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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家消费信用宝典

买定制家具被重复收费

稍不留神就成“冤大头”

□

信息时报记者 王颖婷

目前，市面上出现一些不正规的定制家居品牌，他们以团购价、内部价等低价来吸引消

费者，同时再通过重复收费、多算面积、虚报增项价格等手段抬高成交价格，让消费者蒙受损

失。近日，正在装修的夏阿姨就遇到这类烦心事。记者发现，定制家居市场上有多达 4种计算

方法，2016年以来，很多主流品牌推出套餐式计价，但因选择受限，部分消费者并不太接受。

现行标准已不能满足目前市场需求，行业亟须制定新版相关标准，专家建议消费者：定制过

程中，尺寸、报价、材料、品牌等都要自行核实清楚。

低价吸引买家 增项抬高价格

去年年底， 广州市民夏阿姨来

到一家家居卖场给新房做定制家

居，经过一番精挑细选，她选中了

一家提供团购价的某品牌定制家

居，“柜体选了 E0 级多层实木免

漆板，柜门是多层实木烤漆板，按

投影面积计算原价是柜 体 580

元/平方米+柜门 480 元/平方米，

团购价是柜体 480 元/平方米+柜

门 480 元/平方米，柜体每平方优

惠了 100 元。 ”夏阿姨告诉记者，因

为其他装饰配件、 五金并没有包含

在内，在商家上门量尺时，便和工作

人员明确了自己的需求。

但在夏阿姨拿到报价单后，她

发现了不少“猫腻”：“测算得出的尺

寸有多处比实际尺寸大”， 不仅如

此， 黄阿姨的衣柜设计了一圈欧式

装饰边框， 她说：“在柜门面积测量

时也把装饰边框算进去了， 但是边

框本来已经另外收费， 等于装饰边

框重复收了两次费用。除了衣柜，木

门也出现 了同样情况，门框被重复

收取费用。 ”据其回忆，她向商家提

出异议后， 商家马上就减少了近 4

千元。

目前黄阿姨家的柜体部分已经

基本完工，“门板还想增加些装饰，

商家一算又增加了五六千元钱，感

觉变相把之前减掉的钱又加回来

了”。 她觉得，因为要考虑的增项太

多，前期难免会有些纰漏，“报价时，

要花大量时间一项项去核对、核算，

后期增项还要再去重复此过程，感

觉心好累。 ” 黄阿姨无奈的告诉记

者， 她并没有过多地去核算后期增

项，“最终 53.5 平方米的橱柜衣柜花

了 6.3 万元，我并没有感到团购价有

多么划算”。

面积套餐方式选择受诸多限制

其实，定制家居的“面积陷阱”

