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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采暖季即将开始

喂，你家地暖清洗了吗？
随着立冬的到来， 家中安有
地暖的市民也将要开启地暖模式
了。可最近，周女士打开家里的地
暖时发现， 屋内温度怎么也升不
起来，经过专业人员检查，发现原
是周女士家的地暖需要清洗了。
业内专家建议，安装地暖的家庭，
在每年取暖前， 最好检查一下管
路是否需要清洗。
贵阳天通采暖公司技术人员
吴刚告诉记者， 家庭地暖系统使
用的水源基本上都是自来水，长
期使用后可能会产生大量的生物
粘泥，附着在管壁上，地暖管内产
生的杂质影响采暖效果和使用寿
命。 如果管路长期得不到有效清
洗，可能出现水流量减小、流速变
慢，室内温度明显下降；严重的会
造成管路栓塞，无法疏通。
同时， 地暖管内产生的细菌
影响身体健康。 由于地热管内常
年积水， 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
大量的生物粘泥和污垢， 可能给
大量细菌提供了生存空间， 对用
户的健康造成危害。
对此，吴刚表示，清洗地暖系
统时不仅包括清除地暖管中的沉
淀杂质，燃气壁挂炉的燃烧器、进
气阀以及分集水器等都需要清
洗。
一般来说， 地暖不热可能是
有杂物淤积、管道内有积气、压力
不够、过滤器堵塞等，家中供热管
道长期不运行， 开启时出现主杠
热回水杠不热的情况， 说明系统
内有积气，导致热水流循环不畅，
适当进行排气放水操作即可；部

分小区楼层过高，压力不够，可能
出现回水不热的现象。
地暖不热也有可能是长期未
维护导致管内杂污堆积影响，或
者供水水质差导致过滤器堵塞，
影响热水的正常循环。 出现这些
情况， 就有必要联系专业的人员
上门对地暖进行清洗维护。
那么如何判断地暖是否需要
清洗？ 吴刚介绍了几种方法。
一是观察分集水器管壁。 分
集水器连接管管壁如果颜色呈暗
黄色、锈色、黑色，说明沉淀和附
着在管壁内侧的杂质较多， 影响
供热效果，需要清洗。
二是室内气温是重要参考指
标。地暖使用一段时间后，室内温
度却升不起来， 则有可能地热管
内壁附着大量板结的泥垢， 需要
及时清洗。
三是及时关注地热管通水
量。地热管内壁附着的泥垢过多，
会造成地热管局部狭窄， 继续使
用很容易造成管内栓塞。 如果地
热管通水量小于往年， 则需要考
虑是否要清洗地暖。
最后， 吴刚建议， 理论上来
说，地暖是与建筑同寿命的，但并
不意味着地暖使用时可以放任不
管， 地暖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仍须
注意保养维护， 以免影响供暖温
度及效果。从实践经验来看，最好
是 2 至 3 个采暖期清洗一次。 总
之， 定期清洗地暖管既可以保证
地暖的正常使用及舒适性， 还有
有效延长其使用寿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商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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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波物理清洗：
脉冲清洗采用水与气混合产
生的振动波冲击加热管， 从而达
到清洗效果， 该方法简单且清洗
效果好。 使用脉冲波清洗不用拆
卸管道也不用使用化学药剂，采
用这种方式清洗地暖的时候，不
仅可以清洗管道， 同时也可以清
洗分集水器和阀门等其他一些地
暖配件设备， 清洗工作不仅彻底
而且全面。
射流清洗：
清洗时配套使用带有缓蚀剂
的清洗剂， 充分溶解附着在管壁
上的粘泥上， 不会对环境造成污
染， 也不会对地暖金属管件造成
腐蚀，并且清洗彻底。
弹射式清洗：
射弹式清洗主要利用了清洗
弹和管道之间的摩擦力来达到清
洗目的， 采用这种方式不仅不会
损伤管道， 同时也可以有效清除
更多的杂质和污垢， 但是采用这
种方式来做清洗的时候需要拆卸
管道，虽然清洗效果比较彻底，但
是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和人工成
本。
化学药剂清洗：
将化学药剂放入管道浸泡，
从而达到清洗的效果。 浸泡过程
中管道里面的一些水垢和泥垢等
都脱落下来，让管道更加畅通，不
会阻塞水流。

立冬了，南方人取暖又开始靠“
抖” 了。
在贵阳，大家主要以电暖气和空调过冬。 除此之外，还有
什么方法也能让房间在冬日里有很好的保暖效果呢？ 贵阳市
某装修公司的贺先生来为大家解答。

三招让家 更有“
温度”
让视觉充满暖意

给房间添“新衣服”

刚从学校毕业的胡莎莎租
了一套小房子。 由于刚入职场，
每天晚上，她都会拼命地加班。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 胡莎莎坐
在房间里面，总是感觉很冷，但
如果去买空调、安地暖，对于她
的经济情况来说不是很现实。
针对胡莎莎的这种情况，
贺先生表示， 如果在确保房间
窗门都关好的情况下， 坐在窗
户旁仍感觉有冷风吹进来，说
明窗户的密封性不是很好，不
是窗户玻璃的密封条出现老
化， 就是窗户框和墙体之间的
密封度降低。 建议更换密封条
或者是在墙体密封处打胶。
另外也可以给窗户、 墙壁
贴上暖色调的纸张， 这样在视
觉上看起来就会充满暖意。 暖
色调会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同时在贴暖色调纸张时， 也能
封住某些透风的地方， 让寒风
无处可蹿。
此外， 可以将冷色调的灯
换成暖色调的灯光， 家中就会
产生一种温馨的感觉。 床单、壁
纸、 地板垫等物件都可以将其
换一个颜色， 让人一进门就在
视觉上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暖
意。

