

其二，定位丰富，厨卫营造健康、
舒适、轻松的生活。厨卫的空间在变
化，与此同时是空间的定位变化。厨卫
给一个家庭带来的是健康、舒适、轻松
的生活。卫生间是沐浴清洁也是放松解
乏空间，它即是洗面间也是化妆间，它
即管理颜值又营造轻松舒适的环境。早
期是单一厕所，现在马桶也肩负健康管
理功能，它和用户的仪容仪表以及健康
息息相关。厨房更不用多说，古人云，
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对于国人重要度
非凡，它主宰着一家人的饮食健康。厨
房文化的兴起，厨房成为促进家人情感
和享受食物乐趣的生活空间，而且厨卫
已经上升到家的心理空间定位，有它家
才像个家。

（王飞）

整体厨卫逐渐风靡

“消费升级”“中产阶级崛起”“80后、
90后成为消费的主流”，是近几年媒体出
现的高频词，也是许多企业公认的消费潮
流，几乎所有的商业上的从业者，都在迎
合消费升级带来的商业机会。如果抓不
住主流消费趋势，就必定会被淘汰。

然而，在这场消费升级的商业变革
中，迎合消费升级趋势的大多数投资者好
像过得不是很好，甚至陷入困境，原本想
着向上而生，而实际上却是向上而死。

根据二八法则，20%的人属于中高端
人士，但是还有80%的人是中低端人士，
而 80%的消费市场针对到 20%的中高端
人群之中。由此可见，中高端市场成为竞

争红海。商业投资的本质是盈利，而不是
为了迎合消费趋势和面子。中高端的定
位是未来，中产阶级崛起、消费升级、品牌
化消费趋势是市场升级换代的依据，一时
间，几乎所有的家居市场的装修档次都成
为“高大上”。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几乎
所有的家居卖场都在向中高端迈进，一个
被忽略的庞大市场就出现了，有特色的

“低端家居卖场”成为行业投资者新的机
会点。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挣“有钱人”的
钱和“穷人”的钱本质上没有差别，而当所
有的人都在挣“有钱人”的钱时，另一种机
会就产生了。

（陈炎）

低端家具市场亦有机会

色彩在家居装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可以说成也色彩败也色彩。不管
你是清新田园风格还是纯净地中海风
格，又或是典雅中国风，都脱离不了色
彩的“掌控”。本文就来介绍一下装修色
彩搭配技巧知识。

1.色彩分类。色彩种类有很多，按
照人的心理对色彩的认知，常把颜色分
成暖色调和冷色调。因为我们在生活中
接触到的温暖、发热的东西像阳光、火
焰等多为红黄两色，所以就把以红、黄
为主的色彩称之为暖色调。暖色调能够
给人带来温暖的感觉，它象征着热情、
欢快，在喜庆的环境中常用暖色调。看
到蓝色的大海和翠绿的植物，心里就会
感觉到一丝凉爽，因此把以蓝、绿为主
的颜色称之为冷色调。冷色调主要用于
安静的场所，它能营造湿润、淡薄、冷
静的气氛。

2.色彩搭配。俗话说，“红花还需绿
叶配”，指的是红色在绿色的映衬下显得
更加鲜艳娇媚，可见色彩搭配的作用。
但是，在同一空间、同一画面中使用多
种色彩进行搭配时，必须特别注意色调
的变化。通常来说，如果各种颜色对比
很强烈，那么需要把一种颜色混合到各
颜色中，让各种颜色中都具有该颜色成

分，也就减弱了各颜色的强度，可以让
色彩搭配变得更有调和感。

在一般的房屋装修中，色彩搭配使
用较多的是白色调和，可以降低强度提
升亮度，从而使得整个房屋空间更加和
谐舒适。

3.色彩过渡。在我们的装修设计过
程中，不可能整个房屋全都使用同一种
色彩。因此，当一个色彩变换成另一个
色彩的时候，就需要利用一种颜色进行
过渡。举个例子，如果地面是红色的，
墙壁的颜色是黄色的，那为了让它们结
合得更自然，墙裙和踢脚线就需要一种
中间色。不仅如此，同一立面中也会需
要过渡色。比如你要在一面白色的墙上
挂一副黑色系的照片，那么要通过紫色
或者灰色的相框过渡。这也就是为什么
家庭装修常常能看到各种装饰线的存
在，它们就是起着过渡的作用。

4.色彩选择。色彩选择的影响因素
很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种
族、不同宗教等都决定着色彩选择不能
一概而论。以年龄来看，儿童时期对色
彩特别敏感，钟爱明快鲜艳的色彩；青
年时期朝气蓬勃，偏爱对比强烈的颜
色；到了中老年，含蓄宁静的色彩成了
最爱。 （陈敏）

装修色彩搭配技巧

由于我国国民卫生习惯的改变，卫浴
成为家庭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发
展的二十年里，中国卫浴低端市场也渐渐
饱和，在竞争激化的大环境里，未来卫浴
企业面临的压力也将更重。被兼并、破产
等都是目前低端卫浴面临的问题。中国
卫浴低端企业主要在广东佛山、福建南

平、河北唐山等地，企业数量达到上千
家。中国卫浴低端市场已过度饱和，过度
饱和的未来就是一大片企业倒下去。要
想改变目前低端市场的不良现象，必须依
靠相关部门引导一些实力不济的中小企
业进行转型发展或退出卫浴市场，转攻其
他行业。 （刘伟）

低端卫浴市场渐饱和

不久前，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
正式发布了《儿童房装饰用内墙涂料》、

《水下生产系统防腐涂料》等国家标准修
改单，其中有5项标准将于今年5月1日
起实施，详情如下：

1.标准号：GB/T34681-2017 标准名
称：色漆和清漆涂料配套性和再涂性的测
定。

起草单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
七二五研究所、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
院有限公司、中航百慕新材料技术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鱼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合众(佛山)化工有限公司、镇江蓝舶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标准号：GB/T34677-2017 标准名
称：水下生产系统防腐涂料。

起草单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
七二五研究所、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
院有限公司、浙江鱼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金陵特种涂料有限公司、浙江飞
鲸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飞轮造
漆有限公司。

3.标准号：GB/T34676-2017 标准名
称：儿童房装饰用内墙涂料。

起草单位：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立邦
涂料(中国)有限公司、阿克苏诺贝尔太古
漆油(上海)有限公司、三棵树涂料股份有
限公司。

4.标准号：GB/T34682-2017 标准名
称：含有活性稀释剂的涂料中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起草单位：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
院有限公司、常州光辉新材料研究所有限
公司、广州合成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浙

江鱼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合众(佛山)
化工有限公司、上海嘉宝莉涂料有限公司
等。

5.标准号：GB/T34683-2017 标准名
称：水性涂料中甲醛含量的测定高效液相
色谱法。

起草单位：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
院有限公司、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广州擎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立邦涂
料(中国)有限公司、巴斯夫(中国)有限公
司、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嘉宝
莉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5月1日起《儿童房装饰用内墙涂料》等涂料行业标准将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