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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Ecocarrier 提供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以及混合现实技术可应用的云端使能平台，应用程序

和游戏。

我们的产品有：

“Social Edification”（社会教化） www.socialedification.com. 这些社会项目可以提升民众

的数字化意识,以及影响并构建友善公正开明的社会。

“PizzzAR Digital Platform” www.pizzzar.com. 一个数字化的广告推销平台使传统印刷广告

媒体瞬间转变为移动数字广告成为可能，并且不需要任何资本（CAPEX）。

“MRESENCE” www.mresence.com. 一个可以跨越地理距离的在线交互平台；提供更好更

便捷的远程协作，远程医疗，远程教学以及远程会面。

Ecocarrier 公司在电讯批发和远程通讯零售的管理服务方面已有15年的销售经验。

Ecocarrier 公司每日为25个非洲以及中东国家提供超过百万分钟的电话服务。

Ecocarrier Digital是Ecocarrier公司的数字服务部门。

ECOCARRIER FOR SOCIAL EDIFICATION（社会教化）

Social Edification（社会教化）服务解决了企业社会责任（CSR）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UN 

SDG）问题，首要目标如下：

            提升民众的数字化意识

            帮助影响并构建友善公正开明社会。

W5Go™ 应用程序以及游戏解决了教育质量，性别平等，和平公正和强大机制的问题。

PPIXXELLS™ 解决了教育质量，幸福安康以及性别平等的问题。

MRESENCE™ 解决了幸福安康，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企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气候变化，陆地生命和水下生命等问题

PizzzAR™ 解决了贫困，气候变化，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同时也解决了净水和环境卫生，无纸化广

告及宣传活动。

Ecocarrier  Inc. | www.ecocarrier.com | Page.2



什么是 W5GO?

W5Go™ 是Ecocarrier Inc的一个社会项目。我们致力于发展针对学龄前幼儿园儿童的AR技术交互

和寓教于乐的应用程序以及游戏。

全部应用程序均可兼容iOS 以及安卓设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可以帮助儿童通过有效的使用

科技学习有价值的东西，无需父母以及老师的的监管。

应用W5GO的优点是什么

提供给儿童（3-7岁之间）寓教于乐的App应用程序以及游戏进行学习与娱乐

提升孩子的数字化意识

提供给孩子对于事实以及数字方面最佳的解答，并帮助他们更好的观察周边环境培养好问精神

把英语单词与表达通过自然而然的方法渗透给学龄前儿童

通过电脑动画的应用以及AR/VR/MR等产品向孩子们介绍切实的事物，情景体验以及抽象的观念

一般来说，一个孩儿通过一个W5GO的App应用的体验将学习20个新单词。

                           当他玩过100个W5GO的App应用，他将学会二千个单词以及很多表达。

                                                                                               他们将学会相当多的词汇以及英语表达。

对于幼儿

W5GO的App应用给出关于什么，谁，什么时候，哪里以及为什么的问题，并且提供答案帮助孩子学习
并且鞭策他们跳出固有思维，同时通过提出‘为什么不’和‘假设。。。会怎样’的问题使他们深入挖掘。
W5GO App应用是帮助孩子有效学习的方法。
对于工作忙碌的父母家长它是理想的帮手。
对于W5GO App应用和游戏的设计目是为给孩子一个好的活动任务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来打发时间，而
不是在电视机前无所事事。

对于父母以及监护人

老师可以结合虚拟现实的科技，给予孩子更有效率的教学，同时引起孩子学习的兴趣并带来真实的体验。
老师可以把它作为教学中的辅助，在手机或电脑上运行W5GO并投影在较大的屏幕甚至整个教室，像
Airtame一样。

对于老师

企业的社会责任 (CSR)

为少年儿童创造更好的成果的一种方式。

      企业需要为下一代更好的生活质量，社群支持，科技进步而投资

      企业可以通过对新应用系列和游戏的赞助从而得到W5GO所提供影响少年儿童生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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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5GO™ 现在包括16个App应用/系列以及游戏，多数已经发布。全部系列和游戏都可通过iOS以及安卓免费下载。

下载 Apps

主要特点

可以以他们的内容对应特殊的需求进行创建或改编系列应用和游戏

全部系列的内容根据永不变更的事实而分为不同主题

对于已发布的系列和游戏会经常更新

W5GO 可以在多种设备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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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PIZZZAR

对于广告以及宣传活动， PizzzAR是一种高效并且超成本效益的数字媒介。

它具备AR/VR/MR功能，定位功能，可视数据捕捉以及基于综合性云端管

理服务器的大数据分析等特点。

                    PizzzAR提供了数字移动服务对于
                                                                   传统印刷广告的提升

