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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克
全球最轻 MR 智能眼镜

影创科技的展位“缩”在上海
展厅的一角，夹在“网红书店”朵云
书院身后，若不是因为围了好些人，
看两个戴着眼镜的人伸着双手在空
中“抓空气”，很容易就会错过了！

其实， 这些人戴着的眼镜大有
来头！ 2019 年就在 MR 领域实现
了全球出货量第一的影创科技，在
本届中国品牌日又带来了全球第一
台同时具有移动设备顶级算力和业
内最轻重量的 MR 一体机产品、自
主研发的 MR 智能眼镜即墨（JI-
MO），重量仅仅 120 克，是目前全
球最轻的MR眼镜。

以往智能眼镜重且用时短的瓶
颈已被突破， 影创用可替换磁吸电
池这一创造性设计， 使眼镜重量保
持在 120 克的同时续航时间可长
达两小时。 MR智能眼镜的应用场
景也相当广，比如文旅、教育，影创
科技现场工作人员曹恺介绍：“比
如在一座博物馆里，戴上 MR 智能
眼镜， 就可以实现博物馆全方位定
位， 扫描到一个文物就可以弹跳出
有关这件文物的所有资料， 帮助观
众更加全面地了解它的历史。

再比如教育领域，通过 MR 智
能眼镜系统， 可以建立一个全息课
室，哪怕师生身处异地，也可以在虚
拟世界进入到一个教室里进行教学
互动。因为加入了手势功能，在这间

“教室” 里， 可以抓取各种虚拟物
品，做一场化学或者物理实验课都
毫无问题……

20 秒汲水 12 吨

全球最大水陆两栖飞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作
为中央企业展团一员， 首次携
“20” 家族、“鲲龙”AG600 等大
国重器航空装备品牌亮相品博会。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鲲龙”

AG600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制、世界
最大的在研的水陆两栖飞机， 可用
于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 海洋巡查
等多种应急救援任务。

森林灭火时， 它可多次往返高
效率投水灭火，20 秒内可一次汲水
12 吨， 单次投水救火面积可达
4000余平方米，接近一个足球场的
面积。

海上救援时，“鲲龙”可快速响
应、到达，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实施救
援， 起降抗浪能力不低于 2 米，可

一次救助 50名海上遇险人员。

直径 15.08 米

世界上最大的硬岩掘进机

本届品牌日， 中铁装备展示其
中的一件“镇馆之宝”是世界最大、
直径 15.08 米的“极限号”硬岩掘
进机、 中国空轨———悬挂式单轨列
车和港珠澳大桥模型。即使是模型，
仍然产生了极大的视觉冲击， 吸引
众多参观者留步赞叹。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极限
号”整机长 182 米，总重 3900 吨，
解决了长距离、大埋深、岩石坚硬
强度带来的施工难题，将用于格鲁
吉亚南北走廊 Kvesheti-Kobi 公
路项目全长近 10 公里的隧道掘
进。

智能船舶、 智慧码头、 智能服
务、智慧制造，构建了中远海运的智
慧航运生态圈。 世界第一艘智能集
装箱船模型“荷花轮”此次也在现
场展示。 据介绍，“荷花轮”拥有五
大亮点，利用船舶状态感知、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 为船
员操作提供辅助决策支持， 实现船
岸联动的智能管控，高航运安全，降
低能耗。

8万吨
世界最先进模锻压力机

国机集团下属企业国机重装所
生产的 8 万吨模锻压力机是当今
世界最大、 最先进的大型模锻压力
机, 是世界最高等级的 “工业母
机”。

设备总高 42 米，总重量 2.2 万
吨 (相当于辽宁舰排水量的近四
成)，8 万吨模锻压力机有效支撑了
我国大飞机、先进战机、新一代发动
机、新一代潜艇动力等项目的硏制，
在航空、航天、船舶等国家重点领域
解决了一系列“卡脖子”难题，实现
了自主可靠保障。

国货精品集体亮相“中国品牌日”

看看国货里的“世界之最”

世界最大最先进模锻压力机模型 /晨报记者 沙情奕

晨报记者 沙情奕

2021 中国品牌日系列活动正在上海展览中心如火如荼地举行着，忽晴忽雨的天气，仍旧抵挡不
住市民参观的热情。一批国货精品集体亮相，其中更藏着不少全球之最，展示着中国品牌的世界力量！

从 2021 上海车展，看雪佛兰 SUV家族如何绽放崭新魅力！

硬核实力从不流于表面
雪佛兰 SUV 个个“身怀绝技”

事实上，雪佛兰在国内推出的每
一款 SUV 都以精准的定位切入市
场，并凭借领先同级的产品力，赢得了
不同层次消费人群的青睐和认可。

雪佛兰开拓者基于全球中大型
豪华 SUV平台打造， 凭借超高颜值
的造型设计、 宽绰灵活的 7座空间、
收放自如的强悍性能和高端完备的
智能科技，以“入门即高配”的 70项
诚意标配重新定义美式大 7座 SUV
的产品价值，全方位满足社会新中产
对高品质用车的消费升级需求。

