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善行业标准，迈向“全屋智能”

业内人士指出， 智能家居离真正的智
能化还有一段距离。目前，智能家居产品更
多的是“盆景”，虽然单品火爆，但是系统应
用不深。迈向真正智能化，还需要打造智能
家居生态体系，实现“全屋智能”。对于消费
者来说， 使用越简单越好， 应用入口要简
化， 比如通过智能手机或者智能音箱来控
制智能家居的所有环节。否则，一个智能家
居产品对应一个手机应用， 操作繁琐只会
吓跑消费者。

行业标准还需进一步厘定和完善。 智
能家居产品之间无法互联互通， 成为阻碍
行业发展的瓶颈。 单个智能产品难以发挥

应有的功能，更不能形成集聚优势。然而各
个商家都想争夺智能家居的入口和话语
权，生产的智能产品无法实现兼容。智能家
居涉及智能家电、家庭装修、网络平台等多
个利益主体。如何统筹协调，构建一体化的
智能家居生态系统， 是摆在各方面前的一
道必答题。

智能家居实现“全屋智能”，还要跨过
一系列技术门槛。 智能家居通过物联网，使
各个智能终端互联互通， 同时对数据进行
分析处理，构建高效的生活服务管理系统，
提升家居的便利性和舒适性。 专家认为，真
正的智能家居产品首先要实现物联化，在

此基础上， 还要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
术，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智能家居只有具备分析处理数据能
力，才能实现真正的智能化。智能家居产品
要能对共享的数据进行智能分析， 进而自
动开启相应的应用模式。比如，对于智能冰
箱来说， 通过手机远程操控还谈不上真正
的智能， 真正的智能冰箱还要具有分析数
据的能力，能够识别食品，告诉用户各种食
品什么时候可能变质，并计算营养成分，提
供合理的饮食建议。

随着 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
进一步发展，标准建设加快推进，以及智能
生态系统的日益完善， 智能家居产品将从
单品迈向“全屋智能”，形成强大合力，更好
造福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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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实现“全屋智能”，
还需迈过几道关？

“奇葩”专业
得有真才实学

■ 何珂

前不久，四川宜宾一院校揭牌成立“宜宾燃面学院”，将开设相
关专业，培养科班出身的燃面人才。新闻一出，就吸引了不少网友的
关注。脑洞大开的网友们纷纷跟帖：接下来可以开设李庄白肉学院、
眉山泡菜学院、云南过桥米线学院、兰州拉面学院、重庆火锅学院、
成都夫妻肺片学院等等。

实际上，类似“燃面学院”这样的专业早已有之。湖北潜江一职业
技术学校开设“潜江龙虾学院”，首批毕业生刚毕业“便遭哄抢”；湖南
岳阳平江县，开办备受瞩目的辣条专业班，为行业发展添砖加瓦；广
西柳州开办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为“网红食品”提供急缺的技术职
业人才与合格的产业工人……这些看似哗众取宠的专业设置， 其背
后都有经济规律和文化脉络，看似荒唐，实则存在诸多意义。

在宜宾，当地的燃面市场规模近百亿，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对科
班出身，能把握全产业链的职业技能人才需求量也大幅增长。 这个
看起来有点“奇葩”的专业其实能为当地企业培养急需的餐饮职业
技术人才。在海南，三亚学院国际酒店管理学院开设了邮轮、高尔夫
等特色专业，学生“供不应求”，每年毕业季，五星酒店都要来学校主
动招聘人才。 有市场需求，就有人才需求。 无论是“燃面学院”还是
“邮轮、高尔夫专业”，这些专业，多开设在地方院校。 对地方高校来
说，学校的发展和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其专业设置以地方对人
才的需求为依据，有效地满足了市场需求。

眼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不少企业出现了“用工荒”问
题，而与此同时，很多行业仍存在就业大军“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
场景。 当面临就业的学生都在哀叹“内卷”的时候，一些特色美食孵
化出庞大的产业规模和较长的产业链，为众多年轻人拓展了特色化
的就业渠道，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当然，高校专业的设置也不能任性而为。 专业设置涉及到学历
教育，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开设专业，有没有稳定的师资队伍，课程
设计是否科学，把学生招进来之后，后续的教学、就业质量能否有保
障等，一系列问题都必须考虑周全。 因此，在专业设置的过程中，既
要有前瞻性，也要具有科学合理性；既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
市场需求，也要避免盲目跟风和功利化办学，只有真正把精力放到
提升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上来，真正解决高校与市场、人才培
养“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问题，才能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具有
“独门绝技”且好就业的优秀毕业生。

