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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摇罗扇取清风

扇子，在我国有着上千年的

历史。长期以来，扇子是伴随人们

度过炎热盛夏的必备之物。在老北

京有这样的俗语：“扇子有风，拿

在手中。有人来借，等到秋冬。”

客观地描绘了当时扇子的重要日常

功用。

其实，扇子最初的功能并不是

取凉，而是一种装饰品，主要材料

是竹、木、象牙、玳瑁、翡翠、飞

禽翎毛等，造型优美，构造精制。

在周代，王和后的车子都有

“扇”，用来遮蔽风尘，名为“障

扇”。后来在皇帝和高官出行的仪

解密夏日清凉密码

进入5月，气温逐渐升高，很多家庭也开始步

入“纳凉”模式。

从最初的扇子，到后来的电风扇，再到近年

来逐步普及的各式空调，既标示着纳凉产品的变化

历程，也是人们生活变迁的岁月留痕。

仗中，都有大障扇，以显示其威

风。据《古今注》记载，我国最早

的扇子是殷代用雉尾制作的长柄

扇，那并不是用来拂凉的，而是一

种仪仗饰物，为帝王障尘蔽日。

到汉代以后，扇子普遍用来

取凉，形式也逐渐增多，包括了羽

扇、团扇、折扇、芭蕉扇、竹扇、

蒲扇和麦杆扇等。因南北地区不

同，使用者的身份各异，以及男女

性别差异，使用的扇子也不相同。

周昭王聚丹鹊毛羽为扇以示尊贵，

诸葛亮摇着被人视为智慧象征的羽

毛扇，古时大家闺秀喜用刺绣、描

绘的团扇、绢扇，百姓则更爱实

用、结实的蒲扇、折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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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用于取凉的扇子，在我国不

