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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款扫地机器人扫地扫得干净？扫的时候噪音大不
大？杀菌功能靠谱吗？日前，四川省消委会公布了《关于
家用智能扫地机器人比较试验的报告》，其中包含六个
大项的测试，分别是清扫能力、运动能力、回位准确度、
电池续航能力、噪音和杀菌功能。

测试结果显示，市场上绝大多数扫地机器人都具备
了较强清洁能力；但在防缠绕测试中，所有扫地机器人
均被棉线缠绕且无法挣脱；续航能力方面存在差异较
大；商家宣传的杀菌作用有限。

测试结论/ 续航能力差异大 杀菌作用有限

本次测试，省消委会委托了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检疫检验技术中心对所购样品进行检测，同时邀请
了消费者代表共同模拟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在成都市
各大商超及京东等电商平台购买了 15 组扫地机器人
作为样品。

■方形区域清扫能力试验
有3个品牌的扫地机器人清扫能力在65%-75%之

间，有8个品牌的扫地机器人达到80%以上。其中，莱克
（LEXY）R5015和米家SDJQR01RR扫地机器人达到了
90%以上。同时，斐纳（TOMEFON）TF-S880、福玛特
（Fmart）YZ-N1和扫地狗S600扫地机器人，其“方形区
域清扫能力”低于50%。

■防缠绕能力试验
这是为了测试扫地机器人在遭遇家庭中常见绳线

后避免发生缠绕以及缠绕后能否挣脱的能力。在此项测
试中，所有扫地机器人无一例外，均被棉线缠绕且无法
挣脱。

■回位准确度试验
电量较低，扫地机器人能否顺利自动返回充电底座

充电？福玛特、米家、斐纳的3个型号的扫地机器人，在
从某些位置和角度返回充电底座的过程中，存在位置无
法对齐等情况，其余11台扫地机器人顺利完成返回充
电指令。

■电池续航能力试验
各种品牌扫地机器人表现出了较大差异，艾罗伯特

（Irobot）Roomba880、扫地狗 S600、地贝（Dibea）GT100
和爱乐福（ILIFE）V7S扫地机器人能达到180分钟以上，
而飞利浦 FC8932、美的（Midea）VR10F2-TB 和莱克
（LEXY）R5015扫地机器人为90分钟左右，俐拓（Neato）
Botvac D7500扫地机器人仅为63分钟。

■噪音大小试验
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要求，在1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
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内，昼间环境噪声限值为 55dB，夜间环境噪声限值为
45dB。测试中，仅标称为爱乐福（ILIFE） V7S 的扫地机
器人噪音值低于55dB。

■杀菌功能试验
浦桑尼克COCO SMART 680T和福玛特（Fmart）

YZ-N1扫地机器人在底部设置了紫外线杀菌窗口，测
试结果显示，其对地板上微生物的杀菌作用有限。

怎么买/ 首要考虑清扫能力
怎么用/ 常见绳线要收拾好

因为属于新兴产品，国内外扫地机器人产品标准在
性能测试项目等方面尚不完善，省消委会根据消费者比
较关注的指标、厂家宣传产品热点等，开发设计测试方
法，征求行业专家意见，形成了《家用智能扫地机器人性
能测试方法》，为消费者购买使用扫地机器人提供一些
参考信息。

“清扫能力肯定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所以
选购时，建议消费者首选清扫能力较强的产品。运动能
力、噪音等指标，则根据家庭实际情况考虑。”省消委会
消费指导部主任颜建国说，例如，打算在家中无人时开
启扫地机器人清扫的家庭，应重点考察其返回充电准确
度，噪音大小则不必在意。

根据本次试验的结果，以及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检疫检验技术中心和省消委消费咨询专家意见，省
消委发布了以下提示：

大多数扫地机器人，对体积较大的垃圾（如瓜子
壳、饭粒）作用有限，在使用扫地机器人前，建议手动清
理该类垃圾；充电底座应放置于周围环境较为简单的
地方，且安置平稳，不建议在距离楼梯或台阶上方过近
的位置，安置充电底座；使用前，将散落在要打扫区域
的常见绳线收好，避免扫地机器人被缠绕无法工作。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林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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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一架载
有71人的客机11日下午在莫斯
科州坠毁，目前未发现机上人员
有生还迹象。

据俄紧急情况部通报，这架
属于俄罗斯萨拉托夫航空公司
的安-148客机当天计划从莫斯
科前往俄西南部城市奥尔斯克，

客机起飞后不久坠毁于莫斯科
州拉缅斯科耶区。初步统计显示
机上共载有 65 名乘客和 6 名机
组人员。

据地面空管人员透露，该客
机于当地时间14时21分从多莫
杰多沃机场起飞，14 时 26 分后
客机的飞行速度快速下降并从

雷达屏幕上消失。
俄交通部顾问捷列霍娃表

示，目前缺乏关于此次坠机的详
情。莫斯科州救援部门一位专家
表示，机组人员失误和机械故障
都可能造成此次失事。

当地气象中心发布消息称，
当天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区的温

度、湿度和大气参数都处于正常
范围内，气象因素不是导致此次
坠机的原因。

俄紧急情况部通报说，坠
机发生后紧急情况部第一时
间派出 150 余名医疗、救援人
员和 20 多台装备前往现场实
施救援。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遇难
人员家属表示哀悼，并要求俄政
府组建专门委员会对此次空难
展开调查。

