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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ozilla CEO Brendan Eich 因为争议

辞职

在 Brendan Eich 被提升为 CEO 董事长

后 9 天，他就提出了从 MOZILLA 辞职。Eich 是

JavaScript 的发明者，他在首次讲话中宣布将

努力改善火狐的移动操作平台以对抗安卓系

统。不久后，Eich被曝出于 2008年支持加州反

同性恋婚姻提案。虽然他最初拒绝批评，但最终

因为这个事件被迫离职。

8. 阿里巴巴美国成功上市

被誉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 IPO 之一，中

国的零售业巨头阿里巴巴成为了历史上美国证

券市场第二大互联网公司。相对公司计划的每

股 68 美元的发行价在第二天早上飙升至每股

92 美元，大涨 36%。阿里巴巴的上市之路，这一

刻尘埃落定。阿里巴巴市值在 2300 亿美元上

下波动。

9. 谷歌发布 Android L
谷歌这个搜索巨头，转身一变成为了移动

开发者，终于揭开了他的新智能手机和平板平

台-Android L。为了顺应公司用糖果主题命名

的方案，这个名字以后会被改为“棒棒糖”。

Android L 首先在最直观的界面设计上顺应了

潮流，采用了扁平化设计，新的系统不仅使用了

新的配色使之看起来时尚外，Android L 还采

用了全新 Material Design 设计风格。谷歌希望

能够让 Material Design 给用户带来纸张化的

体验。新的视觉语言，在基本元素的处理上，借

鉴了传统的印刷设计，字体版式、网格系统、空

间、比例、配色、图像使用等这些基础的平面设

计规范。当然对很多人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系

统的运行速度，新系统放弃了之前一直使用的

Dalvik 虚拟机，改用了 ART 模式，实现了真正

的跨平台编译，在 ARM、X86、MIPS 等，无处不

在。ART虚拟机编译器在内存占用及应用程序

加载时间上进行了大幅提升，谷歌承诺所有性

能都会比原来提升一倍。这两点改变可以说是

最贴近用户的改变，谷歌这样的改变也更加贴

近用户的需求。众所周知，苹果手机的配置一直

不如安卓手机，不过凭借强大的系统 IOS 系

统，苹果手机的流畅性一直要比安卓手机好，这

让很多人很郁闷，不过随着谷歌新的 Android
L 系统的发布，这个情况将有所改变。

10. USB的安全性已从根本上被打破

研究 人 员 警 告 说 ，今 年 一 个 被 称 为

BADUSB 的恶意软件可以被安装到 USB 设备

中完全控制 PC，无形中修改内存中的文件，甚

至重订用户的互联网流量。由于 BadUSB 不是

存储在 USB 设备的闪存中，而在于可以控制其

基本功能的固件中，攻击代码在设备内存被用

户删除后仍可以隐藏很久。两位研究者表示修

复这一问题并不容易，除非禁止 USB 设备的传

播或将 USB 端口封起来。

11. 惠普确定一分为二

三年之后，惠普重新计划将公司一分为

二。拆分之后的惠普将组建两家企业：惠普公

司经营个人电脑和打印机，惠普企业公司提供

数据存储、服务器和软件服务。现任首席执行

官惠特曼将担任惠普公司的董事长，惠普企业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帕特鲁索将任惠普企业的董

事长，迪翁·威斯勒将任惠普公司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

12. 美国认为索尼案黑手为朝鲜黑客

索尼影业公司遭黑客攻击的事件愈演愈

烈。因索尼影业今年制作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是

刺杀朝鲜领导人。而这部电影的上映遭到了朝

鲜的猛批。2014 年度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索尼公司向黑客妥协提出反

对，还将矛头指向朝鲜。但美国却拒绝了朝鲜

20 日提出的与美国共同调查事件真相的要求。

朝鲜方面于 21 日再次否认其与黑客攻击事件

有关。并声称朝鲜将以强硬的态度对抗美国指

认朝鲜的行为。现在，事件还在继续，并且从

一场“捍卫言论自由”的斗争，完全转为美国

对朝鲜的网络战争。

（完） 殷四川 钟一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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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的容声冰箱修理的时候是否遭到恶意

