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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下周初受地面高压环流影响，本市天气晴好；周中受高空浅槽东

移和地面弱冷空气扩散南下影响，本市云系增多；周后期受高空槽后西北

气流控制，本市以多云天气为主。预计一周雨日0天，周平均气温16～

17℃，极端最低气温10～11℃。下周本市天气晴好，以多云天气为主。

天气预报

后世博
将低碳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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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会是历史上第

一个提出!低碳世博"理念的

世博会#因此围绕低碳发展的

潮流#世博园内有大量的被动

式建筑设计 $ 可再生能源应

用$ 高能效技术与自控方案$

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等一系

列低碳领域的示范项目% 而这

些场馆#也许不是外表靓丽吸

人眼球的热门场馆#但细细体

验#你一定会被其中展现的高

新科技与低碳理念所折服% 如

建筑的外部能源消耗只有普

通房屋的
!"#

并拥有三位导

览系统的汉堡案例#智能化生

态建筑$ 综合节能水平超过

$"#

的!沪上&生态家"等都是

值得一看却不用饱受排长队

之苦的低碳亮点%

事实上世博园本身就是

一个良好的低碳概念的展示

舞台% 园区内运送游客穿梭往

来的车辆全部是使用新能源

的零排放汽车 # 如超级电容

车$纯电动车$燃料电池车等#

让参观者充分感受到乘坐绿

色环保车辆的舒适性和便捷

性% 另外#世博园还是目前国

内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应

用园区% 清洁$可再生能源的

使用是低碳概念的核心#因此

太阳能发电不仅为世博会留

下低碳世博的理念#更为将来

城市建筑发展起到示范作用%

意大利馆

意大利馆主要使用新型

材料以实现低碳照明%

乍看上去#意大利馆的外

墙好像是一大片灰色的混凝

土被镂空出一个个整齐划一

的长方形小洞#但仔细用手一

摸#却发现这些所谓!小洞"其

实是一种类似玻璃的透明材

质'''透明混凝土% 这种!透

明材质"其实是在传统混凝土

中加入特殊的树脂成分#利用

各种成分的比例变化达到不

同透明度的渐变% 意大利国家

馆
%"!

的面积都被透明混凝

土制成的透明面板所覆盖% 自

然光的射入不但减少室内灯

光的使用#而且能使场馆在一

天内连续不断地随着阳光折

射角度的变化变幻出不同画

面%

此外#意大利场馆的 !刀

锋"般的切口可以将外部光线

反射到馆内提高馆内照明效

果%

西班牙馆

西班牙馆的!藤编 "外墙

是建筑史上第一座用藤编作

为建筑材料的设计% 大多数场

馆主要通过
&'(

灯和对新型

材料的使用以降低照明的能

耗#因此西班牙馆对太阳能源

的充分利用就显得十分独特%

西班牙馆的外观远看就

像是一个藤条篮子#阳光将透

过藤条的缝隙#洒在展馆的内

部% !西班牙馆的照明依靠自

然光" 这个说法并没有错#但

是过于片面% 是太阳能为!篮

子"提供照明% 西班牙馆馆顶

是太阳能板#建筑所需能源都

来自太阳能板%

伦敦零碳馆

伦敦零碳馆的造型算不

上别致# 但它的窗户能发电#

墙体会发光%

其实!发光发电 "都要归

功于新型材料% 建筑者在馆体

的外立面上涂抹了一层纳米

稀土发光材料#白天阳光照射

到墙壁上#就落入材料内部深

浅不一的!陷阱"里#夜晚这些

材料又能将白天储存的太阳

能量释放荧光 # 减少照明能

耗# 使展馆成为会发光的房

子% 零碳馆中的环保技术还应

用于很多其他方面#如外墙涂

层和会呼吸的零碳地板等% 展

馆外墙使用纳米材料涂层#当

室外热量和能量辐射进入到

薄薄的纳米涂层的时候#大量

特定波段的非可见光能量会

得到反射# 而不会进入室内#

通过这样的技术让室内外环

境产生温差#达到冬暖夏凉的

效果% 展馆内铺设的地板涂有

特殊的负离子涂层#可以实现

每平方厘米释放
)

个负氧离

子#并且是全天候持续释放负

氧离子#以此来改善室内空气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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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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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指生活作息时

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碳，特别是二氧

化碳的排放量，从而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减缓生态恶

化，主要是从节电节气和回收三个环节来改变生活

细节。呼吸、做饭、上网、乘车……每天，我们无时无

刻不在排放二氧化碳 。

衣 每月手洗一次衣服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洗衣机已经

走进千家万户%虽然洗衣机给生活带来很大的帮助#

但只有两三件衣物就用机洗#会造成水和电的浪费%

如果每月用手洗代替一次机洗# 每台洗衣机每年可

节能约
!8%

千克标准煤# 相应减排二氧化碳
98$

千

克% 如果全国
!8:

亿台洗衣机都因此每月少用一次#

那么每年可节能约
;$

万吨标准煤# 减排二氧化碳

$<8%

万吨%

食 减少吸烟

吸烟有害健康#香烟生产还消耗能源%

!

