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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Quality Daily
大家来吐槽

本期关注：科沃斯地宝魔镜 CR120 自动充电超薄智能扫地机器人

扫地机器人有点扫兴
京东用户“j***3”：实际就是个可移
动的小吸尘器，功率小，吸附力不足，清
随着家庭智能设备的日渐普及，各 洁能力有限，
性价比非常低。
种智能家电大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京东用户“暗***熊”：经常会被头发
在这其中，智能扫地机器人尤其受到人 缠绕住，围着桌子腿转半天也扫不干净，
们的喜爱，科沃斯地宝魔镜 CR120 就是 该扫的地方不扫，不该扫的地方扫个没
其 中 一 款 热 门 产 品 。 100 分 钟 超 长 续 完，
看着就好费劲。
航、真正的一键式操作、超强真空吸尘
清扫时容易被卡住
能力、高档尊贵的外观设计，似乎满足
了大众对扫地机的所有期待。但从用户
用扫帚扫地，人们经常为各种边边
评价来看，这款扫地机器人并非无所不 角角的地方清扫不干净而苦恼，智能机
能，清扫不彻底、智能性不足等问题仍 器人的出现貌似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新
旧 是 常 见 现 象 ， 本 期 的 “ 大 家 来 吐 的问题随之出现：智能机器人能进得去
槽”，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款备受欢迎 这些边边角角，但却不一定能出得来。
的扫地“神器”
。
这也是用户眼中这款科沃斯扫地机器人
的缺点之一。据用户反馈，该产品在使
清扫不彻底
用时经常被卡，且一旦被卡住，想要出
不管是传统的扫帚，还是智能扫地 来就难了。
机器人，大家的初衷只有一个，那就是能
京东用户“OrjHmxtUQvro”：感觉一
够把地面打扫干净，免除人们的动手之 点都不好用，转角就卡在那里不动，地也
劳。而号称超强真空吸附能力的科沃斯 扫不干净。
扫地机器人在实际使用中却出现了吸附
一号店用户“186***”：遇到客厅与
能力不足、清扫不干净的问题，这也是该 卫生间隔断砖时就会被卡住，吸附能力
款产品被吐槽的主要原因。
不足。
一号店用户“379***”：机器满屋子
一号店用户“kux***”：经常是钻进椅
乱跑，
好多地方扫不到，还扫不干净。
子下面却出不来，感觉功能一般，使用效

□ 本报记者 张文礼

果不大。

记者观察

智能性略显不足
扫地机器人的本职工作是完成扫
地的任务，而其诸多智能设计显然是
加分项。在科沃斯这款产品的介绍
中，其对于细节处的灰尘、头发等一
些传统的清扫难点的处理显得颇为智
能，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很多因为
这些功能而购买该产品的用户最终吐
槽最多的也是这些功能，这反映出该
款产品的某些智能设计的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仍然不足。
京东用户“8***n”：很笨的机器，经常
卡住，无记忆地兜圈，基本都是人为地协
助其完成清扫工作。
一号店用户“sno***”：智能性仍然不
足，每次看着它就在一个地方旋转，不会
挪窝，而且噪音有点大。
国美用户“joa***lin”：缺点是智能不
足，总在一个地方来回转，遇到点阻碍就
转向。
（注：本文引用所有“吐槽”均来自京
东、一号店、国美在线平台的公开评价，
由于部分网络用户选择匿名评价，因此
用户名存在“*”号）

定时预约清扫、
智能返回充电、
智
能防撞系统、
智能防跌功能、
智能爬坡
越障，
这种种功能，
看起来完全可以解
决人们在家庭清扫中的各种烦恼，
然而
事实好像并非如此。
一号店用户“满**尘”对这款产
品的评价是“响声比较大，扫地没规
律，电池不耐用，感觉还真是一般，就
是价格便宜。”看起来与产品介绍存
在诸多的不符。事实情况是，根据各
大电商平台上众多网友的综合反馈
来看，这一评价并不是无中生有。
人们使用扫地机器人产品的初衷
只有一个，那就是能够省时省力地把
地扫干净，智能扫地产品所有的功能
和设计也都应该服务于这一最根本的
诉求。毕竟没有人愿意有了如此高科
技的智能设备以后，还得亲自动手重
新扫一遍地。因此，抛开一些不切实
际的华丽设计，
真正回归产品的本质，
再加上良好的产品质量，
“神器”才能
更加神奇。

