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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净化器环保认证规则》出台

购买产品将
“ 有据可依”

随着国人环保意识的提高，
空气净化器的前景广阔。然而消费者却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净化
器，
有的三四百元钱也叫净化器，有的空气净化器却动辄上万元。
是不是所有的净化器都有用？
都能解决甲醛问题呢？消费者购买时一头雾水。近日，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联合国家室内环境与
室内环保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正式发布了
《 空气净化器环保认证规则》，
消费者购买产品就
庄静怡 文
“ 有据可依”了。

》资讯

首届
“ 上海家装行业１０大风云人物”
评选正式揭晓
以
“ 锐意进取，创新发展”为主旨的首届
“ 上海家装行业
十大风云人物”评选结果终于浮出水面。由上海市装饰装修行
业协会主办、搜房家居网、
《 劳动报·安居周刊》
《
、 室内装饰》
杂志协办的
“ 上海家装行业１０大风云人物”评选活动终于画上
了圆满句号。
本届评选活动组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
“ 上海家装行业１０
大风云人物”评选活动是上海家装行业联合媒介
“ 第三方”及
网民、家装企业及专家共同参与的公开性专业化评选活动，既
增加了评选活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又提升了行业领军人物的
传播价值，
从中发掘出一批辛勤耕耘在上海家装行业的突出贡
献者，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锐意进取、
不断创新的动力，
提高了
企业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必将对上海家装行业转型进程和推动
整个行业的创新发展起到了引领与示范作用。
张岚

２０１２上海装饰设计文化节
暨第五届室内设计师年会举办

市场上多数净化器都在产品上标注消除甲醛率在９０％以上
净化效果检测单位，但实际上，这些
检测单位却
“ 五花八门”。有的是由
上周五，笔者来到位于中山北路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空气净
的一家家电卖场。亚都空气净化器的销 化合格证明，
有的出自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售人员告诉笔者，
“ 亚都的空气净化器都 环境监测中心，
还有的则是由组装厂当地
能除甲醛９５％以上，这款ＫＪＦ４９０２更是达 质监部门出具的空气净化效果合格证明。
到９９．３６％，
刚装修好业主都会来买我们这 除此以外，
净化器的检测报告中清楚标明测
在多数产品的检测数据下方均
款产品，因为这款产品配有亚都独有的 有一行小字：
试环境为１ｍ３
以上数据取自正常湿度、
在１
ＵＦＣＯ技术。”当笔者询问何为ＵＦＣＯ技 立方米的空间内高速运转超过６０分钟。
微生物净化效率要求分别大于等于４０! 、
术时，
销售人员不知该如何解释，只是说
显然，这样的数据来自实验室，条件
大于等于５０! 。这样的标
是一种
“ 世界尖端除甲醛技术。”
与空气净化器的正常使用条件并不相 大于等于２５! 、
与卖场中产品宣传的
“ 能除９５! 以
松下空气净化器专卖店的销售人员 符，１立方米空间的检测结果“ 放大”到 准线，
上甲醛、
细菌和粉尘”看似相距甚远。
钱先生也向笔者推荐一款为Ｆ－ＶＸＧ７０Ｃ 家居环境中很难自圆其说。空气净化器
李伟表示，卖场中很多净化器品牌
的加湿空气净化器，钱先生宣传道，
“ 这 的作用，大多数针对苯、甲醛等有害气
“ 夸张宣传”是拿实验室数据说事儿，
是松下空气净化器的最新产品，能够全 体，杀菌只是辅助作用，对ＰＭ２．５这种微 的
实际上在普通家庭的使用环境下，所谓
部去除ＰＭ２．５，是集除甲醛、净化ＰＭ２．５、 小颗粒更没有准确的衡量标准。只有国
加湿为一体的多功能的净化器，现在卖 外的部分空气净化器才有 ＰＭ２．５ 的 标 “ ９５! ”的净化效果根本无法达到。并且，
净化器的使用、保养都很重要，如果不按
得都断货了，
销量很不错。”
准，而国内大部分的空气净化器都是针
据了解，
亚都、美的、松下、飞利浦等 对净化ＰＭ１０来生产的。之所以市面上空 时清洗保养，不更换滤芯，将导致二次污
高效率的净化器也可能变成污染源。
多家品牌纷纷推出净化器新品抢夺市 气净化器的检测单位五花八门，就是因 染，
业内人士建议，现阶段消费者在选
场，
价格从几百元到近万元不等。而大多 为空气净化器并不在国家强制认证的产
购空气净化器时盲从大品牌并不是明智
数产品在功能上除了净化、除菌、加湿 品名单之内，所以并不需要进行功能性
之举，不妨通过品牌授权经销商、官方网
等，空气微粒净化也成为最受关注的热 认证，只有安全性认证。
站等途径全面了解产品信息，并根据自
门概念。多家品牌的销售员告诉笔者，
近
而对于目前公众普遍关心的ＰＭ２．５
身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选择。我们在挑
期
“ 微粒净化”几乎成为顾客最关心的 污染，李伟表示，
“ ＰＭ２．５肉眼看不见，实
选净化器时，更应该关注它的实质功能。
功能，
凡是具备这样功能的产品，销量与 际净化效果如何，目前尚未有准确量化
而过滤网、电机和机身外壳，才是决定净
去年同期相比都几乎翻番。因此，
很多厂 的标准。”
化器品质的关键所在，尤其是过滤网，在
家便在
“ 微粒概念”上大做文章，大力宣
购买时应该打开机箱看看清楚。
传，甚至推出一些号称能净化超微小颗 环保认证规则出台
粒物的新品，
价格高达四五千元。
或有效遏制夸张宣传
》相关链接
上海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副秘书长
１２月２１日，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联合
李伟表示，如果要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国家室内环境与室内环保产品质量监督
采用绿化植物、加湿器、负离子发生器 检验中心正式发布了
《 空气净化器环保
等在理论上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最有效 认证规则》。专家表示，
目前市面上大多
的方法还是空气净化器。
“ 不过，空气净 数空气净化器对ＰＭ２．５起不了什么作用。
ＰＭ２．５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化器要发挥最佳效用，前提必须是家中
此次发布的
《 规则》覆盖所有家用
２．５微米的颗粒物，
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
的门窗都关闭。而且通常一台净化器只 空气净化器，对产品的净化性能及除菌
它的直径还不到人的头发丝粗细的
管十几个平方米，如果家里超过１００平方 性能指标作了检验要求。此次发布的
１／２０，被吸入人体后会直接进入支气管，
米，那至少要三四台才能达到空气净化 《 规则》覆盖所有家用空气净化器，对产
干扰肺部的气体交换，引发包括哮喘、支
的目的。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不一定 品的净化性能及除菌性能指标作了检验
气管炎和心血管病等方面的疾病。
能承受得起。”
要求。通过检验的产品允许使用标有
虽然ＰＭ２．５只是地球大气成分中含
“ 中国环保产品认证”的标识，首批获得
量很少的部分，但它对空气质量和能见
净化质量标准不一
标识的空气净化器产品将很快公布并贴
度等有重要的影响。ＰＭ２．５产生的主要
检测数据多数来自实验室
标，届时消费者购买就
“ 有据可依”。
来源是日常发电、工业生产、汽车尾气排
笔者走访中还注意到，
很多品牌的净
笔者注意到，此次发布的新规则中， 放等过程中经过燃烧而排放的残留物，
化器都会在现场或产品介绍上注明空气
空气净化器对固态污染物、
气态污染物和
大多含有重金属等有毒物质。

