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Pro 可以将 200 ㎡ 房屋 PM 2.5 常年控制在 10 以下

全屋净化新⻛系统Pro



⼊驻宜家家居（IKEA）
AIRMX Pro 于 2018年 4 ⽉ 26 ⽇⼊驻宜家家居（IKEA）

*本照⽚拍摄于宜家北京四元桥店



*本照⽚拍摄于宜家北京四元桥店



全屋 PM2.5<10 只需⼀台

AIRMX Pro 新⻛系统

适⽤⾯积  60～200m²

AIRMX Pro 新⻛系统 550m³/h 超⼤⻛量，全屋只需⼀台就可以将 PM2.5 常
年控制在 10 以下。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空⽓颗粒物及其对公众健康影响的证据
都是⼀致的。 

细颗粒物（PM2.5），⽐可吸⼊颗粒物（PM10）更易吸附有毒害的物质。
如重⾦属（在城市中以重⾦属元素 为严重，较突出的有 Zn、Pb、As、
Cd 等，⽽不同地区也有着各⾃的特点）、有毒微⽣物等。 

由于体积更⼩，PM2.5具有更强的穿透⼒，可能抵达细⽀⽓管壁，并⼲扰
肺内的⽓体交换。更⼩的微粒（直径⼩于等于100纳⽶）会通过肺部传递
影响其他器官。 

PM2.5会导致动脉斑块沉积，引发⾎管炎症和动脉粥样硬化， 终导致⼼
脏病或其他⼼⾎管问题。世界卫⽣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在
2005年版的《空⽓质量准则》中指出 PM2.5 年均质量浓度安全值为 
10μg/ m³。当空⽓中 PM2.5 的浓度⻓期⾼于 10μg/m³，就会带来死亡⻛险
的上升。浓度每增加 10 μg/m³，总的死亡⻛险会上升 4%，⼼肺疾病带来
的死亡⻛险上升 6%，肺癌带来的死亡⻛险上升 8%。

世界卫⽣组织对 PM2.5 的安全值规定是10μg/m³



AIRMX Pro 抽⼊室外空⽓过滤后，把零 PM2.5 的洁净空⽓，源源不断的输⼊到
房间中。房间内会形成微正压，并将室内不流通的脏空⽓通过⻔窗缝隙排出。

清除 PM2.5，异味，甲醛

AIRMX Pro 净化的原理

为什么要形成微正压？
房间内的⽓压稍微⾼于外⾯，会有两点好处：⼀是室内氧⽓含量会充⾜；⼆
是空⽓都是往⽓压低的地⽅流动，不往⽓压⾼的地⽅流动，这样房间就会有
⼀个天然的屏障，雾霾天的时候能阻挡脏空⽓从任何⽅向进⼊室内。



和空⽓净化器的区别

AIRMX Pro 通过管道引进室外新鲜的空⽓，经过 3 次净化（初效滤芯、
活性炭滤芯、HEPA 13 滤芯），将 PM2.5 为 0 的洁净空⽓送到室内。通过
源源不断的送⼊新⻛，在室内形成微正压，并将室内污浊空⽓通过⻔缝和
玻璃缝排出室外，从⽽达到净化室内空⽓的效果。

空⽓净化器的原理是循环净化室内的空⽓，⽆法引⼊室外新鲜空⽓，⽆法
降低室内⼆氧化碳和 tVOC 浓度，更⽆法产⽣正压⼒将脏空⽓拒之⻔外。
空⽓净化器不断净化室内空⽓，⽽室外脏空⽓不断渗⼊室内，如此循环往
复，室内空⽓质量很难达标。

降低⼆氧化碳浓度的必要性：
在封闭的室内环境，⼈的呼吸会导致⼆氧化碳浓度过⾼。轻度的⼆氧化碳浓度超标会使⼈
感觉空⽓污浊，注意⼒⽆法集中，昏昏欲睡。 ⽽重度⼆氧化碳浓度超标，则会导致严重缺
氧，昏迷，造成永久性脑损伤。



强⼒去除甲醛
通⻛是除甲醛有效的办法，没有之⼀。AIRMX Pro 新⻛不断向室内输⼊⼤量纯
净空⽓，把甲醛不断稀释并吹到室外，可以有效去除 90% 甲醛，并且不在新
⻛机内部残留。新⻛除甲醛的效率是传统空⽓净化器的⼗倍以上，且永不产

⽣⼆次污染。

病菌



极限静⾳

*实验测得：

房间⾯积 60 ㎡，室外 PM2.5 浓度 100-150 μg/m³，⽬标室内环境 <10 μg/m³，⻛量 125 m³/h，噪声 34.8 分⻉。

房间⾯积 150 ㎡，室外 PM2.5 浓度 100-150 μg/m³，⽬标室内环境 <10 μg/m³，⻛量 325 m³/h，噪声 46.3 分⻉。

房间⾯积 100 ㎡，室外PM2.5浓度 100-150 μg/m³，⽬标室内环境 <10 μg/m³，⻛量 225 m³/h，噪声 41.9 分⻉。

*20 分⻉的声⾳相当于窃窃私语的声⾳；50 分⻉的声⾳相当于⼈与⼈正常交谈声⾳。

完全基于空⽓动⼒学设计的 AIRMX Pro 机身，搭载 ebm EC 离⼼⻛机、军⽤级
降噪材料全身包裹，达到极致的静⾳效果。



森林般的呼吸环境
不同于净化器循环封闭环境内空⽓的⼯作原理。AIRMX Pro 是引⼊室外空⽓，
把过滤成零 PM2.5 的纯净新空⽓输⼊房间，每⼩时⾼达550⽴⽅⽶。让您的家

