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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逾七成车辆车内空气质量不达标

车内“除污”
，有何妙招？
□记者 祁驿

近日，中消协转发深圳市消委会发布的《2017 年乘用车车内空气质量调查报告》
（以下
简称《报告》），结果显示，71%的车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浓度高于参考值。冬季不少朋友提
到新车，但碍于车外温度较低，一般不太愿意开窗，再加上很多人对爱车进行装饰，会造成车
内空气质量进一步下降。那么，应对这种情况有什么行之有效的办法呢？
超七成车辆污染超标
据了解，
《报告》测评的车
辆涉及 23 个品牌 45 个汽车型
号，车辆使用时间在 1 个月至
36 个月之间。结果显示，71%
的受检车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浓度高于参考值。
郑州市环保局的工作人员
郭先生介绍说，目前，国内针对
车内空气质量的评价，执行的
是 2011 年发布的《乘用车内空
气质量评价指南》，这属于推荐
性标准，不具备强制性。去年 1
月，环保部拟将这一推荐性标
准调整为强制性标准，并公布
了相关征求意见稿，但征求意
见稿之后并未发布正式稿。
“因
此在我们工作中，对车内空气
质量只能测量，没有处罚和强
制性整改的措施。”

方法，
目前还没有定论”。
该工程师建议，比较有效
的办法还是通风和暴晒，可以
找一个有大太阳的天气，把爱
车开到太阳底下暴晒十几二十
分钟。同时打开暖风，然后把
风量开到最大，这个过程车门
车窗要全部打开，这样可以有
效去除车内异味。

暴晒和通风效果最好
“很多人用空气清新剂和
活性炭，还有用菠萝和柚子（除
污）的，但效果有限。”省分析测
试研究中心的工程师介绍说，
空气清新剂和菠萝、柚子只能
对车内异味起掩盖作用，并没
有吸附作用，活性炭虽然可以
吸附有毒物质，但很容易达到
饱和状态，使用一段时间后要
在太阳下暴晒才能再次使用，
“市场上其他如光触媒之类的

新车尽量少做
“装修”
专业人员建议说，在购车
的时候，可以参考《乘用车内空
气质量评价指南》规定的车内
有毒有害物质的浓度要求，并
到专业网站查询所购车辆的各
项指标，避免买到车内空气质
量不达标的汽车。
另外，新车尽量不要选择
太多的装饰品，比如玻璃贴膜、
座椅皮套、布套、地毯、塑胶踏
板等，这些物品大多使用了胶

分类
广告

□记者 刘婷婷
今天是“大雪”节气，预示
着温度将逐渐走低。不少有钱
又有闲的车主想要在寒冬到来
之前，带车一起躲避到温暖的
地方等待开春再回。那么，如
何将自己和爱车一起“送”到目
的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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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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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维修
●专移修收空调 1393906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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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蛀、抗皱的醛类物质，会加重
车内的有害物质浓度。
除了要防异味，冬季因为
不常开窗，还容易出现一氧化
碳中毒的问题。郑州中心医院
医生董星介绍说，车内空调运
转过程中会产生有毒废气，其
中最常见的就是一氧化碳，如
果在空调环境中待的时间太
长，就会导致车上人员轻度一
氧化碳中毒。有些开长途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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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响行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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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一：
自驾出行
11 月一到，郑州的一些车
友就开始准备自驾去海南、广
西等温暖的地方“避寒”。有着
10 年长途自驾经验的河南房车
车友会车友杨继刚说，需要注
意的是，在出发前要给车辆做
好保养，如果临近审车时间，则
最好提前做好审车工作，不然
到时候回不来，被交警查到麻
烦。如果实在不赶趟，也可以
事先查好所要去的目的地能否
办理异地验车，并且提前把异
地验车手续准备好。
杨继刚提醒，要提前联系
好住宿，如果路上自驾的时间
在两三天以上的话，最好不要
一个人开车，可以再带上一两
个司机路上换着开。
这种自驾的方式，更适合
有半个月以上充足时间的车
友，
可以边开边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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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
火车托运
不想自驾出行的，还可以
选择火车托运。
2014 年曾经有过“自驾游
汽车运输班列”，车跟人基本同
时走同时到，根据车型、路途不
同，费用也各不相同，但可惜的
是，这项业务已经取消了。目
前，想要火车托运，就只能租一
节车厢，费用 1 万元起步，且一
节车厢只能放一辆汽车，不能
拼车。杨继刚介绍，
这种火车托
运更适合时间紧张，
年纪大的人
群，可以节省时间和体力；时间
充足的车主则不建议托运，
费钱
费时，
手续还比较麻烦。
方式三：
板车托运
板车托运由于运输安全、
便捷，也是车主喜欢的一种运
输方式。根据记者的走访得
知，目前大板车托运市场主要
按距离长短进行收费。11 月 21
日，记者来到郑州一家物流公
司咨询板车托运汽车价格，工
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目前天冷
车多，运输车辆已经很满，所以
车辆的运费从 11 月开始一直在
上调。目前一辆车运到三亚需
要一周时间，价格为 3500 元，
运到广州则需 3 天价格为 2000
元。

房产资讯

出租仓库厂院

●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距郑州 30 公里武陟工业园，

出租招租

求购求租

●建设路碧沙岗北门 252 平旺

●求租办学场地，独院厂房老

铺招租，有意联系 18639017

校区优先。18838182890

8000㎡标准化厂房，3000

㎡办公楼，带行吊，可分租，
水电齐 13700885852 马先生

800，1551568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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