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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龙头越重越好吗

谷歌开发内置图像
识别能力的移动设备

专家称选购水龙头不能光看重量和外观
必然联系。坐便器冲洗效果与便器用水
量、水箱排水流量、排污管道流体力学特
性、出水孔方向和流量等因素息息相关环
环相扣，其中一个因素配合不好都有可能
影响冲洗效果，因此并不是水箱高度越高
冲洗效果就会越好。少水量、低水箱甚至
无水箱、轻量化一直都是洁具企业的研发
方向。

是真的吗
□ 本报记者 彭 燮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厨房和浴
室，可以体现一个人的生活品味。有关专
家认为，这句话未必正确，但从厨房和浴
室装备的选购和使用上，确实能够看出一
个人的
“质商”
。
有人说，如果陶瓷面盆表面已经开裂
现在网络上流传着很多关于选购和
但是没有出现明显的漏水，就可以不用处
使用卫浴水暖产品的“窍门”和“妙招”。到
理？
底这些说法是否正确？记者采访了国家陶
瓷及水暖卫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工
陶瓷面盆表面开裂的同时，
产品
程师李业成、杨志雄，请他们来给大家提
供一些真正靠谱的消费知识。
结构强度也随之发生改变，耐荷重性能必
然会下降，
一旦承载过重，
容易导致产品破
现在有人认为马桶圈不卫生，专门加
裂坍塌，
造成人体伤害。另外，
面盆表面开
一个马桶垫圈，
这种做法对吗？
裂容易吸附脏污，滋生细菌产生异味。因
此，
陶瓷面盆表面开裂后应及时更换。
坐便器坐圈质量标准规定，
坐圈
网上有一种选购水龙头的窍门——
表面不允许有表面损伤、
表面气孔，
并且要求
用手指按一下水龙头表面，指纹很快散去
要有足够的抗沾污能力，
目的是使坐圈表面
的，
说明镀层质量很好，这是真的吗？
足够光滑致密，
易于清洁保持卫生。只要维
护恰当，
坐便器坐圈本身就可以保持一个相
指纹在水龙头表面很快散去，
对卫生的状态，
没必要外加一个垫圈。
更重要的是，市面上常见的坐圈垫圈 代表水龙头镀层表面较光滑，在一定程度
通常为纺织品，纺织物表面酥松，极易吸 上反映基体的抛光、磨光处理得较好。但
附脏污滋生细菌。如果为了保暖加上垫 是，判断镀层质量好坏的指标还有镀层厚
圈，
一定要注意经常换洗。
度、电镀工艺的合理性等。所以，这种办
法并不能完全作为依据。
网上说选马桶要选水箱高度高的，水
箱越高冲水力度越大，冲洗更干净，是真
同样体积的水龙头和花洒，重量越重
的吗？
就说明质量越好，
这是真的吗？
冲水力度大小与水箱高低没有

后，消费者在选用水龙头时，往往是靠重
量来判断质量的好坏。因为用这种方法
可以大致判断出水龙头采用的是质量较
稳定的铜合金，还是质量较轻容易腐蚀的
锌合金。但现在借助重力铸造、新电镀等
新工艺和新材料，水嘴的重量有明显的减
轻，而达到或远低于标准要求的重量上
限。因此，上述方法只能大致判断较差的
产品与一般产品。

芯相比，陶瓷阀芯更为耐热耐磨。不锈
钢球阀芯是目前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一
种龙头阀芯，耐磨性、耐冲击性和耐久
性非常理想，有着很好的适应性，但其
成本也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阀芯。消费
者在选购时应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
择适当的阀芯。

