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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需要

全身心翱翔

记者登上太空飞船，戴上 VR 眼镜进行体验。伴
随着车体摆动，感觉自己从解放碑中心向上攀升。左右
张望，重百大楼、时代广场、金鹰财富购物中心等从身边掠
过。沿着纽约纽约、大都会在解放碑上穿梭，所有的场景和
实地几乎一模一样。
“ 除了解放碑，所有场景都是 VR 建模按
1:1 比例真实再现。”
云威科技 CEO 李力称。
太空飞船来到渝中区长滨路，慢慢掠过东水门大桥，直
抵朝天门码头，缓缓进入嘉陵江。从千厮门大桥下穿过，来
到洪崖洞前缓缓上升，可以看到桥上穿息不停的车流。远
眺大剧院美景，
甚至可以看见大鱼从江中跃出。
从视觉、听觉和触感上全身心自由翱翔，整个持
续约 10 分钟。
“最后呈现给游客的，可能还有云朵
版和热气球版本。”李力称，在新的 VR 系统
中，游客可以站在云朵或热气球中，体
验飞越解放碑的感觉。

▲飞越解放碑 VR 将在
国博中心 S5 馆展出

B

▶6 人座 VR 动感
体验太空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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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场

10 分钟

请到智博会体验高科技

坐过山车，
穿越高楼林立的渝中区解放碑 CBD，
俯瞰两
江交汇美景……本次智博会上，
重庆本土大数据智能科技
双创企业——云威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飞越解放碑等
多款智慧旅游产品，利用 VR（虚拟现实）技术，让游
客不到现场便能全方位领略解放碑、钓鱼城等
景区景点特色。
重庆晚报记者 陈富勇 文
受访者供图

市场价
10 万元左右

“云威科技的 VR 智慧旅游产品，几乎全部
实现本地化生产。”李力称，首度亮相的爱奇艺
4K 高清 VR 眼镜由江北区鱼复工业园生产，数控
加工由璧山工业园企业完成，永川机器人基地承
担激光切割加工，九龙坡区工业园负责玻璃钢制
作，巴南区惠科产业园生产高清液晶显示屏，大
渡口区工业园负责喷塑喷漆电镀加工。
最核心技术由云威自主研发。李力介
绍，这样的结果是大大降低产品成本，
VR 动感体验太空飞船市场价 10
万元左右。

航班放行率西南第一
在这次 ACI 测评中，
重庆机场航
班放行率名列全国第二、
西部第一。去
年重庆机场航班放行正常率达到
85.69%，
在全国10大机场中排名第
二、
西南地区排名第一。今年上半
年航班放行正常率88.73%，
同比提升3%。

▲乘客在自助值
机上办理登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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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万平方米

资源扩充少用摆渡车

去年重庆机场 T3A 航站楼和第三跑
道投用后，新建站坪 80 万平方米，包括 80
个客机位（66 个近机位、14 个远机位）和 14
个货机位。新建长 3800 米、宽 75 米的第三
跑道可以起降空客 A380。新建航站楼
53.7 万 平 方 米（含 3 万 平 方 米 特 种 车
库）。资源扩充后，对旅客服务最直
观的体验是能够为航班多靠接
廊桥，少使用摆渡车。

不需要

多等待

自助签注机
缩短旅客出行时间
重庆机场再获 ACI 测评第一名

在日前进行的国际机场协会（英文简称 ACI）服务质量测评
中，重庆机场荣获 2018 年一二季度全球旅客吞吐量（2500 万4000 万层级）最佳机场第一名荣誉称号。这是重庆机场连续
两年获得这份荣誉。
如 何 通 过 ACI 大 考 ，如 何 让 乘 客 感 到 满 意 ？ 昨
日，重庆机场有关方面就智能化服务等细节进行
了解读。
重庆晚报记者 王渝凤 李化
实习生 蔡红梅 摄影报道

C

要开发
智能科技版本

▲解放碑 CBD
建 筑 通 过 VR
一一呈现

李力介绍，飞越解放碑这款产品在国博
中心 S5 馆展出之后，将选择在解放碑、洪崖洞
等景区展示，让更多游客通过智能技术感受重庆
魅力。
该公司还在考虑开发更新的版本——解放碑
旁有一座时空之门，游客进入时空之后回到 70 多
年前的老重庆，
或到 50 年后去看看新重庆。
李力表示，随着 VR 智能科技设备的普及
和应用，云威科技将把新技术应用到旅游娱
乐、科普教育等更多场景中，云威 AR 单
人坦克、VR 双人射击、VR 战马、VR
儿童赛车等，
都已在路上。

85.69%

▲机场
航站楼
各类引
导标识
细致入
微

VR太空飞船
飞越解放碑

▲操作自助行
李托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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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分钟

平均滑入时间大大缩短
去年 1-8 月，
重庆机场平均滑出时间
17.88 分钟，
滑入时间 10.49 分钟。T3 投用
后，
两项数据分别缩短到 12.69 分钟和 8.38
分钟。今年上半年，
两项数据分别稳定在
13.58 分钟和 6.25 分钟。重庆机场机位
充足（178 个），
备降机位预留充足，
运
行程序流畅高效，为西南地区其
他机场备降航班保障提供
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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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中心
智能化系统

36 台

自助行李托运操作方便
重庆机场 T3A 航站楼自助行李托运
系统设备位于 3J 值机岛，共计 36 台自助
行李托运设备，日托运量最高达 600 余
件。今年重庆机场推出无纸化乘机服
务，
极大提升旅客出行效率。航站楼协
调相关部门完成投用自助签注机、
智能手推车等新设备，大大缩
短旅客出行时间。

◀乘客操作自助
行李托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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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钟/人

旅客就近登机节省时间
从今年6月起，
重庆机场东区启用
351、
352 混合机位，
对流程带来极大简
化。国际段旅客不再需要经过复杂国
际流程，只需通过国内安检就可候
机。国内段旅客不需乘坐摆渡
车，直接在近机位登机口候
机，
平均节省时间约 20
分钟/人。

▲刷码进入
快速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