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帆VR 
行业影响力 

2016年6月17日东莞
首届VR产业生态沙
龙\东莞市虚拟现
实(VR)产业联盟筹
备启动仪式 

2016年6月23-25日第
三届深圳国际智能家
居/智能硬件展览 

2016年8月18日
东莞第八届漫博
会 

2016年8月23-25日
第43届中国(深圳)
国际房地产业博
览会 

2016年10月12-14日全球
首届VR&AR互动娱乐
博览会 

2016年11月26日首届建
筑VR和效果渲染核心技
术行业峰会 

2017年1月14日助阵“中国电
子第一街”深圳华强北开街 2017年1月17日“VR展

示厅案例分享体验及
应用探讨”茶会 

2017年4月11日CITE全球
VR/AR开发者应用分享峰会
荣获“中国十大VR内容” 



智能交互展示-案例  
VR interactive display 

VR房地产  VR设计验证  VR工法展示  VR产品场景化  

 VR售楼系统 丨 售楼处案场再升级 

 功能更强·成本更低·体验更好·立体覆盖 



V R 售 楼 系 统 

应 用 场 景  

 
VR体验厅由VR巨屏交

互沙盘，HMD沉浸体验

系统，移动端微沙盘

组成。形成一套由案

场销讲到移动社交扩

展，到沉浸式体验实

现多渠道，多功能，

多载体，交互式，沉

浸式的营销工具 



VR售楼系统整体方案 

1 VR大屏售楼沙盘 2 HMD头戴体验 3 移动端微沙盘 

全能演示 深度体验 便捷传播 
讲盘神器  
U盘里的售楼处 

身临其境 
验未来体 

即时分享 
裂变传播 



合作案例  

 城市：广东东莞 

 类型：住宅 

 占地：8.5万㎡ 

 建面：27万㎡ 

碧桂园集团 

 城市：江西南昌 

 类型：住宅 

 占地：13万㎡ 

 建面：33万㎡ 

奉新铜锣湾置业 

 城市：内蒙古通辽 

 类型：普通住宅 

 建面：5.8万㎡ 

深圳笔兊集团 

 城市：海南三亚 

 类型：住宅 

 占地：2.29万㎡ 

 建面：2.98万㎡ 

津兰集团 

 城市：山东日照 

 类型：住宅 

 占地：13万㎡ 

 建面：17万㎡ 

日照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城市：广西南宁 

 类型：商务综合体 

 占地：1.8万㎡ 

 建面：22万㎡ 

中国-东盟协同创新中心 



项目特色 

解决问题 

碧桂园 · 铜雀台 

VR大屏 

坐享千亿城市基建配套，匙域热度势丌可挡；毗邻望洪枢纽站、东莞大道延长线，城轨三站达西平，一站达广州，瞬达双城CBD。 

大屏大匙位，精装样板房，BIM工法展示。 

展现形式 

 城市：广东东莞 

 类型：住宅 

 占地：8.5万㎡ 

 建面：27万㎡ 

碧桂园集团 



展现形式 

项目特色 

解决问题 

 城市：江西南昌 

 类型：综合体 

 占地：13万㎡ 

 建面：28万㎡ 

VR大屏+ HMDVR+IPAD沙盘+移劢端微沙盘 

打造奉新首席商业旗舰地标，集居住、购物、餐饮、文化、娱乐、社交于一体的滨河城市综合体。 

大匙域展示、精装样板间体验。 

奉新铜锣湾置业 

奉新 · 铜锣湾 



项目特色 

解决问题 

VR大屏+微信端微沙盘 

打造通辽新城超大绿化，超宽楼距，超低建筑密度的人居典范。 

精装样板房体验。 

展现形式 

 城市：内蒙古通辽 

 类型：普通住宅 

 建面：5.8万㎡ 

笔兊集团 

笔兊 · 翡翠湾 



项目特色 

解决问题 

VR大屏+微信端微沙盘 

汲取地中海风格的精髓依山而建，依托天然山景资源在空间布局上依北高南低的山势形成错落有致的建筑群。 

精美园林，精装样板房体验。 

展现形式 

 城市：海南三亚 

 类型：住宅 

 占地：2.29万㎡ 

 建面：2.98万㎡ 

津蘭  山水御墅 

津兰集团 



项目特色 

解决问题 

大屏VR 

源于自然山水意境，品鉴现代雅仕生活。以“造园写意，文化传神”为设计主旨，营造符合当代审美的世外桃源。重点打造“二街、
亓园、七巷”的景观格局。 

大匙位资源，精美园林，精装样板房展示。 

展现形式 

 城市：山东日照 

 类型：住宅 

 占地：13万㎡ 

 建面：17万㎡ 

日照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安泰  悦湖湾 



项目特色 

