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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 打开窗
户，外面是雾霾；关上窗
户，室内空气不流通，甚至
会被残留的甲醛“攻击”。
伴随空气质量的逐渐恶
化，净化室内空气、在室内
健康呼吸，成为大家格外
关注的热点。如何在关闭
门窗情况下，实现真正的
通风换气？且换来的是净
化后的空气？这时，有人
提到新风系统。那么，究
竟何为新风系统？国内普
及率能达多少？有哪些功
能及优缺点？近日，记者
对此进行了调查。

记者通过微信、QQ和邮
件等多种形式发起的关于新
风系统的讨论中，大部分人
都表示对新风系统一无所
知，更多的人则对其工作原
理、市场行情等众多因素没
有任何了解。

在一个近200人的微信
群里，经过统计有15人参与
此话题的讨论，其中知道新
风系统的仅有3人，不足两
成。一位参与讨论的庞姓律
师告诉记者，他对新风系统
的了解源于此前曾代理过一
起关于新风系统实用新型专
利侵权案件。“第一次听说，
之前完全不知道新风系统是
做什么的。”市民徐先生表
示，以后装修新房，他也考虑
安装一套新风系统。

根据参与讨论的情况来

看，在参与讨论的人中，不少
人都表示，新风系统的真实
效果和价格是他们最为关注
的因素，而这也与不少新风
系统销售商处接到的咨询情
况相差无几。

“新风系统使用一段时
间，一般需要重新更新滤
芯。”张木升是一家日资品牌
新风系统河南区域技术部门
的负责人，他的一番话，给不
少准备使用新风系统的人泼
了一盆冷水。他表示，很多
品牌的空气滤芯，每半年就
要重新更换一次，最长的也
只能使用一年时间左右。“装
了肯定比不装要好，但如果
真的需要每半年换一次，这
个费用就让很多人‘肉疼’。”
张木升说。

大部分人对新风系统很陌生
效果和价格最受关注

新风系统就是用专用设备
向封闭的室内送新风，再从另
一侧由专用设备向室外排出，
在室内形成“新风流动场”。效
果如何呢？昨日中午12时30
分许，记者在农业南路与康宁
路交叉口处，利用日立品牌农
业南路店提供的一套新风仪器
进行模拟实验。

该仪器将整套新风系统分
解开来，将各个关键部件放置
在一个长方体的透明玻璃箱
内，玻璃箱的一侧是进风口，利
用一个小型进气风扇将箱外的
空气不断送入密闭玻璃箱内，
在空气入口处，还设置了一个
测试仪表，每15秒钟更新一次
测试的PM2.5数据。在玻璃箱
内，依次设置了三道过滤网，进
入的空气经这三道过滤网后，
再从玻璃箱的另一侧排出。出
风口也有一个相同的测试仪表
对经过滤的空气进行测试。

仪 器 显 示 当 时 当 地 的
PM2.5在 390~440之间浮动，
这个数据与记者利用其它仪器
测试出的结果基本相同。

约两分钟后，进气口处的
测试数据基本没有太大浮动，
而在出风口处的测试仪表数据
则从将近400降到30~55。

该店工程部经理程甜甜告
诉 记 者 ，上 述 实 验 就 是 对
PM2.5过滤箱整个工作流程的
模拟：第一层初效滤网能将烟
雾、花粉、毛发和灰尘等物质过
滤掉；第二道活性炭滤网能将
病菌、化学气体等统统拦下；而
第三层高效滤网，过滤的就是
人人闻之色变的PM2.5。

据程甜甜介绍，目前，为减
少新风系统对室内空调、暖气
等工作的干扰，不少品牌加装
了热交换部件，使从室外进入
室内的空气经热交换后，实现
热量回收，保持空气温度平衡。

效果明显，三层过滤再也不怕PM2.5啦

在国内，新风系统目前依然
停留在一些大型写字楼、别墅等
高档住宅里，普通住宅较为少
见。

某知名品牌新风系统河南
大区经理黄海涛说，新风系统真
正为国人所知是在 2010 年以
后，不论是个人采购还是项目配
套，销售量相对都有较大幅度提
升。拿他们的产品说，家用型新
风系统，2014年度销售额在5亿
元左右，2010年~2014年平均
每年都有40%的增长。尽管如
此，新风系统在家庭中的应用仍
不足20%。郑州市的总体比例
也大致如此，新房安装的比例能
达20%~30%，但装好的房子所
占比例非常低，最多就5%。

现在不少新建楼盘已同步
安装好新风系统，并作为楼盘的

“亮点”。在花园路农科路旁的
一处写字楼项目介绍中，就自称

“会呼吸的写字楼”。“配套安装
新风系统的新楼盘正逐渐增多，
这也将成为一种趋势。”业内人
士分析。

不过，目前在公共场所仍难
见到新风系统。“新增新风系统，
需对原有的装修进行重新改造，
花费巨大，所以目前整体普及率
很低。”程甜甜认为，新建的公共
场所，最好能提前谋划，装修之
初就安装系统，避免投入使用再
翻修改造。“目前，安装新风系统
的也大都是家庭之类的，像餐
馆、网吧、室内商场等公共场所，
业务量很少。”

不少楼盘新卖点
公共场所普及率低

向室内送新风，再从另一侧由专用设备向室外排出

关于新风系统，你都知道啥？
□记者 张朝 邵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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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学历职称资格证13273818335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家教

●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英凯英语辅导 15824843983

包装印刷

●近远品牌设计：VI标志包装

画册台历挂历 13598837225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机械物资

杭州叉车 68697669

抵押贷款

●贷款56777787手续简便欠款
房再贷新老房车银行息额高

●身份证房车贷款快借款简便

垫资快56777776欠款房再贷

●新老房产银行息额度高简便快
欠款房再贷56705588含郊县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13937186845
● 注 册 公 司 18539578966
● 代 办 公 司 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13526626508
●环评QS生产许可证63910208
●注册公司记账13526629768

●快办工商资质安全86187633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河南省大中型企业上市服务

公司诚招合作 13503711111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快办私募基金牌照55697802
●500元大包办公司86107188
●7天快速注册15515501559√
●工商注册记账15903639100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办理各种资质15517559996
●免费快办公司 63702222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工商■资质”
低价电力装饰物业房地产

高效诚信不成退款 86107088
“证书●资质”
质监建筑咨询 13523095028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 疗 器 械 13937154075
接同行资质
88887170 房 产 劳 务 物 业

快办公司资质
0元办公司房地产.物业资质

八 大 员 技 工 证 66364266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

修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省内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 65901419、65901473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 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 63588381/2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