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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夏季天天气变化最剧烈、最复杂，

往往一年的降雨有一半都集中在这个

时期。鉴于高温高湿的特殊环境，沙发

就需要特别的保养。

布艺沙发

湿擦有可能留下污点， 所以用吸

尘器吸取表面灰尘，一周一次即可。至

少一个月清洁一次沙发缝隙和底部，

半年拆洗一次沙发套。需要注意的是，

布套出于舒适度、 抗磨、 耐拉性的考

虑，大多会掺入混纺以提升综合性能。

所以有些布料浸水之后会出现缩水现

象，导致无法再用。这种情况可以在布

套干到70%-80%时， 直接套到沙发

上。绒毛沙发可喷地毯用清洁剂，再用

吸尘器吸，灰尘就容易吸下来。如果仍

有头发、宠物毛以及灰尘时，可用手指

以画圆的方式将此类脏东西聚集在一

起，这样东西就容易除掉了。扶手和座

面的缝隙里灰尘容易聚集，难以清除，

最好用带有细管嘴的吸尘器仔细吸。

近日成都下雨较为频繁， 湿气比

以往更重， 可以将报纸数张塞人沙发

下，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以确保沙发椅

的干燥，避免长出霉菌。同时还要避免

阳光直射， 日照容易导致有色布艺褪

色，会加速布艺沙发的老化。

真皮沙发

皮质沙发由于气派华贵而广受欢

迎，但皮质沙发更为“娇气”，在日常打

理上需要投入更多的细心和耐心。夏季

由于照射进房间的日光比较强，更应注

意真皮沙发的保养。 如果长时间使用，

保养不当会褪色，失去光泽，使皮革缺

乏延展性而变形。夏季汗多，皮革的孔

隙会吸收汗液，高温潮湿会使汗中的有

机物与皮革发生化学反应， 易产生异

味，因此要勤用干抹布擦拭。

在擦皮沙发时不能用碱性清洗

液，因为在制皮时是酸性处理，而碱性

会使皮革柔软性下降， 长期使用会发

生皱裂， 最好选用专用的清洁产品和

护理产品。

内胆处理

所有的沙发都不能直接晒太阳，

尤其是皮沙发。 内胆都需要单独拆下

来晒，在晒的时候，可以轻轻拍打，让

填充物更加蓬松， 同时紫外线也能起

到杀菌祛除异味的效果。 如果内胆是

羽绒制品， 则需要注意控制晒太阳的

时间，3小时左右即可， 因为如果晒得

过干会导致羽绒产品的含水率发生变

化，影响之后的使用效果。如果内胆起

不到蓬松效果， 则说明这只内胆需要

翻新或者更换了。

成都商报记者 刘畅

现在，很多家庭都使用中央空调

作为家用制冷设备。不过，中央空调

经过长期运行之后，会积累大量的灰

尘和细菌。因此，对长期使用的中央

空调进行清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从事中央空调售后工作多年的袁

师傅表示， 对长期使用的家庭中央空

调进行定期清洗，有许多好处。首先，

有利于身体健康。 中央空调经过清洗

之后能够有效地将细菌杀灭， 从而确

保风机盘管口送出清新、 优质的冷暖

气；其次，确保使用效果。中央空调在

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管道内会残留一

些杂物，容易堵塞管道，定期进行清理

可以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保证采暖和

制冷效果。第三，可以节约费用。对中

央空调中的水垢和杂质进行定期清

理，可以提高系统的热交换效率，减少

燃料和能源的浪费， 从而节约了运行

费用；最后，可以延长使用寿命。中央

空调长期使用， 设备内部会存在腐蚀

等情况， 通过定期清洗进行预防处理

和维护，就可以使腐蚀速度减缓，从而

帮助延长空调的使用寿命。

由于中央空调安装结构相对一

般家用空调复杂，因此清洗中央空调

不能马虎。袁师傅表示，用户最好选

择专业的清洗公司来处理，否则可能

不但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有可能得

不偿失。

成都商报记者 江涛

一对多，一拖多……

你分得清吗？

面对中央空调系统的多样性，笔

者走访了行业中领先的美景舒适家。

据专业人士介绍，在家用中央空调领

域，常见的机器分类有四种：风管机，

一对多，一拖多，大型一拖多。

风管机，就是一台室外机对应一

台室内机，室内机藏在吊顶内，能够

享受中央空调的隐蔽性及舒适性；

一对多， 就是一台室外机带2~4

台室内机，每台室内机都有两根铜管

与室外机连接。适用于80㎡~110㎡的

中、小户型；

一拖多， 也是一台室外机带3~6

台室内机，所有室内机公用两根主管

道连接到室外机。一拖多系统，是目

前市面上技术最先进、使用最节能的

机器类型；

大型一拖多，相较于普通一拖多

系统压缩机功率更大，需要380V的动

力电，能同时带动两百平方米以上的

制冷面积，适用于别墅等超大户型。

几种系统之间可以互相搭配，比

如：140㎡三房两厅两卫的房子装中央

空调，至少需要五台室内机。首先，可

以选用一拖五整套做完， 选择不同的

品牌，价格可以在5~7万元不等；其次，

