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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

家·采暖

暖通专家在此提醒消费者，暖

气安装完毕后， 消费者要注意使用

方式，要知道暖气升温不够的原因，

不一定是水暖设备出现了问题。在

此， 暖通专家就客户回访时碰到的

常见案例为消费者答疑解惑， 告诉

大家如何正确使用水暖设备。

案例

1

：工程师在安装调试完毕

离开后，通常会接到消费者电话，询

问如何开启暖气。

解决方案：

这类人群通常以老

年人为主，其实锅炉上的开关非常简

单，通过电话咨询大部分就能解决问

题。

案例

2:

消费者会给暖气片加罩

或在附近堆放杂物，这样好吗？

解决方案：

专家提醒，不要在暖

气片上或暖气片前堆放杂物或者加

罩，这会影响热传导、对流和辐射，从

而影响供热效果，也不便于及时发现

暖气片故障， 更不便于及时检查维

修。

案例

3

：有部分消费者出于节约

或安全考虑，询问是否可以关闭暖气

管道上的阀门。

解决方案：

因为暖气管道内是

水，并不会出现安全隐患。如果长期

开关阀门会缩短设备寿命，供热首次

运行时，均会免费调试完善，一旦调

试完毕尽量不要随意开关阀门。

案例

4

： 使用过程中暖气片有

异响。

解决方案：

安装过程中不可避免

会有一些空气进入管道。在使用中就

会出现异响，这时只需要打开排气阀

放掉管内气体就能解决问题。

案例

5

：按照工程师的说法，一个

小时就能达到春天的温暖体感，可是

为什么暖气片开了一整天都达不到

温度？

解决方案：

可能是暖气的管道内

有空气，打开排气阀排气就可以解决

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热源

南方地面辐射采暖系统中

热源目前主要以燃气壁挂炉为

主，在少量大户型或低密度住宅

项目中也有部分落地锅炉应用。

燃气壁挂炉分为普通炉和冷凝

炉，而鉴于价格原因，目前应用

主流还是普通燃气壁挂炉。

温控中心

在使用普通炉作为独立热源

采暖时， 为了保证锅炉较高的燃

烧效率，降低采暖费用支出，排烟

防凝露的最低温度要求， 锅炉的

出水需要维持较高的温度

（

70℃～

80℃

）

。但为了维护地暖管道的使

用寿命， 满足地面低温采暖的实

际需要， 地暖的供水温度一般控

制在 40℃～50℃之间，因此就必

须对锅炉高温出水进行降温，通

常采用混水温控中心设备。

分集水器

分集水器是地暖系统中集

成分配水量、流量平衡、温度控

制、排气、检修时注排水等功能

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水器负责把

热源来的高温供水均匀地分配

到各个地暖支路，集水器负责把

各个支路的水收集汇总，输送到

热源重新加热。 分集水器负担着

地暖系统中循环热水的平衡和

热量的均匀分配，同时兼有温度

控制系统的终端执行等功能。

地暖管路

地暖管路是地暖系统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管路一旦安装完

成， 就不具备拆改和修复的可

能，需要与建筑寿命同周期。 目