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其起源与竹子和

羽毛有着密切关系。

竹扇、羽扇

竹扇大约是古人从竹编开合生风受

到启示后制作而成，羽扇则是人们看到

鸟儿扑翅生风，用鸟羽制作而成。竹扇

和羽扇出现后，一直沿用不衰，形状、

质地、构造不断变化。至汉代时，竹扇

有方形、圆形和六角形的。

羽扇，汉末盛行于江东，为雅士所

喜爱，“羽扇纶巾”便成了名士风流的

一种标志，一直盛传不衰。

汉唐是扇子的发展时期，随着新原

料和新技术的运用，扇子的种类、形状、

工艺等不断发展变化，在竹扇、羽扇之

外，又出现了纨扇、蒲葵扇、轮扇、折扇

等新品种，且增添了新的功能。

轮扇

扇子用人力挥动生风，时久终会感

到疲乏不支，因而古人想到如何节省人

力，早在东汉时就发明了轮扇。《西京

杂记》记载，“长安巧工丁缓者，做七

轮扇，连七轮，大皆径丈，相连续，一

人运之，满堂寒颤”。这种轮扇借助机

械力，不仅风力大，而且时间久。这与

手摇扇相比，是一个飞跃性的进步。

蒲葵扇

用蒲葵叶做的扇子称为蒲葵扇。蒲

葵叶形似芭蕉叶，因而也称芭蕉扇。用

蒲葵叶制成，价格低廉，因而成了平民

常用的扇子。

宋、明两代是我国扇子发展史上一

个转折时期，当团扇鼎盛之时，一种新

型扇悄然而起，这就是折扇。

折扇

折扇起源于日本，北宋时传入我

国。折扇兴起于明代，由于皇帝的喜爱

和提倡才大行于世。折扇的扇骨多为竹

制，也有用红木、檀香木或象牙等珍贵

材料制作的。折扇不仅实用而且是一种

艺术品——扇骨上可以雕刻，扇面上往

往题字作画。名扇面也常有著名书法家

的笔墨，书画并重。

纨扇

纨扇是用竹木条作框，以绢、罗、

纨等丝织品为面，装上短柄而成。扇面

多为圆形，又称团扇。团扇与竹扇、羽

扇一样，有长柄、短柄两种。

在我国，因南北地方文化差异，扇

子的种类和文化也有不同——

杭州是我国制扇名城，自古有“杭

州雅扇”之说，南宋以来有不少制扇艺人

会集于此。1875年王星斋在杭城清河坊创

建王星记扇庄，在选材、做工、品种等方

面苦下功夫，产品包括黑纸扇、檀香扇、

绢扇、白纸扇、羽毛扇、宫团扇，其中以

黑纸扇和檀香扇最为著名。其扇子做工十

分考究，一般的扇子都要经过糊面、折

面、上色、整形等16道工序。王星记生产

黑纸扇以棕竹和桑皮纸做材料，扇子既可

以扇风取凉，又能遮阳蔽雨，历来有“一

把扇子半把伞”的美称。

在北方，老北京旧时的街市上有专

营扇子的商铺，名为扇庄或纸扇庄，主

要集中在前门外打磨厂一带，那里有很

多历经几百年的老字号，经销制作各种

扇子。老北京的扇骨以竹为主，也有兽

骨或檀香木等。讲究的扇骨由名家进行

镂刻，在扇骨上多刻有山水、花卉和人

物。扇面多用精致的桑皮纸等制作，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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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扇子的主要款式