本报讯（康 罗）经过了两年多上百次试验，
在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谢跃亭带领的研发团队不懈努力下，
新乡化
纤股份有限公司研制出了一种随光线不同变换出不同色
彩的纤维。它有一个雅致的名字——
“幻彩丝”
。
据悉，
“ 幻彩丝”是在生物质纤维基础上，经过改
性而成的一种新型功能性纤维。它不但可以由白色
转变为各种艳丽色彩，也可以在一种带有底色的基础
上，由一种颜色基调瞬间转变为另一种颜色。利用该
纤维在不同光线下变换色彩的特点，设计师可以用它
来设计出许多出彩的高档时装。
谈到“幻彩丝”
的应用，
该项目负责人介绍道，
用该
纤维可以制作高档绣花线，
制作的花色图案随光线不同
而不同：
在室内穿着的服饰上所绣的牡丹花而到室外阳
光下可变为玫瑰，
儿童服装上绣的可爱小狗在阳光下可
能又变成了一只小熊，
品牌服装可以用该纤维制作防伪
LOGO；也可以制作高档窗帘，会随着白天和夜晚光线
的强弱自动调整透光率；
如果将该纤维元素引入高档衬
衣、
T恤所选用的花格面料，
衣服外观会随着不同场所光
线的变化而变化，
新颖别致，
夺人眼球；
同时该纤维也可
做军队以及户外等特种防护隐身服装的材料。
据介绍目前世界纺织领域上尚未有该类产品。

日前，由北京清大致汇科技有限公司（O．ME）研发的国内首款完全智能操作的 3D 打印机在京进行展示，7 寸全彩屏系统
和中文界面，
使得操作简单又方便。
本报记者 王 嘉 摄

健康和时尚“结婚”了

一言堂

明星比演艺明星更受追崇。因而，服装商
以球星、冠军等明星形象为代言人，这对
目标受众具有极强感召力。以此为基点，
□ 林鸣
加上品牌设计和品质工艺，运动时装很快
当今世界各大时尚中心，运动和美丽 就成为都市时尚的流行主题。值得关注
已结为
“良缘”
。说来还要感谢这个人人追 的是，既能保持身材，还代表时尚，使得越
求健康的时代。现代人心目中，健康意味 来越多的女性迷上了健身运动，
“她”时代
着无价之宝。国内健身浪潮已从萌芽期转 的魅力再一次迸发，时装业也迎来一个万
向快速发育期。数以千万计的运动族迅速 紫千红的崭新时代！看准这一商机，国内
崛起，街头、场馆、公园、跑道、郊野、树林， 外知名运动品牌纷纷“跑步”跟上她们，希
到处晃动着健壮的身影。由其引发的井喷 望获得“美人”的回眸。在广告宣传中，这
式消费结构，令人叹为观止。健身者身穿 些品牌热衷沟通的主题，均为鼓励女性消
各式鲜艳紧身的运动服，脚踏新型无鞋带 费者通过运动获得自信、美感和身心转
跑鞋，携带叫不出名的体育装备。在灿烂 变。其实女性朋友对此早已领悟：健康和
的阳光下面，
涌动着一条青春的河流。
美丽同样重要。有趣的是，她们把商家频
健康和时尚迅速“成婚”，这一现象连 频献殷勤当成“最美互动”。也有的女孩
顶级服装大师也看得目瞪口呆：运动时装 子说，如果将逛时装市场和体育运动结合
竟跑得这么快！其实道理很简单，从前说 起来，就相当一次愉悦的“瑜伽训练”。
到体育用品及服装，总是和专业、比分、形
市场万紫千红，孰能一枝独秀？众所
象等硬邦邦的专业概念联系，现在，新型 周知，世界超级品牌耐克和阿迪达斯早已
运动装既有功能舒适性，又具轻松动感风 进入中国市场，这两个“巨人”中的任何一
格，使其在年轻人当中大受欢迎。在国 个，
其脚步都足以震撼中国市场。然而，
和
外，知名的体育运动品牌，往往是体育营 人们所预期的不同，它们不但没有改写中
销最虔诚的实践者；在消费者当中，体育 国市场，
也没有领先中国市场，
而是屈居第

