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YAOWEN

A18

MEIJIAJU

居

2017�年9月14日 星期四 编辑／版式 王颖 校对／ 王玲

每周四五见报

周刊出版时间

一是营造中心工作台。 水槽、灶台和冰箱，

三角工作区曾经被视为厨房设计的黄金法则，现

在，这个概念正在被打破。 首先，烤箱、微波炉等厨

房设备的增加，其次，开放式的厨房，都向三角形

提出了挑战。 有时，主人、孩子、朋友要一起动手，

共同分享其中的乐趣。 中心工作台， 可以集合储

物、备餐、烹饪区，边做饭边交流，自然而亲切。

二是设计多层次照明。 吊柜下方、吊柜和地

柜内部、天花板、烹饪区都应该安装照明设备。不要

为了节省电路改造费用而舍弃这些照明，否则会带

来极大不便。天花板的照明容易在某一区域留下阴

影，从而影响做饭时的操作，如果是切菜区域，还存

在极大危险。 吊柜下方的照明最好能调节角度，适

合不同做饭人的身高和视线角度。柜子内部灯的开

关应该和柜门开合相连，使用起来更方便。

三是采取分类收纳措施。 厨房收纳最好的

方法就是进行分类收纳。 先分好区域，再考虑抽屉

或者柜子内部的分类，使用拉篮、分隔件，类别分

得越细查找时越容易。 调料盒、盘子托等特殊的分

隔件设计不可少，这样日后使用才更方便。

四是按需配置专业设备。 喜欢烹饪和乐于

在家中宴请朋友的人， 应该按照需求增加专业的

厨房设备。 比如家里经常来很多人吃饭，安装在橱

柜台面下面的加热盘就很有必要， 保证每一道菜

上桌时都是热腾腾的。 能折叠收起的绞肉机、带有

电子秤的备餐盘都是方便快捷、 提升烹饪质量的

好帮手。

五是利用每一寸空间。 吊柜上方、地柜最底

层、油烟机的上方、水槽下面，所有的空隙都能被利

用。使用收纳筐可以把不经常用的厨具放在吊柜顶

上，或者直接摆几个装饰盘，效果也不错。梯子能藏

在地柜下面。油烟机上方可以摆放调料瓶和一些即

将食用的蔬菜水果。水槽下面的垃圾桶和清洁剂存

放位置也不能忽视。

六是注意劳动舒适度。 橱柜台面的高度要

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确定，不同区域的台面，高度

也应该有所不同。 烹饪区要比备餐区和洗涤区矮。

如果家里橱柜使用者的身高差异比较大，还可以选

用可升降的橱柜单元。带阻尼的滑轨能减少抽屉开

合产生的噪音、只用很小力气就能开启的吊柜五金

件，让做饭变得更省力。

七是留意开放式厨房过渡地带。 如今，越

来越多的人家开始打开厨房的隔断墙， 将厨房和

起居室融为一体。 开放式厨房与起居室的过渡地

带，成为设计的重点。 直接摆放餐桌、安装大型储

物柜、放置展示收纳功能兼顾的搁架、或者是制作

两面都可以使用的橱柜作为隔断。 除去功能上的

过渡， 表面材质和色彩也要衔接厨房和起居室的

装饰色调。

如果你总是处于忙乱之中，或者手里时常拿满

东西，那么带阻尼的抽屉就十分有必要，只需轻轻

一推就能关闭，没有噪音还省力。 如果你经常喜欢

敞开橱柜门，推拉门则比较实用，以免出现磕碰。

本报记者 商昌斌

做好厨房设计 享受烹饪乐趣

设计橱柜时一定要充分考虑细节和需求

厨房的装修设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橱柜的设计， 在购买或设计橱柜时大家往往会忽视很多重要细

节，而过于注重其面板的材质和颜色。 事实上，为了避免给以后厨房工作造成不便，在选购橱柜时就要充

分考虑细节和需求。 经典橱柜设计师王勇结合多年从业经历，介绍了在厨房设计时需要注意的几个细节。

业内人士：技术已升级 此说法不靠谱

复制指纹膜可以打开指纹锁

？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相关科

技的日趋成熟， 智能化防盗家居

用品开始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而指纹防盗锁作为智能家居重要

的组成部分， 已被许多贵阳市民

接受。 指纹锁在贵阳的应用如何？

其性能、 安全系数相比传统的机

械锁有何不同？ 使用指纹锁又应

该注意哪些问题？ 为此，记者进行

了调查。

家住观山湖区美的林城时代

的业主刘先生介绍：“我和家人搬

进来后，选择安装了指纹锁，录入

指纹， 就开始用指纹正常开门进

出，用下来感觉很方便。 现在家人

出门基本都不带钥匙， 不再为钥

匙会丢失而担心。 ”

