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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娃娃屋
无论是多添一个娃，还是给宝贝增加一些空间，

比起搬家换房，将空间向上立体延展，都是儿童房
升级的最佳对策。聪明的空间不仅能多容下一个宝贝，

更会潜移默化地让孩子们亲密无间！

writer Echo Hsu、蒋娇  editor 宋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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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页 板式双层床

涂白的斑驳木梁搭配黑色圆弧造型的板式双

层床几何感十足，帅气之余不失俏皮、可爱。

• 多一些“圆滑”，少一些“棱角”。板式床的材质
结构均匀、平整、稳定性好，奇特的造型很容易
加工，特别适合作为流线形床体的主材。根据宝
贝的喜好选择不同的图案整版模切，应用在爬
梯护栏边框上，这种无接缝的弧形处理既美观，

又安全。

• 要好玩，也要坚固。床对于孩子们来说更像是
一个大型“玩具”。现在很多品牌也将儿童床的
床垫支撑设计成排骨架结构，排骨架是否为实
木材质，厚度不应小于1.5厘米，数量不应少于
18根，可按压排骨架感知其弹性，这些都是挑选
的关键。

• 借助玩具显个性。木梁结构添设的体操拉
环是好动哥哥的主意，铺满上铺墙壁的填色
海报是喜静弟弟的想法，还有汉堡椅、偶像照
片……这些满足宝贝们不同需求的游戏道具
同时丰富了房间装饰的层次。

本页上图 实木高低床

将孩子们的喜好加进房间的布置，木色和白

色的组合与任何装饰都不冲突。

• 自然耐用的材质，伴随孩子们成长。实木家具
有种天然的亲和力，独一无二的纹理、温暖的质
感、局部刷白和房间主色自然融合，随着孩子们
长大，它经过多年的使用，痕迹也会慢慢体现出
独特的个性。 

• 护栏增高一点儿，嵌入式床沿更安全。能够给
孩子良好支撑的床垫都是有一定厚度的，床沿
要高出床板，像凹槽一样让床垫嵌入，这样的结
构可以避免床垫位移，亦可使护栏更加稳定。而
护栏的高度要高于床垫顶端不少于20厘米。如
果考虑利用床下空间收纳，下铺床垫的放置可
以选择平板式床沿。

本页下图 金属框架的功能床

有了集结睡眠、储物、学习的多种用途床体，

日常使用和收纳变得井井有条哦！

• 轻巧框架结构，为视觉”减负“。钢制床采用金
属框架来替代整板或实木立柱支撑，在保证安
全、稳定的同时，镂空的造型可以弱化高低床的
体量感和封闭感，减少下铺的压抑。隐藏式五金
连接件组装方便，可实现无损重装，方便根据宝
贝的使用习惯调整爬梯的方向，对空间的适应
性很强，可以说是高低床中的“变形金刚”。

• 上窄下宽的组合床。在成品高低床家具中，上
窄下宽的组合床已成为一种趋势。梯形的结构
很好地缓解了平行床的陡峭感。

• 挑选和家具协调度高的床品。统一风格的家
具在搭配床品时，可以延续房间的主打色，使装
饰层次更加细腻：红蓝拼色的床单搭配白色镶
蓝边枕套十分醒目；使用同为蓝色系的牛仔面
料做成上铺金属护栏的软包，再用红色的王冠
图案点缀显得既温暖又活泼。

科学合理的空间划分应

既照顾到每个孩子的情绪，

又让每个宝贝都睡得更

健康。

多加张床
photographer ：Felix Forest



本页下图 一字连通床

头对头、脚对脚，抵足而眠的亲密关系让手

足之情更深厚。没有隔板的限制，宝贝长高

也不怕。

• 贴边打造连通床。比起成品儿童床，连通上下
床可以更充分利用空间，只要1.2米的宽度，就
能变出双倍床位。

• 下层会客厅。床铺上扔上松松软软的靠垫，就
能变成舒适又拉风的大沙发。想要留好朋友过
夜，也能变成舒适的客床。

• 上下床垫不一样。很多人不知道，双层床上下
铺的床垫厚度其实并不一样。上层床垫的厚度
只有5～8厘米，这样不会高过床沿，避免宝贝掉
下床;下层床垫的厚度为15厘米，这样宝贝坐上
去，双脚可以平放在地上。

