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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营销兴起 中国门窗企业应如何掌控
                                 

在门窗企业还未进行大规模、组合化地使用网络营销之前，了解今后走向，将是

具重要意义的一步。对于如何确保门类网络营销真正地落地，更切实地渗透到门类产

品的市场推广、品牌传播、终端销售拉动等业务环节中去。这更需要理论体系的建立

与完善，首先要在思想上说服自己、说服客户，同时需要逐步落地到行业中去，在具

体产品、品牌的推广中校正与改进策略体系与执行套路，从而走出一条成型的道路出

来。后来者都可以行于其上。

传统的广告、渠道、市场等肩负市场推广、品牌传播、招商加盟职责的部门如果

不做更新，已经不适应于网络营销策略的创意设计与实施，一些新的岗位与人员需要

引入，比如设计师、程序员、撰稿人、发贴手、网络推手、网络策划人等。如果一个

企业不停地扩员，补充更多人手，添设更多岗位，并不是一个最佳策略，我们最好是

把可以外包的部分都转移到外部的专业机构中去。

加大力度构建完整的理论体系与操作体系，要营销别人，先营销自己 ; 要帮别人

创造知名度，首先要将自身的知名度做起来，站在客户需求的层面说服客户，与客户

合作把网络整合营销传播做起来，积累经验，找到导火线，引爆网络整合营销传播。

另一方面要横跨营销传播与互联网、媒体、广告、公关等多个领域，寻找黄金平

衡点，组合成最佳力量。需要门窗行业从业者与互联网、媒体、网络营销方面的从业

者相互协调、多切磋，发现问题，找到办法 ; 实现共鸣，产生合作，双方共同努力，

杀出市场推广的一条血路。

门窗企业要敢于尝试，在原有营销策略框架里找不到突破点、找不到破局招数，

那就跳出原有的套路，到新的天地里寻找新的手段，创意新的策略，站在新视野的高

度、新思路的高度去做门类产品的市场推广与品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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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抛出一个重磅政策——

部署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顺应群众期盼改善

居住条件。据住建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过

摸底排查，截至 5 月底，各地上报需改造的城镇

老旧小区 17 万个，涉及居民上亿人，也就是说老

旧小区改造将惠及全国所有一、二线城市的居民。

推出老旧小区改造，还是确有必要，因为大

部分一、二线城市的不少居民小区，最短的房龄

都有 20 年了，当年在设计上不尽完善，还有许多

公共设施比如煤气管道、光缆线等等都没预留位

置，很多走外线，像蜘蛛网一样十分难看，不仅

影响了城市美化，也带来了许多安全隐患，不利

于提高城市品味和民众生活幸福指数。同时，目

前国家在投资拉动经济上出现疲软态势，也没有

更好的投资办法可实施，改造老旧小区无疑成为

拉动中国投资增长和刺激经济发展的又一重大刺

激政策，既能将国家民生工程落到实处，又能带

来更多的投资机遇，从而为打开中国经济持续增

长创造有利条件。

这个政策一出台，有媒体把旧改定义成堪比

棚改的新 4 万亿元刺激计划，觉得这一政策为全

国楼市带来新的阳光雨露，所有的房地产开发商

及房产中介们如同打了“鸡血”，热血沸腾了，

以为新的投资机会、新的赚钱机会又再次降临中

国大地，不少房地产商在未来的老旧小区改造中

又将赚得盆满钵满，对未来也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正蠢蠢欲动。

这项政策对于一、二线城市生活的居民来说，

他们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因为虽然可能老旧小

区改造能让自己住上宽敞、设备齐全、管理先进

的小区，对居住环境改善和生活质量提高都将提

供优良的条件。但同时，他们心里也是上下打鼓，

担忧老旧小区改造是否会因此加大自己的居住成

本，还有一部分涌入一、二线城市的居民更加担心，

老旧小区改造是否会成为推动一、二线城市房价

再度大幅上涨的新动因 ?

