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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从
..

月
.7

日开始!林女士所在

的单位就已经启动了中央空调!抵御

越来越寒冷的天气"林女士的房间背

阴!整天没有一点阳光!如果没有暖

气驱寒!就好像钻进了冰窖里!可是

打开暖气!又干燥得嗓子发痒!怎么

办# 买一台加湿器成了当务之急"

$集中供暖开始以来!购买加湿

器%空气净化器等小家电的消费者越

来越多!

68

日大风寒潮以后!这种现

象更加突出!一天卖出去三四十台此

类小家电不成问题" &一家家电卖场

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天气干燥!加湿器走俏

近日!记者在多家大型商场走访

时了解到!进入初冬季节以后!天气

相对比较干燥!加湿器确实比其他季

节卖得火" 在一家电卖场内!加湿器

与取暖电器都被摆在了大门口最显

眼的位置! 咨询者和购买者络绎不

绝"除了加湿器本身的功用吸引顾客

外!其时尚#可爱 #美观的色彩和造

型!也是加湿器走俏的重要原因"$买

台加湿器! 温润一下家里的空气!装

点一下居室的环境!几百元钱!价格

又不贵" %已经选购了加湿器的顾客

朱女士对记者说"

$一进入秋季!天气干燥得让我

难以承受!嘴唇都裂了!与我们家乡

的气候反差太大了!必须得买一台加

湿器了" %老家在江西赣州的顾客小

冯向记者介绍道"

$为了预防干燥!我们家专门在

客厅安装了一个壁挂式的鱼缸!一方

面美化家居环境! 让家里更有生机!

更重要的是它有加湿功能"现在鱼缸

出现了故障!只好先买一台加湿器应

急"%正在选购加湿器的小孟介绍道"

加湿器家族新面孔

目前市面上的加湿器除了亚都#

美的等老品牌外!格力#艾美特等也

都开始提供自己的加湿产品!走的基

本都是时尚可爱路线!让人从旁边一

经过!就忍不住看上一眼!产生买一

台的冲动" 打开互联网!加湿器更是

琳琅满目!哥尔#瑞士风#新飞#荣事

达#小鸭#万利达等
.9

多个家电品牌

都有加湿器!有
699

多种款式!价格

从
.99

多元到
7999

多元不等"

在众多的加湿器产品中
:

带有香

熏功能的加湿器格外受欢迎!还有美

容型加湿器!集冷热雾于一体!两挡

快速切换!也很受关注"艾美特#先锋

等更是把加湿器嫁接到电油汀上面!

方便又省事!颇受消费者青睐"

$今年最受欢迎的要数香熏型加

湿器和负离子加湿器!不仅仅能把空

气加湿!还有香熏保健功效"%在电器

卖场内!导购员小秦向记者介绍" 正

在选购加湿器的彭女士觉得加湿器

的作用都差不多!主要想买一个外观

比较卡通好玩的!看到香熏型加湿器

样子不错!还有香熏功能!就动心了"

使用普通的加湿器!直接在水里面加

入精油可以吗& 面对记者的疑问!一

销售人员说!普通加湿器的水槽没有

经过特殊处理!直接在普通加湿器中

加入精油!加湿器在精油的腐蚀下容

易开裂!所以不建议这么使用"

使用加湿器有技巧

在一些家电卖场! 记者看到不

少人喜欢把面部直接贴到加湿器面

前! 使劲用鼻子吸里面排出来的温

润气体!好像很陶醉" $其实这种做

法是一种误区!可以说很不好" 加湿

器使用时间不要太长! 一般用几个

小时就可以关掉!无需整天用" 另外

加湿器无需靠人体太近! 更无需对

着人脸'吹(" %美的加湿器专柜的导

购员小赵说" 冬季使用加湿器的房

间一般比较封闭! 一定要注意每天

开窗通风"

另外!还要定期清洁加湿器" 清

洁时无需用任何消毒剂!只要清洗干

净#保持干燥就行" 加入加湿器中的

水最好是蒸馏水或纯净水!如果没有

条件!起码也要用干净的饮用水" 每

天用完后!将剩水倒掉晾干!第二天

使用时再重新加水!不要用存放好几

天的水"不要在加湿器的水中乱添加

成分不明的东西!以防影响呼吸道健

康"至于坊间传说的使用加湿器容易

得风湿!还有流感等!都是没有科学

依据的"

御寒小家电最受宠

除了加湿器 !各种暖手 #暖脚

的御寒小家电也很受欢迎 !特别是

一些带有
;<4

接口的温馨暖宝!造

型新颖#可爱!更是受到电脑一族 #

学生家长的青睐 " 在许多卖场内 !