雪佛兰探界者作为中型 SUV
细分市场里的实力派代表， 早已俘
获钟爱驾驶的消费者和雪佛兰粉丝
的芳心，并且积累了不错的口碑。在
去年进行中期改款之后， 新探界者
以 22 项核心配置升级焕新而来，

整体实力可以说再上一个新台阶。
凭借着更硬朗的造型设计、 更强悍
的动力表现、 更智能的互联科技和
始终如一的安全品质， 新探界者将
纯正美式 SUV 的硬核产品实力展
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雪佛兰精悍新锐 SUV创
界和智联驾趣 SUV�新创酷， 则以
动感时尚而富有个性的造型设计、
丰富实用的配置、 优异的驾控表现
和出色的燃油经济性， 陪伴新生代
年轻消费者探索精彩纷呈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上汽通用汽
车“双擎出击”服务政策下，购买雪
佛兰 SUV 车系的用户均可享受发
动机、 变速箱等动力总成主要零部
件 8年或 16万公里原厂质保服务，
以及每年 100G“OnStar 安吉星车
联应用免费流量”。 这意味着，在整
个用车生命周期都更加安心省心，
并且也能时刻畅享精彩互联生活。

今年，雪佛兰还针对主力车型
启动了 OTA 远程升级以及 Al-
cantara内饰升级。 升级之后，不仅
可以为用户带来更智能更有趣的交
互体验，同时也能为追求个性的消
费者提供高品质定制化选择。

持续深耕 SUV 领域
助推品牌持续向上升级

众所周知， 雪佛兰是公认的
SUV鼻祖， 在 SUV 领域有着深厚
的技术积淀。 自 1935 年推出全球
首 款 SUV 车 型———Suburban�
Carryall 以来，雪佛兰一直在 SUV
领域进行不懈探索和努力创新。 第
一代 Suburban完美结合了轿车和
轻型卡车的优势，拥有轿车良好的
舒适性和灵敏的操控性，并且具有
一定的载货和越野能力，极大满足
了当时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此后，
Suburban 历经 12 代车型的演变，
始终凭借出众的功能性和豪华感不
断领跑全尺寸 SUV 细分市场，长
期占据着全尺寸 SUV 的销量领先
宝座，也成为全球连续生产时间最长

的车型。 作为第 12代车型，2021款
Suburban� HC亮相上海车展，它拥
有同级最佳的第二排腿部空间和全
新拓宽的第三排空间，并汇集了多项
高科技配置，是一款注重提升综合驾
乘体验的功能型佳作； 而 2021 款
Tahoe� Z71 以傲视同级的悬挂技
术， 传承了通用汽车著名 Z71系列
的越野精神， 是史上用途最丰富、技
术最先进的 Tahoe，在美国市场上，
一直有着雪佛兰全尺寸王者之称，多
年蝉联美国最受欢迎、最富性价比的
全尺寸 SUV的桂冠。 自 1935年以
来，雪佛兰在 SUV领域深耕细作 86
年， 已成为全球 SUV 领域的风向
标。 1980年至 2020年间，雪佛兰全
球 SUV 累计销量超过 2300 万辆，
其中， 雪佛兰 Blazer开拓者的全球
累计销量达 466万辆， 探界者的全
球累计销量达 400万辆。

在中国， 雪佛兰也敏锐地洞察
到了市场趋势和消费者需求的变
化， 并在 SUV 领域进行了有针对
性地部署。特别是近些年，雪佛兰不
断加大 SUV 产品投放力度， 先后

导入了多款全球战略 SUV 车型。
截至目前， 雪佛兰在国内已组建起
由雪佛兰开拓者、新探界者、创界、
新创酷 4 款实力产品所构成的超
强 SUV 产品矩阵， 实现了对大中
型、 中型、 紧凑型和小型等主流
SUV 细分市场的全面覆盖，充分满
足了消费者多元化的购车需求。

更重要的是， 雪佛兰 SUV 家
族正朝着“高端化、年轻化、智能
化”的方向发展，以 SUV 为代表的
全功能车系已成为雪佛兰双元产品
阵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为雪佛
兰品牌向上提供强大势能。

毫无疑问， 雪佛兰对于 SUV
的投入还将持续下去。未来，雪佛兰
将把北美 SUV 产品线完整带到中
国， 为消费者提供真正原汁原味的
纯正美式 SUV 用车体验。 雪佛兰
SUV 家族将继续秉承“不断探索、
追求自由”的精神，致力于为中国
消费者带去更多高品质产品和贴心
愉悦的服务， 进一步丰富他们的用
车生活。

（于大卫）

上个月举办的 2021 上海车展上，上汽通用汽车雪佛兰品牌携重磅
产品阵容参展。 其中，雪佛兰 SUV 家族全员出动，大放异彩。

在雪佛兰展台上， 第一代 Suburban 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亮相，
演绎一段经典传奇故事。 此外，2021 款 Suburban HC 以及全尺寸 SUV
王者 2021 款 Tahoe Z71 也惊艳登场，再加上雪佛兰开拓者、新探界者、
创界以及新创酷全功能车系整装集结， 让观众近距离体验到了雪佛兰
SUV 的强悍实力。

重量仅 120 克的智能眼镜（白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