四万亿元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来袭，

门窗会有多少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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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这种担忧也并非多余，更不是杞人忧

天。因为 2015 年至 2019 年的三、四线城市的棚

户区改造，虽然在亮化城市、改善城市居民等方

面发展了重要作用，但也确实带来了房价大幅上

涨这个副产品，推动了三、四线城市房价的飞快

上涨，让三、四线城市的大量年轻人遭受了高房

价侵袭之苦。

而且，大家记忆犹新的是，当年棚户区改

造的钱大都是由央行掏的腰包。2014 年央行为

了支持棚户区改造，创造了新工具抵押补充贷款

PSL。短短 5 年时间，央行通过 PSL 印了 33795

亿元 ; 而央行口袋里的钱都是基础货币，还没有

算上货币乘数;如果按照当时的存款准备金来算，

货币乘数约等于 5，33795 亿元流通后就能变成

近 17 万亿元。尤其是后期棚改货币安置政策，这

么多货币流向市场显然成了拉升三、四线城市乃

至全国其他城市房价的有生力量。棚户区改造的

三年时间里，正是三、四线城市房价飞速上涨的

三年。看到这个问题之后，

目前中央政府已开始收缩

三四线城市的棚户区改造

数量，就全国来说，可能压

缩还不止 50% 的棚户区改

造数量。

很明显，棚户改造推

升了三、四线城市的房价，

而老旧小区改造无疑也会

再次推高一、二线城市的房

价，这个问题就值得警惕

了，因为现在一、二线城市

的房价本来就已经很高了，尤其是北上广深等一

线城市的房价不少接近天价，确实不能再高了。

当然，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最终得看老旧小区

改造的资金来源是从哪个口子流出的，如果依旧

由央行出钱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那一、二线城

市房价再度上涨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可如果老旧

小区改造的资金由地方政府出大头、被改造小区

居民出小头，中央政府财政适当补贴一部分，那

么老旧小区的改造，可能对一、二线城市的房价

就不会有太明显的拉升作用。

至于新一轮老旧小区改造到底会否拉升一、

二线城市的房价，一切都要看资源来源，一切都

要看结果，我们现在千万不能提前下房价上涨的

结论，因为太过早下结论，会对老旧小区改造带

来负面影响，我们还是应该做中央政府决策的坚

定拥护者和支持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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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部署推进这项工程，
事关上亿人的居住生活！

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6 月 19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等。

会议认为，加快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群众愿望强烈，是重大民生工程

和发展工程。据各地初步摸查，目前全国需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涉及居民

上亿人，量大面广，情况各异，任务繁重。

会议确定，

1. 要抓紧明确改造标准和对象范围，今年开展试点探索，为进一步全

面推进积累经验。

2. 要加强政府引导，压实地方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发挥社区主体作用，

尊重居民意愿，动员群众参与。重点改造建设小区水电气路及光纤等配套

设施，有条件的可加装电梯，配建停车设施。促进住户户内改造并带动消费。

3. 要创新投融资机制。今年将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安排中央补助资金。

鼓励金融机构和地方积极探索，以可持续方式加大金融对老旧小区改造的

支持。运用市场化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

4. 要在小区改造基础上，引导发展社区养老、托幼、医疗、助餐、保

洁等服务。推动建立小区后续长效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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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塑料门窗委员会主

办 , 大连实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亚萨合莱国强

( 山东 ) 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和

沈阳瑞得塑胶制造有限公司共同承办、江苏赛迪

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 2019 年第 24 届全国

塑料门窗行业年会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 -12 日在

天津市召开。武汉门窗协会会长彭传穆、秘书长

熊晓琳以及部分会员企业代表参会。

4 月 11 日上午，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塑料

门窗委员会丛敬梅主任作工作报告，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会长、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副校长郝际平致词。会议还进行了颁发推动

行业发展项目标牌仪式。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殷会良作题为“京津冀协同

发展与雄安新区规划”的讲话，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原总工程师、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原会长姚

兵作题为“弘扬四大精神，推进塑窗行业赶超世

界新水平”的讲话。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原副

总工程师、中窗认证检测技术服务 ( 北京 ) 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万奇，就“推动产品质量认证助力企

业品牌提升”作精彩发言。

下午，召开了“定制塑料门窗产业技术联盟

成立大会”， 公布了“定制塑料门窗产业技术联

盟品牌产品及品牌系统”并颁发标牌、同时也公

布了“定制塑料门窗产业技术联盟专家组成员名

单”并颁发证书、并开展了定制门窗交流研讨会。

武汉门窗协会彭传穆会长同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

会副秘书长兼塑料门窗委员会主任闫雷光、重庆

市绿色建筑与建筑产业化协会会长曹勇、大连实

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领导，在提升建筑节

能产品质量、规范市场行为、开展合作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大家都希望以协会为平台，

加强协会与协会、协会与企业联系，促进交流与

合作，共同为建筑节能行业发展作出努力。

武汉门窗协会

   赴天津参加

     “2019 年第 24 届

全国塑料门窗行业年会”

