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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碳世博#是上海世博会的重要理念
之一$ 在信息通信馆%所有桩基都采用宜拔
除的可回收钢管% 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未
来土地使用的影响$ 同时%积极采用太阳能
发电并提供热水%利用天然江水源制冷%设
计能耗监测与智能管理系统% 多方面提高
能源使用效率$

这还不够%信息通信馆还着力节水%采
用绿色屋顶收集雨水% 建立雨废水回收系
统%全程回收&再利用馆内废水%用于景观
灌溉$

在其他园区% 中国移动同样打造了一
张以绿色和环保为主题的" 生态网络'%践
行其对绿色责任的诚意% 展现了中国移动
为构建" 生态网络'%在节能技术应用&节能
减排思路及管理% 乃至环保产业推进模式
等方面的先行探索$

世博园区里有两个造型奇特的移动通
信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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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和
.%

号基站$

%

号基站的顶上有
个高耸的铁塔%

.%

号基站的屋顶上有个巨
大的类似直升机螺旋桨的东西$ 这些奇特
的设施代表着中国移动最新的节能环保技
术$" 高耸的铁塔'内部中空%是智能通风的
一个变体% 其工作原理就是利用高空稀薄
的冷空气%通过铁塔向上拔风%让机房内的
热量自然散发$" 巨型螺旋桨'用于风力发
电%可保证基站每天内部照明自给自足$

中国移动相关人员介绍% 中国移动仅
在世博园基站的节能减排设备方面% 就投
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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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元% 其节能减排措施涵盖了
%%

类细项新技术应用% 累计节约电能消耗
达
%$0

以上$

一部移动手机畅游世博园
中国移动以科技点亮世博

刷一下手机就能进入世博
展馆%并在园区内的餐馆消费&在
便利店里购物$

对着大屏幕拍张照片%把这
张照片作为彩信发出%就能获得
一位" 电子导游'%让你对展馆了
如指掌$

按几下手机键盘%排队时间
前

"/

名的场馆就能一目了然 %

让你再也不排" 冤枉队'((

当人们为世博会的" 科幻色
彩'惊呼时%通信技术的融入更
让人们感觉到生活的匪夷所思$

上周%记者跟随" 精彩世博
尽情移动'中国移动世博体验之
旅媒体采访团%深刻领略了世博
会" 身上'散发的阵阵魔力$更重
要的是% 有了中国移动的加入%

世博会里" 可望而不可即'的高
科技离人们更近了%而人们的生
活也将伴着移动的脚步%显得越
发便捷&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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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赢得世人赞誉的
北京奥运会%还是如今举世瞩
目的上海世博会%抑或是城市
里平凡的日常生活%我们几乎
无法想象没有通信技术的现
代生活将是什么样子$ 就在人
们的不经意间%小小的手机往
往会带来惊奇$

同样让人惊奇的还有世
博园里的信息通信馆%这座由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联合打
造的场馆%是上海世博会唯一
能整体" 变色'的场馆$ 夏风袭
来%信息通信馆的外观将呈现
出绚烂的视觉效果%与上海美
丽&璀璨的夜景相融合 %成为
黄浦江边一道新的风景线$

华丽的" 外衣 '能给人留
下深刻的第一印象%而" 肚子'

里有没有" 货'决定了能否得
到人们的认可$ 在这一点上%

信息通信馆没有让人失望$

全球首创的" 三位一体'

多维立体网络体验展演方式
整合高科技展演手段%带来无
比震撼的动感特效)独创的手
持移动互动终端为参观者带
来个性化的体验 $ 未来信息
技术打造的未来信息城市的
梦想生活%令人目眩!神奇的
五感沟通 & 可爱的纳米通信
机器人&自动调温的衣服 &与
你聊天的房间 & 凭空破墙而
出的小精灵((这些平常连
想都想不到的玩意儿%在信息
通信馆不仅都能看到%还能亲
身体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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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踏入信息通信馆的那一刻起%一个白色
的手持终端就与我们密不可分了$ 一个名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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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移动终端'%长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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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机的东
东成了我们打开" 未来生活之门'的" 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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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移动终端" 个头'虽小%但" 地位'

