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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空间的限制，探索空间与共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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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空间的大厨房

捉襟见肘的小厨房是喜欢下厨的人的噩梦，何不
采用整合多种功能的橱柜设计来为厨房改头换
面。整体橱柜解决方案带来的不仅仅是更大的储
物空间与烹饪空间，更为我们提供了科技便捷的
现代生活理念。将烹调所需一切立体地整合在一

风情万种
小空间

起，配合中央岛台或餐台的设计，小厨房也能拥
有分享和社交的空间功能。对于开放式空间或只
是日常烹调简餐的家庭，也可以索性使用隐蔽式

图片提供 kombinat. 工作室 摄影 Janez Maro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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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纳的游戏

的橱柜产品将厨房“藏”起来。这间蓝色橱柜的

Fabulous

开放式厨房由Aim Studio设计。

图片提供 Aim Studio 摄影 Simone Furiosi

SMALL SPACES
文 Mouhoo 编辑 王逍

造型 Federica Biasi

www.aim-studio.com

完美的收纳是充满智慧的生活艺术，不该止步于将东西简单地储藏归
类。收纳作为小户型空间的头等大事，众多设计师与家具品牌纷纷献出
锦囊妙计，各种多功能的收纳单品丰富着你的家装购物单。结合休闲椅
的窗边桌也是收纳抽屉、整合书柜于一体的沙发、藏着桌椅板凳的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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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这些看似“脑洞大开”的非常规家具单品让人眼前一亮，把收纳
的意义从物品的储藏延伸为使用功能的整合。图中位于维也纳的公寓项

隔断朦胧范儿

目设计出自kombinat.工作室。www.kombinat-arhitekti.si

小户型中常用玻璃作为空间隔断，稍稍为平
淡的玻璃增加一些朦胧感，不仅实用度倍增

活力
粉色角落

雾般朦胧的玻璃隔断方法有许多：譬如可以
选择渐变磨砂艺术玻璃，这种玻璃通过磨砂
颗粒的分布和深度变化，来实现由朦胧到清
晰的视觉效果；也可以选择拥有液晶分子膜
夹层的调光玻璃，这样的玻璃可以通过电源

Lu设计工作室位于香港的公寓室内设计项目，这个位于角落、由玻璃隔断与落地幕帘打

控制玻璃的透明与模糊状态；也可以选择使

造出的半开放式休憩空间，不过几个平米的面积却爆发出不可小觑的空间能量：大胆感
性的粉红色基调中，墨绿色的沙发与落地幕帘交相呼应，可以拉起的幕帘作为空间隔断
既灵活实用又优雅十足，调和色调且充满装饰感的花砖为地面增加细节，金属材质勾勒
的白色大理石桌台与家具配合富有植物灵性的吊灯……充满新鲜活力的Art Deco风扑面

图片提供 Lim + Lu

有限的空间不该与苍白的设计划等号，小空间有小的精致静谧，别具一格。来自Lim +

用带有渐变效果的玻璃贴膜，这种材质最适
合DIY。来自位于芝加哥的Unit 3E室内项目，
由Vladimir Radutny Architects Inc.设计。
www.radutny.com

图片提供 Vladimir Radutny Architects Inc.

1

还为房间内增添了浪漫的气息。想要拥有似

而来，这小小角落让人怎么都看不够。www.limandl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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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隔阂

一人独居的小空间，用不着迂回曲折。

冷峻小空间

破除墙壁的隔阂，独享整个宽敞的大房
间才更自在潇洒。巧妙利用空间的结构

家可以小，却不能失去性格。来自墨

“碰面”，靠窗布置的料理台便于控制

尔本的小空间项目Microluxe，采用硬

烹饪油烟，而屋内角落用隔断墙稍加遮

朗的暗调塑造，赋予空间安全感与包

挡的沐浴区也有了一定的私密性，空间

容力，由Edwards工作室设计（浴室

在井然有序之中各种功能也产生了奇妙
或是将闲置的餐台变成临时工作间……

图片提供 Edwards 工作室 摄影 Fraser Marsden

空间中有着各种可能等待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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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双倍戏法

图片提供 IFUB* 工作室 摄影 Sorin Morar

的交集，等待烤箱中的晚餐时泡个澡，

图片提供 Edwards 工作室 摄影 Fraser Marsden

来让卧室、浴室与厨房在合适的位置

和厨房细部图见左页）。撇开多余的
装饰品，墙面与地板就是最好的主
角，小空间促使材质的实用性与装饰
性完美契合。在这个突出各种材质质
感与层次的暗调房间内，水泥的坚实
内敛与大理石的高贵细腻、皮革的
温润厚重与勾勒空间骨架的金属光
芒……各种材质的碰撞与融合一同凝
练出如同硬汉般的冷峻气场。
studio-edwards.com