彭会长与参会领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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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门窗协会开展
门窗质量及安全联合检查行动

             检查组前往门窗企业检查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 2019 年 10 月在

武汉举办。以此为重要契机，为提升我市门窗质

量，及时发现门窗企业、建筑门窗施工现场质量

及安装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武汉门窗协会

联合武汉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及各区质监部门、

武汉建筑业协会、武汉建设监理协会、武汉建设

安全管理协会以及武汉门窗协会部分门窗会员企

业共同组成检查专家组 , 并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

起开展武汉市建筑工程门窗质量、安全联合检查

行动。以引导武汉市门窗行业秩序、加强门窗行

业自律管理、维护会员企业合法权益、确保广大

老百姓生命安全，促进门窗行业健康发展。

彭传穆会长同检查组成员一同分析产品质量问题

 企业人员现场拆卸门窗产品配合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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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来到黄陂区域，检查组对该区域抽查

了 4 家门窗企业进行突击检查，对各企业的门窗

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等一系列情况进行了认真仔

细地检查。详细询问了门窗生产制作、安装、质

量等情况并使用专业仪器对现场的门窗进行实地

检测，并对各企业门窗进行现场破坏性检测和采

样。在实地检查中我们发现有部分门窗企业未按

照国家标准进行生产制作，协会针对存在问题的

企业立即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整改。

检查工作一直持续到傍晚。

 

检查组检查钢衬质量

   检查组用专业仪器测量门窗型材壁厚

检查组检查胶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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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彭传穆会长又召集大家返回协会召开区

域检查会议，向大家通报检查情况，并强调一定

要通过这次检查，提高整个行业的质量，使整个

行业能按照标准规范生产。对门窗产品质量、工

艺做得好的企业要大力宣传，门窗产品质量不好

的企业要严肃处理。而后与会人员纷纷发言，一

致认为企业一定要做好自身建设，将问题扼制在

萌芽状态，粗糙的制作只会造成消费者对企业质

量的不信任，继而失去市场 , 有问题要及时进行

内部调整，解决问题。并希望协会能够积极发挥

桥梁和纽带作用，维护会员合法权益，有效地促

进行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召开区域检查会议

             检查组讲解门窗技术要领

    检查组详细记录现场检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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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由武汉市建筑业协会、武汉建设工程

造价管理协会、武汉建设监理与咨询行业协会、

武汉建设安全管理协会、武汉门窗协会，以及武

汉门窗协会部分门窗会员企业共同组成的检查专

家组前往黄陂、东西湖区域检查了企业及建筑工

地门窗质量。

联合检查组前往黄陂、东西湖区域开展门窗
质量、安全联合检查行动

检查组前往门窗企业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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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组前往建筑工地检查                  检查组现场查看资料

本次检查共检查了 4 家门窗企业及 8 个建筑

工地的门窗工程质量。距离远、数量多、任务重，

专家组成员每天很早前往集合地点，晚上很晚才

结束回家，近期天气阴雨绵绵，大家克服困难冒

雨前往工地检查，十分辛苦。检查组通过现场查

看《武汉市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登

记表》、《检验报告》等资料，现场拆样后认真

细致地检查，发现了一些质量问题，如塑钢型材

不符合国家标准、门窗主材可视面及非可视面壁

厚不达标、窗户无钢衬、无固定螺钉、固定镙钉

数量不足，未打组角胶、框扇未见排水孔、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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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施打不密实、外框压线过短、传动器未按标准

配置等问题。在发现问题和安全隐患后，协会本

着不进一步将事态扩大化，保护门窗企业的合法

权益，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让老百姓用上合格门窗，联合检

查组专家成员讨论通过对各企业及工地现场开具

“建筑门窗产品质量不合格整改意见“。各门窗

企业及工地接到整改意见后都十分重视，立即进

行积极整改，均表示欢迎检查组经常到企业和工

地，帮助他们查出可能存在的门窗安全隐患，以

确保广大老百姓生命安全，促进门窗行业健康发

展，共同为武汉市的建筑节能做出巨大贡献。其

中黄陂区一家企业存在一定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

塑钢型材不符合国家标准，检查组对该企业现场

提出整改建议，请该企业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更换

所有塑钢型材。发现问题后，黄陂区域长及协会

常务副会长胡国良立即督促和指导该企业积极整

改，该企业负责人非常配合，对此项工作也非常

重视，立即将不合格产品全部拆毁并按照国家标

准全部进行了更换。通过复查，整改后的门窗质

量已超出了国家标准。对于这样企业特提出表扬，

希望大家都能够像这样正视问题、积极面对问题、

积极整改、诚信经营，将企业的产品质量提上新

台阶。

对不合格产品进行拆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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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组在工地现场用专业仪器检查门窗质量