二第三。在中国市场上独领风骚的，是国
产品牌——李宁。权威人士对此解析：从
实力上讲，
李宁与耐克、
阿迪达斯完全不是
一个级别的对手，但李宁用与对手完全相
反的品牌推广战略，
赢得相当巧妙。例如，
金字塔模式是阿迪达斯和耐克引以为豪的
模式，
它从塔尖向下呈辐射状，
屡屡证明自
己的成功。然而，李宁偏偏推出与之相反
的草根计划：深深扎根，向上生长。显然，
李宁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适合自己品牌
发展的“跑道”。今天，李宁牌服装和运动
鞋系列被推选为中国明星产品，是中国服
装行业的十大名牌之一。有热心人
“计算”
出：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体育用品品牌，
在中
国运动鞋和运动服市场上独领风骚。在市
场上每十秒钟就有一件李宁牌产品售出。
更何况李宁产品定位为“运动时尚”，口号
是
“我运动我存在”
，
新的广告口号则是
“一
切皆有可能。”因而使其形象更具亲和力。
中外消费者都注意到：这位“领跑者”的标
志像一只红色松鼠的尾巴，大方、动感、洒
脱地摆向右方，显示出运动而休闲。这一
切都证明：
在这个奔跑向上的时代，
健康和
时尚的
“婚姻”
只能完美！

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发布商用压面机消费预警

风险警示

本报讯 （记者王 嘉）
“六月杨梅红江南，兰溪独占
第一枝”。优越的地理位置、优良的生态环境、优化的
生产技术，孕育出优质的兰溪杨梅。
日前，
在北京新世界，
浙江兰溪市政府通过站街推介
的形式，
为北京市民免费送来杨梅，
“2015浙江兰溪杨梅
北京推介会”
同期在京召开。
“杨梅推介会已经办了好多
年，
但把兰溪杨梅送进京，
还是头一次。
”
兰溪市农业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道：
“一方面，
我们对兰溪杨梅质量非常有
自信，
更主要的是，
在电商平台和冷链物流的保驾护航
下，
兰溪杨梅这次
‘赴京赶考’
一下子有了底气。
”
“一日变色，
二日变味。
”
杨梅难保鲜的现状制约了
兰溪杨梅向省外扩大销售的脚步。但聪明的兰溪人通
过冷库保鲜、
真空包装等手段，
实现了长途运输，
拓展了
销售半径，
这也让兰溪人更有底气将杨梅销往北京等其
他省市。
“早上采摘，最迟第二天早上消费者就能拿到
货，
保证果品新鲜。
”
浙江省兰溪市农业局局长严秋林说
道，
当地农户已与顺丰速运签订了合作协议，
全程采用
冷链运输，
使得杨梅果保鲜延长到了 5~7 天。
据悉，
兰溪是中国杨梅之乡，
浙江省中西部最大的杨
梅主产区，
浙江省十大精品杨梅县市之一。全市现有杨
梅种植面积近4667公顷，
产量2万多吨，
年产值约2.6亿
元，
形成了以 47 省道（兰浦线）为主线的
“五十里杨梅长
廊”
，
主栽品种有荸荠种、
东魁、
木叶梅等，
以上市早（一般
于 5 月底 6 月初成熟，比其他杨梅主产区早 7~10 天左
右）、
品质优（紫黑乌亮，
甜酸适口，
口感细软）而闻名，
先
后被评为全国精品杨梅金奖、浙江名牌、浙江省著名商
标、
浙江省十大精品杨梅，
多次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
华东农交会、
金华市精品水果展示会金奖，
被评为金华市
名牌产品、
金华市著名商标，
通过绿色食品、
无公害农产
品产地和浙江省森林食品基地认证。