和尚头

扇股聚头处成一圆球如和尚

头，称圆头或大圆头。和尚头可全

由扇股一种材料“聚成”，也可在

两侧加扇钉处镶两片异质材料，如

竹股镶乌木、镶象牙、镶紫檀等。

集锦式

集锦式扇骨不穿在扇面里，而

是夹住扇面——露在外的扇骨便起

了分割扇面的作用。但是，一般并

不是所有的扇骨都是露在外面的，

而是每隔若干根露一根在外，根据

扇面空间分割的需要定。

如意头

边骨形状似一柄如意，常用材

料有乌木和黄杨，多雕刻镂空。

螳螂腿

因扇股大骨的形状上较粗、下

很细如螳螂腿而得名。此款较为多

见，但有精粗高下之分，几乎都为

竹股。

细梢式

穿入扇面的骨梢尖细，露在外

面的部分宽而圆转，扇骨之间不露

缝隙，材质有竹、棕竹、乌木、玳

瑁、象牙、兽骨和牛角等。

直式方头扇

造型为一长而窄的梯形，有时

两侧边并非真正直线而略内收。直

式扇有一个简便之处，就是装扇面

时不必太多考虑扇面的长短。

摇曳飘动送清爽

电风扇是利用电动机驱动扇叶旋

转，来达到使空气加速流通的家用电

器，主要用于清凉解暑和流通空气。

机械风扇起源于1830年，美国人詹

姆斯·拜伦从钟表的结构中受到启发，

发明了一种可以固定在天花板上，用发

条驱动的机械风扇。这种风扇转动扇叶

带来的徐徐凉风使人感到欣喜，但必须

得不断爬上梯子上发条，非常麻烦。

1872年，法国人又研制出一种靠发

条涡轮启动，用齿轮链条装置传动的机

械风扇。

1880年，美国人舒乐将铁制叶片直

接装在电动机上，再接上电源，叶片飞

速转动，这是世界上第一台电风扇。

1882年，美国纽约克罗卡日卡齐斯

发动机厂的主任技师休伊·.斯卡茨·霍

伊拉，改进了舒乐发明的电风扇，并将

它推向市场，成为世界上第一台商品化

的电风扇。

1908年，美国的埃克发动机及电气

公司，研制成功世界上最早的齿轮驱动

面除印有山水、花卉、戏曲人物、脸谱

以及诗文外，也有净面的，以供名家题

字、题诗和作画。

大蒲扇是老北京夏日里的一幅别

致的胡同风景——炎热的酷暑伏天使用

扇子，不但能清热消暑，还可驱蚊。现

在，北方的扇子以“京扇子”品牌为

主，专注围绕中国传统扇子工艺及文化

进行成扇、扇面、扇骨、扇托等相关产

品制作，其成扇类产品包括折扇、蒲

扇、绢扇等款式，材质以竹制、木质、

复合材料为主，配以山水、花鸟、书法

等绘制扇面，近年来深受消费者喜欢。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用扇子

乘凉的景象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城市里已不

多见。扇子作为实用品的功能正在逐渐消

退，更多的人看重的是它的艺术性，并用

于收藏。扇子，这一传统的工艺品正以其

独特的艺术魅力焕发着新的活力。

《
消

费
指

南
》

杂
志

社
 版

权
所

有



BG

14 消费指南 2017.5

封面主题

新颖独特的电风扇

无叶风扇：英国戴森公司推出

的无叶风扇，最大特点是没有传统风

扇的“扇叶”，被称为“空气增倍

机”。这款新风扇比普遍电风扇降低

了三分之一的能耗，更由于产品没有

传统电风扇的叶片部件，创新了风扇

的结构，使风扇变得更安全、更节

能、更环保。

逐渐脱颖而出，美的、先锋等企业改变

了风扇原来的全金属制造，采用新型的

塑料加工，不仅降低了电扇的生产成本

和售价，且塑料的加工成型更具美观

性，比起沉重的金属电扇移动起来更便

捷，迅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艾美特等

品牌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落地

扇、塔扇等新型电风扇诞生，扇叶尺寸

不再单一，出现了250mm、300mm、

350mm等不同规

格的产品，扇叶

片数也开始多元

化，出现5叶、6

叶甚至8叶，凸

显产品技术特性

的 “ 高 派 ” 风

格，并以“人机

工学”作为设计

重点。

最初的电风扇在控制方面相当呆

板，因此不久之后，一种只需要设置好工

作时间，就会根据设置、按时开、关的定

时风扇风靡一时。定时风扇的操作方式也

从旋钮、按键到之后的触摸式操作。

虽然解决了操作方面的问题，但是

传统的电风扇的风力比较强劲并不适合

长时间使用，因此后来塔扇（吊扇）便

被推向市场。塔扇又名对流扇，它根据

气流学原理，让室内与室外空气形成立

体交换系统，适合有老人及小孩的家庭

使用｡其360度全方位送风，让房间无送

风死角，让人感觉舒适｡

近年来，最受欢迎的算是空调扇，

兼具送风、制冷、取暖和净化空气、加

湿等多功能于一身，以水为介质，可送

出低于室温的冷风，也可送出温暖湿润

声控电风扇：美国通用电器公司

研制出的声控电风扇装有微型电子接收

器，在不超过3米的地方连续拍手2次，

电风扇就会自动运转；再连续拍手3次，

电风扇又会自动停转。

冷气风电风扇：欧洲市场上推出的

一种风扇与冰箱相结合的新型电风扇，

其风扇有一个制冷机芯，机芯的中心圆

筒中有混合液体，将此机芯置于冰箱中3

个小时后取出配用，即可吹出冷风。

无噪声电风扇：三菱公司开发

的这种几乎无噪声的电风扇，装有特

制的鸟翅状叶片，可产生一股涡动气

流，且采用直流电机，不加防护罩，

很适合有微机、文字处理机、复印机

的场所使用。

左右摇头的电风扇。这种电风扇防止了

不必要的360度转头送风，因而成为市场

销售的主流延续至今。

我国的第一台电风扇生产自1916

年，发明者杨济川在上海四川路横浜桥

开办生产变压器的工厂，以“中华民族

更生”之意，取名为华生电器制造厂，

至1925年华生电扇正式投产，很快成为

著名品牌。

上世纪70～90年代，我国家电行业

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良好的经济氛

围和极大需求拉动下，电风扇作为技术

含量相对较低的产品，成为各地建厂的

生产对象，长城、菊花、骆驼等品牌不

断涌现，早期的电风扇采用金属外壳、

金属扇叶。

此后，一些企业凭借着“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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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使用电风扇3注意