维修

本人于 2005 年购得一台容声 BSD-173G
冰箱，最近突然发现制冷效果差，不停机，压缩机

烫手的故障。请了一维修师傅看，师傅说是漏氟

了。要加氟和换冷凝器。拆开后换了冷凝器，师傅

又说压缩机无力，要换压缩机。换了冷凝器和压缩机后，现在虽然可以制

冷了，但是始终不停机，压缩机仍然烫手。师傅又说温控器又坏了，我就

奇怪了，怎么一个问题会有那么多的零件坏了？请求大家指点下，我是不

是遭到了恶意维修？ 除了心跳还有啥

2. 我于 2010 年 3 月 10 日花 4680 元购置了一台容声 BCD-
288WYM 冰箱，在使用过程中，操作面板老出问题，经常无故鸣叫，温度

无法调节，解不了锁，特别是鸣声，叫得令人心烦，售后工作人员上门进

行过几次维修，并更换了几次操作面板，但任然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最

后售后工作人员也没办法，只能在无法调节温度并偶尔伴随操作面板无

故鸣叫的情况下继续使用。最近所购置的这款容声冰箱又开始闹腾了，

给售后工作人员说此款 BCD-288WYM 冰箱已经停产，已经没有此款冰

箱的配件可供维修，后又给 400 打电话，说是安排工作人员检查，并说冰

箱过了保修期要收服务费！保修期计算以 **为准！这是公司的规定！一

天售后的工作人员上门来看过（还是以前来维修过的那个师傅），不知道

怎么弄了几下，暂时恢复正常，可人刚走不一会儿，这冰箱又开始不停的

鸣叫，叫的让人心烦、揪心！后来那个师傅说冰箱停产，没有配件，他也没

办法！

为此想说一下：一台冰箱就只能用 3、4 年？就因为停产没有配件需

要更新换代了？这科技发展的速度也太快了吧！家用电器这么快就需要

更换新产品了？容声这个品牌也有不少年了吧？十几年前所用过的容声

冰箱确实不错，可是现如今怎么成这样了？难道我们消费者因为没有配

件可供使用而为此买单？而且一台冰箱的保修时间以 ** 为准，出现了问

题更换后还是以 **为准？这岂不是太牵强？难道有问题的冰箱一直不停

的维修并过了保修期就成了消费者的责任了？ yibola008
3. BCD209_SC突然不制冷，说是冷凝器管是铁制的，三年铁管可能会穿孔，

蒸发剂会漏光，这是普遍现象，找客服后来了个维修的，是当地的家电维修店的，

容声的售后包给这些人。花 400 块换了铝管，不到一年又穿了，彻底 S 心，扔了换

台新的，只是从此不看容声！ q710406
4.本人在 1997年 7月购买的容声冰箱 BCD-193，还经历了多次搬家折腾，到

现在都还运行的好好的，唯一的遗憾就是密封胶条因为时间过长有些老化，想把胶

条换了，无奈市面上找不到冰箱的密封胶条，就此罢休。看来现在的容声质量赶不上

原来的老容声了啊！再换冰箱的时候也不知道选啥牌子啦，弟弟妹妹后买的海尔、美

菱都出过故障，唯独我的容声到现在都从来没坏过。不得不说：老容声，质量刚刚的。

xiaoshanc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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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地机器人 VR9000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于生活琐事都交给机器

人处理，多余时间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扫地机器人

这个名词早已不陌生，通过智能扫描家庭环境从而进

行规划清扫路径，保证不遗留位置。作为全球领先的

家电创新企业，三星电子在 CES2015 上展示全新机

器人吸尘器 Powerbot VR9000。在三星领先的技术优

势支持下，全新的 VR9000 在吸力和使用便捷方面有

着本质的提升，它可以为您提供更加智能的家庭清洁

解决方案。

多年来，人们希望通过机器人吸尘器帮助消费者

改变家庭清洁的方式，然而现实中传统机器人吸尘器

的表现却不尽人意。这是全新三星 VR9000 机器人吸

尘器希望带来的改变，融合大量先进技术的 VR9000
将在地板和地毯上为消费者减轻繁重的家务负担。

VR9000 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强劲清洁能力。得益

于三星先进的智能变频技术，VR9000 的吸力可以达

到传统机器人吸尘器的 60 倍，这也标志着新一代拥

有强大吸力机器人吸尘器的诞生。除此之外，4 英寸

的超宽矩形刷头也让 VR9000 得到了比传统机器人

吸尘器更广的覆盖面，在保持清洁效率的同时，独特

的“多重气旋”（CycloneForce）技术也极大的降低了

滤网阻塞几率，从而让 VR9000 的高效运转能够维持

得更久。

独特的产品功能创新使得 VR9000 获得了更好

的可操作性。相较于传统机器人吸尘器，VR9000 独有

的“全景传感系统”（FullView Sensor）可以精准的识

别周围环境。凭借高性能芯片、传感器和机载数码摄

像机的组合，VR9000 可以通过“智能路径规划系统”

（Visionary Mapping?Plus System）形成一套完整家

庭地图，从而达到计算有效清洁路径和规避障碍物的

目的。

除此之外，VR9000 侧翼上的 Easy Pass 滚轮可

以让其运行更加自如，“精准清洁”（Point Cleaning）
可以让消费者更加有效地控制 VR9000 清洁房间。当

完成清洁工作或电池电量低时，VR9000 将引导自己

回到充电站进行充电。三星 VR9000 将有金色和黑色

两款，并计划于 2015 年春季与北美消费者见面。

擦地机器人 Scooba 450
Scooba 450 采用三重循环清洁流程 (Three-

Cycle Cleaning Process)，底部的滚刷以每分钟 600
转的速度清洗地面。按照 iRobot 官方的说法，Scoo原
ba 450 的清扫性能优于上一代产品三倍之多，能够

高效去除 99.3%的地面顽固性脏物。

Scooba 450 具有两种不同的清洁模式，MINI 工
作模式下可工作 20 分钟，覆盖范围约 14 平米，也可

设定工作 40 分钟工作时间，约覆盖 28 平方米的地

面。iRobot Scooba 450 采用在 Scooba 230 上相同

的活动式水箱

设计，清水和

脏水分别储存

但公用一个水

箱，即清扫初

期清水占据水

箱 大 部 分 区

域，随着洗地

的进行，清水

逐步消耗而脏

水逐步回收，

在清洗的最终

阶段脏水将完

全替换清水的空间。

iRobot Scooba 450 擦地机器人尤为适合在厨

房以及厕所等地方使用，采用多项专利系统技术，从

洒水、擦拭、吸水的四段式清洁系统清洗地面，同时新

版中续航能力也得到提升。 殷北京 杨浩泽

CES 2015 三星展出新型实用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