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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4280元的爱尔威空

气净化器，特卖价只要2680元；市

场价3368元的艾维曼空气净化

器， 特卖价只要2290元； 市场价

2830元的科帕莱斯飞马座空气净

化器， 特卖价只要1580元……今

天， 亮相此次特卖会的空气净化

器主要有三款， 分别是韩国的

“爱尔威”，“艾维曼”，以及瑞士

的“科帕莱斯”飞马座空气净化

器。 这三款进口产品可谓各有特

色各有千秋，有的杀菌能力超强，

有的兼具养生功能， 有的除甲醛

能力非凡， 有的除PM2.5都显得

有些OUT，直接绕过PM1能除掉

“PM0.1”。

上周五立冬， 随着天气越来

越冷，你呆在室内的时间多了，关

闭窗户的时间多了， 用电加热器

或用空调等进行“热身”的时间

也多了， 当然室内空气污染程度

也相应提高了。如何减少甚至“消

灭”室内空气污染？快到特卖会上

看看吧！三款进口空气净化器中，

说不定就有一款“对”上你的眼，

让你从此远离室内污染， 守护全

家健康。

艾维曼

爱尔威

飞马座

髶

系列介绍之

关注室内空气

关注健康生活

爱尔威空气净化器

亮红灯的时候 该净化空气了

空气净化器

如何保养？

空气净化器的保

养与维护，需要视不同

品牌、不同类型空气净

化器来定。有的需要定

期清洗，有的需要更换

过滤网等来维持净化

效果。

一、过滤类净化器

1.前置滤网（一般

为机箱后盖） 使用时间

长了，会聚集一些灰尘，

影响进风和空气净化效

果。可用抹布清理灰尘，

甚至也可水洗。

2. 部分过滤网需定

期拿到太阳下晒一晒，

才能保持较好净化效

率，如活性炭滤网。

3. 部分空气净化器

的除臭滤网， 已达到可

水洗的技术层面， 可通

过水洗来保持净化效

率，延长换滤网的周期。

4.离子发生器，一般

是内置的，不需要清洁。

二、静电类净化器

一般只需清洁静电

模块或集尘模块。 用毛

刷或抹布擦拭， 或在清

水中漂洗后风干即可。

“我家才装修不

久， 空气净化器能不

能除甲醛？”“听说你

们卖的空气净化器能

除菌， 是不是真的哦

……”连日来，成都商

报买够网将举行原装

进口空气净化器特卖

会的消息引发很多市

民关注， 不少人纷纷

致电买够网热线进行

咨询，甚至预订等。

今天， 备受市民

期待的成都商报买够

网原装进口空气净化

器特卖会正式亮相书

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4

楼（成都商报老办公

楼）。此次特卖会为期

3天， 本周日下午6点

结束。

无 忧 购 物

为让市民买得放

心， 特卖会供货商、欧

科格林节能科技有限

公司特别承诺，市民下

单一周内，只要空气净

化器没有损坏，都可以

退货或换货。

自我介绍： 虽然我看起来

就像一个小小的行李箱， 但你

可别小瞧我， 我有独特的自动

检测空气的 “本领 ”：室内空气

有没有污染，一切尽在我的“掌

握”。比如，室内空气好，我会显

示蓝色， 室内空气一般污染，我

会显示橙色，而室内空气污染严

重，我就显示红色，警示、提醒主

人注意室内空气质量。有了这些

“人性化”功能，相信你一定会喜

欢我吧。

自我介绍：有人说我是一个

精致小巧、时尚大方的“美女”，

工作时安安静静，不过我自己觉

得我其实就像一个人类使用的

中等包包。 我也有一个独特之

处，那就是超级节能，我的功率

仅仅

6W

，算一算，一个月下来我

“不眠不休”，也就用大约

4

度电。

另外，我还有一个让你省心的本

领，相比一些要更换过滤网的同

类，我根本不需要你劳神更换过

滤网 。同时 ，我还抗辐射 ，喜欢

我，就把我带回家吧。

飞马座空气净化器

内置香水仓 边工作边散播芬芳

自我介绍：我来自瑞士。在空

气净化器家族中， 我有着特别的

浪漫风情。我的身体里，内置有香

水仓，当你朝着香水仓滴入

1～2

滴

香水， 我便向室内空气中发散出

香味，为你营造浪漫氛围。当然，

我也有自己的独特“本领”，我可

以定时，你设定

2

、

4

或者

8

小时的

时间后，我会自动关闭，打消你

忘关开关的烦恼。我也在这里为

自己拉拉票，喜欢我的亲，快带

我回家吧，拜托啦！ （王可然）

■时间：

本周五至周日

（11月 14～16日 9:

00～18:00）

■地点：

成都市锦江区书

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

4楼 (大慈寺斜对面、

原锦江区政府大院背

后、 成都商报老办公

楼； 红星路二段成都

十七中后面）

■公交：

3、4、6、8、20、

37、49、58、81、98、

152、154路均可抵达

附近

■地铁：

2号线春熙路站

下，往红星路二段方

向步行几分钟抵达

特 卖 会

86626666

咨 询 热 线

这 样 抵 达

好礼相送

空气净化器特卖会期间， 每天前十

名下单的市民， 赠送进口洗衣机

过滤器一台； 每天成交额达

到1万元的市民，赠送进口

香薰精油器一台。

好礼相送

空气净化器特卖会期间， 每天前十

名下单的市民， 赠送进口洗衣机

过滤器一台； 每天成交额达

到1万元的市民，赠送进口

香薰精油器一台。

●功率：38W； 适用面积：30m

2

；

●重量：6.6kg； 尺寸：384×613×198mm

市场价：4280元 特卖价：2680元

艾维曼空气净化器

小巧玲珑 一月只用4度电

市场价：3368元

特卖价：2290元

制图 王雪

进口空气净化器

一台省千元

买够网原装进口空气净化器特卖会今天开幕

相关链接

制图 李多多

●功率：6W；

●适用面积：58m

2

；

●重量：2.84kg；

●尺寸：290×303×108mm

市场价：2830元

特卖价：1580元

●功率：8W；

●适用面积：50m

2

；

●重量：3.45kg；

●尺寸：380×395×160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