可以选择一套一对二+一套一对三做

动静分区，选择不同的品牌，价格可以

在3~5万元之间；最后，可以选用五台

风管机，分不同的品牌价格在2~3万元

之间；更或者，只做客餐厅，其他房间

都用分体机，这样整体造价不会提高。

美景厂家直销会

大牌便宜卖！

笔者获悉，美景公司将在目前舒

适家居行业的淡季联合各大厂家进

行一次中央空调的厂家直销会。本次

活动， 参与特价的全是一线品牌：大

金、格力、LG。让消费者用优惠的价

格买到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比如：一

个套二的大金中央空调， 原价一套

28300元，团购特价只要24600元。

除了产品本身的优惠外，本次活

动现场还设置了很多优惠活动，有精

美的礼品，还有半价空调主机和半价

锅炉。另外，现场还准备了万元现金

等你来抢。

最后两天

报名截止倒计时

本次美景舒适家厂家直销会的

具体时间在6月27日，仅剩最后两天，

由于接待能力有限，此次直销会仅限

50户参与，截至目前，名额已经所剩

不多。如果有考虑安装中央空调的客

户， 赶紧拨打美景舒适家的报名电

话：87730202。

（江涛）

夏天来了

你家的沙发该保养了

免费

验房

免费测甲醛

商报提供保证

品质

家装

成都商报家居、房产两大版块联动

成都商报新媒体客户端，推出“2015交

房季”： 联动专业验房团队网众科技，

联手专业家装公司， 连线主管部门、律

师后援团。只要你报名，我们就将组织

专业验房团队免费验房。针对投诉类问

题，将由本报统一整理，最终汇总到市

建委、市房管局等相关部门。

报名方式：

本次活动现已正式启动。 届时，广

大装修业主均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参

与本次活动，并申请免费验房：

方式

{1}

：成都商报客户端

1、扫描右侧的二维码，进入苹果商

店或安卓市场，搜索“成都商报”，下载

成都商报客户端；

2、 点击进入活动板块， 填写报名

表，参与免费验房；

3、 你也可以在投诉板块中提交

验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将进行

回复。

方式

{2}

：成都商报热线

拨打成都商报免费验房热线

86613333-1进行投诉，或电话登记你的相

关信息，预约免费验房时间。

方式

{3}

：成都商报家居微信

在微信中添加订阅号 “好设成

都”，点击进入免费验房，进行报名。

免费验房 商报给你扎起

成都商报家居工作室携手成都

浩芯伟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本月

定家装的市民，免费送出30个价值超

百元的室内空气甲醛含量检测名额。

数量有限，先定先得，送完即止。

参与说明：

1、需本月内在创新思维装饰、

百歌装饰、和信居装饰预定家装的

各前10户市民。

2、新房在五城区及高新区内，

在装修好尚未入住前进行检测。

3、 每户3个甲醛检测点位，一

般为1个客厅+2个卧室。 如现场需

加测点位和污染项目，也将享受商

报读者专属成本结算价。

报名方式：成都商报家居官方

微信报名

在微信中添加订阅号“好设成

都”，点击进入，报名参加免费测甲

醛活动。

活动咨询电话：

028-86787589

成都商报记者 江涛 刘畅

本月定家装

商报送30户

免费甲醛检测名额

同样83平方米的房子，同

样档次的装修， 找家装 “游击

队”要花上5.8万元，找整装公

司却花费不到5万元， 这是真的

吗？前几天，一则关于“游击队挑

战整装公司报价，游击队居然输

了”的微信被疯狂转载，消息传

出后引发质疑。成都商报记者随

后深入调查， 了解事情真相，并

从家装业内挖出鲜为人知的秘

密：原来，整装公司真的能做到

高性价比， 除了不赚取施工的

钱， 更大的盈利点放在了材料

上。当今的家装公司盈利模式已

完全发生改变。

本报上周对此进行报道后，

在读者和家装行业引起了高度

关注。和信居装饰、创新思维装

饰、百歌装饰、居之家装饰等各

大家装公司的资深人士纷纷站

出来，剖析“正规军”比“游击

队”除了有价格优势之外，表示

整装公司更有品质保证。而品质

装修，贯穿整个装修过程，从拿

到新房开始的验收，到装修完毕

后的检测， 都需要品质作为保

证。为此，本报家居工作室本月

特别推出 “品质装修 免费检

测”两大活动：免费验房和免费

测甲醛，为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提

供“品质保证”。

中央空调厂家直销会

倒计时2天，搞快！

使用中央空调 应当定期清洗

中内空调两大优点：美观、节约空间

成都商报客户端 好设成都

“风管机、一对多、一拖多、大型一

拖多……”、“中央空调那么多种，到底

咋个选嘛？”就目前的家用中央空调而

言，多种多样的系统类型，眼花缭乱的

产品品牌以及五花八门的安装公司，

常常让消费者感到难以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