买陶瓷面盆和马桶，是不是颜色越
白，
说明釉面质量越好？

选购陶瓷洁具时应做好 3 步：看釉
面、看冲水、查检测报告。质量好的洁具釉
面色泽明亮，光洁顺滑，无起泡，没有瑕
疵，
经过反复使用后依然光洁如新。
在使用中，勿用钢刷和强有机溶液
清洗洁具，以免破坏产品釉面，腐蚀管
道；过热的水请勿倒入洁具内，以免破
坏洁具釉面；至少每月清洗一次过滤
器，防止水箱进水慢或不进水而影响正
常使用；水箱内请勿使用含氯清洁剂，
否则可能会破坏水箱内的装置，从而引
起渗漏；坐便器盖板上勿置硬物及重
物，如水箱盖、花盆、水桶、盆等，否
则会划花表面或导致开裂；坐便器盖板
勿使用挥发剂、稀释剂或其他化学物清
洗，否则会腐蚀表面；勿使用钢丝刷、
刀片等锋利器物清洁，建议用软布清水
清洗以免损伤塑料盖板。
选购水暖五金时，一要看检测报告
书；二要看表面是否有明显疵点；三要
看手感，优质的水嘴上下左右开合时应
平稳、轻便、无卡阻，转动水嘴把手，
手柄与阀杆连接应牢固，无松动现象；
四是看售后，最好选择口碑较好、市场
占有率较大的企业。

卫生陶瓷釉面质量并不是通过
颜色来衡量。国家标准对卫生陶瓷外观
质量做出一系列的要求，通过检查产品釉
面的开裂、棕眼、坯裂、釉泡、斑点、花斑、
波纹、磕碰、缩釉、色差等缺陷来评判产品
釉面质量，不管是白色、金色或是米黄色
的釉面，上述缺陷越少，说明釉面质量越
好。
据说，钢球阀芯的水龙头比陶瓷阀芯
的更好，
是真的吗？

根据阀芯制作材料的不同，可
以把水龙头分为橡胶阀芯水龙头、陶瓷
阀芯水龙头和不锈钢阀芯水龙头。橡胶
阀芯因耐久度和耐磨性很差，基本上已
经退出市场。陶瓷阀芯使用陶瓷材料，
质量较好，陶瓷阀芯本身就具有良好的
密封性能，不锈钢阀芯可分为钢球阀芯
和不锈钢球阀芯。钢球阀芯有很好的抗
耐压能力，但缺点是起密封作用的橡胶
过去由于水暖加工工艺相对落 密封圈易损耗，很快会老化。和钢球阀

靠谱提示

冬日桃花赛阳春
正值农历腊月，北京市怀柔
区杨宋镇张自口村“芳林美宣京
东种植休闲观光园”温室大棚温
暖如春，数千株艳丽的桃花竞相
开放美不胜收，进入了最佳观赏
期，是市民冬季郊外休闲度假了
解农事的好去处。图为村民正在
管理大棚
“盛开的桃花”。
卜向东

摄

为了新的一年幸福，干杯！
的位置，则以离主客的距离来看，靠近主 一再客气，没准人家会反感：
“ 说过不吃
客位置为尊，相同距离则左侧尊于右侧。 了，你非逼我干什么？”再有，不要挑食，不
中华民族一年一度的重大节日—— 若为八仙桌，如有正对大门的座位，则正 可只盯住自己喜欢的莱。用餐的动作要
春节即将到来了。在这个欢乐的日子里， 对大门一侧的右位为主客。如果不正对 文雅，夹菜时不要碰到邻座，不要把汤泼
神州大地笑脸洋溢，春联飘红，鞭炮阵阵， 大门，则面东的一侧右席为首席。这个位 翻，不要喝汤时“咕噜咕噜”，吃菜时嘴里
变成一个“吃喝的海洋”。年夜饭，朋友聚 置当属家中长者。点菜时，
“主持人”须做 “叭叭”作响，这都是粗俗的表现。更不要
会，各式家宴……若论菜肴品种、烹调复 到心中有数。可根据以下三个规则：一看 一边吃东西，一边和人聊天。嘴里的骨头
杂、样式精美，如果中国人谦称自己是“老 人员组成。一般来说，人均一菜是比较通 和鱼刺不要吐在桌子上，可用餐巾掩口，
二 ”，估 计 世 界 上 没 人 有 勇 气 自 夸 第 一 用的规则。如果男士较多可适当加量。 用筷子取出来放在碟子里。掉在桌子上
了。不过，有人提醒说，请客吃饭的场面 二看菜肴组合。一桌菜应有荤有素，有冷 的菜，不要再吃。进餐过程中不要玩弄碗
往往是不好应付的，诸多餐桌礼仪等待着 有热，尽量做到全面。如果女士较多，则 筷，或用筷尖直向别人。不要用手去嘴里
大家体验。为了不出丑，还是提早学习下 可多点几道清淡的蔬菜。三看宴请的重 乱抠。用牙签剔牙时，应用手或餐巾掩住
为好。
要程度。既然是过年，有条件的要点几道 嘴。用餐结束后，可用服务员送来的小毛
国 人 自 古 讲 究“ 坐 有 坐 相 ，站 有 站 “硬菜”，例如龙虾、刀鱼、鲥鱼、松鼠桂鱼 巾擦擦嘴，但不宜擦头颈；餐后不要不加
相”。毫无疑问，吃也要有吃相。因此，了 之类，
当然要量力而行。
控制地打饱嗝或嗳气；在长者还没示意结
解一些就餐习惯并非麻烦事。比如，国人
随着餐饮礼仪的被重视，商务宴请的 束时，家庭成员不得先离席。否则就会显
宴会排座次与国外不同。总的来讲，座次 某些讲究也被悄悄“移植”到家宴上。以 得失礼。
是“尚左尊东”、
“面朝大门为尊”。若是圆 中餐为例，用餐时要注意文明礼貌。不要
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时尚的时代，
桌，则正对大门的为主客，主客左右手边 反复劝酒劝菜，吃不吃由人自主。你要是 这种时代很容易颠覆传统。所以，家庭宴