PIZZZAR 的组成要素

PizzzAR 云端服务器

PizzzAR App 产品– 这是一个基于PizzzAR App应用运行的独特的广告或推广形式

识别物 – 一个小的印刷图片但也可以是实际物体

触发器 – 可以读取识别物或者识别特定地点的特殊数据，例如一系列的GPS坐标；触发器将唤醒产品并在手

机或电脑上运行

数字化内容 – 每个广告或者促销的相关内容将存储在云端服务器上

下载 App

作为广告客户，在印刷广告（传单，简报等）上添加一个QR/AR码。

使用者/观看者首先需要下载安装PizzzAR的应用在他们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

使用者/观看者开启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相机对准图片（识别物）开启/播放AR 产品。

通过手机上的相机对准印刷广告上的图片，观看者可以进行视频播放，查看更多页面的文字和图片，

阅览网站，播放音频或者获取优惠券等。

它是如何工作的?

观看视频

以往项目案例

演示
产品与服务的提升
新房地产预告
印刷广告基础上添加的图片库和视频等
网页展示
建筑施工结构
特别优惠和折扣券
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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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PizzzAR的优势和好处

推送广告和促销活动的理想选择

非常节约成本

可视化数据为客户展示了每个广告的表现以及相关费用的最新状态

数字化的广告内容可以通过云端服务器随时更新

更新云端内容后，即刻使用，无需其他任何修改

基于用户使用的语言推送相关的广告内容

广告和促销内容可以是AR/VR/MR等形式

通过互联网，广告内容可以同时在世界各时区播放

为什么您应该在营销和推广活动中使用PizzzAR

增强印刷广告
通过在媒体介质上添加视频，文本，音频，图像，目录等使营销更
有活力
推动更多活动
增加与品牌的联系纽带
提高客户参与度
推拉广告的理想选择
区别化服务
创造新利润
衡量广告的价值
适合教育活动，可以把相关内容包括进印刷媒体里进而投放进市场

分配模型

分销商和次级分销商可以称为战略合作伙伴，主分销商，销售代理或者广告代理商。每个级别的分销
商都可以有次级分销商和广告商。广告商是PizzzAR托管平台的最终用户。

系统中的每个实体都将根据他们的费率计划获得收益和利润。每个级别的分销商都可以自由为其订阅
者和广告商制定不同费率。

Ecocarrier 公司提供增值定价，账单和发票支持。

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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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视频

一个使能平台。 更好的一种方式，在线协作，远程学习，远程医疗，远程
会面 或一切远程操作

MRESENCE 使能平台为托管服务提供先进技术，其可以通过API和SDK与所有行业的各种服务提
供操作集成，尤其适用于医疗保健，远程医疗，远程协作，在线远程学习以及朋友亲人间的远程
会面。

查看更多资讯   www.mresence.com

在医疗保健方面所面临的最困难的挑战是

      让患者到达提供医疗护理的地点

      做到及时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远程医疗

MRESENCE - 远程医疗

                                   MRESENCE 对远程医疗有着独特的优势

                                                                                     安装快速，经济实惠，方便获取

患者要获取家庭医疗咨询只需要一部运行MRESENCE应用程序的智能手机，可由家中的监护人
或护理人员帮助操控。医院/诊所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同样只需要一部运行MRESENCE应用程序的
智能即可与患者进行资讯互动。

MRESENCE设施每分钟仅需0.01美元（不包括医生收费）MRESENCE是一种更为公平，更可接
受的医疗保健方式。

在公共教育，公共信息和一般信息收集方面，MRESENCE在启发公众方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MRESENCE 的服务可以改善医疗保健方面在于

提供便于访问的在线远程健康问题的学习设施
为大众人群的信息收集提供了方面经济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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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ESENCE

MRESENCE (混合现实存在) 是一种使能平台，可以让参与者在混合现实进行线上互动。

MRESENCE 最适合于在以下这些无法跨越的难题下支持多种服务运行：
物理分离、运输成本、紧急情况、政治和文化因素、有限的人力资源和所需的专业知识、无法获得的研
究设施和专业知识。

    MRESENCE 跨越了物理障碍和距离的阻碍

                                          MRESENCE最大限度的还原了真实体验

                                                                                   可以完美呈现不同地域在同一时空的真实互动。

                             

MRESENCE的用户能够

        向其他人展示“看到我所看到的”的场景

        通过“触碰我所触碰的”来进行互动

       甚至是体验或者分享“网络空间情感传递”