庭永远洁净新鲜。



婴⼉级呵护
欧美国家新⻛系统普及率接近100%，⽽中国仅不到 2%，根据世界卫⽣组织调
查，PM2.5 影响第⼀位的是⼉童的健康。AIRMX Pro 智能新⻛系统可以让家中
常年 PM2.5<10，甲醛、⼆氧化碳含量维持在健康标准以下。有了它，全家⼈

都可以享受到婴⼉级的呵护。



主动有序通⻛

AIRMX Pro 可以让室内永远有新鲜⼲净的空⽓主动有序的流
⼊。没有室外灰尘进⼊，没有噪声进⼊，没有⾬⽔进⼊。

免去开窗烦恼



AIRMX Pro 专⻔⾯向装修后的房屋设计，不破坏装修，⽆需布置管道。也
可根据客户需求，更换带孔玻璃，⽆需墙壁打孔。 专业团队采⽤德国进⼝

专⽤安装设备，平均 60 分钟安装完毕。

服务流程：

1⼩时安装完毕

专业团队上⻔安装



有三种安装⽅式可以选择，绝⼤部分环境都能安装 AIRMX Pro。

安装⽅式及费⽤



分体式传感器
更科学，更⽅便

新⻛机附近的空⽓质量是 好的，把传感器安装在新⻛机上根本⽆法准确的
检测室内的空⽓质量，更不能根据室内的空⽓质量来进⾏智能净化。AIRMX 

Pro ⾃带⾼精度空⽓质量检测仪，家中任何⻆落的空⽓都不容忽略。



智能新⻛

光线传感器会时刻关注环境亮度，在夜间⾃动关闭指示灯，减少对⼈的打
扰。接近传感器⼜会在⼈靠近需要操作的时候，把按钮和指示灯⾃然点亮。

⼈机交互智能设计



AI 智能出⻛，兼得⾼效与节能

AIRMX Pro 全身充满传感器。⼈⼯智能算法分析室内外环境并学习⽤户
习惯。在保证室内 PM2.5 ⼩于 10 的前提下， ⼤可节省 96% 能耗以及 

91% 滤芯寿命。



更智能的APP

扫码⼆维码下载App

⽆级调节⻛量    实时查看空⽓质量    滤芯寿命提醒    和家⼈共享新⻛



AIRMX Pro 智能新
⻛系统

万元空⽓净化器 万元新⻛机

阻⽌室外雾霾进⼊

提供清新氧⽓

除甲醛 90% 20% 70%

除⼆氧化碳

净化效果 PM2.5<10 ⽆承诺 ⽆承诺

全家需要台数 1 >4 >2

⻛量 550m³/h 400m³/h 270m³/h

分体检测

AIRMX Pro 的优势



净化效果对⽐测试

实验条件：
153 平⽶的三居室，室外 PM2.5 浓度 100μg/m³。分别在客厅，三个卧室分别
放置售价万元以上的国际品牌 IQAir 空⽓净化器。相同的房型，仅客厅放置
⼀台 AIRMX Pro 。同时开启 ⼤⻛量 10 ⼩时。

实验数据： AIRMX Pro 同级别空⽓净化器





实验结论：

⼀台 AIRMX Pro 在家庭空⽓环境改善效果上，明显优于四台国际顶级品
牌净化器。



⼆氧化碳浓度含量会影响⼈类的呼吸和身体健康。⼀般⽽⾔，室外⼆氧化碳
含量为 350-450 ppm，室内⼆氧化碳浓度含量在 1000 ppm以下⽐较适宜，超
过 1000 ppm 有些⼈可能会出现困倦感觉，⾼于 2000ppm 会对⼈体产⽣危
害。

甲醛是⼀种有毒⽓体，对⼈的⽪肤有强烈刺激作⽤，世界卫⽣组织把甲醛确
定为⼀类致癌物质。甲醛的主要来源是装修污染，室内甲醛含量国家标准是 
≤0.1 mg/m³。新⻛系统通过不断向室内输⼊洁净空⽓，把室内脏空⽓排出，
可持续有效的降低室内甲醛浓度。

tVOC 是总挥发性有机物的简称，包含上千种化合物，可能有嗅味、刺激
性，有些化合物可能具有毒性，是⼀种较为严重的空⽓污染物，对⼈体有很
⼤危害。室内 tVOC 浓度的国家标准是 ≤0.6 mg/m³，更为理想的 tVOC 浓度
是 0.16 mg/m³-0.3 mg/m³。

PM2.5 是室内主要空⽓污染物之⼀，对⼈体有很⼤危害。根据空⽓质量指数
美国标准，室内 PM2.5 的浓度在 0-12 μg/m³ 为优，12-35 μg/m³ 为良，超过 
35 μg/m³ 则为空⽓污染。AIRMX Pro 可以帮您把室内 PM2.5 浓度控制在 10 
μg/m³ 以下。

