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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进水怎么办？

科学处理，让您不为难
□记者 李萍

核心提示 | 手机进水是
很多朋友都遇到过的问题。
虽说现在很多手机厂家都推
出了防水手机，让人稍稍放
心，但是对于意外“被洗澡”的
手机，还是应该及时处理一
下。那么如何处理才是科学
的呢？

通电情况下掉进清水里

在通电的情况下掉进清水，
一般不需要拆机处理。应用最
快的速度将手机的电池取出，让
手机完全断电，因为手机一旦进
水后通电的元件容易造成短路，
然后烧毁手机；第二步是用力甩

干手机，主要目的是将屏幕中的
水滴甩出，如若在屏幕中水滴干
掉，会永远在屏幕中留下痕迹；
当基本把水滴甩掉后，可以将手
机放置在台灯可以照射的地方，
让台灯微弱的热源逐渐将残留

在手机中的水分蒸发，若是没有
这些设备，可以放在电脑的通风
口处，只是这样面积小，效果没
有前一种好。这个过程需要六
个小时以上。切勿心急使用电
吹风等强热源。

断电情况下掉进没有腐蚀性液体中

首先用毛巾或者纸巾将机
身擦干，然后开始用力甩干手机
剩余的水分，主要是为了将屏幕
中的水滴甩出。如果发现屏幕

中残留了水中的污渍，千万不要
用状况一中台灯蒸发办法去将
其挥发掉，因为含有污渍的水中
会留有残渣，这会永久地留在手

机屏幕当中，正确方法应该是将
手机送至专业维修店进行拆解
清洗，或者是动手能力强的用户
自己在家拆解清洗。

通电情况下掉进腐蚀性液体中

首先尽快断电，避免手机在
进入液体后出现短路的情况。如
果手机掉入了腐蚀性液体中（如
海水），必须立刻将手机用清水冲
洗，或者是将手机放入清水中设
法将已经渗入内部的腐蚀性液体
稀释；冲洗过后尽快拆机，但拆机

时必须轻拿轻放，防止手机内部元
件被损坏，不懂的朋友可以拿去手
机维修店进行拆解。手机被拆解
后必须用酒精或专业的洗机水进
行清理，切勿再用清水进行擦拭。

网上流行的“大米速干法”是
否可行呢？河南魅族售后的工作

人员说，“这种办法是可行的。最
好找一个不透气的塑料袋，装入
干燥的生大米，然后放入手机，一
晚上就干了。”此外，手机进水后
不要频繁地开机测试，最少要等
24小时后再启动。

烈日下，还在傻等公交车？

快试试这些公交利器吧
□记者 李萍

天气越来越热，还在炎炎烈日下焦灼地等公交？还在为错
过一辆车而懊恼不已？手握这些公交利器，教你如何“优雅”地
坐上公交车。

车来了：数据精准，功能全面

使用车来了 APP，你只
需输入公交线路 or 公交站
点名称，准确告知您欲乘坐
的任一公交车当前位置、发
车时间以及到站信息。目

前车来了支持 50 多个城市
使用，并且能够自动识别用
户位置，省掉搜索的时间，
让你快速找到自己的公交
信息。

熊猫出行：超级个性化的班车定制服务

熊猫出行作为实时公交
APP的小鲜肉，可提供全国
350余个城市的公交线路信
息、站点信息。除了为用户提

供准确的公交车实时位置信
息外，它更是为用户提供班车
定制服务，让你创建属于自己
的上下班班车路线。

爱帮公交：提供到站提醒服务

爱帮公交所提供的数据
覆盖全国500个以上的城市，
支持线路多达6万条，让你快
速查询实时公交位置。支持
离线查询，免费无广告，使用

它，你无需知道公交站名，只
要知道要去的地方。还能为
你精准算出公交线路行程需
要的时间，提供到站提醒服
务！

酷米客公交：自定义到站时间或站点提醒

酷米客公交数据涵盖国
内50多个城市，用户能够利
用它来收藏自己常用的出行

方案，现在更是允许用户自定
义到站时间或站点提醒，听歌
玩手机你再也不怕错过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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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赵律师解疑惑 13526798621
神速18137889110
成付13015506677
“专办纠纷”
律师超级团队专办纠纷，二

