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2011年4月21日 星期四

B05

移动周刊

蜂窝式移动电话，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手

机”———从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是

多么喜欢它、 多么需要它， 它已经成为一个

“随手随身”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人类通过手

机进行的相互沟通， 其实是手机与移动通信

基站之间的电磁波沟通， 手机把主人说出的

语言、发出的声音转换成高频电磁波，然后以

无线电波的方式向空中发射； 基站接收到这

些无线电波， 会把它传给中心机房进行地址

辨识并加以整理放大， 再回传给距离目标手

机最近的基站， 然后由这个基站将信号再次

转换成无线电波向空中辐射， 目标手机收到

这个信号， 还原成为声音在耳机中播放，这

样，两个持有手机的人就建立了沟通。 每天、

甚至每时每刻，我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就是这样，通过手机这个奇妙的“精灵”，在我

们的生活中上演。我们喜爱手机，我们需要手

机，我们离不开手机！

于是，有人担心：那我们的周围，岂不是

环绕着电磁辐射么？是的，但你却不必为健康

担心！ 其实，自从生命诞生在地球上之后，所

有的生物就一直生活在电磁辐射当中， 比如

说阳光， 那就是一种比我们的手机电磁波频

率更高得多的电磁辐射，但亿万年来，生命反

而一直依靠阳光的照射而生长， 没有阳光这

种电磁辐射，地球生命根本无法延续！阳光是

一种非电离辐射， 手机与移动通信基站的辐

射也是一种非电离辐射，千百年的事实证明，

只要不过量，它们照射在我们身上，不会损害

我们的健康！

实际上，我们的生活环境的确充满着这种

非电离辐射，家用电脑的主机、显示器、烹调食

物的微波炉、电磁炉、电视机、电吹风、电暖器、

高频直流电梯、电焊机、广播电视无线电信号、

无线对讲机，甚至电灯、石英钟、电子表和汽车

发动机的点火线圈……它们都在发出电磁波，

自从人类发明了这些工具， 几十上百年来，我

们一直在使用并且从未因此受到伤害。 为什

么？ 原因有两个：一、因为它们发出的是“非电

离辐射”；二、因为我们从产品设计上做到了控

制辐射的剂量在安全范围以内。

现代使用的 2G 及 3G 移动电话，采用的

都是“微蜂窝式基站结构”，也就是说，在我们

的居住环境内建立数量众多的小型、 低发射

功率、近传输距离的移动通信基站，使得每一

个基站所发出的电磁波只在几百米范围内起

作用，而且功率微小，手机是在基站与基站之

间进行“接力跑”，这样，基站建设得越多、布

点越密集，单个基站要管辖的范围就越小，手

机和基站之间的距离就越近，那么，手机和基

站各自需要发出的电磁波的能量就越小———

这就好像你要和你的朋友用嘴说话的时候，

你们之间距离越近， 你们各自需要发出的声

音就越小，你们的声音自然就不会“吓着”对

方了。

同样道理，“微蜂窝式基站” 和与之配套

的当代手机，发出的都是低量的辐射功率，这

种辐射也是不会影响您的身体健康的！ 2009

年 5 月 17 日，上海市辐射环境监督站的检测

结果显示， 两个移动通信基站的辐射量加在

一起， 才等于一台正常开启的笔记本电脑的

辐射量； 一个移动通信基站的辐射只有普通

家用微波炉的四十分之一， 换句话说， 要 40

个移动通信基站的电磁波辐射加在一块，才

能等于微波炉散发的能量。

这还只是近距离测试的结果， 而实际生

活中， 通讯基站的天线发射面距离人类的活

动区域至少在 10 米到 60 米的之外，所以，完

全不必担心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而且基站天

线的设计与建造， 都会严格遵照特定的方向

发射，因此，即使基站建立在你家的屋顶上，

也不会对楼下的居民造成身体伤害，前提是：

您不要随意地到楼顶并使用梯子等工具去

“好奇”地近距离观察基站天线！

但是，需要提醒您的是，手机是近距离贴

身使用的， 因此对手机的使用的确需要讲究

正确的方法，一般来说，不要通话时间过长，

不要在手机振铃的时候、也就是还没有按“接

通”键的时候就放到耳朵边，另外，最好使用

外接耳机接听。

手机与移动通信基站辐射

不会对居民造成身体伤害

建在居民楼顶的通信基站，符合国家辐射安全标准，市民不必担心。

当 IPTV、互动电视等三网融合业务还

在重重阻力中举步维艰之时， 手机电视业

务却正以豪迈的步伐阔步走在三网融合的

大道上。 与其他三网融合业务相比，手机电

视业务的进展显得尤为顺利， 跟收听广播

一样方便快捷、 视频效果超出普通手机视

频的体验、价格低廉的包月制收费模式，让

CMMB日渐深入人心。

中国移动和中广传媒合作的 CMMB手

机电视业务起步较早 ， 早在 2008 年，

CMMB+TD的手机电视就在北京奥运会上

首次亮相。 2009年 3月，中国移动和中广传

媒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共同推进具有

CMMB功能的 TD手机的发展， 并约定在

未来的三年中， 中国移动是 CMMB在终端