注释：



世界顶级 ebm® EC ⻛机
德国 ebm 领导全球⻛机技术超过半个世纪，也是 F1 赛⻋的⻛机供应商。
ebm 分别提供 AC（低端）、DC（终端）、EC（⾼端）三种系列⻛机。

AIRMX 与 ebm 共同研发，采⽤ ebm EC ⻛机，为您家“⾼效 安静 ⻓寿命”的
新⻛系统保驾护航。



⽓压（Pa）

⻛量（m³/h）

ebm®⻛机 ⻛量⽓压曲线

EC ⻛机

AIRMX Pro 采⽤德国 ebm® 顶级 EC 系列⻛机，
⻛压 ⻛量强劲，低噪⾳ 低能耗。

*数据来源于 ebm® 官⽅资料



⾼品质滤芯

⽆⼆次污染 HEPA13 
滤芯

165万亿 10000

5.2 0

99.97730

约165万亿个直径
0.1微⽶⼩孔

可⾯对超过10000
浓度的PM2.5

展开⾯积⾼达5.2
平⽅⽶

过滤效率终⽣0衰
减

使⽤寿命可达两年
对⼤于0.3微⽶颗
粒物过滤效率可达



活性炭滤芯

AIRMX 采⽤的是⽐表⾯积⾼的改性活
性炭，可以吸附有害⽓体（甲醛、

tVOC）和⾁眼看不到的颗粒物，寿命
⻓达  360 天。



AIRMX 的 G4 初效过滤棉不同于初效
滤纸，展开⾯积⾼达 0.7 平⽅⽶， 不
仅⻛阻极低，还具有极⾼的容尘量，

可以快速过滤灰尘、⽑发、 细屑、絮
状物等杂质，过滤效率可达 90%，寿
命⻓达 180 天。

初效滤芯

*实验测得在北京的空⽓质量条件下，100 平左右的房间 7*24 ⼩时开启 AI 模式使⽤，⽆⼆次污染 
HEPA13 滤芯的寿命会在 2 年左右，活性炭滤芯寿命在1年左右，初效滤芯的寿命在半年左右。



功耗可低⾄ 5W

实验测得：
在室外 PM2.5 浓度 100-150 μg/m³的条件下，⽬标室内环境 <10 μg/m³。房间⾯积 60 ㎡，⻛量 
125 m³/h，每天电费 0.14 元。房间⾯积 100 ㎡，⻛量 225 m³/h，每天电费 0.32 元。房间⾯积 
150 ㎡，⻛量 325 m³/h，每天电费 0.67 元。

*按 7*24 ⼩时开机，每度电 0.5 元计算

不到 iPhone X 充电能耗的三分之⼀



⻛管上的科技
AIRMX Pro 专利⻛管，可达到近 100% 通⻛⾯积，亦能防⽌⾬⽔吸⼊。



电辅热
在冬季，新送⼊的新鲜空⽓也带着室外的温度，可能会导致房间温度下降。
AIRMX Pro ⾃带电辅热，搭配机身⾃带的温度传感器，可以根据进⽓温度启
停电辅热。也可以在 App 中设置电辅热启停时间，节省能源。



汇集全球⾼品质供应商



⽤实⼒创造
AIRMX Pro 拥有 30 余项国家专利



专利名称 申请号
室内空⽓净化装置 201721079109.4

室内空⽓净化⽅法和装置 201710740145.9
空⽓质量监控装置、空⽓过滤装置及空⽓质量监控⽅法 201711017889.4

空⽓质量监控装置及空⽓过滤装置 201721391263.5
空⽓过滤装置、信息识别⽅法及信息验证⽅法 201711012679.6

空⽓过滤装置 201721397471.6
为⻛机降噪的⽅法和可为⻛机降噪的装置 201711023121.8

可降噪机箱 201721391238.7
新⻛机和新⻛机的密封⽅法 201711218825.0

新⻛机 201721625006.3
检测房间密闭性的⽅法和新⻛系统 201711217529.9

新⻛系统 201721625008.2
⽤于新⻛系统调节⻛量的⽅法和可调节进⻛量的新⻛系统 201711218823.1

可调节进⻛量的新⻛系统 201721624973.8
⼀种分体式新⻛机装置 201711214914.8
⼀种分体式新⻛机装置 201721617573.4

⼀种动态室内压⼒调节系统 201711216610.5
⼀种动态室内压⼒调节系统 201721615604.2

⼀种正压⼒⽆管道室内导流新⻛系统 201711217696.3
⼀种正压⼒⽆管道室内导流新⻛系统 201721617576.8

新⻛机进⻛⼝ 201730622018.X
新⻛机 201730622344.0

⼀种新⻛机控制⾯板 201711417223.8
⼀种新⻛机控制⾯板 201721828795.0

专利列表：



安全可靠

⾼强度⽀脚









*本照⽚拍摄于宜家北京四元桥店



规格参数

新⻛机
⻓=450mm
宽=390mm
⾼=1290mm
重量(含滤芯、不含⻛管)=59kg

⻛管
⻓=550mm
直径=160mm
重量=1780g



HEPA13 滤芯
⻓=400mm
宽=330mm
⾼=96mm
重量=2220g

活性炭滤芯
⻓=400mm
宽=330mm
⾼=60mm
重量=2070g

初效滤芯
⻓=400mm
宽=330mm
⾼=60mm
重量=1070g

HEPA13 滤芯



常⻅问题
Q：新⻛系统可以去除甲醛么？净化甲醛等装修污染的效果如何？
A：可以，⽬前新⻛系统是 有效的降低甲醛浓度的⽅式。新⻛系统通过不
断地引⼊新鲜空⽓进⼊室内，能够有效的稀释室内甲醛浓度，降低室内甲
醛浓度。

