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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发力宽带与流量
运营商竞技
“银十”营销
宽带降价
48 元套餐就能免费用
在郑东新区正光路居住的朱伟超
在国庆期间办理了一张手机卡，每月套
餐费 48 元，让他意外的是，还用上了免
费的 200M 光宽带和 4K 高清电视业务。
据郑州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
宽带，郑州移动推出了“加速不加价”活
动，即承诺使用 4G 套餐，可优惠办理宽
带。28~38 元套餐，可办理 100M 宽带+
4K 高清电视业务，优惠期内每月 10 元；
48~88 元套餐，可办理 200M 宽带+4K 高
清电视业务，优惠期内免费用；1~4 人每
月合计消费 98 元，可办理 200M 宽带+
4K 高清电视业务，优惠期内免费用，还
有 多 种 档 位 的 优 惠 ，最 高 可 免 费 用
500M 宽带，优惠期均为 18 个月。
此外，郑州移动还针对通信消费低
的用户推出了“多人共享承诺合计消费
办宽带”的活动。1~3 人每月合计消费
满 58 元，可办理 200M 宽带+4K 高清电
视业务，优惠期内每月 10 元；1~4 人每
月合计消费满 98 元，可办理 200M 宽带+
4K 高清电视业务，优惠期内免费用。优
惠期也为 18 个月。
郑州联通同样在宽带上给出优惠，
针对新装用户，赠送宽带时长和高清
IPTV 业务。如郑州地区用户办理 100M
包年光纤宽带，可获得 2 个月宽带和高
清 IPTV 业务使用时长。
郑州电信上线的随选宽带具备提
速的功能，就拿 50M 的随选宽带来说，
每天只需 3 元，即可提速至 200M。办理
该宽带后，还可领取一张月费 19 元的王
中王卡，第一年不收取月费，套餐涵盖
100 分钟国内语音，国内流量按 1 元包
800M/日收取，阿里大文娱系、百度系、
天翼视讯、PP 视频国内定向流量免费。

家电数码疑难
找
“3C 公社”
国庆长假让人们
好好休息了一番，经
历 了 7 天 的 狂 欢 ，不
少人的流量已经开始
告急。可是，凉爽的
“银十”生活怎能少得
了流量呢？对此，通
信运营商早在月初就
开始了“银十”的策划
营销，内容自然是人
们最关注的宽带与流
量。如果想要丰富精
彩的“银十”生活，那
就快来看看吧。
记者 李冬生

在享受 3C 产品带来的乐趣时，
您是否遭遇过难题？扫描“3C
公社”二维码，说出您的难题，我
们为您排忧解难。记者 李冬生
@AO 徐明：电热水器用完需要
断电吗？
3C 公社：一般热水器加热到一
定程度后就会呈保温状态，等到水温
降下以后，才会重新恢复工作进行加
热。也就是说如果热水器的保温状态
较好，
热水器就不会耗电。
如果经常使用电热水器的话，不
需要每天插拔插头，只需要保持待机
状态就可以，耗费的电量不会太多，同
时免去了插拔插头造成插座寿命缩短
的问题，
使用起来更加安全。

流量告罄，快来“加加油”
“国庆长假，又是手机视频，又是手机
游戏，还用手机上传了近百张出去玩的照
片，流量早就不够用了。”提到手机流量，
做石材销售的赵欣颇有怨言。
其实，针对这种情况，运营商早就有
所准备，推出各种类型的流量套餐，满足
消费者多样化的流量需求。针对大流量
需求的客户，郑州三家通信运营商都推出
了相应套餐，
如：
移动和联通的冰激凌套餐、
电信的天翼畅享套餐。通信相关人士表示：
“此类套餐根据价格高低设有不同的流量上
限值，
比如流量使用达到 10GB 或 20GB，
手
机网速就会限速，
但还可以继续使用。话说
回来，10GB、20GB 的流量可以满足大多数
客户的需求了，
性价比非常高。
”

此外，通信运营商还上线了多种形式
的流量包，如果选对流量包，不仅价格实
惠，而且也能玩得尽兴。郑州移动推出的
流量 7 天包，19.99 元包含 20GB 国内流量，
7 天有效，还有流量小时包、夜间流量包
等，最低 1 元可享 1GB 流量。郑州联通也
有多日国内流量包、国内流量半年包等产
品，可满足用户的多元化流量需求。此
外，三大运营商都推出了假日流量包，不
仅价格便宜，
而且包含的流量也比较多。
针对喜欢看视频的用户，运营商也上
线了相应的流量包，如：郑州移动的“任我
用”业务，郑州联通的定向视频包月流量
和郑州电信 10 元/1GB 省内流量的优酷专
属包，
都可完美解决此类问题。