记者看到带有
;<4

接口的取暖鞋#

取暖包 #鼠标垫等琳琅满目 !市民

选购的热情并不亚于传统取暖器 "

正在挑选
;<4

接口取暖鞋的窦小

姐表示 !她特别怕冷 !冬天手脚通

常很凉 !尤其坐在办公室 !即使开

着空调也不行 " 而这些
;<4

取暖

器可直接插在电脑的
;<4

接口上!

穿上后很快就暖和了 !而且保暖效

果不错" $最主要它并不是很贵!价

格可以接受!而且方便" %窦小姐强

调"

在小家电专区! 记者注意到!飞

利浦#亚都#派瑞#清润等各种空气净

化器也广泛受到消费者关注!价格从

五六百元到两三千元不等!比较适合

一些公共空间使用" 另外!一种可以

用水来进行吸尘的迷你水滤吸尘机

也很受欢迎!这种产品的最大特点是

可以用水汽吸走灰尘!减少室内的灰

尘!且不需经常清理集尘袋!既环保

又方便"

电火锅"电磁炉销量大增

冬天来了!也到了电火锅#电磁

炉的销售旺季" 每逢周末! 全家人

聚在一起! 用电火锅# 电磁炉吃一

顿热气腾腾的饭菜 ! 既能取暖 !又

可享受美味佳肴 ! 尽享团圆之乐 "

目前热销的电火锅# 电磁炉品牌主

要有美的# 九阳# 格兰仕# 艾美特

等!价格在
699

元到
=99

元之间"据

了解! 一些卖场仅电火锅# 电磁炉

周末一天的销售额就有
7

万多元 "

产品方面! 由新型陶瓷# 红泥等材

料制作而成的电火锅 ! 加热速度

快! 保温效果好! 特别受消费者青

睐" 另外! 电磁炉市场的新技术也

层出不穷!如$双环火 %加热技术电

磁炉 ! 彻底解决了锅底受热不均

匀#$煳锅%等行业难题 " 有的电磁

炉还采用
0>

彩控技术# 防磁墙技

术 ! 使外观和质量都更上一层楼 "

品牌众多#技术完善 #外观时尚 #价

格低廉! 电火锅# 电磁炉的销量正

随着气温的下降持续走高"

#大河$

空调取暖
比制冷费电

家电耗能知多少

阶梯电价的推出! 让消费者对家

电产品的能耗倍加关注" 在各地的方

案中!家庭电价是否会$更上一层楼%

的决定因素是家庭年耗电量"那么!消

费者如何估算自家的各类家电年耗电

量呢&

空调 取暖比制冷费电

对于没有使用中央空调的家庭来

说! 通常使用的是挂机和柜机两种空

调" 挂机多是
.

匹或
.17

匹的!目前这

类空调的功率多在
599

瓦至
.799

瓦

之间" 如果空调设定在
6/!

左右!通

常压缩机运转和停机的时间各半!而

空调只有在压缩机运转时费电! 停机

时只是风扇在转!耗电量较少"按照挂

机平均功率
.999

瓦计算!如果每年夏

季有
/9

天需要使用空调#每天使用
?

小时!则单台挂机耗电量为
689

度电"

相应的!柜式空调通常功率在
.599

瓦

至
6799

瓦! 按照柜机平均功率
6999

瓦计算!如果夏季使用
/9

天!每天开

机
8

小时! 单台柜机耗电量也是
689

度电"

此外!很多家庭冬季供暖不足时!

也会借助空调取暖" 空调取暖时由于

除了压缩机运转!还需要电辅加热!即

在夏季空调耗电基础上又会增加
799

至
.999

瓦的功率!也就是使用同样的

时间!会比夏季更费电"

冰箱 终年工作最费电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冰箱都在外门

上贴有能效标识!通常会显示日耗电量

还不到
.

