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联想第 100 万台一
体台式机正式下线。这不仅是
联想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拥
有百万用户的一体台式机的
厂商，更是一体台式机发展的
一座里程碑。备受用户关注的

一体台式机，终于从“曲高和
寡”的橱窗里“飞入寻常百姓
家”。一体台式机“主流化”的
序幕已经被拉开。

势不可挡的一体台式机
时代

从第一台一体台式机诞
生到现在已经超过十余载。
一体台式机凭借极具设计感
的外型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
注。但受到性能、价格、市场
认知度等因素的影响，一直
处于曲高和寡的局面。

近几年，随着联想等主流
厂商的大力布局，一体台式机
才迎来了真正的春天。一方面
因为一体台式机性能、散热等
技术问题逐渐成熟；另一方
面，一体台式机出色的外观设
计与占用空间小的优势，在无

线模块的大规模应用下得到
了充分的发挥，让一体台式机
充分融合了笔记本和分体台
式机的优势。

根据权威的 IDC 报告数
据显示：一体台式机近两年已
经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势头。

百万销量见证一体台式
机主流化风暴

自 2009 年初，联想正式
面向市场推出首款一体台式
机，到今年 10 月联想百万台
产品正式下线，已经有超过
百万的用户选择联想一体台
式机。

与传统分体台式机相
比，联想一体台式机有着五
大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联
想一体台式机采用简约无线
的一体设计，只需要一根电

源线就可以完成所有连接；
其次，联想一体台式机比传
统分体台式机更纤细，节省
多达 70% 的桌面空间；另外，
一体台式机将摄像头、无线
网卡等配件进行超值整合；
联想一体台式机更节能环
保，低碳的同时带来更小的
电磁辐射；一体台式机简约、
时尚的实体化设计，更满足
现代人对家居节约空间、美
观的宗旨。

根据 GFK 的统计，截至
7 月，联想一体台式机的市场
份额达到 74 . 1%。联想为用
户准备了“百万版特惠机型”
特惠活动。特惠机型采用 4
核平台的超强配置，拥有突
破的性能，成熟架构也让电
脑运行也更稳定。

简约无线的桌面革命
联想一体台式机融入设

计领域最前沿的“极简”概
念，采用一体化的无线设计，
将摄像头、音箱、无线网卡等
全部内部集成，甚至连键盘、
鼠标也可采用无线连接，整
体只需一条电源线即可完成
部署。

联想一体台式机适用于
机关、企业、个人家庭等各类
人群。不仅为酒店、医疗、零
售 等 企 业 级 客 户 订 制 了
ThinkCentre M9000z 系列、
启天 A7000 系列，也有为中
小企业带来全新的商务应用
体验的扬天 S700/S750/
S500 系列，还有为广大个人
家庭推出带来颠覆娱乐感受
的 ideacentre B3 系列、A3

系列等产品。
在被誉为“全球消费电

子产业的奥斯卡”之称的
2010 CES 美国消费电子展
上，联想 ideacentre A300 一
体台式机凭借出色的外观设
计以及优良的性能斩获

“最佳桌面电脑”大奖，仅有
1. 8cm 的机身厚度刷新了一
体台式机的设计记录。

不论是 IT 卖场，还是以
国美、苏宁为首的家电卖场，
以往传统的分体台式电脑已
经难觅其踪，取而代之的是一
台台简约无线的一体台式机。
凭借简约无线的时尚设计，媲
美传统分体台式机的价格、性
能和品质，一体台式机正加速
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一个一体
台式机时代正在来临。

桌面PC 极致：联想极简时代的一体风暴

近期，发改委拟举办“电价
听证会”，阶梯电价实施在即，电
价也将要上涨，今年的寒冬又要
花费一大笔取暖费了吧？——— 所
幸，我们有先锋取暖器，忠诚又
温暖的伙伴，“多快好省”伴你度
过这“千年寒冬”。

“多”：人性化功能众多，24
小时超长预约 除了加热效
率高这些出色的核心技术之外，
先锋的S系列油汀产品以其独
有的24小时超长定时与预约功
能，一般取暖器升温缓慢，但先