可上下攀爬的床对于宝贝们来说 
更像是一个大型“玩具”，儿童床
的结构安全一定得仔细把关。

本页 火车厢式床

想要一个房间里挤得下4张床？卧铺包厢的布局方式一定让你眼前一亮！木质隔板划分出

独立睡眠区，加一道布帘，让每个宝贝都拥有一方自己的小天地。

• 一屋四娃。双层床的参考尺寸宽度为1.2米、长度为2米、层间的净高不小于1.2米，也许孩子们的房
间轻松翻倍哦。

• 布帘隔出小天地。即使是兄弟姐妹，也有想要独处的时刻，漂亮的布帘还能成为房间的加分项。

• 用什么材料制作双层床？市面上常用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实木，以松木与楸木为主;另一种是实
木颗粒板，这种板由木质碎料拼接而成，质感类似于实木，但价格会便宜很多。因为制作过程中会用
到胶水，所以实木颗粒板的环保性能低于实木，选择大品牌的产品更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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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上图 隔断双层床

用隔断一分为二的双层床思路如同两个独立的房间。上

下开窗的方式巧妙化解了采光问题。

• 隔断划分上下床。以隔断分隔双层床的方式是个大动作，

需要施工进行，用木龙骨或者轻钢龙骨做支撑，石膏板或大
芯板做面层，操作起来并不难，有经验的木工师傅就能搞定。

• 圆角造型弱化棱角。隔断的开口处采用圆角造型，如太空
舱般，与房间的未来风格相呼应。

• 一分为二，上下开窗。双层床放在窗边，无法开窗是很多人
会碰到的问题。不如采用化整为零的手法，把一扇窗户变成
两扇小窗。在挑选窗户时，良好的密封性非常重要，如果家中
有小宝贝，安全锁也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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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手册 solution

左图 好玩的双层床

床垫低处摆，玩具高处放。特别的布局方式让玩具成为房间的装饰品，有了科学

的空间布局，好习惯随之养成。

• 睡床摆地上。小宝贝睡觉时掉下床，这绝对是爸爸妈妈最怕见到的场景。把床垫直接
摆在地上，危险度就大大降低了。不过，这样的方案对房间的清洁度要求很高，一定要
经常打扫哟。

• 玩具高处放。很多时候，漂亮的玩具被收在箱子中，时间长了就被渐渐遗忘。不如把它
们展示出来，成为房间的特别装饰品。

本页 巧用阁楼上下分层

尴尬的阁楼也能变废为宝！加一把梯子就可以升级为睡房，下部的开放区摆放

书桌与卧榻，宝贝有了自己的待客区。

• 移动爬梯不占地儿。可以折叠的三角爬梯很适合阁楼空间，在给宝贝挑选时，最好选
择踏面宽、角度可以锁定的款式，使用起来更安心。

• 全白色调不压抑。阁楼的空间面积有限，白色是最理想的色彩方案。想要营造温馨的
感觉，可以铺设木地板；皮毛块毯、靠垫与多彩的饰品也能让氛围升级。

• 提前铺设照明线路。在搭建隔层时，就要同步铺好照明线路，不然日后安装灯具时只
能走明线，看起来会很凌乱。

上层架出的游戏区，不仅让大宝玩得尽兴，

 还能为即将到来的�宝预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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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右图 向上走的游戏区

高处的游戏爬架给游戏拓展更多空间！

• 睡床在低处，为游戏留出空间。在面积不大的
房间，能不能给宝贝开辟一块游戏区？上部开
放的高空游戏区就能帮你实现愿望。以后有了
二宝，还能再添一张床。

• 下层高度是多少？一般成品高架床下层的高
度为1.2米，家具厂商还可以根据房间的尺寸度
身定制。

• 怎样固定才足够安全？无论是高架床还是游
戏区，想要打造高处悬挑的结构，必须要紧贴承
重墙。

在空间有限的儿童房，通

过架空隔层、抬高睡床等办

法都能为宝贝增加更多

活动空间。

多些游戏区

photo from
 GAP Interiors/Julien Fernand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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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点的孩子，喜欢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 

手工角或者图画区， 床下的书桌可以 

 一直伴随他们到青少年阶段。

本页下图 一体成型的悬挑式书桌

混凝土浇筑的隔层划分出睡眠区与学习区。一体成型的

书桌简洁有力，从顶面延伸到侧面的蓝色涂料打破了结

构的僵硬感，为儿童房带来几分色彩与活力。

• 怎样搭建局部隔层？常用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在钢结构
上铺木板，比如集成材的松木、大芯板、竹胶板等；另一种做
是混凝土现场浇筑，这种做法的自重很大，对墙体的承重力
要求很高，需要由专业团队来完成。