Q：什么是双向流和热交换？
A：双向流新⻛机是⼀种既有进⻛⼝也有出⻛⼝的新⻛机型。新鲜空⽓从进
⻛⼝进⼊室内，室内空⽓从出⻛⼝排出室外。
热交换是建⽴在双向流的基础上，让进⻛和出⻛在热交换器中充分的进⾏
能量交换，来达到节能的⽬的。例：室外温度 0 摄⽒度，室内 20 摄⽒度，
如果没有热交换，新⻛机会把 0 摄⽒度的空⽓直接抽⼊室内。⽽有了热交
换，排出室外的暖空⽓会和抽⼊室内的冷空⽓进⾏能量交换，交换后抽⼊
室内的空⽓会变暖，排出室外的空⽓会变冷，从⽽达到节省能源的效果。



Q：双向流和热交换的缺点是什么？
A：由于有进⽓的同时还有排⽓，室内跟室外是⼀个等压的环境，所以采⽤
了双向流和热交换新⻛系统的房间没有正压⼒，室外的 PM2.5 还会不断的
渗⼊室内，这样净化效果必然不好。实际测试，在没有正压⼒的情况下，
室外 PM2.5 会迅速渗⼊室内，室外 PM2.5 浓度越⾼渗⼊速度越快。

Q：AIRMX Pro 净化 PM2.5 的效果如何？
A：正常情况下 AIRMX Pro 可以保证室内 PM2.5 浓度在 10 μg/m³ 以下。
以下情况下⽆法做出数据承诺：
单台设备使⽤⾯积超过 200 平⽶；
⻔窗密封条件不达标或开启⻔窗；
开放式厨房或正在使⽤厨房时；
室内经常吸烟、焚⾹、习惯性开窗、使⽤超声波加湿设备等；
其他特定情况。

Q：新⻛系统主要有哪些过滤⽅式？AIRMX Pro 属于哪⼀种？
A：新⻛系统⼀般分为物理过滤及静电集尘过滤，AIRMX Pro 属于纯物理过
滤，不会额外产⽣臭氧。



Q：AIRMX Pro 的噪⾳⼤么？
A：AIRMX Pro 采⽤了⼀套科学的噪声解决⽅案，使⽤了军⼯级别的进⼝消
⾳材料和隔⾳材料，机体完全基于空⽓动⼒学设计，噪⾳控制的很好。
⼩噪声仅 22 分⻉，即使开到 ⼤⻛量 550 m³/h 噪声也才 52.4 分⻉。

Q：AIRMX Pro 的适⽤⾯积是多少平⽶？
A：60～200平⽶。

Q：AIRMX Pro 包含哪些配件？
A：⻛管、⻛帽、墙⾯固定器、电源线（带漏电保护开关）、说明书。

Q：AIRMX Pro 的尺⼨及重量是多少？
A：⻓ 39 cm 宽 45 cm ⾼ 129 cm，机器净重 59 千克（含滤芯、不含⻛
管）。

Q：AIRMX Pro 耗电量如何？
A：AIRMX Pro 在正常⻛量下，功率约为 50～100W，24 ⼩时开机，⼀天 
1～2 度电左右。如果开启电辅热，耗电量会⽐较⼤。建议您不要过度依
赖电辅热，更多采⽤空调、暖⽓等专业取暖设备。



Q：AIRMX Pro 是由你们上⻔安装么？安装流程是什么样的？
A：AIRMX Pro 是由我们专业的安装团队上⻔安装的。具体的安装流程是：
下单->发货后联系您预约勘测时间->签收后和您预约时间上⻔安装。

Q：安装 AIRMX Pro 是否麻烦？⼯程量会不会很⼤？
A：不麻烦。AIRMX Pro 仅仅需要在墙上开启⼀个直径 168 毫⽶的孔，然后
把⻛管放⼊孔洞，再连接机身即可。对于不⽅便在墙上开孔的⽤户，可以
选择替换⼀块带孔的玻璃，AIRMX Pro 的⻛管和玻璃的孔洞进⾏连接即
可。

Q：AIRMX Pro 适⽤于未装修的房屋还是已完成装修的房屋？
A：房屋装修前后都可以安装。

Q：我想在购买之前找你们看⼀下家⾥是否适合安装新⻛，可以么？
A：我们⽀持购买前勘测，请致电客服 400-686-8361。

Q：安装 AIRMX Pro ⼤概需要多⻓时间？
A：整个安装过程⼤概在 1 ⼩时左右。



售后服务
客服电话400-686-8361

7
天包退

15
天包换

1
年免费维修

5
年⻛机包换



退换货服务条例
新⻛机⾃⽤户签收次⽇起七天内，发⽣⾮⼈为损坏的性能故障，消费者可
以选择退货、换货或修理；
⾃签收次⽇起 15 天内，发⽣⾮⼈为损坏的性能故障，消费者可以选择换
货或修理；
退换货商品应当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和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
全。有外观或功能性⼈为损坏、包装箱破损、随机零配件缺失、附件缺失
或产品有难以恢复原状的外观类使⽤痕迹，均不在七天⽆理由退货范围
内；
七天⽆理由退货所产⽣的物流费由消费者承担。

