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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超强键盘大集合：输入设备也摆酷 

类型：原创 作者：中关村在线 星晖 日期：2003-11-27 11:53:29 
 

 

    早就厌烦了大多数键盘那一成不变的白色塑

料？了解！今天就给你带来四款漂亮又独特的另类

键盘（注：均为紧凑型德文键盘）： 

    Cooler Master EAK-US1 

 

 

  广告

  评测预报  

两款NV40样卡齐聚ZOL

·11款PT800主板完全评测

·25款Intel848P完全评测

·12款主流游戏画质比较

·14款MX440-8X显卡大检阅

·80款600元以下显卡横评

  硬件文章排行

·三天两夜---38条内存性能透

·DDR2与64位处理器不可告人

·CPU市场大调查，AMD依旧是

·理性VS激情，DDR内存的终极

·ATI发飙-新核心力拼主流DX

·Athlon64 2800+售价竟然如

·截止8日，Socket775新名大

·八款主流2.0多媒体音箱图片

·芯片组价格调整，主板降价

·让声卡见鬼去吧！我有USB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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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参数： 

    ·材料：铝和塑料  

    ·体积：41.4 cm（长）x 16.5 cm（宽）x 2.8 cm（高）  

    ·重量：约730克  

    Cooler Master EAK-US1堪称全铝机箱的绝配：全铝的底盘和黑色的按键使它散发出

贵族般的光芒，放在一张使用液晶显示器的玻璃办公桌上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完美。它完

全是一款标准德文键盘：106键，带有数字小键盘，USB接口，三个标准LED指示灯。没有

提供多媒体扩充键。 Cooler Master EAK-US1手感不错，按键压力小，完全符合人体工

程学设计，击键声音也极小，非常适合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打字好几个小时的办公人员或

者作家。总的来说，这款键盘的整体感觉极似笔记本键盘，唯一让人感觉略有不适的恐

怕就是按键高度比较低，仅比铝制底盘高出5mm左右。 

    Keysonic Aluminum Key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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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参数： 

    ·体积：41 cm（长）x 16.7 cm（宽）x 2.25 cm（高）  

    ·重量：590克  

    ·线长：1.5米  

    ·击键寿命：一千万次/键  

    ·键帽支撑：“X”型  

    这是一款真正的铝制键盘，通体和谐一致的金属光泽简直让人爱不释手。Keysonic 

Aluminum Keyboard的键位排列和键盘布局与Cooler Master EAK-US1几乎一模一样，同

样只有三个标准LED指示灯，另外也没有提供多媒体键。此款键盘使用了USB接口，而且

附送的连接线相当的长，很体贴的设计。由于采用了“X”型键托支撑，Keysonic 

Aluminum Keyboard的手感非常不错，压力均匀，键帽也没有任何晃动，按键声音也不

大。不过让我们稍感意外的是，键盘上方的铭牌居然已经开胶，这让我们对它的喜爱打

了不少的折扣，希望厂商下次能用更好的粘胶来博得我们对其质量的信任。 

    Cooltek V2 Key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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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tek V2并没有采用“铝+塑料”的材质，散发着金属光泽带有磨砂效果的底盘其

实是塑料仿制的，不过搭配玉石般半透明的白色塑料按键同样煞是好看。除此之外，光

线暗淡的环境中，你还可以打开发光开关，幽幽的蓝光便从半透明键帽中散发出来了！

相比Cooler Master EAK-US1，Cooltek V2多了一个“欧元（€）”键，因此共有107键。

同样的仿笔记本键盘设计，使得Cooltek V2的键帽高度也比较低，但是这款键盘的按键

声音比较大，适合那些喜欢听见自己“噼里啪啦”打字的人使用。另外最可能遭人诟病

的就是，这样一款豪华键盘居然使用了PS/2接口，而且线长仅有1.2米。 

    Okion Night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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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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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积：39 cm（长）x 15 cm（宽）x 3.2 cm（高）  

    ·18个快捷键  

    最后出场的是一款全能键盘，Okion Nightowl底盘和按键均为亮白色，白底黑字非

常醒目，同时附带了可编程的多媒体快捷键，而且它还能发光！也许你已经发现，这款

键盘和Cooltek V2出奇地相似，键盘布局仅仅比后者多了快捷键，甚至连接口都是一样

的PS/2。插上键盘就可以使用大部分的快捷键，不过如果你想自己重新定义按键功能的

话，那就需要安装附带的驱动程序了。键程太短是这款键盘的一个缺陷，看来生产厂商

要在人体工程学设计方面多下一些功夫来改进了。  

 
 
 
 

 下一篇：中天首款5900XT上市，价格出乎意料的低
 

资料来源：中关村在线
文章字数：1461 

 我要评论 (已有 0 位网友评论) 买笔记本、台式机，拨打800-858-2339，为您量身订做！

          匿名   用户 用户申请   商家 商家申请 

 用户名：    密  码：  

 评  分： 差 一般 好

 内  容：

    提 交

最新评论 <<更多评论

暂无评论

相关行情 相关新闻

·孙武源：台电期待海量光存储革命

·内存天天报：市场价格较为平稳！

·再等一天，玛雅两款液晶狂降200

·精英：闪存暴降再造99元名牌神话

·有点贵，双敏新款5200U显卡上市

更多>>

·睁大眼睛看世界 纽曼摄像头非凡体验

·摩西——光存储市场的弄潮儿

·存储界大鳄Kingmax将携团亮相上海CeBIT

·专注打印 利盟业绩增长强劲

·海量显存!影驰5900XT 256M试用

更多>>

相关评测 各地经销商

·一周精彩硬件回放--ATi最为风光

·没让我们失望--64-bit WinXP性能初探

·频率 vs 64bit-03年处理器市场回顾及展望

·AMD Fans扬眉吐气-N-Bench 3.0全平台测试

·这个测试软件最强！PCMark04透夜尝鲜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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