                      现场拆样检查

此次检查的关键是提升门窗企业的门窗产品

质量，倡导武汉门窗企业走节能、优质的产品路线，

结合当下系统门窗、被动式建筑、装配式建筑的

发展趋势进行转型升级，共同营造一个健康稳定

发展的门窗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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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30 日上午，武汉市民政局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对武汉门窗协会进行走访调研，会

长彭传穆及秘书长熊晓琳参加，双方就协会工作

以及今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彭传穆会长首先代表协会对领导的到来表示

诚挚欢迎，对武汉市民政局各级领导的关心与帮

助表示衷心感谢，并希望对协会工作提出宝贵意

见及建议，今后对协会工作多多指导和帮助。熊

晓琳秘书长介绍了协会的基本概况，从行业标准、

业务培训、会员服务等方面开展的工作、2018 年

工作情况、2019 主要工作安排、现阶段主要工作

进行了汇报。

武汉市民政局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赴武汉门窗协会走访调研

市民政局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领导听取汇报

后，对武汉门窗协会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表示协会所做的这些工作意义重大，确保了广大

老百姓生命安全，促进了门窗行业健康发展，并

建议协会可以通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

的形式对行业开展服务工作。希望协会继续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拓宽会员服务面，打造更多符合

会员需求的服务项目，当好政府助手，营造良好

的行业风气。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服务

会员健康发展，服务军运会，开展公益事业，进

一步优化服务、贴近企业，不断提升协会的凝聚

力、向心力和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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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不光是房子的脸面，也是陌生人对家的

第一印象，还是一家人的安全保障，开发商采用

的门窗产品，成本较低。

原材料大多数是普通的建筑型铝材，型材质

量较差，抗风压性也就不强，当面临大风威胁的

时候，窗体容易变形，存在安全威胁。

经常看到新闻上有这样的消息，某小区高层

用户因窗体不稳固发生高空窗户坠落的事件，甚

至砸伤了楼下的住户。

前段日子总有婴幼儿因家中无人看管而爬出

窗外，发生不可逆的悲伤事件。这一切的发生除

了人员看管不当的情况下，还有一部分是门窗挑

选的不合适导致的。

门窗的问题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编辑部

当然也为大家考虑到这些事。

门窗种类繁多，铝合金真假分辨，应该如何

选择 ?

门窗的选购是一件繁琐的事，从门窗的框架、

玻璃到五金的选择，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铝合金门窗因为他外观敞亮、坚固耐用的特

点深得一部分人群的喜爱，但铝合金市场的混乱

导致铝合金门窗市场良莠不齐，令用户难辨真伪。

铝合金门窗如何辨真伪呢 ? 铝合金门窗配件

主要有五金件、密封材料及辅助件三大类。市场上，

铝合金主要有两种适用型材，一个是普通铝合金，

另一个就是断桥铝合金的。

断桥铝合金是使用尼龙材料，将一个型材分

隔成两半的，形成一个腔体，从而达到降低铝合

金的导热性，提高门窗的隔音、隔热、节能的效果。

在辨别铝合金的真伪时，我们需要注意以下

几个要点：

1. 卡壁厚度

国标规定：型材厚度应大于或等于 1.4mm。

2. 隔热条

隔热条使断桥铝型材最关键造成部分，必须

使用 PA66 尼龙，这是国家标准规定的。

凤铝品牌断桥隔热条上有打码。有些商家窗

框铝型材采用低质价廉的 PVC 或国产尼龙隔热

条，窗扇铝型材采用高品质的进口尼龙 66 隔热条。

是不是尼龙的可以用打火机烧来看，烧软了

的就是 PVC 的，不能要的。PVC 隔热条比较光

滑发亮，尼龙的反而有些粗糙。

3. 看成色和颜色

当你定做的铝材在安装前，务必仔细观察型

材的表面，是否存在痕纹。如果你对表面观察看

不准，你还有权利要求加工安装人员将以做好的

门窗，拆开一樘，看型材中间内壁。

断桥铝合金门窗真假难辨，该怎么办？

       中国幕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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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材在做表面喷涂处理时，截面里面是无法

喷到的，这样你看到的也就是没有被粉末掩盖的

型材本色，这样就很容易鉴别型材上是否存在痕

纹。

4. 看切口

切口光亮平滑。含铝高，而差型材切口处无

光泽，有可能用废铝所做。

另外建议大家去正规商家购买，并且要签订

门窗买卖合同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系统门窗和普通门窗有什么差别 ?