保修服务条例
⾃签收次⽇起，新⻛机整机⼀年免费维修、⻛机五年包换。

⾮保修条例
已经超过三包有效期限或⼚家规定的保修期限；
未经授权私⾃拆机或修理； 使⽤⾮原⼚配件导致产品出现故障；
由于使⽤失误如坠落、挤压、碰撞或意外进液、浸⽔等造成的损坏；
未按产品使⽤说明书要求使⽤、维护、保养造成损坏；
由于⽔灾、⽕灾、雷击等不可抗⼒造成的损坏。



附：全国上⻔安装城市列表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城区 崇⽂区 宣武区 朝阳区 丰台区 ⽯景⼭区 海淀区 ⻔
头沟区 房⼭区 通州区 顺义区 昌平区 ⼤兴区 平⾕区 怀柔区 密云
县 延庆县

天津市 天津市
和平区 河东区 河⻄区 南开区 河北区 红桥区 塘沽区 汉沽区 ⼤港
区 东丽区 ⻄⻘区 津南区 北⾠区 武清区 宝坻区 宁河区 滨海新区 
静海区 蓟州区（原蓟县）

河北省

⽯家庄市
⻓安区 桥东区 桥⻄区 新华区 井陉矿区 裕华区 藁城区 栾城区 ⾟
集市 晋州市 新乐市 ⿅泉区

唐⼭市
路南区 路北区 古冶区 开平区 丰南区 丰润区 ⾼新区 曹妃甸区 海
港开发区 南堡开发区 遵化市 迁安市

秦皇岛市 海港区 ⼭海关区 北戴河区

邯郸市 邯⼭区 丛台区 复兴区 峰峰矿区 肥乡区 永年区 武安市

邢台市 桥东区 桥⻄区  南宫市 沙河市

保定市 新市区 北市区 南市区  涿州市 定州市 安国市 ⾼碑店市

张家⼝市 桥东区 桥⻄区 宣化区

承德市 双桥区 双滦区

沧州市 新华区 运河区  泊头市 任丘市 ⻩骅市 河间市

廊坊市 安次区 ⼴阳区 霸州市 三河市

衡⽔市 桃城区  冀州市 深州市



⼭⻄省

太原市 ⼩店区 迎泽区 杏花岭区 尖草坪区 万柏林区 晋源区  古交市

⼤同市 城区 矿区 南郊区

阳泉市 城区 矿区 郊区

⻓治市 城区 郊区

晋城市 城区
朔州市 朔城区

忻州市 忻府区 原平市

吕梁市 离⽯区

晋中市 榆次区 介休市

临汾市 尧都区 侯⻢市

运城市 盐湖区 河津市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回⺠区 ⽟泉区 赛罕区

包头市 东河区 昆都仑区 ⻘⼭区 九原区

乌海市 海勃湾区 乌达区

⾚峰市 红⼭区 元宝⼭区 松⼭区

呼伦⻉尔市 海拉尔市 满洲⾥市 ⽛克⽯市

兴安盟 乌兰浩特市

通辽市 科尔沁区  奈曼旗

锡林郭勒盟 锡林浩特市

乌兰察布盟 集宁市 丰镇市

伊克昭盟
（鄂尔多斯
旧称）

东胜区

巴彦淖尔盟 临河市

辽宁省 沈阳市
和平区  沈河区  ⼤东区  皇姑区  铁⻄区  苏家屯区  东陵区  沈北新
区  于洪区    新⺠市



辽宁省

⼤连市 中⼭区  ⻄岗区  沙河⼝区  ⽢井⼦区  旅顺⼝区  ⾦州区  瓦房店市

鞍⼭市 铁东区  铁⻄区  ⽴⼭区  千⼭区  海城市

抚顺市 新抚区  顺城区

本溪市 平⼭区  溪湖区  明⼭区

丹东市 元宝区  振兴区  振安区   东港市

锦州市 古塔区  凌河区  太和区  凌海市

营⼝市 站前区  ⻄市区  鲅⻥圈区 盖州市  ⼤⽯桥市

⾩新市 海州区  新邱区  太平区 细河区

辽阳市 ⽩塔区  ⽂圣区  宏伟区 太⼦河区  灯塔市

盘锦市 双台⼦区  兴隆台区

铁岭市 银州区 清河区 开原市

朝阳市 双塔区 ⻰城区 凌源市