方面的唯一合作伙伴。 进入 2010年，中国移

动与中广传媒的合作又迈入了一个新的时

期。 2010年 6月，CMMB手机双向业务试点

启动， 这意味着 CMMB手机电视的业务模

式不再停留在单向的广播式上， 而是开始了

双向、 互动的创新业务模式的探索。 在

CMMB业务开展初期，双方的合作可以看做

是简单的优势相加， 中国移动借助中广传媒

在内容上的优势，丰富业务形态，创造竞争优

势， 而中广传媒则借助中国移动庞大的用户

群，通过在 TD手机中内置 CMMB模块，实

现 CMMB业务的推广。 然而，随着业务的进

一步推广，随着 3G网络的发展和成熟，双方

的合作也开始向着更加“融合”的双向业务演

进， 这意味着未来用户不仅能够在手机上看

到传统的手机电视节目， 更能够体验到精彩

的互动业务，享受到三网融合的成果。

在上周举办的 CCBN2011 展上， 中广

传媒就展示了互动电视、 生活资讯服务、应

急广播、手机团购、手机游戏等多种双向和

互动业务。虽然目前这些业务还未正式推向

市场，但是可以预见的是，类似互动电视、手

机团购、手机游戏这些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业

务一旦在 CMMB 手机上推出，必将大幅提

升 CMMB 用户的业务体验，从而进一步推

动 CMMB 手机电视业务的发展，甚至可能

给运营商带来意想不到的市场业绩。

网络是一切的基础。 截至目前，CMMB

网络基本覆盖了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信

号覆盖率达到 98%以上， 并正逐步向县级城

市推进。终端方面，中国移动也是不遗余力地

推动着产业链的协同发展，目前参与 CMMB

手机研发的国内企业达到数十家， 而且国内

支持 TD制式的厂家均支持 CMMB，国外手

机巨头如三星、 摩托罗拉等也相继推出支持

CMMB模块的高端手机。 最新数据显示，中

国移动 CMMB终端已经超过了 120款。 在

内容方面，CMMB一直坚持市场化方式的开

放内容制作，并且与 CCTV等国内最重要的

电视媒体展开了深度合作，世界杯、日本地震

等重大体育赛事和重大新闻在 CMMB上的

呈现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 据介绍， 目前，

CMMB利用卫星广播信号可以实现“天地”

一体覆盖、全国漫游，可同时支持 25套电视

节目和 30套广播节目。

日渐完善的网络、 终端和内容吸引了

大量用户的注意，中国移动的专家指出，到

今年年底， 中国移动 CMMB 用户将超过

3000万户。 其发展速度之快甚至将超过 3G

用户的增长。 作为我国三网融合的典范，

CMMB 业务正在逐渐融合广电及 3G 业务

的诸多优点。 现在，基于手机电视的观众互

动、天气预报、交通路况、媒体服务等多媒

体业务正日渐受到人们的追捧， 正在推动

着市场的快速普及。 ■晓中

手机电视：风景这边独好

周君，邵阳某高校大一学生。因为恋家，

只要学校一有假期就喜欢往几百公里外的

家里跑。 可是，火车上的几个小时实在是太

枯燥乏味了，以前她就百无聊赖地拿本小说

打发时间。 现在好了， 旅途中可以拿着 G3

上网本，看看电影，听听音乐，回家的路忽然

变得好近。 而且 G3的网速永远都是那么流

畅，即使驰骋高铁上，也丝毫没有影响。

周君说，在学校，她和寝室的同学都迷

上了 G3手机的视讯系统，用手机看影片成

了她的新爱好， 为枯燥的学习生活增添一

抹亮色。在食堂吃饭时，打开 G3视讯，让自

己置身于迷你影院，经典老剧、最新大片，

一个不漏，乐在其中。 有时也将手机当作无

线上网卡与电脑进行蓝牙无线传输， 实现

登录互联网， 彻底摆脱网线的限制。 新学

期，铺天盖地般的新知识扑面而来，可周君

不仅不担心，还学得游刃有余。 因为，周君

有新秘诀！ 通过移动 G3 手机，在校园内无

论哪个角落，有了疑惑就上网，操场边、图

书馆、甚至饭桌旁，都成了她汲取知识的课

堂。 G3手机总能在她在第一时间把书本上

抽象的知识和网上实际应用的体验相结

合，迅速实时掌握要领。

笔者在邵阳移动中心营业厅了解到，

花 658 元便可获得一部中兴 V235B， 还可

获赠 360 元移动分月话费， 也就是说只需

要 298元就可以体验 G3 生活，该手机支持

CMMB 手机电视功能， 内置手机地图、支

持可视电话、移动 MM、手机阅读等多种业

务；喜欢使用无线上网的客户，花 639 元，

即可拿到一部酷派 F600， 该手机 2.8 英寸

大屏商务手写，最流行 touch�panel 触控，同

时配置无线 MODEM 功能，为电脑随时随

地提供上网环境， 当然， 这款手机也支持

CMMB手机电视。 为充分满足学子们的通

信需求， 湖南移动还精心准备了适合学生

们的移动套餐，G3 正成为校园学子时尚生

活的牵引力。 ■李奕夫

G3 手机成大学生“必备品”

CMMB手机电视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目光。 ■周跃 黄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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