你家的空气净化器还好吗？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不少消费者开始重视家庭空
气质量，重视空气净化器在家庭中的使用。进入秋冬季节后，空气干
燥，如果此时家里空气质量不好，就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
记者 李冬生

误区
净化器短时间就能见效
“虽然很多家庭都装备了空气净化
器，但是依然有不少消费者存在使用误
区。”在中博家电市场，一位销售人员解
释说，有的消费者认为净化器只需要在
雾霾天开上一两个小时就有用，实际上，
很多空气污染是由室内产生的。例如，
室内装修的涂料甲醛污染、家具甲醛污
染、办公室二手烟污染、宠物毛发细菌传
播等，也是危害人体健康的空气污染物。
“其实，净化器的使用并非短期就见
成效，需要长期开启使用。净化器能净

化的面积有限，在使用时应尽量将它摆
放在室内居中的位置，以便 360 度净化
室内空气，开启前 30 分钟尽量使用大风
挡，以便室内空气迅速经过一次过滤，快
速提高室内空气质量。”该销售人员说，
在使用空气净化器时，为避免室外的灰
尘病菌对室内造成影响，需要保持门窗
关闭，但长期密闭也会导致空气混浊和
菌体滋生等。所以，在阳光相对充足、室
外污染物含量较少的中午适当地开窗通
风对净化器的使用也十分有利。

支招
要注重日常维护和保养
购买空气净化器后，
并不是将其丢在一
边使用，
日常维护和保养也很重要。多年从
事家电售后维修的张师傅告诉我们：
“空气
净化器通常都有多层过滤网，如首层过滤
网、
过敏原过滤网、
活性炭过滤网以及 HEPA
过滤网，
这些滤网都需要定期清洗或更换。
”
首层过滤网可以有效清除大颗的灰尘、
霉菌和动物毛发，
起到保护其他过滤网的作
用。建议每个月进行一次清洗。清洁时可以
先用吸尘器吸除其表面灰尘，
再进行水洗。
过敏原过滤网主要功能是过滤掉空气
中的花粉、宠物的毛发等过敏原。这层过
滤网不能水洗，
每两个月进行拍打除尘。
活性炭过滤网一般用于除掉空气中的
异味。建议更换周期为 6 个月。
HEPA 过滤网由非常细小的有机纤维
交织而成，对微粒的捕捉能力较强，孔径微
小，吸附容量大，净化效率高，并具备吸水
性。HEPA 过滤器一般情况下不能进行水
洗，
使用 6 个月时建议更换一次。

@往事如烟：电池电量耗尽后再
充电是否影响寿命?
3C 公社：电池过度放电时可能
会导致电池反极失效，智能手机在电
池电压低于一定值的时候就会主动关
机，所以耗尽电池电量关机不会造成
过度放电的反极现象。不过，锂电池
的循环次数随着放电深度的增加是不
断降低的，因此，不要每次都等到电池
电 量 耗 尽 再 去 充 电 ，电 池 长 期 保 持
40%以上容量可以适度延长电池使用
寿命(与每次都耗尽电池电量相比)。
由于电池的 100%充放电寿命比
较高，所以，偶尔耗尽电池电量关机对
电池寿命影响很小，
不用过于担心。
@大乔：购买净水器，需要注意
哪些地方？
3C 公社：购买净水器时首先要
关注净水器厚度，厚度能够保证净水
器上下壳体以最小误差精密结合，无
缝隙，不宜在震动时脱开，厚度大可
以 减 少 在 运 输 过 程 中 的 破 损 、开 裂
等。由于壁式净水器是悬挂于厨房
墙壁上，一旦挂上去了，壳体薄的净
水器便会导致逐渐变形，从而使漏水
概率增加。
其次，滤瓶不单纯要有相应的厚
度，同时要具备适应低温和高温的韧
性以防止脆裂从而导致漏水造成损
失。另外，在购买时可到卫生行政许
可公众网查询品牌资质，不能只听净
水器销售人员的介绍。
@小管家：冰箱有响声启动不了
咋回事？
3C 公社：在正常环境温度情况
下，即 15℃~38℃，冰箱启动时，如果压
缩机发出“嗡嗡”声，半分钟左右压缩
机停止工作，这种情况是由于电源电
压低于 187V，
造成压缩机无法启动。
如果压缩机发出“嗯嗯”声，随即
听到“啪嗒”声，这种情况是由于电源
电压高于 242V，或压缩机连续工作时
间太长造成的。当电源电压恢复正常
或压缩机外壳温度降低后，冰箱即能
正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