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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投影打造
“家庭影院”打印机打出花 T 恤

数码产品兴起“跨界”
风

原本在办公室放映 PPT 的投影机不
再只停留在商用、办公的概念中，而是开
始涉足家庭娱乐消费；打印文档的打印机
也开始“不务正业”地印起了花 T 恤……
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宁波不少数码产品
开始玩起“跨界转型”。

花 3000 元买台微型投影机
就能打造一个“IMAX 家庭影院”

数码打印机不打文档
5 分钟印出一件花 T 恤

花 3000 元就能在家里打
造 一 个 “IMAX 家 庭 影 院 ”？
这已经不再只是一句广告词。
记者近日走访市场发现，
投影机在消费者心中的定位正
在从较为专业的显示设备，向
普通消费类电子产品方向转
变。
昨天傍晚，在鄞州区印象
城一楼的一家电子产品零售店
内，导购员正在向一对年轻情
侣演示一台微型投影机的操作
和视觉效果。
“微型投影机也叫无屏电
视，优点是屏幕的大小随用户
的实际观看大小而变，100 寸
以上也没有问题。大部分微型
投影机都搭载智能系统，内置
影视资源丰富，可以直接观看
娱乐节目、电视剧及电影。另
外，它还有体积小、便于携带
的优点。”该店的工作人员介
绍道。
实际上，就目前的市场反
馈来看，投影机与电视机的界
限正在逐渐模糊。市民鲁先生
一边看微型投影机的视觉效
果，一边告诉记者自己的购买
需求：“我们新家的装修马上
就结束了，最近正在选购家
电。周围好几个朋友家里都买
了微型投影机，所以我也来看
看。现在的打算是，客厅放一
台液晶电视，在书房放一台微

数码打印机也不再“安分”地
待在办公室里打印 word 文档了。近
日，理光在宁波发布了一款数码直
喷印花机。
在服装行业，个性化服装以及
独立品牌已逐渐深入人心，但其中
的矛盾是，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个
性化，而现有传统印花设备针对的
是大批量生产，这一矛盾也成为大
量小微服装企业和自由设计师的苦
恼。
据商家介绍，这款微型数码印
花机体积小巧，外形很像大家熟悉
的打印机。操作也很简单，A4 幅面
的设计可以在浅色、50%以上棉含量
的介质 （即 T 恤、包、袜子等） 上进
行打印。据称，打印一件成衣仅需 5
分钟。
“非常适合设计师等创意工作
者使用，可以让设计样品快速成为
实物。之前，从设计草图到成品的
呈现，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工厂排期
制约。这类打印产品的出现，有助
于改变设计行业需要等工厂排期打
印的现状。
”设计师桃巫奇称。
目前，体验类服务成为了市场
上的一股风潮，无论是时下火热的
VR 技术，或是 3D 打印技术，各大
厂商都在体验类项目上有所布局。
“微型数码印花机便捷、易操作的特
性，很适合体验类项目。我们计划
将在各地开展这类项目，投放在游
客集中的地方。”理光产品经理李豪
表示。
记者 史娓超 文/摄

型投影机，作为电视之外的大
屏补充设备，周末可以看看电
影、打打游戏。”
同样在一旁观看微型投影
机效果的市民徐女士，对其反
射原理更为动心。“我来之前
还做了一些功课，相较于液晶
电视的光线直射，投影机采用
了漫反射的方式，因此对于眼
睛的伤害较小。因为家里孩子
还小，但又免不了要看动画
片，所以最近正在考虑购买一
台投影机。
”
与 此 同 时 ，价 格 的“ 平 民
化”也使得微型投影机迅速被
普通消费者所关注。记者从京
东 平 台 上 看 到 ，一 台 售 价 为
2299 元的合资品牌微型投影
机，累计销量达到 27780 台；一
台售价为 2499 元的国产品牌
微 型 投 影 机 ，累 计 销 量 达 到
31162 台，该品牌另一款售价
为 4799 元的微型投影机，累计
销量达到 21728 台。
不过，微型投影机想要扩
大市场，面对的难题还是有
的。“投影机要想全面进入家
庭，产品的易用性非常关键。
由于投影机的特殊性，家庭用
户往往觉得操作上不够方便，
比如复杂的连线、机器的调整
以及校正，还有吊装会影响房
间的整体布局等。”苏宁宁波
分公司有关负责人李娜说。