新规！ 适老版网站及 App严禁广告弹窗
《互联网网站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和

《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
范》7 日发布。其中明确规定，适老版界面、单
独的适老版 App 中严禁出现广告内容及插
件，也不能随机出现广告或临时性的广告弹
窗。 同时，移动应用程序中应无诱导下载、诱
导付款等诱导式按键。

工信部指出，规范对广告插件及诱导类
按键进行限制，首先是禁止广告插件。 提供
适老化服务的网页或独立的适老化网站、适

老版界面、单独的适老版 App 中严禁出现广
告内容及插件，也不能随机出现广告或临时
性的广告弹窗。 其次是禁止诱导类按键。 提
供适老化服务的网页或独立的适老化网站
以及移动应用程序中无诱导下载、诱导付款
等诱导式按键。

《互联网网站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提
出， 在不依赖操作系统和浏览器的前提下，
计算机适老化网页应提供网页的放大设置
与大字屏幕服务。 验证码方面，如网页中存

在非文本验证码，应提供相应的验证码放大
服务， 且验证码的放大倍数不低于 2 倍，包
括字符、 图形和各类拖拽形式的验证码；如
网页中存在非文本验证码，至少提供一种视
觉感官以外的验证码，如系统推送的语音验
证码；验证码时效上，有时效限制且不超过 3
分钟时长的验证码，应为用户提供语音告知
时效的服务，并提供延长时效设置。 时效延
长设置时长不低于原时效的 2 倍以上。

此外，《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通

用设计规范》中明确，移动应用程序进行个
人信息处理时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即处理
个人信息应当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
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进行与
处理目的无关的个人信息处理，以保障老年
用户个人信息安全。具体收集信息(如位置信
息、图片信息等)行为，应符合《常见类型移动
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 》
《App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最小必要评估规范》
要求。

（本报记者 何明 整理）

教育部：一年级教学主要采取游戏化等方式

日前，教育部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
导意见》，提到：①改革一年级教育教学方式，国家课程主要采取游
戏化、生活化、综合化等方式实施。 坚决纠正超标教学、盲目追赶进
度的错误做法；②幼儿连续用电子产品不宜超过 15 分钟；③幼儿园
不得提前教授小学课程内容，不得设学前班；④小学严格执行免试
就近入学，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等作为招生依
据，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

点评：这些措施富有现实针对性。 幼儿无需试卷，教育拒绝内
卷，过早开发幼儿智力只会剥夺他们的快乐权利。遵循成长规律，扔
掉抢跑心理，呵护孩子健康，是全社会责任。 还孩子一个完整童年，
他们才有更可塑的未来。

网友热议：
@ 皮薄陷多大肉包：支持！ 寓教于乐。
@ 阿狸 cri：改革一年级教育教学方式，很有必要。

■ 本报记者 马成涛

早上起床， 智能窗帘自
动打开， 扫地机器人把地面
打扫得干干净净， 智能电饭
煲已经煮好饭， 智能音箱播
报实时天气预报， 提供穿衣
指数指导， 并为你规划好出
行路线……这样的智能生
活，你向往吗？ 近年来，智能
家居产品受到越来越多消费
者的青睐。 不过，大部分消费
者使用的还是智能家居单
品。 智能家居实现 “全屋智
能”，还需迈过几道关？

成为市场“新宠”，飞入寻常百姓家

“再也不用担心家里的卫生了。”最近，
家住合肥市瑶海区的刘女士买了一款扫地
机器人，一键开启，就能把屋子打扫干净。
据她介绍，这款扫地机器人能够智能避障，
到桌底、床底清扫，轻松清除瓜子壳、饼干
屑、毛发、灰尘等常见家庭垃圾，实现扫地、
拖地、擦地等多种功能。

据了解，近年来，扫地机器人受到越来
越多年轻人的追捧，增长势头迅猛。数据显
示，2020 年扫地机器人销售持续火爆，线
上销量同比增长 10.25%，销售额同比增长
25.37%。今年春节期间，天猫平台扫地机器
人销售增速同比超过 100%。

扫地机器人销售火爆， 是智能家居进
入寻常百姓家的一个缩影。 时下， 智能门

锁、智能音箱、智能儿童陪伴机器人、智能
监控、智能开关、电动窗帘等一大批智能家
居产品正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 天猫精灵
数据显示，2020 年“双 11”抢先购启动后，
仅仅 2 分钟， 智能家居生态销售额破亿，1
小时卖出了超过 100 万台智能家居设备。