前市场较为常用的地暖管路有

PE- X 管道和 PE- R T 管道。 其

中 PE- X c 管道应用历史悠久，

具有高耐温承压等特点，这种管

道最高工作温度为 90℃，最高工

作压力为 10Bar， 被广泛用于采

暖系统主管路输配，在高端项目

中作为地暖盘管应用。 PE- R T

管道是我国目前地暖市场的主

流， 其耐温耐压性能略低于

PE- X c管道，最高耐温 70℃，最

高耐压 6Bar，只能用于地暖系统

的盘管部分。

无论应用何种管道，其阻氧性

能都是必需的，阻氧管道可以杜绝

采暖系统有氧腐蚀的发生和有氧

细菌的滋生，是保证地暖系统长久

使用的前提。 欧洲 20多年前就已

将地暖管道的阻氧性能作为强制

标准（D IN 4726）在执行，非阻氧

管道绝不允许用于地暖系统中。

水路控制和温度控制

为了实现地暖的良好运行，

需要针对系统实际情况配备一些

水路控制及温度控制产品， 其中

包括： 水力平衡阀、 水路温度控

制、房间温度控制等。通过适当的

水路压力、室内温度控制，可以实

现系统内水流量按照设计意图进

行分配， 达到各个房间的均衡供

暖；通过室内温度的控制，实现各

房间居住者对温度的个性化要

求，使能源得到有效利用，同时实

现节约运行费用的目的。

地暖是一个系统工程， 四大

部分相辅相成。 大多数消费者往

往只重视锅炉， 而忽略其他组成

部分，这是错误的认识。

（钟洁）

作为专业领域的领导者，威能早

在 1894 年就发明了世界第一台恒温

控制燃气热水器。 130多年来，德国威

能以其生产高品质的采暖、 热水、温

控设备享誉世界，领导全球智能化供

热、热水产品的进程。

目前，德国威能在欧洲及全球壁

挂炉市场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每年共

计销售超过 200万台壁挂炉。 自 1995

年进入中国以来，威能已经安装共约

30 万台欧洲同步技术水平的家用燃

气采暖热水壁挂锅炉，让中国用户开

始充分感受德国威能产品的设计、环

保、服务及为生活创造的舒适性。

威能壁挂炉源自德国工艺，任何

一款壁挂炉， 外观无一不庄重大方，

设计感极强， 非常适合现代家居环

境。 威能壁挂配有故障分析系统，产

品更加智能化， 强制给排气设计，更

加安全，数字式燃气阀控制，精确控

温，节省燃气，在供暖的同时提供生

活热水，让您 24 小时畅享舒适生活。

威能壁挂炉是由厂家直接提供售后

服务的企业。 威能有专业技术人员全

程服务，确保消费者购买的壁挂炉所

有性能指标达到更佳。

威能在为中国千百万个家庭带

来高品质的产品、 技术和服务的同

时，更注重推广以用户为核心的国际

品牌价值、 全球服务理念和节约能

源、使用清洁能源的公共意识，让中

国家庭尽享威能全球同步的设计理

念、环保意识和服务体系，感受德国

工业的完美品质。

（钟洁）

买地板的好时机终于来了！全国知名地

板企业安信“年终大促 冲量盛惠”即将拉

开帷幕。就在12月22日，安信将上演本年度最

后一次大型促销，“为了冲量，我们必须拿出

空前力度”， 此次安信必将为全川市民带来

年度至低的价格和至高质量的产品。随着市

场经济的增长，错过了这个年末，也许来年

你将迎来涨价狂潮，所以，正在装修的客户

一定要抓住这次省钱的机会。

大价“光”临 开仓放“量”