1.避免长时间使用

风扇降温的原理是通过扇叶的

转动来带动周围空气流动，让人感受

到凉爽，但风扇本身并不会起到降温

作用，长时间吹风扇之后会发现风变

成热风。因此，用风扇时最好能让它

工作一段时间后稍作休息，切忌长时

间不间断使用。

2.不要对着风扇直吹 

当天气十分热的时候，很多人

喜欢近距离对着吹风扇，但这样不仅

起不到降温作用，反而有很大的害

处，如长风力、时间过长使用电风

扇，可能会引起面瘫等严重问题。

3.出汗后别立刻吹风扇

很多人外出活动之后回家立刻

站在风扇面前直吹，这是错误的做

法，非常容易受风。最好是稍作休

息、待汗消散之后再吹风扇。需要提

醒的是，风扇的风力不要过大，否则

容易伤害身体。

凉取暖、净化空气的功能。

火柴盒电风扇：法国开发出的这

种微型风扇，体积只有火柴盒大小，厚

度为14毫米，长度为62毫米，重量仅为

45克，使用12～24伏的直流电，两瓦功

率，连续使用寿命可达1万小时。

模糊微控电风扇：东芝推出的这种

微控电风扇，设有强、普通、弱等7级

风量，可根据传感器测定的温度和湿

度，自动选择最佳送风。如果有人碰

到网罩，电风扇还会自动停止转动。

防伤手指电风扇：美国罗伯逊工

业公司推出两种新型风扇，只要人的

手指一碰到这种电扇的外罩，就会给

控制系统传递一个电脉冲信号，使电

扇停止转动，以免手指受伤。

的风。

与电风扇相比，空调扇更有清新

空气、清除异味的功能。不仅如此，

空调扇除了加入了空气清新功能、加

热功能以外，外观设计也越来越漂

亮，灵动的花色图案也被广范应用于

其中。

如今，电风扇已一改人们印象

中的传统形象，在外观和功能上都更

追求个性化、健康，而电脑控制、自

然风、睡眠风、负离子功能等特殊功

能，也被众多电风扇产品所采用，并

增加了照明、驱蚊、氧吧、紫外线杀

菌、飘香等技术，甚至出现无叶风扇

等功能多样的产品。

目前，国内知名的品牌有美的、格

力、荣事达、艾美特、先锋、联创、华

生、富士宝、澳柯玛、赛亿的。风扇类

型也呈现出多元化，有传统交流电机驱

动的台扇、落地扇、转页扇、台地扇、

壁扇、顶扇，也有新颖的无叶风扇、雾

化扇、直流风扇、空调扇、循环扇、新

风换气扇等。

灯头电风扇：美国发明的这种可安

装在灯泡灯头上的电风扇，小巧玲珑，

只要有安装灯泡的灯头就可使用，不仅

安装简便，而且能节省能源。

四季电风扇：德国生产的这种四季

都能用的电风扇，配有远红外线加热器

和负离子发生器，能夏季送凉风、冬季

送热风，一年四季送负离子风，具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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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探索享清凉

夏季，人们享受在空调带来的凉

爽环境中。可你知道吗？最初的空调

并不是为人来设计的，而是为机器来

降温的。

1902年，美国人威利斯•开利成功

地让世界上第一套现代空调系统开始运

转，这套系统安装在纽约布鲁克林的

Sackett	&	Wilhelms印刷厂。印刷机由

于空气温度与湿度的变化使得纸张伸缩

不定，导致油彩对位不准，印出来的东

西模模糊糊。而使用空调技术可以提供

低热度及低湿度的环境，令纸张面积及

油墨的排列更准确。

1922年开利公司成功研制出离心

式空调机，这为大空间空气调节打开大

门。此后，空调成为了家庭去暑降温的

主流家电产品。	

80年代初期，变频空调技术在日本

开始运用。1982年，日本生产了第一台

交流变频空调。变频空调是在普通空调

的基础上选用了变频专用压缩机，增加

了变频控制系统的空调。

我国空调行业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

步，空调从当初的奢侈品逐渐成为家庭

的普及家电产品之一。

1985年，海尔成功推出了我国第

一台分体式空调。分体式空调，就是

冷凝器和散热器分别在室内、室外的

空气调节器，它是一个室内机对应一

台室外机，连接两机仅需在墙上开个

小孔即可。

和窗体式空调相比，分体式空调外

形美观、占地小、噪声低、使用灵活，

而且不影响室内采光，不会产生窗户随

空调振动的现象。

1997年，我国空调市场上迎来了一

个新概念——变频空调，最先引进这个

产品的是海信。

所谓的“变频空调”，是与传

统的“定频空调”相比较而产生的概

念。“变频空调”主要依靠压缩机转

速的快慢达到控制室温，可根据环境

温度自动选择制热、制冷和除湿运转

方式，使居室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所

需要的温度并在低转速、低能耗状态

1922年开利推出的第一台离心式冷水机组

国产第一款分体式壁挂空调

太阳能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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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以较小的温差波动，实现快速、节