消息人士称，失事客机机龄
7 年，原属于俄罗斯航空公司，
曾执飞多条国内和国际航线，后
转给萨拉托夫航空公司。

省消委会做试验测试不同扫地机器人

续航能力差异大
1小时到3小时不等

俄罗斯一客机坠毁 载有71人

玛雅古城大发现

2月1日，美国、欧洲和危地马拉
的考古学家，联手危地马拉玛雅遗产
和自然基金会，宣布了一项新发现：利
用LiDAR即激光雷达测绘技术，在危
地马拉北部Peten地区的佩滕省，也就
是危地马拉与墨西哥、伯利兹接壤的
蒂卡尔古城，研究人员发现了 6 万座
藏在茂密丛林下的古玛雅建筑。

这些古玛雅建筑包括：从未被发
现的玛雅房屋、露台、人行道、玛雅拜
祭中心、农田、灌溉渠、防御工事、广
场、城市中心、金字塔，还有一系列的
坑和长达14公里的墙，甚至还有连接
城市中心和采石场网络的高架道路。

在上述发现中，最耀眼的是一座
七层、30 米高的金字塔，此前它曾被
认定为蒂卡尔的一座天然山

在负责这一考古项目的多位考古
学家中，Marcello Canato 博士来自美
国杜兰大学。他介绍说：“通过这次新
发现，我们估算出的居民数量是之前
猜测的数量的2-3倍。”从大规模的农
田和灌溉渠也可以估计，约有1000万
人生活在这里。

研究人员运用LiDAR测绘技术
拍出的激光雷达照片，显示出玛雅人
用很多方式改造土地。比如说，他们改
造了部分沼泽地区，而之前沼泽是不
能用来耕种的。

杜兰大学研究助理教授Francis-
co Estrada-Belli 说：“他们的农业更
加集约化，因此也能可持续发展，他
们在耕种每一寸土地，这超出了我们
的想象。”

此外，潜水员还发现了令人惊叹
的水下网络——灌溉和梯田系统，这
表明当时的农业很先进，有运河、堤坝
和水库，可以控制水的流动。而大范围
的防御栅栏、沟渠系统和灌溉渠道表
明，这里有高度组织化的劳动力。

Canato博士说，这些发现是“玛雅
考古学的一次重大革命”。

2月1日，在宣布发现
蒂卡尔6万座古玛雅建筑后，研究
人员对这些考古发现进行了一系
列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大约1200
年前，蒂卡尔古城地区存在着一个
达到顶峰的先进社会。

美国伊萨卡大学考古学家
Thomas Garrison，也是玛雅考古项
目的领导者之一。Garrison 对美国

“国家地理频道”的记者说：“这次
考古调查是 100 年来玛雅考古学
取得的最重要进展。”

在此之前，考古学家一直认为
玛雅城市是孤立、自给自足的，但
蒂卡尔考古发现提供了新证据，证
明深藏在丛林深处的玛雅文化，不
仅繁荣昌盛，而且其社会结构复
杂、相互关联。

考古学家们认为还有更多东西
有待发掘，“还有20000平方公里的
区域等待考古。我们不知道那些是什
么，但看上去似乎是上百个城市。”

本月，考古学家开始发掘一条
秘密隧道，这条秘密隧道位于墨西
哥埃尔卡斯蒂约玛雅神庙下方。

这条秘密隧道是2017年11月
发现的。当时，墨西哥水下考古学
家Guillermo de Anda领导的项目
组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玛雅神
庙下发现了一条隧道，它是墨西哥
奇琴伊查玛雅城邦考古遗址的一
部分，约有1000年的历史。该隧道
后来被古玛雅人封住了。Guillermo
表示，他们将尝试打开它，看看会
不会找到更多关于玛雅的线索。

激光雷达技术成大功臣

蒂卡尔考古发现得益于一种
被称为LiDAR的技术。带有激光
雷达扫描仪的飞机，利用从地面
反射回来的脉冲激光，绘制出三
维地图。

以前，考古学家可能需要穷
尽整个职业生涯，用砍刀开路，穿
越丛林，才能绘制出考古地图。如
今，激光雷达让科学家能够在一
个下午完成数年甚至几十年的测
绘工作。 （南方都市报）

玛雅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诞生于热带丛林而非大河
流域的古代文明，分布于现今的墨西哥东南部、危地马
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伯利兹。玛雅文化是在大约公
元前1000年到公元900年之间繁荣起来的，在天文学、
数学、农业、艺术及文字等方面有卓越成就。在全盛时
期，玛雅文明有60多个独立的王国同时存在。

2月1日，考古学家宣布在危地马
拉北部的蒂卡尔古城，发现了 6 万座
古玛雅建筑。2月11日，上述考古发现
的细节，将出现在美国“国家地理频
道”播出的纪录片中。

巨大的玛雅古城，6 万座古玛雅
建筑，意味着什么？

1
6万座玛雅古建筑
千万人曾在此生活

玛雅玛雅
文明文明

危地马拉丛林深处
藏着6万座玛雅古建筑

2
开挖秘密隧道
探寻更多线索

/多知道一点/

在危地马拉北部，考古学家经常发现玛雅文明遗址

本月，Guillermo及其团队开始探秘玛雅神庙秘密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