花样繁多， 消费者一不留神就可能

“中招”。 记者在网上搜索看到，来自

成都的夏先生爆料，同一品牌、同样

需求、不同门店却给出相差 2万元的价

格，“两家店在面积上， 一个给出的是

29平方米，另一个却是 32平方米。 店

家并没有向我介绍使用的是何种板材、

何种算法、是否包含五金等，其他诸

多的细节都没有告诉我”。

记者走访广州各定制家居品牌

门店发现，不同品牌在计价方式、材

料选择、 质保年限等方面都各有差

异， 消费者选择时应提前对产品进

行详细了解。以板材材料为例，按照

材质可分为实木板和人造板； 按照

成型可分为实心板、 夹板、 纤维板

等；但行业上称法还有高(

中 、低

)密

度纤维板、胶合板、烤漆板、实木颗

粒板等， 不同材料的板材价格不尽

相同。此外，市面上还有多种计算方

式， 比如按延米计价、 展开面积计

价、投影面积计价等，大部分商家往

往只默认一种计价方式。

记者在索菲亚、好莱客、诗尼曼

等多家品牌门店及天猫旗舰店看

到，有按投影面积计算的××元包××

㎡

定制家具的套餐

（如 ： 索菲亚

19999

元包投影面积

22

㎡的定制家

具 ）

， 但每个品牌的套餐都略有差

别。 例如好莱客的 16800 元含 21

㎡

全屋定制家具套餐，板材为 E0 级颗

粒板， 可选 2 款花色， 包含移门竖

框、门芯，可定制入户柜、餐边柜、电

视柜、酒柜等，不含榻榻米和五金；

而诗尼曼的 6480元含 5.04

㎡

定制衣柜

套餐，板材为 E1级实木颗粒板，可选 4

款柜门款式，包含基础五金、门板腰线、

抽屉、缓冲条等。 某定制家居品牌设计

师李先生介绍：“如果想选择套餐外其

他材质或款式， 则需要更换套餐或是

按面积收费的方式”。

相比而言， 以套餐计价比按面

积来计价的方式更为便捷，但在消费

者在款式、颜色、材质等项目的选择就

有局限性。

夏阿姨说：“我之前也考虑过套餐，

但各个套餐总有我不满意的地方。 ”

她的想法和许多未选择套餐模式消

费者的想法都类似。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 年定

制家具行业发展现状分析》显示，定制家具

已成为 80%主流消费者的“菜品”，正在抢占

成品家具在家具消费“菜单”中的位置。 不

同的细分家具类型随着其发展时间、 市场

接受度的不同而渗透率有所差异。 比如起

步较早的橱柜行业渗透率约为 60%；定制衣

柜增长约为 30%； 而其他柜体渗透率不足

10%，尚处于导入期。 目前，我国定制家具在

家具行业的渗透率整体约 30%， 对比美国、

韩国等发达国家 60%-70%的渗透率， 仍有

较大提升空间。

据悉，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由全国工商

联家具装饰业商会标准化委员会和国家建

筑材料测试中心负责起草的定制家居首个

行业标准《(全屋)定制家居产品通用技术条

件》（以下简称《条件》）开始实施后，对定制

家居产品的定义、分类、材料、一般规定、技

术要求、运输、贮藏等有标可依。 但有媒体

后续指出《条件》只是一个技术性标准，还

存在漏洞和不足，难以解决消费陷阱问题。

在去年 3 月，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的“全

屋定制”家具消费体察结果发现，市场上存

在“全屋定制”计价方式混乱的问题。 根据

调查，在定制家具合同订立过程中，企业会

按照不同的计价方式进行报价， 在体察的

29 家消费者中，发现有 13 家的“全屋定制”

按照展开面积计费、8 家按照按件计费、5

家按照投影面积计费，2 家使用了两种计价

方式，分别为展开面积和投影面积、展开面

积和延长米，另有 1 家未明确计费方式。

对此， 上海市消保委相关人士表示，

“全屋定制”家具产品与传统家具存在较大

的差异性， 现行标准已不能满足现实消费

需求，建议加快相关标准的制定和出台，对

于全屋定制家具的商品和服务要求进行有

效的规范。

消费提醒

广东省定制家居协会副秘书长杨金

胜称：“早期多数商家以展开面积计算方

法为主，但此计算方式十分复杂，消费者

难以进行复核， 所以顺应需求诸多品牌

推出了套餐模式。 但套餐模式因其自身

的局限性， 并不能满足所有消费者的需

求。 为了避免遇到面积重复计算、增项混

乱等问题， 消费者要选择正规品牌的定

制家居产品。 ”

对此，他提出了四个方法，一是上门

量尺需自行复查数据； 二是报价单需自

行复核金额； 三是签合同时需详细写明

各项材料； 四是板材验收时需查验品牌

Logo

。

律师建议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肖山

提出，事后补救，不如事前预防 。 消费者

和商家签订合同前 ， 要先向商家了解

清楚家具的材质 、款式 、价格等每一个

细节问题 ，具体到每一项的收费标准 ，

面 积 计 算 方 式 等 。 对 商 家 提 供 的 合

同 ，消费者要认真阅读每一条条款 ，看

不懂的地方可让商家进行解释。 消费者

和商家的磋商，尽量用书面的形式。 若当

场口头磋商，有条件的可用录音、录像等

方式记录下来， 作为将来维护自己权益

的有利证据。

若消费者在和商家履行合同过程中

发生纠纷，应第一时间将相关证据保存，

后向消费者协会等相关部门投诉， 或采

取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