□林 鸣

会倒也不必过分拘泥。亲友团聚主要是
要营造出“亲切友好、大快朵颐”的热烈气
氛。要在一年之初，让全家人对这顿盛宴
留下美好回忆，那就算取得“伟大胜利”
了！如果适当讲究一下饮食礼仪，肯定会
给这场欢宴锦上添花。对了，笔者还有个
重要提醒。而且这个提醒主要是针对年
轻人的。亲情融融的时刻，请你果断地关
闭手机——就一小会儿。要知道此时的
一低头，很可能“挖”了一道看不见的“鸿
沟”，让亲们尤其是长辈感到不悦。再说
了，一年时间很漫长，关机片刻，不耽误你
和信息社会的“交流”嘛。而且，营养专家
也温和地提示，边吃饭边玩手机的饮食方
式，会打破正常的饮食平衡和习惯，从而
导致饮食无规律、发胖等问题。好了，截
住话头，奉上祝福——祝您全家团圆，饭
香菜美，情谊深厚，幸福满满。让我们共
同举杯，
道一声
“猴年大吉”！

中国奢侈品市场有望迎来反弹
奢侈品牌需要制定灵活的价格和强大的数字化营销战略
本报讯 （记者郑建玲）知名的管理
咨询机构贝恩公司近日发布的 2015 年度
《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
（以下简称
《报告》）显示，2015 年中国内地奢侈品消
费继续下跌，但有迹象表明，奢侈品市场
或在今年迎来反弹，奢侈品牌需要制定灵
活的定价和强大的数字化营销战略，并高
度聚焦时尚，才能在本土市场赢得消费
者。
《报告》显示，2015 年中国奢侈品市场
规模为 1130 亿元，同比下跌了 2%，主要
下跌品类为手表、男装和皮具。2015 年，
中国消费者依旧热衷于奢侈品消费，海外
购的热度持续上升。其中，出境游的增长
以及中国消费者对 B2C 海外网站的依赖
和信任度增强，刺激了海外购的发展，这
也导致了中国奢侈品市场的整体下滑。
在对约 1500 名中国消费者进行研究
后，贝恩公司发现，2015 年，中国消费者在
奢侈品的购物地点选择上出现了较大的变
化。其中，
海外奢侈品购物整体涨幅 10%；
消费者蜂拥至日本购物，支出增长高达