葫芦岛市 连⼭区 ⻰港区 兴城市

吉林省

⻓春市 南关区 宽城区 朝阳区 ⼆道区 绿园区 九台市 榆树市

吉林市 昌⾢区 ⻰潭区  船营区 丰满区

四平市 铁⻄区 铁东区  公主岭市

辽源市 ⻰⼭区 ⻄安区

通化市 东昌区 ⼆道江区 梅河⼝市

⽩⼭市 ⼋道江区

松原市 宁江区 扶余市

⽩城市 洮北区 洮南市

延边朝鲜族
⾃治州

延吉市 敦化市 珲春市

⿊⻰江省 哈尔滨市
道⾥区 南岗区 道外区 松北区 ⾹坊区 阿城区 平房区 呼兰区 双城
区



⿊⻰江省

⻬⻬哈尔市 ⻰沙区 建华区 铁锋区 昂昂溪区 富拉尔基区 梅⾥斯达斡尔族区

鸡⻄市 鸡冠区 恒⼭区 滴道区 城⼦河区 密⼭市

鹤岗市 向阳区 ⼯农区 南⼭区 兴安区 兴⼭区

双鸭⼭市 尖⼭区 四⽅台区

⼤庆市 萨尔图区 ⻰凤区 让胡路区 红岗区

伊春市 伊春区 友好区 翠峦区 乌⻢河区

佳⽊斯市 向阳区 前进区 东⻛区 郊区

七台河市 新兴区 桃⼭区

牡丹江市 东安区 阳明区 爱⺠区 ⻄安区 宁安市

绥化市 北林区  安达市  肇东市

江苏省

南京市
⽞武区 ⽩下区 秦淮区 建邺区 ⿎楼区 下关区 浦⼝区 栖霞区 ⾬花
台区 江宁区 六合区 溧⽔区 ⾼淳区

⽆锡市 崇安区 北塘区 滨湖区 惠⼭区 新区 江阴市 宜兴市 锡⼭区 南⻓区

徐州市 ⿎楼区 云⻰区 九⾥区 贾汪区 泉⼭区 铜⼭区 新沂市 邳州市

常州市 天宁区 钟楼区 新北区 戚墅堰区 溧阳市 ⾦坛区 武进区

苏州市
⼯业园区 ⾼新区 平江区 沧浪区 ⾦阊区 相城区 吴中区 昆⼭市 太
仓市 常熟市 张家港市 吴江区

南通市 崇川区 港闸区 启东市 如皋市 通州区 海⻔市 开发区

连云港市 连云区 新浦区 海州区

淮安市(原淮
阴市）

清河区 清浦区 淮安区 淮阴区 经济开发区

盐城市 亭湖区 盐都区 ⼤丰区 东台市

扬州市 ⼴陵区 邗江区 维扬区  江都区 仪征市  ⾼邮市

镇江市 京⼝区 润州区 丹徒区 丹阳市 镇江新区 扬中市  句容市

泰州市 海陵区 ⾼港区 姜堰区 兴化市  靖江市  泰兴市

宿迁市 宿城区 宿豫区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徐汇区 ⻩浦区 杨浦区 虹⼝区 闵⾏区 ⻓宁区 普陀区 宝
⼭区 静安区 闸北区  卢湾区 松江区 嘉定区 南汇区 ⾦⼭区 ⻘浦区 
奉贤区 崇明县

浙江省

杭州市
上城区 下城区 江⼲区 拱墅区 ⻄湖区 滨江区  萧⼭区 余杭区 富阳
区 建德市 临安市

宁波市
海曙区 江东区 江北区 鄞州区 北仑区 镇海区 慈溪市 余姚市 奉化
区

温州市 ⿅城区 ⻰湾区 瓯海区 瑞安市 乐清市

嘉兴市 南湖区 秀洲区 海宁市 平湖市 桐乡市 经济开发区

湖州市 吴兴区 南浔区

绍兴市 越城区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华市 婺城区 ⾦东区 江南区 江北区 兰溪市 义乌市 东阳市 永康市

衢州市 柯城区 衢江区 江⼭市

⾈⼭市 定海区 普陀区

台州市 椒江区 ⻩岩区 路桥区  温岭市 临海市

丽⽔市 莲都区

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庐阳区 蜀⼭区 包河区 经开区 ⾼新区 新站区 政务区 滨湖
新区 巢湖市

