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琳琅满目的电子锁， 选购

时无从下手也成为消费者的烦恼。

对此，有专家表示，消费者在选购电

子锁时， 一方面可以参考即将发布

的《白皮书》来甄选产品，另一方面

应该遵循实用性原则。

“不要把电子锁当成万能物。”

廖亮表示， 在选用电子锁时最好

不要太多“花里胡哨” 的功能，

要牢记电子锁最基本的目的和初

衷就是“不带钥匙”。 只要满足这

个初衷， 再选择合适价位的产品

就可以了。

“如果天天收快递， 可以选择

有远程开锁功能的电子锁。 或者如

果是单身女性用， 可以加上猫眼等

功能。” 张宝强表示， 由于电子锁

价格昂贵， 一台电子锁价格甚至超

过了普通电冰箱、 电视机等传统家

电的价格， 因此购买电子锁时要基

于现实需求， 将自己的需求想清楚

再选择， 才不会“过度消费”。

如果说，近年有哪款电子产品是前

景广阔的消费热点，那么电子锁无疑是

其中一款。 电子锁是智能家居新应用场

景下的爆款产品。 该产品解决了用户

“忘带钥匙”的问题，让大量消费者感受

到“一用就回不去”的愉快体验。

除了产品本身具备良好体验，电子

锁的推广还有不少产业和政策上的优

势，为其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比如，

精装地产政策的不断落实，电子锁更多

地被精装楼市项目所青睐，将其作为房

屋标配；民宿、公寓、酒店等商业主体，

为提升消费者入住体验，也正在用电子

锁代替传统门锁。

但与电子锁行业快速发展相比，行

业监管却仍有待加强。 电子锁价格昂

贵，目前市面上电子锁的价格大部分在

2000元到5000元之间，甚至超过了部分

冰箱、洗衣机、电视等传统家电产品的

价格。 但是，与普遍有行业龙头大品牌

与成熟规范的传统家电相比，电子锁行

业品牌集中度相对较低、 中小企业多，

监管政策需要加强。 同时，电子锁行业

标准相对滞后、同质化现象严重、部分

技术安全性与质量较低等问题仍然凸

显。

为全面、 系统梳理电子锁行业标

准、规范、现状及发展趋势，推动电子锁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万科采筑平台联

合CVC威凯等权威机构、 房地产企业、

智能家居生态品牌、电子锁上下游企业

及相关行业组织联合编制的

《2022电子锁质量白皮书》已正式

启动编写工作， 将于明年正式发

布。

据记者了解，《白皮书》 编制引

入了多位重量级专家。 CVC威凯智

能安防产品线负责人廖亮代表参编

单位CVC威凯作为技术专家， 参与

《白皮书》编写工作，负责编写《白皮

书》的大纲、协调各参编企业参与编

写工作、组织《白皮书》内容研讨会

等。

廖亮在电子锁行业拥有近5年

从业经验， 主要从事智能家居与安

防产品、网络与信息安全、无人机的

标准与检测认证技术研究， 曾参与

完成多个国家及省市主管部门关于

智能门锁产品的专项质量提升任

务。

参与《白皮书》编写的其他专家

还包括： 珠海采筑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质量管理负责人、 雄安新区绿色

建材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 中国建

筑卫生陶瓷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委员中国材料与试验团体标准委员

会委员耿博，曾搭建“中国智能锁共

享产业平台” 打造智能锁可信交付

平台的全国五金制品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日用五金分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张宝强等。