200%以上；
汇率的优势和具竞争力的奢侈
品定价，
使韩国、欧洲和澳大利亚也成为了
2015 年中国消费者的热门购物地。与之形
成对比的是，
中国内地消费者在中国香港和
中国澳门的奢侈品消费下降了约25%。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境外游热度的不
断上升，中国消费者对于代购的依赖逐渐
降低，规模缩小至 430 亿元。贝恩公司分
析认为，
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奢侈品品牌进行价格调整，从而导致
代购利润下降；二是政府对包括代购在内
的进口渠道的监管加强、人民币疲软以及
其他购物渠道，尤其是跨境电商和海外购
物网站的兴起，
使代购规模开始下降。
“我们的研究发现，奢侈品行业正在
快速适应这些挑战，通过调整全球定价，
高度聚焦时尚等战略来推动国内奢侈品
的消费。”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
《报告》作
者布鲁诺说。
《报告》指出，国内销售下跌必然导致
大多数奢侈品品牌裁减门店数量，把更多
精力放在少数规模较大、位置较好的门店

上。很多品牌意识到他们需要找回因过
度扩张而变得模糊的品牌独特性。
贝恩公司的调查还发现，近 80%的受
访者一般从互联网或应用软件上接收奢
侈品信息；60%的受访者将社交媒体渠道
如微博和微信作为奢侈品信息的在线来
源。基于此，品牌在数字化渠道上的花费
平均达营销总预算的 35%，而且这一数字
还在上升。
展望未来，贝恩公司认为，今年，中国
奢侈品市场仍然面临上述发展中的问题，
但随着新兴中产阶级将变得更为成熟以
及他们对奢侈品的了解日益丰富，仍蕴藏
着发展机遇。一方面，由领先奢侈品牌发
起的全球价差调整以及中国政府在引导
本地消费上所付出的努力，都将刺激国内
消费增长；另一方面，其他奢侈品牌也很
可能会加入到全球价差调整的行动中
来。面对这种发展现状，奢侈品牌应加强
数字化平台建设（如微博、微信、应用软
件）和数字化内容创作，重视品牌的本土
化以反映市场偏好。同时，奢侈品牌还应

进一步加强品牌的年轻化和时尚化，以吸
引追求时尚的年轻一代消费者。在产品
设计和门店布局上也需进一步凸显品牌
的独特性。
“尽管中国市场存在诸多宏观的、经
济上的和行业上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
奢侈品牌就希望渺茫。”布鲁诺认为，
“品
牌的大量增长机遇将来自更为独特而时
尚的品牌系列、数字化平台互动、数字内
容创作以及能够鼓励中国消费者在本地
消费的定价。
”

本报讯 （马 丹）美国谷歌公司与芯片制造商
Movidius1 月 27 日宣布正在进行合作，加快把深度学
习技术直接纳入移动设备。这一合作意味着新一代
谷歌安卓智能手机可能内置机器智能，自身可进行图
像识别。
根据双方协议，谷歌将购买 Movidius 的超低能耗
芯片及其软件，把其先进的神经计算引擎配备在这种
芯片上，从而使机器学习能力可以在移动设备上本地
运行，而无需将数据上传网络进行计算，减少了等待
时间。
深度学习是机器智能的一类，依靠人工神经网络
的计算来进行，常常应用于图像识别。现有的手机图
像识别技术通常需要将移动应用连接云端数据库，利
用云端复杂的算法对上传图像进行比对、分析和辨
识。
未来的智能手机如果自身具备深度学习功能，就
可快速进行实时图像和物体识别，无需联网上传图
像。这一功能有多方面应用，如帮助视觉障碍患者辨
认人脸，
翻译标识等。
谷歌机器智能部门负责人布莱斯·阿尔卡斯表
示，通过与 Movidius 的合作，谷歌将可把这一技术引
入现实世界，让人们能够在个人设备上享受人工智能
带来的便利。
Movidius 首席执行官雷米·奥扎尼认为，与谷歌
的合作将带来新一代设备，谷歌会在不远的将来推出
这种设备。
Movidius 主要研制用于联网设备的高性能、超低
能耗视觉智能芯片。公司总部在美国硅谷，在爱尔
兰、罗马尼亚和中国都设有研发中心。