芜湖市 镜湖区 ⼷江区 鸠江区 三⼭区

蚌埠市 ⻰⼦湖区 蚌⼭区 禹会区 淮上区

淮南市 ⼤通区 ⽥家庵区 谢家集区 ⼋公⼭区

⻢鞍⼭市 ⾦家庄区 花⼭区 ⾬⼭区

淮北市 杜集区 相⼭区 烈⼭区

铜陵市 铜官⼭区 狮⼦⼭区 郊区

安庆市 迎江区 ⼤观区 宜秀区 桐城市



安徽省

⻩⼭市 屯溪区 徽州区

滁州市 琅琊区 南谯区 明光市

⾩阳市 颍州区 颍东区 颍泉区 界⾸市

宿州市 墉桥区

六安市 ⾦安区 裕安区

宣城市 宣州区 宁国市

巢湖市 居巢区
毫州市 谯城区
池州市 贵池区

福建省

福州市 ⿎楼区 台江区 仓⼭区 ⻢尾区 晋安区  福清市 ⻓乐市

厦⻔市 思明区 海沧区 湖⾥区 集美区 同安区 翔安区

宁德市 蕉城区

莆⽥市 城厢区 涵江区 荔城区 秀屿区

泉州市 鲤城区 丰泽区 洛江区 ⽯狮市 晋江市 南安市

漳州市 芗城区 ⻰⽂区 ⻰海市

⻰岩 新罗区

三明市 梅列区 三元区

南平市 延平区

江⻄省

南昌市 东湖区 ⻄湖区 ⻘⼭湖区 ⻘云谱区 湾⾥区

景德镇市 昌江区 珠⼭区

萍乡市 安源区 湘东区

九江市 庐⼭区 浔阳区  瑞昌市

新余市 渝⽔区
鹰潭市 ⽉湖区

赣州市 章贡区 南康市

宜春市 袁州区



江⻄省
上饶市 上饶县 信州区

吉安市 吉州区
抚州市 临川区

⼭东省

济南市 历下区 市中区 槐荫区 天桥区 历城区  章丘市

⻘岛市
市南区 市北区 四⽅区 ⻩岛区 崂⼭区 李沧区 城阳区 胶州市 即墨
市 胶南市 莱⻄市

淄博市 淄川区 张店区 博⼭区 临淄区 周村区

枣庄市 市中区 薛城区 峄城区 ⼭亭区 滕州市

东营市 东营区 垦利

烟台市
芝罘区 福⼭区 牟平区 莱⼭区  ⻰⼝市 莱阳市 莱州市 招远市 海阳
市

潍坊市
潍城区 寒亭区 坊⼦区 奎⽂区 ⾼新区 ⻘州市 诸城市 寿光市 ⾼密
市

济宁市 市中区 任城区  曲⾩市 兖州区 邹城市

泰安市 泰⼭区 肥城市

威海市 环翠区 ⾼区 经区 ⽂登市 乳⼭市

⽇照市 东港区 岚⼭区

莱芜市 莱城区 钢城区 ⾼新区

临沂市 兰⼭区 罗庄区 河东区

德州市 德城区

聊城市 东昌府区 临清市

滨州市 滨城区 ⽆棣县

菏泽市 牡丹区

湖北省
武汉市

江岸区 江汉区 乔⼝区 汉阳区 武昌区 ⻘⼭区 洪⼭区 东⻄湖区 汉
南区 蔡甸区 江夏区 ⻩陂区 新洲区

⻩⽯市 ⻩⽯港区 ⻄塞⼭区 下陆区 铁⼭区 ⼤冶市



湖北省

⼗堰市 茅箭区 张湾区

宜昌市 ⻄陵区 伍家岗区 点军区 夷陵区 猇亭区 东⼭开发区 宜都市

襄阳市 襄城区 樊城区 襄州区 ⾼新区 ⻥梁洲

鄂州市 梁⼦湖区 华容区 鄂城区

荆⻔市 东宝区 掇⼑区

孝感市 孝南区 应城市 汉川市

荆州市 沙市区 荆州区

⻩冈市 ⻩州区 麻城市

咸宁市 咸安区

随州市 曾都区

恩施⼟家族
苗族⾃治州

恩施市 利川市

省直辖⾏政
单位

仙桃市 天⻔市

河南省

郑州市
中原区 ⼆七区 惠济区 管城回族区 ⾦⽔区 上街区 邙⼭区 ⾼新技术
开发区 巩义市 荥阳市 新密市 新郑市 登封市

开封市 ⻰亭区 顺河回族区 ⿎楼区 南关区 禹王台区 祥符区

洛阳市 ⽼城区 ⻄⼯区 瀍河回族区 涧⻄区 偃师市 洛⻰区

平顶⼭市 新华区 卫东区 湛河区

安阳市 ⽂峰区 殷都区 ⻰安区 北关区 铁⻄区 林州市

鹤壁市 鹤⼭区 ⼭城区

新乡市 卫滨区 牧野区 红旗区 凤泉区 卫辉市 辉县市

焦作市 解放区 中站区 ⻢村区 ⼭阳区 博爱县

濮阳市 华⻰区

许昌市 魏都区 ⻓葛市



河南省

漯河市 源汇区 郾城区 召陵区

三⻔峡市 湖滨区

南阳市 宛城区 卧⻰区 新野县 邓州市

商丘市 梁园区 睢阳区 永城市

信阳市 浉河区 平桥区

周⼝市 川汇区 项城市

驻⻢店 驻⻢店市
济源市 济源市

湖南省

⻓沙市 芙蓉区 天⼼区 岳麓区 开福区 ⾬花区 浏阳市

株洲市 荷塘区 芦淞区 ⽯峰区 天元区 醴陵市

湘潭市 ⾬湖区 岳塘区

衡阳市 珠晖 雁峰 ⽯⿎ 蒸湘 耒阳市 常宁市

邵阳市 双清区 ⼤祥区 北塔区

岳阳市 岳阳楼区 云溪区 君⼭区

常德市 武陵区 鼎城区

张家界市 永定区

益阳市 资阳区 赫⼭区

郴州市 北湖区 苏仙区

永州市 芝⼭区 零陵区 冷⽔滩区

怀化市 鹤城区
娄底市 娄底市

⼴⻄省

南宁市 兴宁区 ⻘秀区 ⻄乡塘区 江南区 良庆区 邕宁区

柳州市 城中区 ⻥峰区 柳南区 柳北区

桂林市 秀峰区 叠彩区 象⼭区 七星区 雁⼭区

梧州市 万秀区 蝶⼭区 市郊区  岑溪市



⼴⻄省

北海市 海城区 银海区 铁⼭港区