在近日举行的关于《白皮书》与

电子锁行业规范化发展的媒体分享

会上，廖亮表示，目前国内电子锁市

场上还存在低质量产品和三无产品

等情况。 部分产品价格低廉， 可靠

性、耐久度、防火能力、报警安全性

都不足。在行业仍处于鱼龙混杂、良

莠不齐的大背景下，推出《白皮书》

对行业发展有重要价值。

廖亮介绍， 电子锁既有智能产

品属性，又有传统机械锁的属性，因

此低质量的电子锁产品会在这两个

方向上出现问题。 比如在智能产品

属性上， 电子锁既然是带有芯片的

电子化工具， 在安全性上就有可能

会面临生物特征仿真、网络攻击、病

毒攻击等电子攻击。 价格低廉的电

子锁， 将有可能直面黑客攻击的风

险。 目前大量电子锁需要解决小孩

和老人的指纹难以识别、 强光和暗

光下人脸识别失效等实用性问题。

在电子锁的机械特性上， 电子锁的

耐久度、防火能力、防护安全性等物

理特性同样影响使用安全。 在“扭

力”上是否过关、材质上是否以次充

好、 设计上能否承担足够强度的破

坏力， 都成为决定一把电子锁质量

的关键。

耿博表示，电子锁“普通却并不

简单”。 比如，电子锁与小汽车车门

一样，时时刻刻面临着“双季节”环

境。 所谓“双季节”环境，就是电子锁

在房间内可能是空调环境， 而外面

一层则是面对酷暑高温； 又或者反

过来， 房间内是温暖如春的暖气环

境，房间外则寒风大雪。 这种“双季

节”环境，对电子锁的材质构成极高

的要求。因此，电子锁作为家庭安全

的第一道防线，又是新兴的产品，出

台行业管理规范成为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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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子锁质量白皮书》启动编写，明年发布

行业专家为电子锁选购支招

□

信息时报记者 潘敬文

近几年， 电子锁等产品逐渐走

进千家万户， 成为智能家居的爆款

产品。一方面，电子锁便利性超越传

统门锁，让消费者“一用就回不去”；

另一方面，在广受欢迎的同时，电子

锁的便利性、 安全性和质量也受到

关注，有的一台电子锁的价格，甚至

比传统电视、冰箱、洗衣机还贵，但

并不是所有产品的质量都能达到预

期。

为规范电子锁行业， 万科采筑

平台、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简称

“CVC 威凯”） 联合业内相关单位，

已正式启动《2022电子锁质量白皮

书》（下称《白皮书》）编写工作。《白

皮书》将全面、系统梳理电子锁行业

标准、规范、现状及发展趋势，推动

电子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京东方供货小

鹏

G9

首款“中控

+

娱

乐”系统级双联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

文）

9月21日，小鹏旗舰车型G9

正式上市，其首款超大尺寸中

控屏与副驾驶屏组成的双联

屏成为最大亮点之一。 据介

绍，京东方为小鹏G9独供近30

英寸高清中控屏+副驾娱乐屏

的系统级整合显示解决方案，

极大提升了整个座舱的智能

化和科技感，为消费者带来更

智能、安全、舒适的驾乘空间。

千鸟互联获

B

轮融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

文 ）

9月21日，2022年数字化

产业高峰论坛暨千鸟互联B

轮融资发布会在广州宏太智

慧谷举办。 据介绍，宏太资本

是千鸟互联本次B轮融资的

领投方。 千鸟互联是一家以

在数字化领域尚属空白的印

刷包装行业作为主攻目标的

创新企业。 千鸟互联通过其

下游的工业废纸回收产业为

跳板， 将数字化力量由下至

上引入到印包产业中， 帮助

印刷包装行业更快拥抱数字

化转型的新浪潮。

千鸟互联创始人刘闻波

透露， 目前印包行业的盈亏

平衡线需要设备年均利用率

达到40%以上， 而达到50%以

上的利用率就能够盈利，但

目前行业中利用率能达到

50%以上的仅占三成。 为此，

千鸟互联在原有的数字化平

台基础上， 推出普睿特智能

云工厂的线下园区模式，通

过对中小印包企业闲置产能

的再利用， 为入驻普睿特智

能云工厂的厂商带来成本降

低、订单增加的成果，并提供

供应链金融等更多的赋能。

华为

Mate50

在

广东线下门店热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

文）

9月6日，华为Mate50系列

及全场景秋季新品发布会举

行。 9月21日上午10:08，华为

Mate50系列全渠道迎来正式

发售， 其中华为Mate50售价

4999元起、华为Mate50 Pro售

价6799元起、 华为Mate50 RS

保时捷设计售价12999元起。

据华为方面介绍，广东线下各

大华为门店销售情况十分火

爆，不少消费者一早便前往各

地线下门店排队购机。

《白皮书》编写工作启动

多位顶级专家参与编制

推动电子锁行业规范化

选购电子锁应注重实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