• 用颜色点亮书桌区。书桌区域的光线较暗，用颜色来提亮
是个好办法。水粉蓝、芥末黄、薄荷绿等都是点睛的颜色，局
部粉刷的方式更透气。

• 高床加设防护网。书桌下方留出1.7米的高度，睡床难免高
高在上，护栏等安全措施必不可少。如果担心护栏的保护不
够全面，还可以用防护网来代替。防护网有多种绳径及网格
尺寸，在选购时不妨向卖家咨询。

本页上图 自成一区的书桌

不少高低床产品可以随着宝贝的成长加减，比如可以“长

高”的床腿，或者可以“变身”为工作桌的睡床，局部的零

件更换就让儿童床变了一个模样。

• 书桌区的高度是多少？一般成品高架床下层的高度为1.4米，

书桌高度为0.75米，如果担心宝贝碰头，还可以特别定制。

• 配件拓展实用功能。除了睡床与书桌的功能，高架床还可以
兼顾多种角色。比如利用围板打造书架、利用侧板增加挂钩，

还可以把面板做成软木灵感板。

• 对房间的面积与高度有没有要求？一般高架床的长度为2.2
米，宽度为1.2～1.6米，高度为1.9米。房间的面积在12平方米
以上、高度不低于2.6米就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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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下图 床下创作区

高架床下添置一个画架，送给宝贝一间画室，简单的创意就能给孩子惊喜。

• 增加光源补充光线。宝贝要创作，光线不够可不行。落地灯、桌灯、壁灯、装饰灯……不
同的灯具营造出的氛围可以给宝贝带来更多灵感。

• 布帘加气场。宝贝天生对围合的小空间有好感，在高架床下加一道布帘，就能围出一
个专属领地，不管创作还是学习，都更有氛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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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安置的睡床除了预留更多的游戏空间，等宝贝成长到青少年阶段，也可以变为他／她的私享“工作区”！

多一方
“工作台”



对页 床下藏宝间

让空间容量加倍的秘诀之一，就是把床抬高！

• 配套储物家具，收纳更高效。分门别类的储物家具，不仅让玩具们秩序
井然，同时也是漂亮的展示柜，在宜家家居就能找到这样的产品，别忘了
把系统的整理方法也带回家哦！

• 安装护角更放心。床下的储物柜毗邻宝贝的活动区，在边角处最好装上
护角与护棱，杜绝安全隐患。

• 别留清理死角。整理物品已经要花费很多精力，你一定不希望打扫时还
要大费周章。像床体的内侧就很难清理，最好把柜子靠墙摆放，不留死角。 

本页上图 储物楼梯

柱子后的凹角被改造成宝贝的睡眠区，局部抬高的做法弱化了角落

的压抑感，木质阶梯兼具储物与座椅的功能，宝贝爬上爬下时，更有

趣味性。

• 凹形角落放睡床。难用的凹形角落一直是家居改造的难题，把它变成宝
贝的睡眠区是个聪明的主意。局部抬高的做法减轻了角落的压抑感，加一
盏夜灯，让睡眠区变得更温馨。

• 楼梯功能三合一。既是楼梯，又是储物柜，还是高高低低的座椅，一物三
用的设计实用又有趣。

• 无须把手的反弹式柜门。楼梯储物柜上分出大大小小的储物格，把宝贝
的物品一网打尽。反弹式铰链替代了柜门的把手，在免除安全隐患的同时
让柜子变得清清爽爽。

在儿童房中，储物是绕不开的话题。
除了传统的储物柜，高架床底部、高箱
床体、楼体储物柜等都能扩展储物能
力。掌握了见缝插针、一物多用的原则，储物不再是

难题。

多些
储物空间

实用手册 solution

photographer ：Sergey Ananiev

photo from
 GAP Interiors/Julien Fernand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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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门别类利用好储物家具，

 不仅令空间整洁美观，

 让玩具们秩序井然，

  还能从小培养起孩子的 

 收纳习惯！

本页下图 床箱储物柜

仿照榻榻米的思路，把睡床抬高，下方的箱

体就可以变成储物抽屉。过季的衣物和被褥

有了藏身之处。

• 床箱做多高？床箱的高度在60～80厘米比较
好，这样2～3个台阶的高度，宝贝爬起来不费
力，储物的容量也能满足日常需求。

• 用滑轮代替轨道。床箱抽屉的尺寸比较大，加
上收纳的物品，重量可不轻。在抽屉下部安装滑
轮，使用起来更轻松。如果抽屉很大，可以多加
几个轮子。

• 环保材料更放心。给宝贝定制儿童床时，一定
要注意材料的环保性。一般来说，实木的环保性
最佳，采用榫卯结构可以避免胶黏剂的二次污
染。如果使用人造板材，环保级别要在E1以上。

表面的油漆也很重要，水性油漆比油性油漆更

环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