防城港市 港⼝区 防城区  东兴市

钦州市 钦南区 钦北区

贵港市 港北区 港南区 覃塘区  桂平市

⽟林市 ⽟州区  北流市

崇左市 江州区
来宾市 兴宾区
贺州市 ⼋步区
百⾊市 右江区

河池市 ⾦城江区 宜州市

⼴东省

⼴州市
荔湾区 越秀区 海珠区 天河区 芳村区 ⽩云区 ⻩埔区 番禺市 花都
市 增城市 从化市

韶关市 武江区 浈江区 曲江区

深圳市 罗湖区 福⽥区 南⼭区 宝安区 ⻰岗区 盐⽥区

珠海市 ⾹洲区 ⽃⻔区 ⾦湾区

汕头市 濠江区 ⻰湖区 ⾦平区 潮南区 澄海区 潮阳区 潮安区

佛⼭市 禅城区 南海区 顺德区 三⽔区 ⾼明区

江⻔市 江海区 蓬江区 新会区 台⼭市 开平市 鹤⼭市

湛江市 ⾚坎区 霞⼭区 坡头区 麻章区

茂名市 茂南区 茂港区 电⽩区 ⾼州市 信宜市

肇庆市 端州区 ⾼要区 鼎湖区 四会市

惠州市 惠城区  惠阳区

梅州市 梅江区 梅县 兴宁市

汕尾市 城区
河源市 源城区
阳江市 江城区



⼴东省

清远市 清城区 清新区

东莞市 莞城区 南城区 东城区 万江区

中⼭市 中⼭市
潮州市 湘桥区

揭阳市 榕城区  普宁市

云浮市 云城区

海南省

省直辖⾏政
单位

琼海市

海⼝市 ⻰华区 秀英区 琼⼭区 美兰区

三亚市 市辖区

重庆市 重庆市
万州区 渝中区 江北区 北碚区 綦江区 ⼤⾜区 九⻰坡区 南岸区 渝
北区 黔江区 永川区 ⼤渡⼝区 沙坪坝区 巴南区 江津区 合川区 南
川区 璧⼭区 铜梁区 潼南区 荣昌区 开州区（原开县） 梁平区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区 ⾦⽜区 武侯区 成华区 ⻰泉驿区 ⻘⽩江区  都江堰
市 彭州市 邛崃市 崇州市

⾃贡市 ⾃流井区 贡井区 ⼤安区 沿滩区

攀枝花市 东区 ⻄区 仁和区

泸州市 江阳区 ⻰⻢潭区 纳溪区

德阳市 旌阳区 ⼴汉市 什邡市

绵阳市 涪城区 游仙区 江油市

⼴元市 利州区

遂宁市 船⼭区

内江市 市中区 东兴区

乐⼭市 市中区 五通桥区 峨眉⼭市

南充市 顺庆区 ⾼坪区 嘉陵区



四川省

宜宾市 翠屏区
⼴安市 ⼴安区
达川市 达川市

雅安市 ⾬城区 名⼭区

凉⼭彝族⾃
治州

⻄昌市

巴中市 巴州区 恩阳区

资阳市 雁江区 简阳市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云岩区 花溪区 乌当区 ⽩云区 ⼩河区  清镇市

六盘⽔市 钟⼭区 六枝特区

遵义市 红花岗区 汇川区 播州区 仁怀市

铜仁市 碧江区
毕节市 七星关区
黔东南苗族
侗族⾃治州

凯⾥市

云南省

昆明市 五华区 盘⻰区 官渡区 ⻄⼭区

曲靖市 麒麟区

⽟溪市 红塔区

⼤理⽩族⾃
治州

⼤理市

保⼭地区 保⼭市

⻄藏⾃治区 拉萨市 城关区

陕⻄省

⻄安市 新城区 碑林区 莲湖区 灞桥区 未央区 雁塔区 阎良区 临潼区

铜川市 耀州区

宝鸡市 渭滨区 ⾦台区



陕⻄省

咸阳市 秦都区 杨陵区 渭城区  兴平市

渭南市 临渭区 韩城市

延安市 宝塔区
汉中市 汉台区
安康市 汉滨区
商洛市 商州区
榆林市 榆阳区

⽢肃省

兰州市 城关区 七⾥河区 ⻄固区 安宁区 红古区

嘉峪关市 雄关区 ⻓城区

⾦昌市 ⾦川区

⽩银市 ⽩银区 平川区

天⽔市 秦州区 ⻨积区

酒泉市 肃州区
张掖市 ⽢州区
武威市 凉州区
平凉市 崆峒区
庆阳市 ⻄峰区
临夏回族⾃
治州

临夏市

⻘海省 ⻄宁市 城东区 城中区 城⻄区 城北区

宁夏回族⾃
治区

银川市 兴庆区 ⻄夏区 ⾦凤区  灵武市

⽯嘴⼭市 ⼤武⼝区 惠农区

中卫市 沙坡头区

新疆省 乌鲁⽊⻬市 天⼭区 沙依巴克区 新市区 ⽔磨沟区 头屯河区 ⽶东区



新疆省

克拉玛依市 克拉玛依区

哈密地区 哈密市

昌吉回族⾃
治州

昌吉市 ⾩康市

巴⾳郭楞蒙
古⾃治州

库尔勒市

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市
克孜勒苏柯
尔克孜⾃治
州

阿图什市

喀什地区 喀什市
伊犁哈萨克
⾃治州

奎屯市 伊犁地区 伊宁市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
省直辖⾏政
单位

⽯河⼦市 五家渠市



客服电话 400-686-8361

北京彩云归科技有限公司

www.airmx.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