天少

抽
!

支烟#每人每年可节能约
"8!%

千克标准煤#相应

减排二氧化碳
"89)

千克% 如果全国
98=

亿烟民都这

么做#那么每年可节能约
=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

碳
!9

万吨%

住 家庭照明改用节能灯

以高品质节能灯代替白炽灯#不仅减少耗电#

还能提高照明效果% 以
!!

瓦节能灯代替
$"

瓦白炽

灯$每天照明
%

小时计算#

!

支节能灯
!

年可节电约

)!8=

度#相应减排二氧化碳
$<8$

千克% 按照全国每

年更换
!

亿支白炽灯的保守估计# 可节电
)!8=

亿

度#减排二氧化碳
$<$

万吨%

行 每月少开一天车

每月少开一天# 每车每年可节油约
%%

升#

相应减排二氧化碳
:<

千克 % 如果全国

!;%<

万辆私人轿车的车主都做到 #

每年可节油约
=8=%

亿升# 减排

二氧化碳
!;;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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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
!:9)

年的康健公园# 占地面积

:8=)

万平方米% 曾在
!:<=

年之后的
=

年内

担任过!科普公园"的角色% 园中景色宜人#

山水相映成趣#树林郁郁葱葱#地处西南角

的湿地更是城市生态化身%

如今的康健低碳科普园所展示的是一

期的
!9

个低碳科普展项% 既保持了康健园

原生环境$以小见大#又注重展示的趣味性

与互动性#采用游园形式达到以丰富翔实的

科学知识带领观众走进低碳环保的陌生领

域#以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的低碳科技诠释

低碳科普理念#以实用性和可行性的展示引

导养成良好的低碳生活习惯%整个展示项目

及形式注重参与性和趣味性# 寓教于乐#增

加观众对低碳主题的认知热情%

★樱花大道（再生橡胶路）

展示理念：环保科技应用实例

展项描述：利用废旧轮胎制成的铺路石

修筑一条颜色鲜艳的百米小路#在道路尽头

告知观众垃圾回收再利用的技术和前景#废

旧轮胎只是其中

一种%

★低碳影视角

展示理念：利

用角落位置#通过

简单易懂的
5+0>?

演示帮助观众理解日常生活中那些习惯有

助于降低碳排放%

展项描述：设立专门的影视角#观众通过

点击触摸的方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低碳主题#

分别演绎生活$工作$出行的注意事项%

★健身区（能量转换）

展示理念：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强健

体魄#还能部分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身体

力行#节能减排%

展项描述：利用公园内原有的健身器

材#制作动能转化为电能的互动装置#游客

只需在器材上做运动#就能瞬间产生相应的

电能# 并显示在健身区的一侧的显示屏#根

据游客运动量的大小#读数分辨对应!可供

手机充电
!"

分钟"$!可供节能灯工作
!

小

时"等生活能耗知识%

★太阳能充电伞

展示理念：环保科技应用实例%太阳能的

应用往往与高科技$大规模的产业概念挂钩#

太阳能充电伞则能让观众体会到太阳能作为

一种可持续利用的能源就在我们身边为我们

提供服务%

展项描述：在公园内布置
%

架可移动太

阳能遮阳伞# 在为游客挡风遮雨的同时#可

在平时收集太阳能为游客提供免费手机

充电服务% 通过蓄电池把晴

好天气收集的太阳能储存起来#即便是阴雨

天也能为游客提供服务%让游客亲身体会到

★风力发电（5组）

展示理念：环保科技应用实例% 全世界

的风能总量约
!9""

亿千瓦# 中国的风能总

量约
!$

亿千瓦% 作为一种清洁能源极具发

展前景%

展项描述：将城市中难得一见的风力发

电机组搬到康健园中与游客近距离接触#通

过说明牌让游客了解康健园的能耗构成当

中部分能源就来自于五台风能发电机组%

★湿地知识
&'(

屏

展示理念：湿地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都

是比较陌生的概念#因此结合真实的湿地环

境#展现湿地在生态环境中的作用显得尤为

必要%

展项描述：位于湿地区的大型
&'(

显

示屏将通过
9(

画面介绍工业化前世界上湿

地的分布范围$当今湿地的分布情况以及湿

地面临消亡的危机#讲述湿地在生态系统中

的重要作用#提醒人们保护湿地$保护

植被的重要性%

低碳生活攻略

世博会中低碳理念的实际运用

（信息来源于上海市气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