建筑的节能标准越来越高，系统门窗油然而

生。我们在选购门窗的时候，也会在系统门窗和

非系统门窗之间犹豫徘徊，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异

呢 ?

1. 稳定性和性能方面

系统门窗有自己独立的技术部门，会针对系

统门窗的各部件进行严格的测试和检验，所以各

个部件搭配非常好，不容易出现故障，也就是我

们常说的稳定性好。

普通门窗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订购不同的部

件进行组装，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多少会出现一

些问题，稳定性相对较差些。

系统门窗研发经过 2 到 3 年的时间，对材料、

整个门窗的性能、质量进行全面检测，达到预期

的目标后推出的成熟产品。

普通门窗是针对单个项目临时集成的门窗产

品，往往没有经过全面检测。

2. 灵活性方面

系统门窗的各部件都是根据不同性能已经固

定好的，挑选的余地相对普通门窗来说比较小，

所以灵活性小。

普通门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配置自己

的部件。系统门窗是系列化、标准化产品，槽口

构造、材料供应等具有很强的排它性和不兼容性，

只能根据工程的需求选择系列。

一般不会对单独项目进行研发。普通门窗材

料国内外厂家都可以选择，也可以临时开模，灵

活性强。

3. 软件方面

系统门窗在提供产品的同时，也提供设计软

件、设计手册、采购手册、加工手册、专业专用

设备及技术服务支持，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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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门窗的品质取决于设计人员的水平和门

窗企业的加工安装的能力。

防盗窗、隔音窗、防蚊窗，这些特殊窗该如

何挑选 ?

随着我们的需求变化，窗的种类也变化极大，

防蚊、防盗这些基本需求是被寄托在纱窗上实现。

市面上的纱窗种类多样。

有些纱窗甚至将防蚊和防盗的功能合二为一，

面对多样的纱窗，从舒适度及美观度上我们的选

择也变得多样。

城市的发展使得我们一些生活习惯发生了改

变，汽车喇叭的噪音、小区里的人声、家里的小

动静使得我们的睡眠质量越来越差。

如何正确的按照生活的噪音选择隔音窗 ?

一般来说关上原窗声音在 50 分贝以内，安装

双层玻璃的隔音窗就能达到 35 分贝以下的效果，

要是超过 60 分贝的话就建议采用三层玻璃的隔音

窗才能达到 35 分贝的效果

包阳台选择铝合金门窗还是塑钢门窗比较好

呢 ?

一、包阳台三种常见的材料

1. 塑钢

比较便宜，价格从 100 等 -300 元不等，硬度、

弹性、拉伸力都不如铝合金。低层用户在预算不

足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塑钢，耐腐蚀性还可以。

2. 铝合金

铝合金材质的门窗做的比较多，单纯封阳台

的铝合金用的越来越少了，铝合金的价格适中，

它的缺点也很明显，比较坚硬，容易吸热等。

3. 断桥铝

升级版的铝合金，断冷热翘，将铝合金从中

间断开的，它采用硬塑将断开的铝合金连为一体，

塑料导热明显要比金属慢，这样热量就不容易通

过整个材料了，材料的隔热性能也就变好了 ( 隔

热性高于铝型材 1250 倍 )。

价格较高但是效果好，隔音、隔热、保温等

相对而言都有比较好的性能效果，而且窗户使用

几十年也不会变形，窗户颜色也不会轻易褪色。

价格基本是 500 元起步。

二、包阳台用什么玻璃

1. 普通玻璃

价格便宜，但是热稳定性差，抗冲击力低，

受到外力冲击后容易碎裂。

2. 钢化玻璃

普通玻璃经过高温处理冷却后形成的，硬度

较高，不易损坏，若是破碎也是颗粒形状不容易

被割伤。

3. 中空玻璃

两片或三片玻璃中间加隔空铝条，四周再用

高强度高气密性粘合剂密封，形成一整块玻璃，

隔音隔热效果都较好，价格也略贵。

4. 真空玻璃 ( 夹层玻璃、夹胶玻璃 )

两片或多片玻璃中间夹一层膜，经过高温处

理，使得玻璃与膜永久粘合，即使碎裂也不会分离，

可以防止扎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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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断桥铝门窗的玻璃配置大多是双层中