十年经验快速办理各种纠纷；

经济专家全程为您服务。

西区电话：18838021658
东区电话：13403719861
鹤壁分公司：13939200656

■办成付费■
专办纠纷伸张正义创始 10年
郑州及周边城市 15938780100
许昌平顶山周口 18838146527
洛阳焦作三门峡 18838146537
南阳驻马店信阳 15037135112
济源安阳濮阳 18838146527
■成功收费■
本公司 20年经验专业办理各

类经济纠纷，面向全国办理。

郑州及周边城市 15738812877
焦作洛阳三门峡 15638881263
南阳信阳驻马店 13213111753
安阳商丘周口市 13673711337

■事成收费■
专办经济纠纷维权，伸张正义

郑州及周边城市：15136167900
许昌平顶山周口：15036157268
洛阳焦作三门峡：15713860056
南阳驻马店信阳：15225055901
济源安阳濮阳：15036157268
★专办纠纷★
诚信合法，律师策划快办

各类企业个人各处经济纠纷

成功收费 15294615052

工商咨询

●各类生产许可证 63910208
●代办公司 18539578966
●工商注册代理记帐63962196
●免费注册公司 15037181678
●公司注册做账 86677004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 13592684668
●免费注册公司 15517559996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工商■资质”
房建市政升级建筑装饰装修

防水保温消防幕墙智能化

选择我们更专业让您轻松做

老板：66364166、86107188
【资质快办】

房建●市政● 18937153816
防水●公路●水利 60921180
【资质专办】

装饰◆幕墙◆消防 63830333
智能化◆防腐保温 63863366
◆专项设计资质◆63858899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办理各种资质
热线 63702222 69367777
工商税务代理
代理记账 13103815571
免费办公司

专业记帐，经财政局审批许

可经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

务助您创业梦 86107088
速办■总承包
建筑■市政■公路■水利

机电■化工■矿山■电力

一级■二级专线 55128173
三级■增项专线 55983197
建造师■八大员■三类人员

技工证■特种工 13333814167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 65901419、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 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 标 版 权 专 利 63588381/2
专业律师所
商标专利 商标代理

0371-68833500 13253510129

出租招租
●金水路● 地铁口● 喜来登

精装现房写字楼● 旺铺招租

美盛中心 87086666
●驾校场地出租 13333852588

●出租黄河路商铺 63221007
●嵩山路门面出租13643837950
●元通纺织城内高星级酒店

一二三楼有电梯招中餐、西

餐、特色餐、SPA 健身、足

浴、银行等配套业态，2800
m2可分割。13253333925李

●人民路三楼经营场所招商

13903839037、13653800584
临街3-6层

60 个标准间，温泉燃气停车

场。租金 38万/年。漯河市交

通路与人民路口 13783078997

写字间楼

金源大厦招租
金水路经四路口写字楼招租

免物业费 15343716666王

房地产

售门面房
漯河金地·兰乔圣菲，上下层

264.7平精装营业中 急售 320
万（含所有税费）13903955896

出租仓库厂院

●龙湖厂仓有证 15838021635

●柳林高速口杨金产业园4万
平标准厂房整体招租或分割，

蔡先生 15003869978
●成本低可达 0.9元/平米，手

续齐全配套完善，欢迎老板

前来洽谈，超值热线：1833
7193719 地址：曲梁高速口

南3.5公里。距华商汇18公里

网址：www.ssqtck.com
●陇海路钢构厂房13803857155
●南曹大型仓库 18103818932
●标准厂房出租 13803820360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出租厂房仓库 13598839078
●郑西6000m2厂房15515521555
●石化路50-300m213673999305
●东明路仓库租 13017677098
●西南四环郑少高速口标准

车间仓储 1700m2 办公 300m2

水电土地证齐 139385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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