人工智能重大突破
电脑首次战胜围棋职业棋手

据新华社电 围棋与芯片成为新一期英国《自
然》杂志的封面，因为一个名为 AlphaGo 的电脑程序
战胜了围棋欧洲冠军，这是电脑首次战胜围棋职业
棋手。该电脑程序将在 3 月挑战世界顶级棋手李世
石。
这个电脑程序由位于英国的谷歌公司下属机构
“深度思维”开发。据“深度思维”介绍，该程序在与
其他围棋程序的对抗中获得了 99.8%的胜率。在这
次人机对战中，它以 5 比 0 的成绩战胜了欧洲围棋
冠军、前中国职业棋手樊麾。这是第一次有电脑程
序能在不让子的情况下，在完整的围棋竞赛中击败
专业选手。
AlphaGo 与 樊 麾 比 赛 的 裁 判 来 自 英 国 围 棋 协
会。据该机构介绍，AlphaGo 接下来将挑战韩国棋手
李世石，
比赛计划 3 月份在韩国首尔举行。
李世石曾多次赢得世界冠军。
“ 这是第一次有电
脑在公平规则下挑战人类顶级职业围棋手，我很荣幸
成为这名棋手，”李世石说，
“无论结果如何，都将是围
棋历史上意义重大的事件。”
在国际象棋领域，1997 年超级电脑“深蓝”战胜了
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相比而言，许多人认为围棋这
种源自中国的古老游戏更加“烧脑”，涉及的回合数和
各种策略组合都要高于国际象棋。因此人工智能的
这一最新战绩无疑是重大突破，此前一些观点称，至
少还要 10 年人工智能才能战胜围棋职业棋手。
“深度思维”首席执行官德米什·哈萨比斯说，这
一人工智能程序的成长有 3 个阶段，在最开始的阶段
会分析人类选手在围棋竞赛中的不同策略，然后会自
己“苦练”下棋并从中学习，最终这一程序能够思考如
何进行长线布局以击败对手。

新年选礼一站购
给妈妈更多选择

本报讯 （记者王娅莉）
“每到过年挑礼物的时候
都很头疼，虽然商场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但挑选到合适
的真是不容易。”正在购置过年物品的刘女士说，有刘
女士这种烦恼的消费者并不在少数。
刘女士说：
“今年的冬天特别冷，一直拖着不想出
门购物，眼瞅着到年根了不买也不行。之前想过在淘
宝上买，但依然很迷茫没有方向，如果有那种针对我们
妈妈群体的网站，既能买到孝敬老人的商品也能买到
适合孩子的商品就好了。”对于刘女士的这种诉求，很
多业内人士表示，这也是电商的发展趋势。
“与以往求
大求全不同，现在的电商发展都往某一固定领域发展，
比如只卖水果的、只卖电器的等，但针对人群划分的电
商目前并不多，比较成熟的是百洋商城，这个主要针对
妈妈群体的网站，打破了传统以产品品类划分的电商
观念，开始重新按照人群来细分市场。”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对吃穿用的需求
基本都能够满足，反而开始更重视自身的健康情况，于
是近些年来越来越流行“送健康”的观念。业内专家分
析认为：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送礼习惯与整个社会
的经济环境有一定关系。在经济处于一种高速增长期
时，人们送礼更偏爱体面、奢华的；而当经济进入平稳
健康发展时期时，人们送礼就更加关注实用性，特别是
对与健康相关产品会受到极大的关注。”这正与当下的
送礼趋势不谋而合。
据了解，日化用品在年货市场的表现已经越来越
受到瞩目，主打中药“安全调护”的振东家护也推出了
新年礼盒，并且分为儿童版和成人版。礼盒装有苦参、
板蓝根和金银花系列，每个系列都包含沐浴露、洗手
露、洗衣露、肤康液以及身体乳，成人版的还包含了中
药配方的私处护理液，全方面调护娇嫩肌肤。中药洗
护产品中的中草药成分，不仅能够达到理想的功效，而
且更适合国人体质，抗过敏。使用的科学组方，让肌肤
调理变成一件“严谨的小事”。为了满足消费者日益提
升的健康意识，振东家护依托上市企业振东制药，以制
药企业的研发生产标准进行洗护用品的生产，严选道
地药材，把控每一个生产环节，杜绝化剂添加，产品天
然安全有保障。
妈妈作为重要的家庭消费角色，需要照顾好全家
老少的健康需求，百洋商城不同于传统的母婴类网站，
不仅有针对孕期妈妈和婴幼儿的产品，更多的是打造
一种“健康家庭”的感觉，从药品到保健品、从母婴用品
到保健器械，
全都可以在百洋商城上一站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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