空钢化玻璃，隔音效果已经十分优异。然而现在

有了三层中空玻璃，那么三层中空玻璃比起双层

中空玻璃，是功能的必要延展还是多余？

目前，断桥铝门窗配置上基本都是用 5+9+5

或 5+12+5 的中空玻璃，它是两层 5mm 的玻璃

中间为 9mm 或 12mm 的空气空隙，因为玻璃和

空气的传导率不一样，从而起到保温、隔音的效果。

断桥铝几乎都是用这样的中空玻璃。

而 制 成 三 层 中 空 玻 璃 的 话， 比 如

5+6A+5+6A+5，中间空气层的厚度减小，多加

入一层玻璃。按理说玻璃隔音好坏主要看中空玻

璃的空气层间隔厚度，空气层厚度越大则隔音

效果越好，像目前的断桥铝 70 系列就可以达到

5+22A+5 的玻璃配置，两者隔音效果孰强孰弱还

需要经过精确的实验测量。

因此，仅根据玻璃层数多隔音效果就好，这

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断桥铝门窗使用效果的好

坏不在于几层玻璃，而与玻璃中间的间隔厚度有

莫大关联。

除此之外，门窗的密封性能对隔音影响也很

大，如果使用三层玻璃对窗扇的密封工艺要求更

高，处理不当也会严重影响使用性能。

当然三玻说白了就是双层中空，隔温隔音效

果要比普通中空效果好得多。一般在东北三省或

高寒地区用得比较多，隔温隔音效果比普通中空

效果好得多。所以三层中空玻璃和双层中空玻璃

各有千秋，在安装断桥铝门窗时，要根据自己的

预算来，根据每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做选择。

断桥铝门窗用三层中空玻璃是必要，还是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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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没有发现，即使是家里门窗都紧闭，

室内的家具上，过几天就落上一层灰尘，那么这

些灰尘是从哪里来的 ? 你是否也遭遇过“三天不

回家，灰尘满屋飞”的烦恼呢 ?

门窗密闭、没有人住的房间里，空气不流通，

光线昏暗，在这种情况下，气体就会变质，积淀

的浮尘也会滋生出各种微生物，布满在房间的每

一个角落和各个家具、建筑材料上，慢慢地腐蚀

一切，这也就是没人住的房间会很快变旧、房顶

易坏掉的主要原因。

家里经常出现灰尘的主要原因是门窗密封性

差，门窗密封性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门窗质量差，各拼接和闭合处间隙大 ;

②安装质量差，导致门窗变形、窗扇下垂出

现缝隙或因安装不当出现的其他缝隙 ;

③使用了劣质密封胶条，出现老化、断裂、

开裂、脱落等现象，影响密封。

系统门窗（词条“系统门窗”由行业大百科

提供）如何做到密封防尘的 ?

1、特殊定制毛条：每扇门窗搭接处都设有特

殊定制的加密毛条，有效防止灰尘进入。

在中国！门窗紧闭了，还是有灰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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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胶条（词条“胶条”由行业大百科提供）

密封：柔性材料，张弛有度，确保扇与玻璃（词条“玻

璃”由行业大百科提供）接触更紧密，增加密封性。

中间增设胶条密封，胶条形成犄角之势，防止灰

尘入侵。

3、五金定位，良好的系统五金加持，使门窗

更紧密安全，增强门窗密封性。

系统门窗是一个性能系统的完美有机组合，

需要考虑水密性、气密性、抗风压、机械力学强

度、隔热、隔音、防盗、遮阳（词条“遮阳”由

行业大百科提供）、耐候性、操作手感等一系列

重要的功能，还要考虑设备、型材、配件、玻璃、

粘胶、密封件各环节性能的综合结果，缺一不可，

最终形成高性能的系统门窗。这就是系统门窗密

封防沉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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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漫谈文化漫谈
中国古代门窗历史与文化