锋S型系
列的油汀
产 品
(DS953)，
可以预约
开关机定
时，出门
之前设定
好开始启
动 的 时

间，等您回到家里，已经变成一
座舒适的“暖房”了，为您轻松预
约一整个冬天的温暖。另外先锋
油汀取暖器产品，配置时尚加湿
盒和精美烘衣架，一机三用。

“快”：热效率高，加热快一
倍 取暖器最核心的功能指
标就是加热效率。先锋S 型油
汀系列突破普通油汀叶片的直
板外形，S型的曼妙曲线，不仅
美观靓丽，同时片型加宽，克服
了传统油汀叶片，散热面不广，
热效不高的弊端。加快了叶片与
外界的冷热循环，升温迅速，节
能省时。

“好”：秀外慧中的温暖好伴
侣 众所周知，电热油汀是通
过加热管加热腔内导热油，通过
油的热循环，产生热量。先锋S
型油汀采用的是健康环保HD-
320 号导热油，经过特殊的提纯
工艺，完全蒸发油中水份和杂
质；机体充油量高达90%以上，

升温效果更好。此外，先锋电热
油汀采用优质双U 型加热管，
热承载力更强，极大的减轻了单
管的热负荷量，使用寿命更长。

“省”：省电有妙招，取暖无
烦恼 冬天的一大笔取暖费，
都是很多家庭头疼的问题。先锋
取暖器具有加热效率高、节能省
电的效果，有效降低使用成本。
先锋S型油汀比普通油汀升温
速度快，所需时间短，权威机构
检测表明，先锋S 型油汀比普
通产品节能16%。按一天使用
10小时，一年使用五个月来算，
平均每季要节省 624 度电，按
0.6元每度电计算，每季共合计
节省374.4元钱。

先锋取暖器，让你不再为电
价上涨，取暖费节节上升而烦
恼。

先锋取暖器，在当地各大
家电卖场有售。温暖热线：
8008574327

物价“涨声一片”
先锋取暖器“多快好省”伴你度寒冬 11 月 19 日，中国惠

普有限公司在山东省济南
市商河县宣布，惠普金牌
服务正式进驻中国大陆的
第 1000 个城市。这象征着
惠普 PC 业务在中国市场
发展历程的又一重要里程
碑，同时也是惠普以“客户
为中心”的企业战略的有效
实施。响应国家农村信息化
的政策，惠普坚持服务与

产品同行，此次惠普服务
站在商河的落地将实现对
消费者需求的快速反应，使
得当地用户便捷的享受到
惠普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对于惠普第一千家服
务站的开业，中国惠普金
牌服务网经理刘伟先生表
示，惠普服务进入中国第
1000 个城市是惠普在中国
市场 25 年蓬勃发展的一个

重要的里程碑。惠普一直
将客户体验视为企业的发
展基石和战略中心，对于客
户体验的重视切实的体现
在惠普的所有工作中。响应
国家农村信息化的政策，惠
普积极拓展在区域地区的
覆盖，并始终坚持在有惠普
产品的地方就有惠普的专
业贴心服务，所谓“惠”
行千里，无微不至。

惠普金牌服务进驻第1000 个城市

“全国质量奖”，是与全
球知名的美国波多里奇奖、
日本戴明奖、欧洲质量奖齐
名的世界级质量管理奖。今
年十月，海信再次折桂，成为
10 年来中国惟一两次获得
该奖项的企业。

日前，海信在全球成功
推出首台智能电视，这是海
信在“智能时代”的再一次领
先。从最早期的黑白电视机，

到小屏幕的彩色电视机，再
到纯平彩电、平板电视、3D
电视，海信已经累计卖出了
超过 2 亿台电视机，却从未
出现过一次批次性事故。

“一流的质量来自一流
的设计，产品质量首先是设
计出来的。”只有从设计源头
把握住了质量，才能确保批
量生产、销售给消费者的产
品是最好的。

“好的产品质量首先是
设计出来的”，这超越了传
统的生产过程中控制和生产
之后的质量检验来进行质量
管理的理念。在海信有近
3000 名研发人员严格按照
这样的理念，不仅从事产品
的技术设计，而且严谨地进
行产品的质量设计，成为把
好海信产品质量关的第一守
护神。