下沉市场成为智能家居行业的新蓝
海。 记者走访安徽多地了解到，智能空调、
智能电视、智能净水器、智能洗衣机等智能
家居产品成为热销产品。 多个智能家居店
负责人表示，年轻人追求时尚，这些智能产
品几乎成了他们置办家居产品的 “标配”。
消费者普遍表示，智能家居产品方便实用、
省时省力， 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愿意
购买智能家居产品。 天猫等平台日前发布

的 《2020 下沉市场智能家居消费洞察》显
示， 下沉市场已经成为智能家居消费的主
力市场。天猫精灵数据显示，性价比高的智
能小件最受下沉市场欢迎， 人均花费超过
2000 元购买智能家居产品，电子锁、智能
取暖器、安防摄像头为 2020 年销量前三的
智能产品。 数据显示，智能开关、智能电蒸
箱、智能落地灯等客单价在 50 元到 300 元
之间的小家电， 在下沉市场的年销量同比
增速均超过 300%。

业内人士分析， 智能家居产品受到消
费者的认可，有多方面的原因。很多智能家
居产品价格较低、操作方便、功能实用，解
放了人的双手，激起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消费者的消费能力稳步提高， 也愿意购买
智能家居产品， 让自己和家人享受更加智
能化的便捷生活。 此外，疫情之下，人们的
居家时间增多， 对智能家居产品有了更为
强烈的需求。

存在诸多痛点，暗藏安全风险

智能家居产品销售火爆的同时 ，也
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伪智能 ”。 目前 ，很
多产品都被贴上了 “智能 ”的标签 ，比如
智能电风扇 、智能油烟机 、智能烤箱等 。
不少所谓的智能家居产品虽然能通过手
机联网操作，但是由于操作麻烦 ，反而遭
到了消费者的“吐槽”。 比如，对于智能电
饭煲，有网友反问：“煮饭时，传统的电饭
煲按一下就能煮饭，为什么还要联网 ，通
过手机操作？ ”

智能家居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 比

如，很多智能门锁采用人脸识别技术，用户
无需使用钥匙， 只要刷脸就可以轻松打开
房门。 然而，人脸等生物信息一旦泄露，可
能会给用户带来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时
下，很多人都在使用“刷脸”支付，将人脸信
息和支付宝、微信支付进行绑定。人脸识别
信息犹如支付密码，一旦被泄露，就相当于
把支付密码告诉他人， 账户的安全性将受
到极大挑战。更让人担忧的是，传统的密码
可以更改，而人脸信息却无法更改，一旦泄
露，很难进行补救。

智能家居产品尤其要当心黑客攻击。
时下，不少消费者在家中安装智能监控，用
手机就能远程看到家中的实时情况。 然而，
如果受到黑客攻击， 这些家庭摄像头就成
了偷窥隐私的窗口。 黑客可以破解摄像头
的 IP地址， 非法控制用户的计算机信息系
统，从而偷窥用户的家庭隐私。 安全专家表
示，很多智能摄像头没有硬盘存储功能，通
过网络将画面发送至“存储中心”。 生产厂
家控制着“存储中心”，并为用户提供 IP 地
址、账号。显然，在数据上传、后台存储、账号
登录等环节，都存在被黑客攻击的可能性。

安全专家指出， 智能家居产品只有妥
善解决安全问题，比如隐私保护、系统的稳
定性等，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智能家居 王子强/绘

安徽日报新媒体中心出品

今后取件要将可循环包装物归还快递员

近日，国家邮政局对《邮件快件包装管理办法》进行解读。 国家
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管爱光介绍， 对依照规范进行的包装操
作，用户对快递包装不宜提出过多缠绕胶带要求；自备包装物不符
合规定，快递员要求更换或者代为更换的，用户不得拒绝或阻碍；对
寄递企业投入使用的可循环包装物，收件人应当在取出内件后将可
循环包装物归还快递员。

点评：从长远来看，绿色、环保、智能是大势所趋。快递行业的迅
猛发展，对环保、企业社会责任方面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更重要的
是，必须将快递包装回收纳入垃圾分类监管体系，进行通盘考虑，并
汇集多方力量，形成合力。

网友热议：
@ 棕榈君的备忘录：现在太多快递都是过度包装。
@ 小安：回收再利用真的好重要，一定要好好保护环境。

（本报记者 马珺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