导语：

窗，本称作“囱、通孔”，也指设在房屋、

车船等的顶上或壁上用以透光通风的口子，一般

装有窗扇。古时仅指天窗，而将开在墙壁上的洞

口叫做“牖”。到了后来，窗和牖的区别渐渐淡化，

也逐渐将其统称为窗。窗作为建筑上必不可少的

构件其发展是与建筑的发展同步进行的，本文就

其起源、发展演变、未来的发展趋势等方面对它

在中国的发展作个简要的概述。

1

窗的起源

One

窗的起源

早在人类穴居时期 , 为采光和通风的需要 ,

便在住穴顶端凿洞 , 谓之囱 , 是最早的窗。后脱

离穴居 , 盖起房屋居住 , 便在墙上开窗洞 , 叫作

牖。随着社会发展 , 房子越盖越大 , 为使室内光

线充足、空气流通 , 便在房屋前面开窗 , 于是逐

渐发展为直棂窗、槛窗。当人们把采光、通风作

用与装饰作用结合起来之后 , 五光十色的窗子便

陆续问世了。

原始房屋 ( 严格的说是天然洞穴 ) 最初只有一

个洞口与外界联系 , 作为建筑元素的独立的窗尚

未产生 , 采光通风和出入仅能通过洞口实现 , 这

仅有的洞口可以看作是门洞和窗洞的统一体。随

着时间的推进 , 到了新石器时代 , 建筑顶部开窗

( 严格的说是开洞 ) 出现了。具有“窗”含义的洞

口首先是由于通风的需要而产生的。原始人类学

会使用火之后 , 其穴居住所中央都有一“火塘”,

主要用于采暖、取食及照明。为了让燃烧的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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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排除出去 , 原始人在认识到烟是向上方飘散的

现象以后 , 便在其居所的实体上部凿开一个小口

用于排烟 , 这就是“窗”的滥觞了。

2

窗的发展演变

Two

窗的发展演变

窗是伴随着建筑的起源而发明的。当半穴居

演变成原始地面建筑 , 围护结构分化成墙体与屋

盖两大部分时 , 为了排除住宅内部篝火产生的大

量烟气 , 出现了在固定的屋顶上开口用以通风排

烟和采光的结构式样 , 古代称之为“囱”。囱即

“天窗”, 实际上是开在屋顶上的洞口 , 而这种

洞口就是窗的雏形了。囱虽然解决了室内通风、

排烟和采光的基本要求,但很难避免雨雪的侵袭。

于是“牖”便出现了。牖即“侧窗”, 是开在墙

壁上的洞口。牖的产生是我国古代通风技术发展

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 反映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

的巨大进步。

早期的窗功能原始 , 造型简单 , 甚至毫无装

饰 , 隋唐至宋 , 窗的发展日趋成熟 , 但仍以直棂

窗为多 , 花饰窗兼有。直棂窗有版棂窗和破子棂

窗两种 , 版棂木条横断面为扁方形或方形 ; 破子

棂断面为三角形 , 尖角冲外 , 平面冲里 , 以便裱

糊。唐代房屋空间宏大 , 窗的面积较之以前增大 ,

而且产生了启闭功能 , 从而使室内通风采光条件

有了较大的改善。及至明清 , 槛窗、支摘窗成为

时代主流。这一时期窗的工艺技巧日益多样 , 装

饰手法不断翻新 , 重整体表现 , 重细部刻画 , 从

而达到了远观有效果 , 近看有内容的艺术层次。

另外 , 此时园林空前发展 , 漏窗随之发展起来。

而后 , 窗的发展进入到现代窗的发展阶段。建国

以后 , 百废待兴 , 举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

的大建设 , 由于现代建筑的技术、形式等更适合

于时代的要求得到了广泛的推广 , 窗作为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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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配件势必要同建筑主体的结构、形式等相结