适当改变空间格局也可以起到提
升温度的效果。 在宽敞空旷的空间内
或是窗前放置小件家具和软包屏风，
可以阻止冷风长驱直入， 用书柜等小
家具当作隔断， 不会在视觉上有突兀
感，也让阳光能够洒到每个角落里。
在秋冬季还可以给窗户穿上厚
厚的“衣服” 。 一套厚重、超长的窗
帘， 不仅能起到调节光线的作用，还
具有挡风密闭的效果。 冬季窗帘布料
的选择，在要求厚重、温暖的同时，也
还是要根据朝向在布料上进行选择。

感受大自然的“温暖”
冬天，在室内种一盆绿色植物，
能给人以心灵上的抚慰， 从心里上
感受到大自然的温暖。
铜仁学院园林专业的谭猛同学
说，室内可以种植郁金香。郁金香是
非常耐寒的， 甚至零下几十度都不
会冻死， 在寒冷的环境下更有助于
延长郁金香花期， 在春节前一两个
月，阳历十一二月，播种非常合适，
记得种下去之后要有充分光照；冬
季花开正盛的金边瑞香就是不错的
例子， 它是一种可以养在阴凉处的
植物，可以盆栽养护，冬季可以养在

窗台边，一点散射光，就可以让它的
花香更浓，养护金边瑞香比较简单，
冬季要及时搬到室内养护， 温度在
5 度以上就能安全越冬， 并减少浇
水。水仙不开花则已，开了花是非常
美丽的，水仙花一般早春开放，秋冬
生长，养殖水仙要保证充分的光照，
摆放在室内是最好的选择。
在室内也还可以种植吊兰、蟹
爪兰、芦荟、绿萝等植物，富有生机
的植物种植在室内， 瞬间就让室内
变得生机勃勃， 在能进行欣赏的同
时也不用担心空气净化等问题了。
安洪锋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征康

石膏线
“画龙点睛” 的装修方法
面对纯白色的墙面，是
核
心 否有种能“画龙点睛” 的装
提 修方法？
示
在贵阳某装修公司的
刘经理看来，巧用石膏线既
可以不让墙面太过花哨，还
能将装修时的“美中不足”
悄悄地隐藏起来……

精雕细画吊顶
刘经理表示， 天花板吊顶如
果太过花哨， 会给人产生一种悬
吊吊的不安全感，但如果“置之
不理” ，又会显得单调。
善用石膏线条， 让家更有创
意。 如果用石膏线做灯池，会让整
个空间都变得更加精致， 完美的
弧度勾勒出一个相框式的造型，
中间吊着一盏水晶吊灯， 抬头望
去， 仿佛一幅画卷一般。 在夜色
中， 整个天花板洋溢着一种熠熠
生辉的视觉效果。
刘经理告诉记者， 直线式的
石膏线条是最为常用的， 可掩盖
墙面和墙顶颜色不一造成的不协
调，起到很好的修饰作用，粗略一
看感觉制作很简单自然， 仔细一
看还能发现其中的细节， 石膏线
边缘处具有精雕刻画的图案，使
得线条生活灵动起来， 再搭配精
美的吊灯，整个华丽优雅
的效果便呼之欲出。

释放墙角之美
石膏装饰线及装饰花是目
前普遍选用的装饰材料，这种产
品是用石膏粉加玻璃纤维做筋
制成，多以欧式的艺术风格展现
各种花形、线条还制有浮雕花样
和人物造型。
石膏线源于古代罗马，如果
能与欧式古典风格搭配更相得
益彰。 特别是对于层高不足的家
庭来说，用简单的石膏线勾勒出
线条之美， 不但可以节省预算，
还能破除繁琐而压抑的空间氛
围，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刘经理介绍，大家都知道石
膏线主要起装饰的作用，表面刻
有花纹，所以对做工的技术要求
很高。 石膏线上的花纹凹凸有致
且做工精致的话，在装修的过程
中进行刷漆处理，会显得富有立
体感。 如果发现石膏线的表面花
纹浅而且做工不好的话，千万不
要买，会影响后期的使用。
安洪锋 孙征康

意

事

项

注
石膏线最好在刮腻
子之前贴好， 可以在水泥
层直接贴， 也可以在找平做完
后贴， 但一定要在石膏线贴好后
再刮腻子。 石膏线粘贴的时候，很
有可能会与墙有一些缝隙，这些缝
隙需要在刮腻子的时候处理一
下，否则做好后，会显得墙面
特别不平。

一般选石膏线，要
注意石膏线的厚度，因
为石膏线要有一定的厚度
才能确保使用的安全，从而能
保证其使用年限和使用寿命。
选择做石膏线，务必
如果材料薄，后期会出现很
要把临近墙角附近的墙面处
多的问题，且不耐用。
理平整。因为石膏线是直线，是一
个很好的参照物， 会把你家本来不
平的墙面问题放大出来。此外，石膏线
可以对墙角的阴角线有遮蔽瑕疵作
用。 如果不用石膏线，那就要求必须
把墙角做好，阴角线做直，但有了石
膏线之后阴角线直不直就不那
么重要了， 都会被石膏线
挡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