可不低%它是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全球首
创 %集无线网络视频游戏 &存储设备和互动
的媒体播放器等功能于一体$ 参观者只要在
上面设置自己的名字和密码 %就可以拥有全
球最先进的展演技术 %展开专属自我的旅程
体验$

通过它%人们可以和正在播放的影片中的
人物&正在演示的产品进行互动$ 通过它%只需
轻轻一扫% 就能迅速收集到任何有趣的画面&

视频&声音&文字等%并实时通过无线网络存
储%以备日后" 随用随取'$ 通过它%人们获得了
身临其境的尖端视听感官互动体验%切实感受
到无处不在的信息通信技术$

伴随着屏幕上一对活泼可爱的信息通信
梦想小精灵" 咕嘟'和" 叽呤'的出现%

123

手持

终端开始与影片内容进行互动$ 当看到一只信
鸽在空中飞翔时%

123

终端的屏幕就会以
67

动
画的形式显示其展翅速度$ 与此同时%

123

终端
还会振动%提示大家不要错过重要的片段$

" 梦想剧场'是展馆内充满惊喜的主展厅%

它的容量和郑州横店影城的放映厅容量差不
多%但这里的观影效果梦幻了

8

多倍$

观看影片时%人们手中的终端会随情节的
递进%不断与正在播放的动漫互动%智能化地
提示不容错过的重要瞬间$ 同时%它还通过事
先振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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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灯闪烁的方式% 提醒人们战
争爆发&灾害降临的画面$ 而且%配合着影片的
进展%还会给参观者发来一封来自两位小精灵
的电报$

梦想剧场的屏幕除了正前方有一块超大
弧形主屏幕以外%还有由

%,

块屏幕拼成的拱形
" 穹宇'$ 在这样的" 穹宇'下%体验者会感到自
己就是沟通的中心$ 如果加上每个体验者手中
参与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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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 整个剧场的屏幕数将超
过数百块%堪称本届世博会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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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手机就能进入世博展馆%并在世博园区
内的餐馆消费&便利店购物%这不再是梦想$

工作人员介绍说 %中国移动推出的世博
" 手机门票 '%在手机

51;

卡中写入世博会门
票的应用 %手机轻轻一刷 %即可方便地通过
世博园闸机验票口$ 此外%中国移动还与交
通银行联手 %在世博园区共同合作实现" 手
机支付'$

想实现这些功能%中国移动用户只需要更
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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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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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无须更换号码和手机$

刚听完手机支付的服务介绍%旁边" 咔嚓
咔嚓'的声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原来%这是
世博会的工作人员在为参观者演示" 世博标
志识别'$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一名参观者把大屏
幕上显示的某一世博建筑用手机拍了下来%以
彩信的方式发至指定号码$ 数秒之后%就收到
了一条主题为" 世博会爱尔兰馆'的彩信%不仅
附有爱尔兰馆的外观%还有爱尔兰馆的简介$

说白了这就是一位" 电子导游'% 有了
" 世博标志识别'%游客可以无障碍了解场馆
信息%再也不用" 踮起脚尖看'%

或者" 竖起耳朵听'%简单地拍个照&发条彩信%

就能获取场馆或演出信息了$

此外%中国移动还在世博园区里设立了
+$

个" 世博信息亭'%为游客提供更便捷的信息化
服务$ 人们只需点击世博信息亭里的触摸屏%

便可查询到园区信息& 场馆信息和城市信息%

包括公告&天气&餐饮&交通&宾馆&公厕&志愿
者服务点&医疗&购物&活动等信息尽在掌握$

什么* 找世博信息亭还有点麻烦* 中国移
动还有更+ 贴心'的服务$ 现在%中国移动还推
出手机实时显示热门馆排队时间的服务$输入
>?@ABC@D,$.$EFG

登录手机世博官网%当时排队
时间排名前

.$

位的场馆在手机上一目了然$ 该
数据和世博局联网%每小时更新一次%让游客
动动手指就可以避免排了三四个小时的队还
一眼望不到头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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