销售人员：
“ 除甲醛没问题！”

什么是ＰＭ２．５？

１月４日下午，一年一度的上海室内设计行业盛会——
—第五
届上海室内设计师年会在金庭庄园酒店隆重举行，上海市装
饰装修行业协会领导、上海室内设计行业设计师等五百余人
共襄盛举，共同探讨本次大会的主题——
—人文·对话·未来之
城，同时对上海十大青年设计师等设计行业精英进行表彰。
本届年会由上海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主办，
装饰设计专业
委员会承办。同时也得到了上海市城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上
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和相关媒体的支持以及意邦
全球建材饰界、
东鹏瓷砖、现代环境院、同济室内、
装饰集团、
全
筑集团、聚通装潢、申远空间设计、进念装潢、千思装潢的赞助
支持。上海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副会长、
设计委主任委员沈立
东担任年会主持人。与往年不同，
今年的年会不仅举办地独具
特色，而且在安排上也别具风格，第一会场彩虹厅展示优秀作
品，第二会场邀请了两位著名设计师为大家做演讲，第三会场
是在马场精彩的马术表演。最主要的颁奖环节共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是上海市优秀设计企业，
第二类是上海市十大青年室内
设计师，第三类是中国上海第十届建筑设计大赛优秀作品，第
四类是
“ 进念设计”杯大学生家居设计大赛，首次推出网络人
气奖评选，
第五类是今年上海装饰行业首次举办的设计视界摄
影大赛。
张岚

冠军磁砖连续两年
蝉联瓷砖品牌Ｎｏ．１大奖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由世界经理人集团、世界品牌实验室、世
界企业家杂志和总裁杂志联合主办的
“ 中国品牌年度大奖”在
香港ＪＷ万豪酒店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并发布了各行业的
中国最具影响力品牌ＴＯＰ１０。尤其令人瞩目的是，
来自台湾的
国内一线瓷砖品牌冠军磁砖从上榜的众多优秀建材品牌中脱
颖而出，荣获瓷砖品牌Ｎｏ．１的殊荣。这是继２０１０年冠军荣登瓷
砖品牌冠军之后，
连续第二年成功蝉联此奖项。据悉，
中国品牌
年度大奖由世界经理人集团、世界品牌实验室、世界企业家杂
志和总裁杂志联合主办，在品牌界享有
“ 中国品牌奥斯卡”的
美誉。
除了连续两年蝉联瓷砖品牌Ｎｏ．１，冠军磁砖在其他奖项
中同样屡获殊荣。２０１１年６月，在
“ 中国５００最具价值品牌”的榜
单上，冠军磁砖荣登第２４６名的宝座，品牌价值跃升至５２．１６亿
元；同年９月，在亚洲品牌界年度最高荣誉
“ 亚洲品牌５００强排
行榜”榜单中，冠军磁砖也光荣上榜，标志着冠军磁砖走出国
门，在全亚洲顶尖品牌的舞台上决胜千里。
１９７２年成立于台湾的冠军磁砖，享有华人瓷砖界最为悠久
的品牌历史。在４０年的品牌之路上，
冠军磁砖精益求精，
不断进
取，始终以最先进的制砖科技与最高品质的瓷砖产品领跑高端
瓷砖的发展道路，并缔造精装房最为信赖的品牌首选。自从
２００８年与万科签订精装修楼盘的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正式开始
合作至今，
冠军磁砖已与国内外众多大型开发商形成强强联合
的合作态势，
相继与日本大和地产、
新加坡仁恒地产、香港九龙
仓、朗诗置业、绿地置业、
ＳＯＨＯ、绿城集团等开发商合作，共同
打造了一个又一个精装修楼盘的经典之作。
刘长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