度" 但事实上!这些都是在实

验室理想状态下得出的数据!根据普通

家庭的使用情况!一台普通冰箱每日耗

电
.

至
6

度是正常的"如果按每天耗电

.

度计算!那么冰箱一年的耗电量大约

是
899

度" 容积较大的对开门冰箱!通

常日耗电量则要达到
0

度以上" 另外!

在使用过程中! 冰箱中所放食物的多

少# 开关门的次数以及室内温度的高

低!都直接影响着冰箱的耗电量"

洗衣机 波轮和滚筒差异大

洗衣机以一个洗衣周期计算耗电

量" 由于全自动洗衣机的洗衣过程都

是电脑设定好的固定程序! 通常波轮

洗衣机一个洗衣程序的耗电量在
91.

至
91.7

度电!而滚筒洗衣机的耗电量

通常在
.

至
.16

度" 据介绍!这主要是

因为滚筒洗衣机的洗衣过程耗时较长

造成的" 如果按照每周洗
0

次衣服计

算! 滚筒洗衣机 )以每次耗电
.

度计

算*一年耗电量在
.79

度左右!波轮洗

衣机)以每次耗电
91.

度计算*一年耗

电量在
.7

度左右" 不过!虽然滚筒洗

衣机耗电量较大! 但其用水量通常为

波轮洗衣机的
.@0

"

电视机 平板电视能耗高

平板电视耗电量普遍较高! 功率

通常在
.69

瓦至
699

瓦! 而显像管电

视则只有几十瓦"以平板电视)按功率

.79

瓦计算*为例!如果每天开机
8

小

时!一年的耗电量大约为
669

度电"

电热水器 家中的耗电大户

目前市场上的电热水器通常从

.999

瓦至
0999

瓦不等! 其实电热水

器的耗电多少与功率关系不太大!主

要取决于热水器的储水量"以
/9

升的

电热水器为例!通常以
0999

瓦功率需

要加热
.

小时!如果以
.999

瓦功率则

要加热三四个小时" 按照一个三口之

家平均两天使用一罐水)

/9

升*计算!

一天的耗电量大约是
0

度! 一年下来

大约
779

度"

!

链接 待机耗电不容小视

待机能耗其实是很惊人的" 在不

使用空调的季节里! 最好将居室总控

开关中的空调电源切断! 或者干脆拔

下空调电源插头"其它电器同样如此!

在不使用时最好切断电源% &桑雪骐$

装修买家电不要钱!千万莫信!

$装修不要钱 # 买家电不要

钱%!在网上看到这样的广告!千万

莫信" 近日!浙江省工商局和浙江

省公安厅联合通报了近期破获的

两起网上传销案"

浙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在$万家购物%网站上宣称+消费
A

存钱
A

免费住宿吃饭和免费美容

养生" 还举例说+消费者到指定店

购物满
799

元 !就能参加 $万家购

物 %网站 $每天返还一元钱 %的活

动!拿到由店家提供 #由网站发行

的
799

元返利卡后!凭卡号在网上

登记 !

799

天便能拿回所有购物

款"

后经查实 !浙江亿家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仅半年时间 ! 就在

汉川市发展了
56

家商户 !使之

成为该网站的指定店 ! 网站收

到 商 家 加 盟 经 费
599

多 万 元 !

并以 $下线 %消费者购物业绩为

依据 !给付 $上线 %消费者报酬 !

购 物 返 利 的 交 易 额 达
8?5?

万

元 "

金路网络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B

后更名为金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C

也以预存回赠方式 !吸引网

民交费加入$金路游戏%"会员交纳

入门费后 ! 可得到一定比例的回

赠!如果发展 $下线 %!得到的则更

多" 襄阳警方侦破获此案时!已有

0.

个省市的上万人参与! 涉案金

额达
78..

万元! 现已抓获涉案嫌

疑人
=

名"

据统计 !今年来 !湖北省共遣

散传销人员
57.9

人次! 解救受骗

人员
875

人!涉案金额
6/

亿元!刑

事拘留
=05

人 !劳教 #行政处罚上

千人"

&长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