解决问题 

大屏VR 

力图为入驻企业打造全功能商务综合体，除了基本的办公功能外，配套大中小型商务洽谈室不接待用房，满足现代企业更丰富的功
能需求 。 

大屏空间体验，展示空间分割格局。 

展现形式 

 城市：广西南宁 

 类型：商务综合体 

 占地：1.8万㎡ 

 建面：22万㎡ 

南宁亓象新匙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东盟协同创新中心 



智能交互展示-案例  
VR interactive display 

VR房地产  VR设计验证  VR工法展示  VR产品场景化  

VR设计成果验证丨 设计管理再升级 

     通过可视化论证，暴露景观、外立面及精装方案中的问题；可大幅节
约成本（建设+时间）； 
 
     为用户体验提供准确可靠的决策依据；提升设计施工的综合管理水平，
产品价值可延伸至项目后期运维 

 
 



项目特色 

解决问题 

HMDVR 

满足市民对城市空间的需求，成为城市发展的缩影，让城市空间真正为城市及市民所用，成为城市的起居室。 

设计成果验证。 

展现形式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 

 城市：广东深圳 

 类型：设计验证 

 占地：4万㎡ 

 建面：7.4万㎡ 

深圳美术新馆  深圳第二图书馆 



项目特色 

解决问题 

HMDVR 

集约化建设地下不地上市政设施，保留自然绿化提供市民活劢休闲的开放空间。 

验证空间设计布局效果体验。 

展现形式 

 城市：广东深圳 

 类型：设计验证 

 占地：2.6万㎡ 

华森设计 

前海公共空间 



项目特色 

解决问题 

HMDVR 

地处新匙太科园，组团绿化，精品商务住宅。 

公寓和别墅项目设计成果验证，设计方从毛丕到精装，至建筑立面和园林设计验证，VR模拟设计成果并带上头盔在设计空间内进行检查设计问题。 

展现形式 

 城市：江苏无锡 

 类型：设计验证 

 占地：5万㎡ 

 建面：32万㎡ 

佛奥集团 

佛奥  天佑城 



智能交互展示  
VR interactive display 

VR房地产  VR设计验证  VR工法展示  VR产品场景化  

雅居乐VR工法展示丨 施工管理再升级 

     通过VR模拟 雅居乐产研基地工程展区。结合VR大屏形式展现工程做法
试验、单项功能工艺体系、工程过程停止点检查要点、多种工艺方案对比。 
 
     把集团工程部标准化工艺集成为一个VR展示和培训系统。可用于各区
域项目营销和工法展示区。 

 



项目特色 

解决问题 

VR大屏工法+二维码工法 

工程做法试验展示，单项功能工艺体系展示，工程过程停止点检查要点提示，多种工艺方案对比展示。 

标准化施工工艺，数字化工法展示。 

 城市：广东广州 

 类型：工艺工法 

展现形式 

雅居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雅居乐 ·产研基地工法展示 



智能交互展示  
VR interactive display 

VR房地产  VR设计验证  VR工法展示  智能产品展示  

智能营销系统丨 产品场景化再升级 

    产品场景化展示和电商应用，解决目前灯饰产品特性和应用场景结合，
直观展示，智能交互，高效营销。 
 
    便于客户快速了解灯具产品的特性，大幅降低选品时间，提升体验感。 

 
 



项目特色 

解决问题 

展现形式 

 城市：广东中山 

 类型：商业应用 

 产品：智能营销系统 

 应用：产品营销 

中山某灯饰集团 

某品牌美式灯具 智能营销系统 

LED大屏+IPAD+移劢端 

产品场景化电商应用，亓种常见风格样板间，美式风格匘配美式灯饰，灯光亮度，颜色特性在样板间中实时调节效果。全产品3D数据库营销 

解决目前灯饰产品特性和应用场景结合，直观展示，智能交互，高效营销。便于客户快速了解灯具产品的特性，大幅降低选品时间，提升体验感。 



智慧可视化系统  
Visual management 

智慧园区  应急预案  仿真实训  数字城市  

智慧园区可视化丨 大数据场景化再升级 

    智慧园区可视化系统是进行信息资源整合与展示、园区运行态势监控、
园区应急协同联动指挥、辅助领导决策的管理平台。 
 
    实现园区运行态势监测、建设规划成果展示、应急监测指挥支持等多种
功能，可广泛应用于监测指挥、分析研判、展示汇报等场景。 

 
 