能和舒适控温效果。

目前，代表性的变频空调产品有美

的推出180度正弦波直流变频空调、格力

与大金牵手以及海信上市的360度正弦波

空调、格力变频空调“U系列”等。

2004年，第一台光波空调在格兰仕

海外研发中心推出。光波空调在运行过

程中能够放射出波段为253.7纳米的离菌

光，能有效破坏菌粒的DNA，杀菌率达

到99.43%。

其实早在光波空调问世前，“健康

空调”的概念已经在空调市场上出现，

主要分为3类，即负离子型空调、触媒

空调和换气型空调。而真正的“健康空

调”应该具有3种功能：空调自身可以杀

菌消毒；不对室内环境造成污染；创造

健康舒适的居室环境，比如有效补充空

气水分、衡定室内湿度等。而光波空调

正是在此基础之上着重强调空调的杀菌

性能。

无论是早期的窗式空调，还是90

年代的分体式壁挂空调、分体式柜式空

调，大多承担着工作机的角色，并不能

满足审美需求。进入21世纪后，以海尔

彩屏双新风、格力的天丽、志高的花好

月圆、TCL的君兰系列和海蒂娜系列等

精典机型为代表，中国空调的彩色风暴

来临。

而随着近年来空调行业进入成熟

期，除了基本的功能，空调设计也更加

注重消费体验，如不断追求精准的温湿

度控制、节能、降噪，努力为人们提供

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受物联网、智

能家居的影响，空调向智能（实现消费

者的便利生活、大数据采集等）、舒适

（专门为老年人和婴幼儿设计的空调、

无风感空调等）、节能（变频技术、提

升能效）、环保方向发展。

空调设计不仅在外观上有所突破，

更重要的是在送风模式、风道技术、降

噪、节能等方面技术的创新升级。代表

性的产品有——

海尔推出的天樽、天铂系列，利用

行业首创的环形出风口空气射流技术，

出风口采取“风洞”设计；

格力超薄空调“画时代”厚度仅为

11.2cm；

奥克斯推出的“极客”系列，采用

薄型化的电击设计，厚度为13cm。

同时，随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

求，空调逐渐摆脱了过去单一制冷制热

的设备功能，成为兼具制冷、制热、除

湿、加湿、空气净化、智控等整体空气

解决方案的集成型设备，并向

智能、联网、多功能方向拓

展——

格力已先后推出E炫、E

铂、全能王-U尊smart、全能

王-U尊Ⅱ等数款智能空调；

美的2014年启动“空气

智慧管家”战略；

2015年海尔发布U+智慧

生活战略，2016年升级至U+

智慧生活2.0；

2015年海信苹果云T系列

智能空调上市，2016年海信推

出新一代“炫转”智能空调的

同时发布智能生态圈；

奥克斯联手小米，围绕

硬件设备智能化及设备间互联互通展开

深度合作……

此外，除了绚丽外观以及多元化功

能，绿色环保也成为空调产品的主打元

素。R290（丙烷，又称冷煤）作为新型

环保制冷剂，近年来逐步应用到空调产

品中。2015年，格力、美的、海尔、长

虹、TCL、扬子等成为中国环保部认可

的国内首批R290环保低碳空调品牌。此

后，越来越多的低碳环保R290空调进入

市场，走进消费者的家。

30多年间，中国空调从无到有，

种类从单一到丰富，功能从简单到多

样，不断满足着人们更多样化、个性化

的需求。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未

来的空调还会给人们提供更加舒适的生

活环境。

时代变迁，沧海桑田。从数千年出

现的扇子，到今天各种舒适的电风扇、

功能多样的智能化空调，我们不断解锁

出的各式“纳凉密码”，是不断创新的

成果，是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印记。未

来，于你、于我，也都将通过更新的产

品，享受生活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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