商家在展示一个适合家庭使用的投影仪。

岁末又至 国产二手车行情看涨
眼看快要过年了，记者从二手车
市场上获悉，每年的这个时候，也是
国产品牌二手车的旺季。

环比上升超过两成
来自途众汽车商城的销售数据显
示，下半年以来，二手车销量上升明
显，其中 11 月份的销量 10 月份环比
上升了 21.69%。
途众汽车商城营销主管龚玲红分
析认为，下半年是二手车市场比较活
跃的阶段。而快过年的时候，有不少
市民想着可以买辆车，特别是新宁别
人打算买辆车带着家人回老家，这时
候性价比突出的二手车就成为很多人
的首选。
“从商城的数据也可以看出，从
9 月份开始，销量每个月都在增加，
这一方面说明二手车市场越来越好，
另一方面也说明消费者对于我们途众
汽车商城的信赖度在逐渐增加。”龚
玲红说。

另外，国家对于 1.6 升及以下乘
用车的税收优惠政策即将到期，使得
小排量车的购买会出现一个小高峰，
这也同样体现在小排量二手车的销售
上。据数据统计，上月的小排量车销
售量环比 10 月份上升了 5%左右。与
之形成对比的是，3.0 以上排量的二
手车销量环比下降了 17.8%，这也说
明了消费者环保意识在逐步提升。

国产品牌再次崛起
下半年的二手车市场，相比前几
个月国产品牌的低迷，11 月份的国产
品牌又开始崛起，在销售排行榜的前
十占据了两个位置，长安名列第七，
吉利排名第十。排名前几位的还是大
众、丰田、别克，豪华品牌宝马、奔
驰、奥迪的排名基本也没什么变化。
国产品牌在前二十的排名里，除
了长安和吉利排名前十之外，五菱、
东风、江铃、荣威、长城、比亚迪分
别占据了从第十五到第二十的位置，
呈现了集团突破的优势。可以说，在
销售额前二十的排名上，国产品牌已
经占据半壁江山，可以和日系品牌相
抗衡，而把韩系品牌远远抛在了身

后。
究其原因，市场人员分析认为，
因为国产品牌的二手车普遍比较经济
实惠，性价比高。现在的国产品牌从
外观到品质都有了较大提升。另外，
在年前购车的消费者很多都选择买辆
国产品牌汽车开回家过年，其中新手
购买比例在逐渐增大。“这部分消费
者更加看重的是车子的实用性和性价
比，在开车回家过新年的心态引导
下，国产二手车的销量有较大提升，
也是在情理之中。
”

年底可能出现小高峰
据业内人士分析，接近年底通常
是二手车的销售旺季，再结合现有的
数据走势来看，全国二手车交易数据
大盘走势稳定，预计接近年底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小高峰。而此前据中国汽
车流通协会秘书长肖政三预测，2017
年全年二手车交易量将突破 1200 万
辆。
宁波的二手车市场在全国占据相
当的地位，其中 B 级车的活跃度位列
同等级别城市第一。途众汽车商城的
不少实体车商也向记者表示，每年新

年将近的时候，市场基本处于比较活
跃的状态，虽然高端品牌可以提升销
售商的形象，但市场主体还是以 10
万元以下的国产品牌二手车为主。
“我们对宁波二手车市场的总体
前景还是很看好的，随着消费者观念
的变化以及国产品牌自主创新能力的
提高，车龄在 3-6 年之间的二手车将
逐渐成为市场上卖得最好的车型，这
些二手车源，对于讲求实用和性价比
的消费者来说，是值得信赖的选择。
依照以往的经验来看，过年前的两个
月到年后的一个月，市场会呈现总体
上升的良好势头。”宁波卡卡易车行
总经理郁松健说。
记者 毛雷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