新型纤维“幻彩丝”
可随光变换颜色

“儿童乳饮料中含有
“儿童乳饮料中含有
肉毒杆菌”是谣传
是谣传

本报讯 （记者王 嘉） 近期，在微
信朋友圈等中流传一条关于“儿童乳
饮料中含有肉毒杆菌，喝了会导致白
血病”的信息，引起了家长们的高度
关注。日前，食药监管部门和多位业
内专家对此予以辟谣，发布了关于
“乳饮料中含有肉毒杆菌”的科学解读
（以下简称解读），并呼吁相关部门应
针对这些新的传播媒介强化网络食品
安全问题的管理，严厉打击捏造虚假
信息，避免造成消费者恐慌，影响产
业健康发展。
解读首先对肉毒杆菌进行了科普：
肉毒杆菌的菌体并没有毒性，但在严格
的厌氧环境和适宜的温度（18～30℃）
条件下，肉毒杆菌芽胞可能萌发、生长
并形成肉毒毒素，该毒素才是致病的元
凶，且是已知天然毒素中毒力最强的一
类神经毒素。不过，当食品的 pH 值低
于 4.5 或大于 9.0 时，或当环境温度低于
15℃或高于 55℃时，肉毒杆菌的芽胞不
能繁殖，也不能产生毒素。而且，100℃
煮沸 10 分钟，肉毒毒素就可被破坏，从
而失去致病性。同时，白血病是一类病
因尚不明确的血液系统疾病，至今未发
现与肉毒杆菌相关。
解读明确表示，迄今为止，国内外
均未见因饮料污染肉毒杆菌而导致中
毒的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
组织（FAO/WHO）的食品微生物风险评
估专家委员会（JEMRA）一直以来未将
“饮料-肉毒”列入“食品-病原”优先评
估组合的名单。
业内专家称，引起肉毒毒素中毒
的食品通常是因食品原料已被肉毒杆
菌污染，含有肉毒毒素，且在加工过
程中未充分加热而导致食物中毒。因
饮食结构、饮食习惯、制作工艺等差
异，各国引起肉毒毒素中毒的食品类
别并不相同：欧洲多见于腊肠、火腿
和腌制的肉类，日本以鱼制品为多，
美国以家庭自制罐头、肉和乳制品为
多，我国则多为家庭自制肉类食品、
发酵豆类或谷类制品。
而含乳饮料产品不具备出现肉毒杆
菌污染和肉毒毒素形成的条件。含乳饮
料是指以鲜乳或乳制品（经发酵或未经
发酵）为主要原料，经调配、均质、灌装、
杀菌等工序加工而成的饮料，包括配制
型含乳饮料、
发酵型含乳饮料、
乳酸菌饮
料。肉毒杆菌芽胞萌发生长的临界 pH
值为 4.5，
即 pH4.5 以下时肉毒杆菌的芽
胞不能萌发生长。而含乳饮料多为酸性
食品（pH＜4.5），因此一般没有肉毒杆
菌和肉毒毒素污染的风险。加之含乳饮
料在生产过程中都要经过杀菌的处理，
所以市售合格的乳饮料产品理论上是不
会含有肉毒杆菌的。

浙江兰溪杨梅首次
进京举行推介活动

压面机为何老“咬人”

害事故调查。经专家研判结果表明，在压
面机工作过程中，如果把手伸入压面机内
部、头发或衣物不慎卷入压面机内部，都可
□ 本报记者 彭 燮
能导致人身伤害甚至死亡，因此存在较为
《两岁娃手指卷进压面机面临截肢》、 严重的安全隐患。
《邢台 5 天连发三起压面机“咬”手事件》、
压面机为何老“咬人”？根据专家的
《压面机“咬”伤了男子胸口》……单看这些 研 判 ， 压 面 机 安 全 事 故 主 要 分 为 4 类 ：
新闻标题，都会让人心头一紧。事实上，因 一是手被压断或挤伤。主要原因是消费
为压面机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层出不穷。 者在压面机正常工作过程中，如用手拖
为此，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发布商 拽面团时，由于疲劳、疏忽或不熟悉操
用压面机消费预警，提醒消费者要小心“咬 作导致手跟面团一起卷入滚轴；或者消
人”的压面机。
费者在压面机正常工作时清洗压面机，
据悉，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针 不慎手被卷入滚轴。二是儿童手臂被挤
对多起压面机伤人事故开展了产品相关伤 伤。原因是儿童好奇心重，趁家长不注