MRESENCE 在同类软件市场竞争中的优势

MRESENCE 设施管理

为服务提供商和用户提供登记服务称为咨询需求者和咨询提供者

用户和服务提供者互相评分功能

用于增强用户体验的聊天机器人可以指导用户进行筛选，以确定寻找服务的范围

区块链加密技术保护了文本，语音，音频，视频，数据和图形的后续使用

为咨询需求者匹配到更合适的咨询提供者

计费和发票功能，以便计费收费服务

在线支付网关界面用于收集每次资讯的支付情况，以及咨询时间等等

密码和面部识别保护用户安全访问操作界面，以确保最大的安全性

遵守个人信息保护和电子文件法案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Electronic Documents Act (PIPEDA)

网络安全保护功能

MRESENCE 提供以下功能设施：

MRESENCE 实现

"看到我所看到的"

"触碰我所触碰的"

"E网络空间情感传递"

提供的操作包括

一对一

一对多

多对一

多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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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ESENCE应用

TeleMRedicine

TeleMedicine with MRESENCE. 远程医疗，由注册医生提供跨时区7x24小时家庭医疗给任何地方的患者
。快速和简单的咨询设置，提高医疗保健的范围和可用性，大大降低整体医疗保健成本。

CollaboMRation

Collaboration with MRESENCE. 远程协作，在AR/VR中进行沟通，分享，互动和协作。专家可以远程了解
现场人员在工作现场看到的情况。现场人员可以获得专家的建议和指导，甚至手把手帮助你完成工作。

ConfeMRence

Conference with MRESENCE.  远程会面，家庭聚会允许实时与全球各地的亲人进行有效的互动和感情传
递。你可以和他们交流，欢笑，触碰，拥抱并亲吻他们。

MRearning
On-Line Learning with MRESENCE.  远程在线学习，以最快方式为全世界各地的观众建立一个支持AR的教
学课程，实时对话和问答。MRESENCE 以最快，最方便，最实惠的方式为全球观众以提供任何指导。                       

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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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丰富和启发
旅行和旅游与AR，VR和MR制作

如果你不能亲自到场。虚拟地在那里！

View2Tour和View2Visit应用程序允许您通过增强和虚拟现实强大的功能远程体验目的地。

最大的优势 

这是体验和学习目的地的最具时间和成本效益的方式。这种AR产物可以提供历史事实，文化，地理，并
突出有趣的事件和节日。通过简单地将智能手机的相机指向标记以启动AR产物，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带有
音频的生动视频中显示。

旅游&旅游业

此应用程序为旅行和旅游推广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体验。当搜索新的旅行目的地时，用户能够将他们的摄
像机指向小册子内的标记并且体验该位置的AR产物。通过AR产物，他们能够进入到360 VR导览。可以
通过VR眼镜，HMD（头戴式显示器）或通过智能手机观看VR成果。

只需在View2Visit应用程序中扫描您的名片，客户就可以在360VR的家中游览。

这个程序提供：

       360 VR导览
       查看平面图
       给房地产经纪人打电话或发邮件
      与家人和朋友分享

房地产业的轻松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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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您和其他人存储照片，视频和图像的最佳选择，可以将它们用于
AR制作，让所有人都能体验

您现在体验的真实世界，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加数字内容，图像，声音，视
频和文字超越现实。

观看视频

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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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到的行业术语的定义

AR or Augmented Reality

增强现实 (AR) 使用户能够体验此刻周围的世界，但是有增强内容，比如图像，声音，视频和文本，内容
信息与用户具体情况相关。

VR or 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VR)是一个三维的，计算机生成的环境，可以让人探索和互动。人成为这个虚拟世界的一部分
，或者沉浸在这个环境中，并且在那里能够操作物体或执行一系列动作。

MR or Mixed Reality

混合现实 (MR) 是一系列操作和体验的组合，利用了AR增强现实和VR虚拟现实的优点，在物理现实中和
AR动作交互。

Cloud-based or Cloud Computing

简而言之，云计算就是通过互联网（“云”）提供计算服务-服务器，存储，数据库，网络，软件，分析等
等。提供这些计算服务的公司称为云提供商，通常根据使用情况收费，类似于您为家中水费或电费支付
的费用。

战略合作伙伴

Ecocarrier 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战略合作伙伴来推广我们的服务。
对于参加此次商展，除了投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希望学习并追赶提供终端客户服务并为企业发展服务
努力。

Ecocarrier提供全部预售以及售后支持，并且为终端用户提供每周全天24小时的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
语，法语，阿拉伯语以及汉语售后服务。

Ecocarrier为战略合作伙伴提供如下设施管理服务：
     服务条款
     管理以及运营支持
     管理包括细粒度账单，发票相关账单如各层级分布/价值链包括各种实体（服务提供者，经销商/主要
     经销商，经销商，广告公司，广告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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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carrier Inc.

30 East Beaver Creek Road, Unit 209 

Richmond Hill, Ontario

Canada L4B 1J2

Tel: +1-905-597-8133

Fax: +1-905-597-9122

www.ecocarri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