合 , 由此窗的设计开始了西方式的工业化、标准

化的进程。除了古建筑维修、仿古建筑的兴建需

要以外 , 中国传统的窗基本不再采用。

3

未来窗系统材料的发展

Three

未来窗系统材料的发展

窗系统一般由窗框系统 ( 包括框扇和框扇与

玻璃系统之间的连接构件 )、窗玻璃系统组成 , 窗

框系统未来的发展趋势是选用生态节能的框材 ,

并使框材通过连接构件同窗玻璃系统紧密相连从

而使窗户有良好的气密性。在这一方面 , 塑料窗

以其优良的性能被广泛使用。作为我国继木制窗、

钢窗和铝合金窗之后的第四代窗 , 塑料窗有良好

的保温隔热性能 , 它的传热系数低 , 抗腐蚀性好 ,

在外界气候的影响下不易变形 , 寿命长 , 阻燃性

好 , 美观而且易于清洁。另外 , 由于其型材是中

空的 , 窗框各接缝处搭接紧密而且都有弹性密封

条 , 气密性和水密性良好。另外 , 塑钢窗因其良

好的刚度和抗风压性能其发展空间也很巨大。

为了满足实际需求 , 各种特性的玻璃在未来

的发展势头不容忽视 , 如各种吸热玻璃、热反射

玻璃、致变色玻璃 ( 包括光致变色玻璃、热致变

色玻璃、电致变色玻璃等 )、复合玻璃 ( 包括吸热

中空玻璃、热反射中空玻璃、低辐射中空玻璃、

低辐射—热反射中空玻璃、硅气凝胶特种玻璃等。

窗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说 , 其各组成部分的构造

合理对于整体性能的提高是很重要的 , 为此设计

合理的构造是十分必要的。由此一些将纺织物的

多孔绝热特点和金属的优良反光特性结合起来制

成的复合材料的窗帘构造及根据进光量的需要可

自动调节角度的玻璃百叶构造开始应用于窗系统

中 , 且这一发展趋势在未来窗的发展进程中还将

继续蓬勃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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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房的设计案例，相信买了复式或准备自

建房的朋友都会喜欢这样的阳光房！

1

2

3

4

阳光房的设计案例，太漂亮了，
收藏起来给你的客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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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8

29

把采光最好的顶楼封起来，摆上休闲座椅，

夏日的夜晚在此仰望星空，冬日之下在此晒太阳

放松，想想都觉得美滋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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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在装修的时候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

题，而大多数情况下，因为经验不足很容易吃一

定的亏，特别在装修细节上，一个不注意，有可

能到时候后悔就晚了，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聊聊

关于装修上门套的两种不同的装修方式，那就是

45 度的拼接方式以及直角拼接两种，那么究竟哪

种比较好，这两者的区别又在哪儿呢。

想要知道哪个好一点，首先就要知道各自的

优缺点有哪些。

直角的方式是比较简单的

直接拼接门套是不需要进行多少切割的，直

接拼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样的方法，施工起来是

非常快的。90 度拼接省去了横竖门套切割的步骤，

并且安装很简单只要把两边的门套条扣压住顶部

的门套条，直观上是看不到缝隙的，整体看起来，

比较大气一点，所以现在比较流行这种拼接手法。

而且现在的买房装修基本都是年轻人，家装风格

偏现代简约、北欧风。门套 90 度拼接也比较自

然利落。但是这样的方法，只能使用于没有什么

造型的门套。对于有造型的门套，使用这样的方法，

就会很丑呢。

拼接的门套一般会切割成 45 度角

门套 45 度拼接是将横竖两个方向的门套斜切

后拼成的，然后再装在门框上。但是这样的方法，

对于装修师傅的要求就会大一点，若是功夫不到

家的话，就会在上面形成很大的缝隙，看起来会

很难看。但是做得好的话，看起来会更加精致一点。

这种门套的装修方法，无论是怎样的门套，都是

适用的。直角的会大气一点，拼接的会更加精致些，

但是对于有造型的门套，就必须要用拼接的呢。

45 度的拼接方式对比直角拼接的难度要大非

常多，因为在一开始的尺寸上就必须十分考究，

紧接着在安装的时候，其手法也非常重要，一旦

功夫不到家，装修上之后，在日常的生活中，很

容易出现门套缝隙变大的情况。的门头设计相对

来说就比较简单一些了，不需要对门套进行切割，

只需要 90 度拼接省去了横竖门套切割的步骤，只

需要将两边的门套条扣住顶部的即可，这种简单

干脆的装修方法，深受现代的年轻人所喜欢，因

为整体看起来比较简洁大方，在美观程度上自然

是不输 45 度拼接式的设计。

门套安装 45度拼接与直角拼接，哪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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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拼接的门头设计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一

些了，不需要对门套进行切割，只需要 90 度拼

接省去了横竖门套切割的步骤，只需要将两边的

门套条扣住顶部的即可，这种简单干脆的装修方

法，深受现代的年轻人所喜欢，因为整体看起来

比较简洁大方，在美观程度上自然是不输 45 度拼

接式的设计。

当然可能很多朋友们对这方面都不是很重视，

装修的时候尽量都按照装修工人的施工就完事了，

并没有仔细的考虑过两者之间的区别，但实际上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选用 45 度拼接式的门套，

一旦出现开裂的话，维修起来就非常麻烦，这里

建议大家选择直角的门套。直接会比 45 度拼接的

方式更好一点，因为 45 度拼接式的门头，很容易

出现质量问题，这样在以后维修的时候就会非常

麻烦，而直角的设计就相对来说简单很多，且在

外观上看起来也比较简单大方。

从实用性和美观度角度来考虑，门套直角拼

接的手法要比 45 度更适合现在的家装。不过在做

直角门套时，两边门套条稍稍高出一截，这样视

觉上能延伸室内墙面的高度，不过超出顶部门套

条太多会觉得有点突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