意，自行操作压面机，不慎手臂被卷入
滚轴。三是头部受伤。消费者在操作压
面机过程中，由于头发较长且未进行有
效包覆，不慎头发被卷入滚轴，导致头
皮撕裂。四是窒息死亡。消费者在操作
压面机过程中，由于围巾、衣物等不慎
卷入滚轴，在无人及时施救的情况下导
致窒息死亡。
针对以上事故原因，质检总局缺陷产
品管理中心提醒消费者在选购使用压面机
时，一是尽量选购有防护杆、防护罩的压
面机，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伤害事故发生
的概率；二是选购有相关警示说明或使用
说明的压面机产品，并在使用时，严格按

照产品说明书或相关警示说明进行操作；
三是在压面机正常工作过程中，严禁把手
伸入压面机；四是在操作压面机时，需要
将头发进行有效包覆，不要佩戴围巾等物
品，也不要穿宽松或带下摆的衣物；五是
如要清洗机器或拖拽面团，请一定先拔掉
电源插头；六是禁止儿童操作压面机；七
是一旦发生伤害事故，请立刻断电，并联
系相关救援机构。特别是手被卷入时，不
要尝试把手拉出来，以防造成更加严重的
伤害。
据悉，我国首个压面机标准《多功能电
动压面机》国家标准已于今年 5 月 1 日正
式实施。

我国科学家发明
三维曲面精准着色技术

据新华社电 一个白色猎豹模型，缓缓浸入漂着
彩色薄膜的水池，10 余秒后再次浮出水面时，身上便
“长”出逼真的皮毛、眼睛、耳朵、尾巴，栩栩如生。在浙
江大学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里，
由浙大科学家研发的这项三维精准着色技术，可“点对
点”瞄准三维物体实现精确上色。
近年来，
3D打印技术有较大进展，
目前已有部分工业
级3D打印机能够支持彩色打印，
但要打印生产出具有复
杂图案的全彩色三维物体仍然相当困难。主持该项研究
的浙江大学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
长江学者周昆教授表示，
课题组对传统水转印曲面上
色技术进行了革新，
用计算的手段对这项传统技术进行了
“升级换代”
，
解决了为三维物体进行精确上色的难题。
水转印是当前在工业上被广泛应用的曲面上色技
术，但多用于迷彩、大理石等对精确性没有要求的纹理
上色。课题组通过计算机图形学和计算机视觉技术将
三维设计“降维”成一个二维的“展开图”，在国际上首
次对水转印过程中水转印薄膜的形变进行了物理建
模，这个物理模型可以精确模拟计算水转印膜的变形，
从而得到三维设计图与膜上的每一个点的映射关系。
之后，只要用普通喷墨打印机打印出一张印有“展
开图”的水转印薄膜，将薄膜置于静止的水面上，将需
要上色的模型缓缓浸入水中，薄膜就会灵巧地包裹住
模型，色彩也会随之附着在模型上。
这一着色方式的诞生改变了 3D彩色打印设备成本
高、
速度慢、
精度低、
适用材料少的缺点。
“通俗地说，
这就
像是一种完美精确的自动
‘贴膜’
。
”
周昆说。对于更为复
杂的物体，
课题组还设计了巧妙的多次上色方法来保证
物体表面上每一处都被着色，
同时不会发生叠色现象。

美国企业打造出
不伤脚高跟鞋

本报讯 （雨 果）高跟鞋是人类一项伟大的发明，
既
增加了身高，
又让女士们走起路来婀娜多姿，
保持一副
优雅迷人的姿态。但是，
穿高跟鞋非常受罪，
有些女性
甚至因此承受脚部的伤痛。现如今这个状况将有可能
会改变。
近期美国一位火箭科学家、
宇航员和整形外科医生
对高跟鞋进行了改造，打造出不累人也不伤脚的高跟
鞋，
这让喜欢穿高跟鞋的女人顿时轻松起来。
据悉，
洛杉矶新创企业Thesis Couture制造出了世
界第一双
“高性能高跟鞋”
，
这是一双用高质量聚合物做
的鞋，
其特殊设计使它们比平常的高跟鞋要舒服得多。
该项目负责人介绍道，
其鞋底是用弹道级的高分子
聚合物和热塑性聚胺脂（跟做汽车轮脂的材料相似）做
成的，
而鞋高出的部分则采用航空级泡沫材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