“有时候指纹锁用起来也不方

便，有时要感应十几次才能开启，

我只能用钥匙开门。” 对于使用指

纹锁的不便之处， 该小区一名女

业主不满地说， 之后她换了锁里

的电池，指纹锁才恢复正常。

采访中， 不少业主表示看过

很多有复制指纹开门的报道，担

心家人的指纹被复制后， 家门可

以被人轻易打开，“我听说有人会

在上班时打卡作弊， 他们作弊的

方式就是用在网上买的指纹膜复

制好自己的指纹， 之后用复制好

的指纹膜去打卡上班， 打卡机还

进行了识别， 却并未发现作弊的

情况。 ”业主刘先生说，他个人感

觉智能锁和指纹打卡机可能较为

相似， 担心家里会被复制指纹后

被盗。

目前， 在贵阳市的各大装饰

市场， 销售锁具的大型店面都有

指纹锁出售。

在新发市场一家锁具专营

店， 该店老板告诉记者：“我们店

里主要有三款智能锁， 卖价都在

2000元左右， 指纹锁是目前市场

上最安全的防盗锁， 安全性能都

很高。 有的著名品牌指纹锁价格

高达 5000 元， 但很难卖出去，所

以现在就没有进这种锁。 ” 这家

店主要是批发， 因此价格相对于

其他商家稍微便宜一些。“一般顾

客购买后， 我们也会派人去免费

安装。 ”

当问及销量， 该店老板说：

“因为价格有点贵，舍得花钱的人

较少， 销量一般， 不过相比前两

年， 来买的人已经逐渐多了起

来。 ”

据介绍， 来买指纹锁的人往

往都居住在洋房、 别墅等高档住

宅小区， 但由于购买群体人数有

限，所以销量很一般。 不过这两年

的销量呈现增长态势， 预计再过

几年会卖得更好。

记者在淘宝网上搜索， 有不

少销售指纹膜的公司。 其中一家

官方网站首页上的提示语为：“出

售指纹膜，无需提供指纹样本，首

创低温取指纹技术， 指纹膜比自

己手指去打卡还灵敏。 ”

记者与该公司的销售人员进

行了联系， 对方表示：“做指纹膜

可以开指纹锁” ，并发来指纹膜的

价格。 ”

网上商家的说法是否属实

呢？ 广东志诚锁具公司贵州区销

售经理刘祥介绍， 可以复制指纹

来开指纹锁的说法并不靠谱，因

为这在指纹锁刚问世时， 靠复制

指纹来开锁有成功可能性。 但随

着技术的完善， 现在几乎不可能

做到，“指纹防盗锁的识别精细程

度非常高， 识别端口不但可以识

别指纹，还可以识别人体温度、血

流速度以及湿度等指标， 想要通

过复制指纹的方式蒙骗过关基本

是不可能的。 ”

“国内不少媒体都报道过实

验指纹膜开指纹锁的实验， 我也

曾做过实验， 将食指放在指纹识

别区上成功开锁后， 用透明胶带

将识别区上自己的食指指纹拓印

下来，做成指纹膜感应，指纹锁并

没有任何反应。 ” 他说，市民所说

的指纹打卡机在安全级别和感应

级别上比指纹锁技术要低很多，

“指纹锁的指纹识别系统，涉及到

千家万户的安全， 其防伪技术很

高，一般不可能轻易被复制。 ”

当然，指纹锁作为一种器具，

也不能绝对保证万无一失。 他介

绍：“如果指纹锁发生故障， 就会

变得和普通的机械锁一样， 同样

也可能会被盗。 目前，市面上更高

级别的指纹锁已经开始采用刮擦

指纹头的开锁方式， 这种指纹锁

不设置钥匙孔， 是利用电容技术

分析指纹的沟壑， 还可以识别刮

擦感应的是否是活体指纹， 也就

是说， 无生命的复制指纹膜将会

不起作用。 未来，指纹锁也将会越

来越安全。 ” （商昌斌）

安装指纹锁方便与担忧并存

指纹锁售价在 2000元以上

复制指纹打不开指纹锁

日常清洁保养 延长淋浴房使用寿命

淋浴房是许多家庭浴室

里的必备， 日常的清洁和保

养，可以使整体淋浴房的使用

寿命更长。 清洁保养淋浴房，

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不要用尖锐物打击

或撞击玻璃表面；不要用腐蚀

性液体擦拭玻璃表面；不要用

粗糙的物料擦拭玻璃表面。日

常清洁时一般使用柔软的干

布即可。

第二，框架要防止阳光的

直射与暴晒；不能用腐蚀性液

体进行擦拭；不要用粗糙物料

擦拭表面。如果铝材表面出现

污渍，用中性洗洁净溶水后擦

拭。

第三，推拉式淋浴房在使

用中应注意避免用力冲撞活

动门； 注意定期清洁滑轨、滑

轮， 定期调整滑块的调节螺

丝，保证滑块对活动门的有效

承载和良好滑动。

第四，不要用尖锐物打击

或撞击亚克力底盘；不要用腐

蚀性液体擦拭表面；不要用粗

糙的物料擦拭表面。如有轻微

的污垢，可用柔软的布或海绵

蘸中性清洁剂进行清洗，在清

除顽垢时，请用酒精清除。

（商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