海信：质量管理没有终点

□张开学

随着寒冬一天天临近，许多家
庭的空调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
息”，重新运转起来以后发现制热
效果不佳，或者是发生室内机出水
等问题，直接影响了消费者冬季取
暖。据服务经验丰富的售后人员介
绍，很多问题是因空调使用不当和
保养不及时造成的，不要以为只是
随便给空调罩上空调罩就行了，如
果不适时进行保养的话，极有可能
会影响到空调的使用寿命。

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仅
有 20% 左右的消费者用户享受过空
调保养服务，而大部分消费者用户
对空调保养不甚了解。这也就造成
因为保养不及时，空调再次使用时
出现制冷制热效果差、耗电量大等
问题。而有统计数据也显示，由于
保养不善，空调积尘、线路用电安
全等已占到空调维修的近一半以
上。由此可见，空调的日常保养至
关重要。对此，有关专家也提醒，
空调换季前一定要做好保养，这样
才能确保性能更优。

空调基本保养

优化使用性能

空调的安装对空调的制冷制热
效果影响非常大，是十分专业的，
必须有专业安装人员来操作。但是
空调使用过程中的一些基本保养常
识，消费者完全可以自己做到，清
洁保养空调不但可以改善使用效
果，还可以降能耗省电。据有关数
据统计，一台 1 . 5 匹家用单冷空
调，使用两三年后受灰尘、油污等
影响，耗电量会增加 15% 左右。若
定期进行专业保养维护，则至少会
让增加的耗电量减少 2/3 。

消费者能够自行处理的基本保
养工作，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
方面。一是空调面板的清洗：空调

面板堆积的灰尘影响出风口
出风速度，用清水抹布经常
擦拭即可，既可以保持空调
外观的整洁，又可以优化空
调的性能。另外一个是空调
过滤网的清洗：这个部位最
容易堆积灰尘，妨碍空气流

通和降低制热效果，过滤网应
每 15 天左右拆解下来。过滤网
的清洗比较关键，清洁时可分
为三个步骤，除尘、清洗、复
位。首先要切断电源，再打开
面板，取出过滤网，用毛刷式
吸尘器对过滤网进行除尘；如

果太脏有油污，可用除污剂
或中性肥皂水清洗，应注意
的是一定不要用 40℃以上的
热水清洗，不能用洗衣粉、
洗洁精、汽油、香蕉水等清
洗，以免滤网变形；除去灰
尘清洗完毕后，要用软布擦

干或阴凉处吹干，千万不要在阳光
下暴晒或在火炉等明火处烘干，这
样也容易致使过滤网变形，晾干以
后再重装复位，这样能保持空气的
清新度，免除长久堆积的灰尘对人
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空调专业保养

延长使用寿命

除了掌握基本的空调保养方法
以外，还要定期给空调做专业保
养。空调的专业保养需要用到一些
专业工具，必须由厂家或商家的专
业服务人员操作，在此我们给消费
者提醒一下，空调出现哪些问题以
后需要由专业的服务人员来操作。
以下三个方面，是空调维修人员遇
见最多的问题，也是空调使用过程
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而消费者由
于对此不甚了解，自己动手处理后
出现空调部件损坏，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

室内机出水：室内机出水是由
于长期的灰尘堆积堵塞了排水管，
一旦出现室内机漏水问题必须要由
专业人员来处理，因为这还牵扯到
空调安装过程中是否指定统一排水
口的问题，消费者很难自己解决。

室外机清洗：室外机主要是起
散热作用，室外的空气也通过它来
进行循环交换，一些安放近油烟口
的室外机还可能吸附了大量的油
烟，这些都是有碍空气清新的因
素，如果出现空调有异味或者是制
热效果不好了，就需要清洗室外
机。但是因安装在室外尤其是高层
的室外机，清洗工作较为危险，用
户自己很难清理，也必须请专业人
员来清洗。

空调无法启动：空调无法启动
很大部分是电路原因造成的，因空
调用电要求较高比较复杂，消费者
自己切勿自行处理以免损坏空调部
件，遇到此类问题必须找专业人员
处理。

空调换季，往往出现制暖效果不理想的情况，这就需要给
空调做一些基本保养工作，如果出现不能正常工作，还需要专
业人员来处理。为此，我们总结了以下几方面空调保养的注意
问题，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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