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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热水器新品除了有空气能热水器
亮相之外"还有种#

$%

热水器$相当吸引眼球%

这种
$%

热水器是在储水式热水器基础上"技
术更新改进研发出的%

从加热方式来讲" 一般的电热水器采用
单加热体& 一根加热体' "单加热体的加热速
度较慢"效率较低也较费电"可以说费时又费
电% 而且在使用时"即使只需要少量热水也要
对储存的整胆水全部加热"就更加浪费%

后来又出现了储热(速热二合一热水器"

采用双加热体"可以选择多功率调节加热"根
据用水需求选择速热半胆水或整胆水" 只是
减少了加热时间"提高了运转时的功率%

而
$%

速热热水器则选用高效聚能环"有
储水式和高效聚能环两套独立的加热系统%

海尔集团河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

速
热热水器在出水口处设置了高效聚能环"仅
对出水口处

$

至
&

升的水迅速加热" 出水同时
开始加热"用多少水加热多少水"大大减少了
热水(电和时间浪费% 同时"两套独立的加热
系统交替工作"不仅结垢率远远降低了"同时
也延长了加热体的使用寿命%

吸收空气中的热量"却不受气温限制"它不用气(不费电(不靠太阳

空气也能制热水
居民生活用电将实行阶梯电价的消息"引发社会热议"每户居民家都有几种经

常使用的电器"电视(空调(冰箱(热水器等都是生活用电中的# 大物件$% 在这个节
骨眼上"热水器迎来了今秋的销售旺季"产品是否节能更成为消费者考虑选择的一
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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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第十届全国追求
卓越大会在北京召开" 与全球知
名的美国波多里奇奖( 日本戴明
奖( 欧洲质量奖三大世界级质量
管理奖一样"本次大会本着# 优中
选优$的原则"将# 全国质量奖$这
一殊荣颁发给海信( 江淮汽车等
"*

家企业% 这也是继
*+'"

年获得
首届# 全国质量奖$以来"海信成
为十年来唯一两次获得该项国家
质量最高荣誉的企业%

海信集团总裁于淑珉作为本
次大会唯一企业发言代表和来自
全国的企业界代表分享了海信的
质量工作经验" 她提出质量犹如
人品 " 质量诚信是最基本的企
业诚信 " 只有用做食品应有的
良心来保证产品的质量 " 才能
在竞争中取胜 % 海信在质量管
理中引入道德评价 " 严格考核
机制 ( 紧抓设计源头的质量控
制和质量成本管理 " 依靠系统
严整的质量管理 " 海信电视的
产品质量多年来始终保持着业
内最高水平%

在国内市场" 海信平板电视
连续七年保持销量第一"

*'',

年
至
*''-

年中国电子商会对# 平板
电视使用及售后服务满意度$调
查的结果" 海信电视连续三年用
户使用满意度排名第一% 在美国
市场" 海信从

./0

开始到自主品
牌"产品质量始终如一%海信平板
电视年度平均维修率仅为

12

左
右" 不仅远低于

)+2

的行业平均
水平" 而且优于世界知名品牌的
产品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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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美的新思(绽放新姿
助威泳坛新势力)**美的

*+)+

全
国巡演$郑州站正式启动%

根据巡演计划"本次巡演将
历时

&*

天" 足迹遍及全国
)3

个城
市" 是美的在亚运来临之际"为
支持即将参加广州亚运会的中
国国家游泳队 (跳水队 "而发动
的一次全国性的助威活动%

美的品牌部总监董小华介
绍"本次巡演除了为参加亚运的中
国跳水游泳队加油助威之外"还将
制定奖励计划"作为

*+)+

年度奖励
基金的重要部分"重金奖励亚运水
军新人(新技术(新纪录%

*+)+

年" 是美的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年%据了解"美的坚持全
球化发展战略"同时立足+ 珠三角$

打造总部经济"建设的新总部办公
大楼已投入使用"作为美的面向全
球业务发展的决策指挥中心(资财
管理中心和信息集成中心%

据介绍"截止到
4

月份"美的
集团整体销售收入已突破

4++

亿
元 "同比增长超过

3+5

"今年美
的集团销售额突破

)+++

亿的目标
指日可待%

-

月"+ 美的新思(绽放
新姿 助威泳坛新势力***美的
*+)+

全国巡演$的开展"是美的对
中国游泳队( 跳水队的支持"也
是对美的总部大楼投入使用的
庆贺"更是为美的成为千亿企业
提前准备的献礼%

+, 十二五 -期间, 再造一个
美的-% $美的集团董事局主席何
享健在美的集团

*++-

年终总结
计划大会上指出" 到

*+)&

年美的
规划实现销售收入

*+++

亿元"力
争进入世界

&++

强" 成为全球白
色家电前五位(受人尊重和信赖
的(具有全球竞争能力的企业集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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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巡演
助威亚运

海信再获
+ 全国质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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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渐凉" 热水器销售开始逐步
升温% 买热水器在挑选品牌( 性能之
前" 还要先想好要哪种制热技术的产
品%买燃气热水器吧"有人担心气体外
泄.选电热水器呢"又怕万一出现漏电
情况.太阳能热水器最安全"可遇上阴
雨或寒冷天气" 总觉得水温差了那么
一丁点" 而且太阳能热水器需要室外
安装"一怕不方便安装"二怕室外安放
易受损"维修麻烦%

到底选哪种热水器才更靠谱/ 小
记给你列张表格" 各种热水器的优缺
点( 适合安装的条件和注意事项都一
目了然" 对照了自家的不同情况再做
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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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常见的燃气(电能(太阳能
热水器"如今热水器家族又多了一名
新成员)))空气能热水器% 这种热水
器打着+ 第四代新型节能热水器$的
旗帜面世"号称+ 能耗只是传统电热
水器的

)61

( 燃气热水器的
)6$

和太阳
能热水器的

)6*

$" 是种高效率( 低能
耗(安全环保型的热水生产设备%

空气能热水器又叫热泵热水器"

也叫空气源热水器% 生产舒量空气能
热水器的浙江豪瓦特节能科技有限
公司驻河南办事处经理郭玉魁介绍
了空气能热水器的技术原理%

空气能热水器从空气中吸收热量
来制造热水" 通过让工质不断完成蒸
发& 吸收空气中的热量'

!

压缩
!

冷凝
& 放出热量'

!

节流
!

再蒸发的热力循
环过程"把空气中的热量转移到水里%

空气能热水器吸收空气中的热能"压
缩转换过程中释放热量" 这些热量将
水加热升温% 空气能热水器并不是完
全不用电" 因为在压缩转换中需要用
压缩机"压缩机需要利用电能带动%

简单来说"空气能热水器是从空气
中获取制热能量"少量电能带动热水器
的压缩机运转" 完成制造热水的功能%

空气能热水器吸收空气中的热能制造
热水"会不会影响环境温度或受气温限
制呢/ 郭玉魁表示"空气能热水器是通
过对空气的压缩产生热量"而不是直接
吸收空气中的热量"所以使用时不受气
温限制也不会影响环境气温%

小记在郑州市各家电卖场遍寻"

却很少见到空气能热水器% 一业内人
士告诉小记" 市场上推出空气能热水
器的大多是专业研究空气能的企业厂
家"主要应用于公共场所或商务场地%

今年一些国内一线品牌也推出了空气
能热水器" 开始把空气能的使用范围
推行到家用空间"但各品牌
的空气能热水器尚未上
市" 想要在家里使用空
气能制造热水" 还得翘
首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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