提及如何拓宽空间的视觉感受，怎能不用屡试不爽的镜子戏法呢？镜子中映射
着这个世界的幻象，还能包罗更多实用的东西。局促的狭长浴室空间，何不大
胆地将一侧的墙壁伪装成镜子墙，镜子背后可以藏有通往另一个房间的门、储
物柜、管线或是设备间……而这一切统统都能通过镜子的魔力化为无形。镜子
折射了光线使得房间也更加明亮通透，小卫浴也变得时尚干练的格调。这间浴

tips
开放空间中，可以通过不同材质的墙
面与地面来划分空间区域，这也是
Edwards工作室在设计这个项目时最有
亮点的想法。譬如这个空间中沐浴区使
用的大理石能起到更好的防水效果，与
空间整体墙面间的三角形铺装过渡做得
简单干净，更成为空间的装饰亮点。选
择盆浴而不是淋浴也可以有效降低水汽
和湿度。开放式厨房建议以烹饪简餐为
主，为房间安装高效的排风设备或新风
系统，更能保证空间清洁干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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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提供 Edwards 工作室 摄影 Fraser Marsden

室出自维也纳的公寓改造项目，设计由IFUB*工作室完成。 www.ifu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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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提供 Aim Studio 摄影 Simone Furiosi 造型 Federica Bi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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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的风格睡
在一起

图片提供 Zoku 摄影 Wouter Huibers 设计 Concr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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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身楼梯

是时候来点逆向思维，通常我们会利用楼梯下台阶的空间做成抽屉储
物，那何不把整个楼梯也做成抽屉藏起来？为尺寸和体量都不太大的
小型楼梯装上滑轨或滚轮，闲置时可以轻松地将其推入量身定做的凹
槽中。黑色勾勒的楼梯边缘成为谜题的线索，让这个由3D楼梯变为2D
线条装饰的变化过程充满幽默的趣味。这个聪明的设计灵感来自阿姆
斯特丹的联合空间项目Zoku，由于空间的局限和多功能的需求，因而
设计也变得灵活多变。隐藏活动楼梯的同时，也隐藏起了阁楼的休憩
空间，下层活动区域增大了，空间也更加完整。 www.livezoku.com

色彩划境

将家想象成一幅油画，用色彩来勾勒你
房间的轮廓。位于米兰的公寓室内设计
项目“Out of the blue”很好地诠释了用
色彩做空间区隔的想法，由Aim Studio
设计。柔和的水洗蓝色地板漆在地面画
出一片用餐区，像是划分出一个优雅的
结界，原本平淡的空间在色彩的衬托下
也有了蒙德里安画作般的艺术气息。餐

凹的区域保证了更衣的私密性，靠近床铺的位置也便于日常快捷穿搭。按照主人的

桌一侧的金属置物架作为一个通透的隔

时尚嗅觉有序悬挂的服装：颜色渐变排列的衣服、季节更迭的时尚主题、男女主人
的情侣风尚……每件衣服都化身为家居搭配利器，让你的穿衣风格成为最好的室内
装饰。而由于衣帽架占用了一定空间，床铺向外腾挪，使得床铺位置的采光变得更
好。在这个有层次的空间中，卧室也成为彰显主人时尚品位的重要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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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Gatkowska Kasia

没有足够的空间用作单独的衣帽间，不如将卧室向内凹陷的空间布置成衣帽间。内

断，丝毫不会遮挡光线，还为这幅空间
油画增添了耐人寻味的细节和亮点。使
用这些“虚”的方式来分隔空间，有效
避免了实体隔断对空间造成的压迫感。
www.aim-studio.com

图片提供 Aim Studio 摄影 Simone Furiosi 造型 Federica Bi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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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色彩能量

走进这间房，像不像掉入了一个收获满满的水果篮。秋天一般丰富的色彩，浓
烈饱满却不媚俗，居住于此定能感受到色彩释放的活跃能量。设计大师Patricia

图片提供 Miel Arquitectos 摄影 Asier Rua

图片提供 Giulia

13
绿意滋养

Urquiola一向擅长用材质和色彩创造奇迹，这次为米兰的Giulia酒店空间带来更多
功能装饰和风格软装的新颖想法，落地窗帘、分隔空间的布帘、遮挡储物架的帘
幕、各种颜色的靠垫等等。幕帘是最简单的空间隔断与遮盖物，能有效便捷地藏
起一个个小秘密，虽然简单，但将幕帘这种装饰手段发挥到极致也能形成一种独
特的语言。并且软装便于更换，倘若主人想为空间换个色调也可以轻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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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头转角台

用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来拾取那些被
我们遗漏的宝贵空间。像这样床铺与衣
柜之间容易忽视的空隙，不如延伸床头
的宽度做成转角小桌台。原本无用的
空间通过转角围出了一个工作区和衣帽
间，来自Miel Arquitectos工作室的室内设
计项目Piso Pujades11。重新审视你的家，
说不定就能发现一处待开发的处女地。

摄影 Nicolas Matheus 造型 Marie-Claire Blanckaert

图片提供 Giulia

www.room-matehotels.com

肆意的绿色所带来的勃勃生机，能滋养并安抚每一颗疲惫的心。绿
色风格的房间如同会呼吸的小魔盒，郁郁葱葱间带来永不过时的新
鲜能量。来自设计师Hubert Zandberg的室内设计，将植物风格的主题
墙、绿色的家具摆设与软装搭配，运用得恰到好处，各种不同的绿
皆是破除小空间局促感的自然派法宝。当然，在室内摆放植物应适
当了解天然植物的生长习性，选择适合你家空间条件的植物，小空
间尤其不要摆放花香花粉过浓的开花植物和有毒性的植物。只有懂
得植物的心才能让绿色的感染力在你的家中自然生长。

www.mielarquitect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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