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次风险监测检验中心公布的结果

显示， 在30批次具备感应卡片开锁功能

的样品中， 有28批次存在感应卡片容易

被复制的风险，占比高达94%。 其中存在

风险的28批次样品，均支持将饭卡、公交

卡、 工作卡等未数据加密的感应卡片录

入到智能锁系统中来开锁， 而此未加密

感应卡片可以通过手机NFC功能

（近距

离无线通信功能）

，用手机读取到感应卡

片信息来复制一张完全一样的感应卡。

据了解， 厂家在推出感应卡片识别

时，是以可自行增加感应卡片作为卖点，

当智能锁配置的卡片不够用或不想增加

卡片数量时， 用户可以自行用其他卡片

录入智能锁来实现验证开门的功能。 但

使用方便的同时，

安全性恐难以保

证。 朱道明表示，

想避免感应卡片

被复制，从根本上

就是关闭智能锁中可录入其他感应卡片

的功能， 使用智能锁自带具有数据加密

功能的感应卡片。 陈军和王小姐都认为

目前感应卡片还需升级数据加密技术。

陈军表示， 很多智能锁企业意识到了安

全风险， 都在研究升级感应卡片的数据

加密技术，使用智能锁自带的感应卡片，

相对要安全得多。

专家提醒： 不用非智能锁自带的感

应卡来开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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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星期五

INFORMATION TIMES

B10

专家观点

谈及对此次监测结果的看

法， 中国智慧人居产业促进会秘

书长陈军认为：“虽然智能锁已经

发展了近二十年， 但之前一直不

温不火，直到

2015

年开始，行业突

然迅猛发展。近四年来，经历了从

百来个品牌到上千个品牌的高速

增长。在此情况下，必定会有众多

良莠不齐的产品出现。 ” 在他看

来， 目前行业标准缺失也是原因

之一，由于行业发展迅速、标准制

定时间周期长， 标准跟不上行业

的发展， 他说：“现行的国家标准

JB21556-2008

《锁具通用安全技

术条件》是近十年前制定，已经不

适用现在的市场。 没有标准的指

导，企业各自埋头发展，导致市场

上出现鱼龙混杂的产品。其实，开

锁方法越多、隐患也就越多，加之

许多智能锁的电子部件都是第三

方制作， 简单满足开关功能就采

用了，对抗干扰、抗侵入等也没做

相关实验， 在设计之初便存在缺

乏安全方面的考虑， 使消费者也

难以辨别智能锁质量的优劣”。

“目前市场监管总局的风险

监测可以督促行业的发展”，陈军

表示：“此监测前几天， 上海质检

院也召开了智能门锁标准审查

会， 希望通过更新标准来促进行

业的健康发展”。

责编：刘伟 美编：林燕芳

亟待出台行业新标准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颖婷）

近

日， 生活家地板与中国国家女子足

球队正式宣布成为官方合作伙伴。

未来， 生活家地板将在体育营销领

域探索发展模式。

生活家地板总经理林德英表

示，通过和中国女足的合作，让体育

精神、 足球文化给生活家地板带来

激情和活力， 让中国消费者了解生

活家地板， 让世界了解生活家的品

质。 生活家地板将与中国女足共同

奋进， 一起走向更大更壮阔的国际

舞台。

生活家地板探

索体育营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颖婷）

自

诗尼曼于2018年7月推出“买衣柜送

橱柜”套餐方案后，市场反响良好、

受到消费者欢迎，并借由1月12日代

言人海清的生日契机， 将此创新性

营销活动延续开展。

诗尼曼相关人员表示，历经3个

月准备推出的“买衣柜送橱柜”套餐

方案，采取直接赠送橱柜的策略，对

企业供应链是莫大考验。 此套餐是

基于消费场景和习惯提出的战略，

也是推进整装定制一站式购齐的重

要战略。

诗尼曼“买橱柜

送衣柜”持续开展

历经两个月的“幸福来敲门·社区

惠民行”第三季公益活动圆满收官。 宅

翻新以丰富的服务内容吸引了上百户

居民参与，并以专业、细致、温暖的服

务， 获得了居民们的纷纷点赞。 据了

解，宅翻新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开展

公益活动。 对于宅翻新而言，坚持践行

爱心公益活动、为用户打造舒适空间，

不仅是企业价值观和使命所在， 也是

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

“橙色公益风”吹入百户家庭

2018年11月，由信息时报主办、各

街道办指导的“幸福来敲门·社区惠民

行”第三季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华宁装

饰集团旗下宅翻新毅然加入了公益队

伍。 活动期间， 宅翻新走进四个有着

“十年楼龄、两千户以上”的广州成熟

大型社区，分别为海珠逸景翠园、番禺

星河湾、天河华景新城、海珠金碧花园

的居民提供电路灯具、门窗家具、厨卫

洁具、房屋检测、免费量房等5大类共

24项免费家居维修服务。 两个月以来，

宅翻新共服务了上百户广州居民，为

居民传递幸福生活。

用心服务获得居民点赞

本季“幸福来敲门·社区惠民行”