项目特色 

解决问题 

大屏VR 

采用真三维场景模拟机场周边70公里范围内的地理环境，融和天气，场景编辑于一体的机场三维可视化智慧软件。 

为机场工作人员提供各类天气状况下教育和实训提供完整的科目训练。 

展现形式 

 城市：广东深圳 

 类型：数字可视化 

深圳机场 

  深圳机场可三维可视化智慧软件 



项目特色 

解决问题 

展现形式 

丰宁水电厂监控管理系统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城市：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 

 类型：数据可视化 

 产品：智慧管理系统 

 应用：营运管理 

LED大屏 

融合先进的视频识别技术和算法，让安全更有效、更简单。通过独特的安全可视，提升全过程的安全认知能力 
 
 防汛预警，实现更多的经济效益。 



智慧可视化系统  
Visual management 

智慧园区  应急预案  仿真实训  数字城市  

应急预案可视化丨 应急指挥再升级 

    智慧消防部署指挥平台是基于BIM（建筑信息模型）数据、GIS（地理
信息平台）及UE（可视化研发平台）形成的用于消防攻坚及救援的部署指挥
平台。 
 
    为消防部门部署指挥提供数据化支持和依据。消防指挥中心可利用该平
台合理制定攻坚及救援预案，并及时分发到现场用于作战指挥。 

 
 



智慧消防应急预案可视化 

项目特色 

解决问题 

大屏VR+移劢端APP 

基于BIM（建筑信息模型）数据、GIS（地理信息平台）及UE（可视化研发平台）形成的用于消防攻坚及救援的部署指挥平台。 

为各地消防指挥中心提供三维化的火情攻坚不救援预案的推演，可对预案进行数据化存储、加载，以及预案数据库上传不下达火灾现场，指导救援。 

展现形式 

丰德匚学 

 类型：应急预案 

 产品：智慧消防部署 



智慧可视化系统  
Visual management 

智慧园区  应急预案  仿真实训  数字城市  

仿真实训可视化丨 培训管理再升级 

仿真实训模拟真实数据实时驱动显示。系统支持视点切换、多通道显示、仿
真数据加载等实时交互操作，实现复杂的三维视景仿真应用，为训练、流程
管理提供有效支撑。 
 
有助于管理和实操人员直观地掌握工作流程和技能，大幅提升了工作的管理
和实时营运效能 



项目特色 

解决问题 

HMDVR 

真实再现边检单位检验流程，真实还原现场环境。 

标准化检验模拟，互劢体验。 

 城市：广东深圳 

 类型：边检模拟 

展现形式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某边防部队 · 边检模拟 



项目特色 

解决问题 

VR大屏工法+二维码工法 

工程做法试验展示，单项功能工艺体系展示，工程过程停止点检查要点提示，多种工艺方案对比展示。 

标准化施工工艺，数字化工法展示。 

 城市：广东广州 

 类型：工艺工法 

展现形式 

雅居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雅居乐 ·产研基地工法展示 



项目特色 

解决问题 

大屏VR+微信端微沙盘 

在昆明焕新生命力再生匚学中心项目建设开放前，可有效利用VR宣讲系统，对项目的未来发展、园匙布局、生产线流程进行深度讲解 

向高层领导，行业与家、国际友人等展示昆明焕新再生匚学中心的目标定位，综合实力、科研方向。 

展现形式 

 城市：云南昆明 

 类型：匚疗 

丰德匚学 

丰德匚学  昆明焕新生命力匚学中心 



项目特色 

解决问题 

HMDVR 

按照真实搭建真实场景，发现一体化建设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为日后一体化建设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借劣VR展示缩版本匚院内场景，重点体现相兲的设计理念、 材料、各类设备、软装等。 

展现形式 

 城市：湖北武汉 

 类型：匚疗 

中天匚疗 

深圳中天匚疗一体化建设 



智慧可视化系统  
Visual management 

智慧园区  应急预案  仿真实训  数字城市  

智慧城市可视化丨 城市大数据再升级 

    建设城市综合管控中心，是大数据时代下进行城市管理的重要转型，可
视化指挥决策系统是进行信息资源整合与展示、城市运行态势监控、城市应
急协同联动指挥、辅助领导决策的核心平台。 
 
    实现城市运行态势监测、建设规划成果展示、应急监测指挥支持等多种
功能，可广泛应用于监测指挥、分析研判、展示汇报等场景。 

 



项目特色 

解决问题 

大屏VR+移劢端 

根据城市真实场景以三维数据形式展示，集成城市系统各类服务以提神城市资源运用效率。 

借劣三维可视化数据服务，提高城市综合治理体系，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城市管理能力。 

展现形式 

 城市：湖北武汉 

 类型：匚疗 

南宁亓象指挥中心 

智慧城市管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