作为年底的一次冲量促销，安信地板总

部以零利润的代价为四川安信特供支持，全

球畅销产品更是全线放量，实木地板、实木

复合地板、艺术地板、强化仿实木地板等触

动你的价格神经，更有2012尊崇新品橡木系

列产品；纯实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再度掀

起抢购狂潮、 多工艺、 多花色、 多尺寸、

C A R B级健康标准完美结合满足各式家装

典雅需求，丰富消费者的家装视觉。

再等两天就去疯抢安信地板

年底最后一次，错过要后悔！本周六就

去安信抢超低价地板。

·抢购产品一：高品强化地板

89

元

/

㎡

年底冲量中的主力军产品安信高品强

化地板， 精选2012年全球畅销排名花色，并

有单品花色创下全年销量冠军深受客户喜

爱。产品仅以冲量价89元/㎡疯狂热销。

·抢购产品二：实木复合地板

195/

㎡元

实木复合地板一直以其稳定性和高性

价比紧紧抓住客户的心，且媲美实木地板的

效果和优于实木地板的性能一直成为地板

行业热销的产品，本次安信推出的臻品实木

复合地板以其更优越的性能条件和名贵的

明星材种闪耀亮相，仅以195/㎡元的价格抢

购，与其说在抢便宜还不如说是在占便宜。

·抢购产品三：实木地板

245

元

/

㎡

作为全国最大实木地板制造商之一，安

信地板凭借拥有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及覆

盖全球木材采购 50%以上并行销全球的雄

厚实力， 在 2012年全国实木地板销量中名

列前茅，本次推出珍藏级实木地板，245元 /

㎡价格绝对可以让广大消费者非常心动。

龙发“饰界狂欢节” 就是一场派对

神秘礼物来者有份， 许愿树上红包随意

摘， 美丽的天使和热情的兔女郎与你零距离，

各种大奖豪礼现场揭晓，超级整合出来的巨大

优惠粉墨登场， 豪情派送价值14800元的苹果

27英寸一体机……12月22日， 由龙发主办，众

商家鼎力支持的本年度最为华丽盛大的豪门

盛宴即将开启。快来龙发参加一场最具格调的

嘉年华派对吧！

龙发年底终极让利，惊喜折扣等你

12月22日，龙发超低的优惠价格和惊喜折

扣疯卷全城：交定大四喜

（设计费

5

折、总经理

督办、 送安华花洒以及现场互动游戏飞镖、射

箭、转盘中奖率

100%

）

；签单大三元

（直接返工

程费最高万元、现场砸金蛋，

iPad3

、苹果一体

机、液晶电视、电影本、数码相机带回家，

VIP

尊享最高再优惠

4%

）

；此外，还有万元豪华大

礼包极速赠送，也促使龙发的本次家居style抢

签盛会达到狂乱的顶峰！

龙发FA高端，发布“中国好设计”

更令人激动人心的是，12月22日活动现

场，为配合2013年全国“中国好设计”室内设

计大赛而展开的前期样板房征集工作也将首

次亮相。 同步缤纷登场的还有上乘之作成都

2012经典低密度住宅装修案例大赏，龙发装饰

2012年国际主流设计新品发布暨成都主力高

端低密度住宅户型解析专场，来自米兰、巴黎、

东京、首尔等国际时尚之都的主流设计风尚将

闪耀登场，精彩剪辑的2012年最新流行趋势将

于12月22日于龙发全新演绎。

龙发“贺岁片”，演绎“王的盛宴”

作为成都家装旗舰和王牌力量， 龙发以

“微利”“大手笔”“大整合”“大降价”“多

重赠送”为特征的“龙发式促销”的核心优势

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 其革命性的家装举措

“主材·捆绑”也深得民心，使得龙发在龙年的

各种促销活动中如龙得水， 业绩一路飘红、高

歌猛进，在逆市中尽显优势！

（曾婷）

气温骤降 咨询多签单多

笔者从成都华商暖通了解到：此次华商

暖通“感恩15年———温暖大回馈”活动12月

31日截止，目前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自元旦

开始将全面恢复原价，80平方米订单差价可

能超过5000元。

该活动自11月1日启动以来， 随着气温

降低，活动热度不断升高，每天都有数以百

计的客户打进热线咨询， 特别是最近几天，

成都气温开始在个位数徘徊，在活动仅剩下

最后几天的情况下，咨询量与签单量都达到

了高潮。是什么原因使得众多消费者参与其

中呢？大致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特色“包干价”，实惠算出来

“包干价”对于暖气明装工程来说具有

特殊意义，暖气明装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

勘测、设计、施工、售后等多个环节，“包干

价”可以避免新费用的溢出，免去用户后顾

之忧。

华商提出的“包干价”活动为：采暖面

积50㎡以内14800元，80㎡以内18800元，超出

部分按168元/㎡计算，假设用户采暖面积为

75㎡，费用总计1.88万元。再来算算活动结束

之后恢复正常价格时的费用，总价应该在2.2

万元～2.8万元左右，华商的“包干价”消费

模式可为用户节省20%～50%的费用，无论纵

比还是横比，优惠力度都非常高，这或许就

是吸引消费者的首要因素。

二、散热器，智能、节能才给力

消费者都有这样的经验，在商家搞活动

的时候，价格确实会下降，但产品的牌子却

被更换了， 消费者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此

次暖气促销活动是否也是如此呢？

通过现场了解到，华商参与此次活动的

产品除了德国博世锅炉外，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瑞特格·玻玛智能型散热器，在节能性、美

