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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如此" 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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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婚检大家谈
话题背景

%

月
!

日起 %男
女双方或一方户籍在
河南省% 并在河南省
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男女双方% 均可到一
方户籍所在地经省辖
市卫生局许可的婚检
机构自愿参加免费婚
检& 消息一出%引起本
报网友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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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态度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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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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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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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服务要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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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点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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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互动
))

群管理员' 小丫$在
)

群里发帖调查网友们" 是否会自觉参加婚检$& 调查内容为!

!*

不好意思去婚检&

+*

中立%无所谓%想去就去&

,*

虽然是免费%说什么也不去& 结果有
+"-

的网友" 不好
意思去婚检$%

."-

的网友对婚检持" 无所谓$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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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有
%&'

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

当睡着的时候% 人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要比
白天敏感得多&因此%创造一个健康的卧室对
每个人来讲都非常重要&调查显示%影响睡眠
的众多要素中

(

空气湿度(温度(声音排在调查
的最前面) 美的' 深度睡眠#变频空调全面满
足健康卧室的各种要求% 不仅拥有国家专利
的深度睡眠曲线%还从温度(湿度(静音等方
面缔造完美的健康卧室环境*

健康卧室关键词一!环境安静

最适当的睡眠环境% 至少应具备安静+

遮光(舒适等这些基本条件&噪音的敏感度因人
而异%但声响超过

)*

分贝%人就无法安稳入睡&

美的, 深度睡眠$变频空调内外兼修%双
重保障为消费者带来更安静的生活环境* 如
+!,*

可低频持续运行%不会产生像普通空调
那样断断续续冲击性的噪音% 而且室内外风
扇电机可根据使用情况自动调至低速静音运
行%从而实现室内外双静音*

健康卧室关键词二!空气新鲜

卧室白天应保证阳光充足%空气流通%以
免潮湿之气及秽浊之气的滞留* 卧室必须有
窗户%在睡前(醒后宜开窗换气%睡觉时亦不
宜全部关闭门窗%应保留门上透气窗%或将窗
开个缝隙*

美的, 深度睡眠$变频空调%如
-%,*

挂机

拥有独立换气功能%排走室内废气%持续为室
内空间补给清新空气%使卧室氧气充足%有利
于大脑细胞解除疲劳% 并利于皮肤的呼吸功
能* 同时%蒸发器采用高金镀亲水铝箔%具有
抗油污及抗灰尘特性%实现智能清洁(智能干
燥* 且运行累积

.**

小时后%显示灯提醒用户
清洗过滤网%更加保障用户健康*

健康卧室关键词三!温湿适宜

卧室的温度( 湿度及空气流通度都是不
容忽视的* 太热或太冷的室温都会影响睡眠%

温度应在摄氏
.%

度至
./

度左右% 依个人的
体质而调整* 最理想的湿度应是在百分之六
十至七十*

据了解%美的, 深度睡眠$变频空调%如
银河

0%,*

挂机% 达到设定温度后将自动转
为柔性温和的制冷方式%减少空调制冷过程
中的除湿量% 更多地留住空气中的水分%相
对普通空调可提高室内空气

.*1

的含水量%

避免空调环境空气过于干燥%令肌肤柔润舒
爽*

同时%美的, 深度睡眠$变频空调%可将空
调固定在

%*

赫兹低频运行%实现空调固定在
低冷量(低热量(低耗电(低噪音状态下运行*

此外%美国
23

公司设计的第二代运动控制芯
片%实现无传感器矢量控制%使空调运行起来
更稳定(更可靠* 健康卧室所需要的适宜温度
和湿度%美的, 深度睡眠$变频空调一并满足%

让您甜睡一整晚*

4

美 文
5

美的, 深度睡眠$空调三大关键词全面满足健康卧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