公益活动得到了行业人士、 社区居民

的一致肯定。 记者看到， 在每场活动

中， 总有络绎不绝的居民来到宅翻新

摊位咨询服务， 为了探究宅翻新受欢

迎的原因， 记者跟随宅翻新师傅一同

来到了单奶奶家中， 她在宅翻新预约

了维修灯具、更换灯泡服务。

师傅上门服务时， 消费者最担心

工作人员会把家里弄得一团糟， 但记

者留意到，宅翻新专业很强，师傅身穿

轻便工作服、提着统一工具包、戴着干

净鞋套，和业主彬彬有礼的交流。 师傅

在了解灯具故障的原因后， 马上就解

决了灯具问题。 单奶奶开心地说：“平

时阳台的照明都是开着厨房的灯，本

以阳台灯已经坏了，打算换成新的，没

想到师傅直接帮我免费修好了”。

修好阳台灯后， 宅翻新师傅主动

把维修现场收拾干净、 还将维修工具

放回了原地。 看到业主年龄大、行动不

便，还检查了家里其他问题，如门窗推

拉卡顿、柜子松动，就帮其涂好了润滑

油、拧紧了螺丝。 单奶奶对宅翻新的服

务赞不绝口：“这真的是一个特别有爱

心、特别温暖的品牌。 ”宅翻新用其专

业、细致的服务，获得了用户的优良口

碑。

传递居家幸福，打造舒适空间

据了解， 宅翻新提供的业务除了

维修安装以外， 主推的是房屋翻新服

务。 宅翻新希望通过专业、细致、温暖

的服务，向用户传递幸福，打造舒适空

间。 华宁装饰集团董事长、宅翻新创始

人刘霖介绍，“幸福来敲门” 公益活动

和宅翻新的理念相融， 才使拥有爱心

的两者走到一起， 并通过企业实际行

动，去回馈用户、履行社会责任。

除此以外， 宅翻新还自发组织了

“雷锋日” 免费维修活动、“橙色书屋”

爱心助学活动、“橙色焕新” 等公益活

动。 刘霖表示：“长久以来宅翻新坚持

开展爱心公益活动， 把改善人们居家

生活环境为己任， 为用户打造更舒适

的居住空间，带来美好生活”。

信息时报记者 王颖婷

宅翻新“橙色公益风”吹入百户家庭

宅翻新用心服务获得居民点赞。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公益活动得到了行业人士、社区居民的一致肯定。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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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控制信息易泄露

在手机APP如此兴盛时期， 能在手

机上远程控制， 是智能锁有力的卖点之

一。此次监测结果显示，10个批次具备远

程控制的样品中，8个批次有信息安全问

题。 检验中心人员通过简单操作后，不仅能

远距离控制门锁状态， 获取用户手机信息，

甚至还可以进入厂商服务器，获取大量使

用该品牌智能门锁用户的手机信息。

针对目前消费者尤为关心的信息安

全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士，多数认为

目前手机APP远程控制时机、 技术尚未

成熟。

朱道明表示， 西勒奇在中国市场的

智能锁手机APP， 只能通过蓝牙在智能

锁约1米范围内用手机连接后进行操作。

此举动也是考虑到环境安全条件尚未成

熟， 待时机成熟后将会马上推出具有远

程功能的智能锁。“我建议消费者谨慎购

买具备远程一键开锁功能的智能锁”，王

小姐告诉记者：“在远程授权开锁功能

上， 应选择购买具有加密技术处理的智

能锁，就算被他人窃取了，也难以获得真

正的开门密码”。

专家提醒： 不轻易使用远程开锁功

能， 也不要开启其他智能家居设备中的

远程控制功能。 建议启用组合验证的开

锁方式，如使用密码

+

指纹 、密码

+

信息

识别卡等进行双重身份验证。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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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卡片开锁易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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