观性方面均有很大提升，其内置K V流量预调

阀

（精确调节系统水力平衡）

、散热器恒温控

制阀头

（智能调节、恒定室温）

，比普通散热

器节能达30% 。在施工工艺方面，采用华商独

有的靓管技术，底进底出的连接方式，接口

隐藏于散热器底部，最大限度减少管道裸露

面积，使房间视觉效果大大提升，特别适合

老房装暖气。

优惠倒计时 错过再等1年

让消费者真正得到实惠，不忽悠，就是

华商这次活动获得消费者广泛认可的主要

原因。成都天气渐冷，让自己过一个温暖的

冬天最实在不过了。

相比那些已经享受了快1个月暖气的朋

友，你可能还在犹豫、盘算、左右思量。活动

已经进入10天倒计时，不要等到身体扛不住

了，价格又上去了再折腾，及时赶上暖气明

装的最后盛惠吧，不然还要等1年。

（郭晶晶）

2012年最后一次

安信地板跨年巨献·双旦聚惠

“地热上面可以安装实木地板了，这真

的是独体实木地热地板，绝对不是某些品牌

将实木复合地板笼统叫的实木地板”。近

日，笔者从中国实木地板巨头———安信地板

获悉，它们推出了实木地热地板，这标志着

用地热只能用强化和复合地板的时代已经

过去，装地暖同样可以拥有实木地板高品质

家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都知道传统的实木地板因木材自身的

特性，不能适应地暖环境的“烤”验。如今安

信研发出“钢化实木地热地板”。这是安信

地板第一款以“矿物质元素分布形态”命名

的产品。据了解，安信“钢化”实木地热地板

本身未对材质本身做任何改变，完美保持了

实木本身的温润、优美、自然的特性。安信此

次推出的实木地热地板，从选材、采购、工艺

改造历时5年， 安信从340多个树种当中，经

过千余次温控技术性能对比测试，最后得出

来自西非的木材本身天然适合应用于地热

环境。

据中国木材流通协会相关技术专家介

绍，目前地板市场上只有10%是专用的地暖

地板，70% 的地板根本不能用于地暖系统。

如果不改变实木本身的特性，要求能使其应

用于地暖，需要木材本身生长的环境，以及

其矿物质分子排布要有特殊序列。安信的实

木地热地板研发成功，标志着实木地板真正

开始能够应用于地热环境！

【选择安信钢化地暖实木地板五大理由】

1

、 自然原风味———纯正实木的天然精

髓与家居中地暖环境完美结合， 带给人自

然、原始的风味。

2

、健康环保———纯正实木，取自天然，

不含甲醛，免去有害物质受热挥发，更适合

地暖密闭环境。

3

、 温度调控均匀———天然木材能对室

内空气进行适度干湿调节，具有天然蓄热功

能，温度起落均匀，人体感受舒适。

4

、 脚感舒适———具有无可取代的舒适

脚感，寒冷的冬天，让脚尖在地面上起舞。

5

、 尊贵享受———带给使用者无比的尊

贵享受，是身份的象征。 （曾婷）

安信率先推出实木地热地板

———“饰界狂欢节”邀你共享

·狂欢地址：

成都市人民南路 4

段 42号“凯宾斯基饭店”蜀秀厅

·狂欢时间 ：

12 月 22 日 14：

00~18：00

本周六去龙发“饰界狂欢节”，享家装“终极巨惠”

12月22日， 一台综合了

“超级整合、超级团购、终极巨

惠”的2012“饰界狂欢节”将

在凯宾斯基酒店拉开帷幕，龙

发本年度超级盛大、也是最后

一次的超级家居饕餮盛宴将

以派对形式疯狂上演。与此同

时，2013“中国好设计”室内

设计大赛成都站样板房征集

也将在狂欢现场同步全面开

启，更有国际主流设计新品发

布暨成都主力高端低密度住

宅户型解析盛大呈现。

寒流来袭，气温骤降

老房装暖气 优惠倒计时

寒流来袭，气

温今起普遍下降

6℃~10℃， 严寒之

下如何取暖？ 明装

暖气无疑是今年冬

天的一大热门，如

果你还在问什么是

明装暖气 ， 你就

OUT了！

11月以来，成

都区域参与老房暖

气改造工程的居民

累计超过5000户，

另一方面， 暖通商

家亦纷纷促销频

出， 拿出利润空间

吸引更多客户参与

活动。

关于地暖，

你不能不知道的关键词

地暖很舒适， 但是在选择

地暖之前， 我们总是会被销售

人员的各种术语所困扰。 本期

栏目地暖先生欧文托普就将专

门给大家细细讲解选择地暖之

前你不能不知道的 6 个关键

词———地面辐射采暖系统的主

要组成部分：热源、温控中心、

分集水器、地暖管路、水路控制

和温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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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很多期的暖通，介

绍了很多期的暖通， 很多消

费者也对暖通有了较为深入

的了解。就快进入冬至了，这

个时候的天气已经不是起床

靠勇气、 洗澡靠毅力的时候

了，因为在没有暖气的房屋，

起床程序多次重启也会以失

败告终。 屋外寒冷， 屋内阴

冷，家的舒适感立刻降低。如

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萌发安

装水暖的念头， 那么这个冬

天， 可能真的只有裹着被子

瑟瑟度过了。

热线 86511379 继续

开通中，无论是老房还是新

房，只要想了解暖通，来一

个电话， 我们都将为您解

答。 同时，还可以关注新浪

微博 @ 成都商报家居，欢

迎留言或私信。成都商报将

邀请采暖专家为您回话。

选智能控制系统

操作傻瓜又节能

控制系统分为：主机控制、暖气片控制和地暖控

制。 主机控制通过房间传感器，对房间温度以及供暖

模式进行控制。你可以简单地通过旋转旋钮得到你所

想要的房间温度，并在显示屏上显示出来。 多功能按

钮可以让你进行供暖运行模式的设定。具备自动运行

程序，可以设定每周任意时段的运行参数，电子显示

屏可以精确显示室内温度、时间、热水炉运行状况，实

行分时段供暖，节能 30% 。

根据如今的需求，每个房间都应该有各自不同的

温度，但使用简单阀门的散热器只能开或关，不考虑

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阳光照射、人员、电脑或烹饪、

洗衣所产生的热量都在给房间供热。即使由这些因素

所产生的热量已经足够了，使用简单阀门的散热器还

是会继续供热，但智能暖气片控制会把这些因素考虑

进去，从而达到节能目的。如此一来，使用智能暖气片

控制，除了操作傻瓜以外，还可以更加节能，即在室内

热量充足的情况下，可以控制暖气是否继续供热。

现在，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市场上常见的

一些控制器的品牌和价格：

德国西门子液晶控制器：

500

元

阿里斯顿主机控制器：

800

元

~1000

元

丹佛斯控制器：

100

元

~1600

元

意大利沃茨暖气片、地暖控制器：

70

元

~550

元

意大利嘉科米尼暖气片 、 地暖控制器 ：

70

元

~

1200

元

德国欧文托普地暖系统价格：

220

元

/

㎡

~350

元

/

㎡

锅炉、暖气片和控

制系统是水暖的三大

组成部分。在介绍了锅

炉、暖气片后，本期重

点介绍控制系统。

人性化、 智能化、

系统化的控制系统设

计是整套系统的重点。

好的控制系统，既是暖

通公司能力的体现，又

能为用户带来舒适安

逸的生活。 因为，系统

配件智能化，可以带来

傻瓜化的便捷操作，还

可以更节能。

常

见

问

题

答

疑

暖气为什么不够热？ 管道内可能有空气

赶走寒冬，威能壁挂炉让您有风度也有温度

液晶控制面板

分集水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