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城市规划馆

2. 科普教育馆

3. 科技展示中心

4. 企业展示中心

5. 产业园展示中心

6. 地产营销中心

7. 片区规划展厅

8. 工法展示/建筑科技展区设计

9. 商业中心展项设计

10. 品牌馆

11. 其他主题馆

展厅类型
THE  TYPE OF 

EXHIBITION HALL



城市规划馆
URBAN PLANNING 

EXHIBITION HALL

u 雄安规划馆

u 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

u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合作区规划馆

u 广州南沙自贸区明珠湾区规划馆

u 宝安规划馆

u 靖江滨海新城展示馆

u 贵州凯里鸭塘城市规划展示中心

u 珠海横琴智慧旅游展示中心



城市规划馆 — 雄安规划馆

项目背景：雄安展示馆——1号工程，承担雄安首个城市会客厅功能，是雄安面向公众的第一张视觉封面。千年大计，丝路同行。雄安新区展示中心

一期工程布展设计，服务内容含展览展示设计施工一体化、数字内容、展项互动体验等内容布展。

布展面积：3500㎡  年份： 2017



城市规划馆 — 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

项目背景：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城市文化地标，而是深圳福田的市民中心文化区的最后一块拼图。最终，这个展览馆会是一

个开放、多元且能适应不同运营与管理需求的集合体，也可以说是一座微型城市。

展厅亮点：作为深圳第一个强调深圳城市规划馆中公众参与度的展览馆，它不同于其余城市规划馆单一的展示形式，他更加强调公众参与和艺术性的体

现，其中设置了大量大型艺术剧场及艺术装置。

布展面积：9600㎡  年份： 2018



城市规划馆 —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合作区规划馆

项目背景：前海，广东省四大自贸区之一。作为前海初步的展示窗口以及未来动态更新的桥梁，丝路团队对前海进行了对空间、时间、内容的全面解读。

展厅亮点：空间造型以“破”为力量之源，冲破束缚，打造出各具特色的创意建筑群落。大气磅礴的入口序厅，空间全维度的视觉包裹，让参观者在沉

浸的浪潮中对展示内容进行了解。其中，270°弧幕影厅与AR增强现实望远镜全面、形象地还原了前海物理规划以及软环境建设的全面特点。

布展面积：2450㎡  年份： 2014



城市规划馆 — 广州南沙自贸区明珠湾区规划馆

项目介绍：国家级自贸区规划展厅，用新媒体声光电的手段，让规划展现出人民心中引以为傲的未来。这是一个专门为公众设计的展览中心。

展厅亮点：设计主题概念为“鱼跃龙门”，序厅以“跃”的态势进行曲面LED设计，通过多彩的数字影像，打造了动静皆宜的入口。展厅里中国内首创

的“宏图伟业”视觉体验秀综合规划厅，采用了步入式沙盘，结合巨幕与空中纱幔的投影，打造了一个全景“秀”的概念。

布展面积：3800㎡  年份：2016



城市规划馆 — 宝安规划馆

项目介绍：该馆是城市建设综合性展馆，是展示宝安人文历史、建设成就和未来前景的重要窗口，也是传播城市规划知识和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

展厅亮点：展厅主题为“茧·变”，以追溯深圳宝安的城市根基，展示发展与蜕变以及探求城市未来为主要线索。一幅如清明上河图的动态历史长轴，

一个个胶片造型的异型液晶屏，一本本可翻动的数字书籍，灵动沉浸地展示着深圳改革开放前的老照片与故事。同时，展馆设计中运用了时下新兴的新

媒体展示手段，以VR骑行、飞行\AR沙盘\情景漫游\中庭悬挂式高清球幕LED等多样展示形式来展现宝安魅力，体现了丝路展览展示的综合解读能力和

实力。

布展面积：4000㎡ 年份：2016



城市规划馆 — 靖江滨江新城展示馆

项目介绍：靖江市滨江新城——靖江市的行政文化中心、生态居住中心、商业休闲中心、特色旅游基地。该馆是靖江新城的形象展示窗口。

展厅亮点：利用漏窗造型投影、靖江老人之家场景的灵动再现，营造身临其境的当地文化体验。54㎡巨型LED拼接屏+200㎡滨江新城规划物理沙盘和

动态舞台灯光投影，三位一体交互配合，共同打造一种沉浸式的立体互动体验空间。而“碗形CAVE”沉浸式体验空间，给观影者带来强烈的沉浸感体

验。

布展面积：2240㎡ 年份：2018



城市规划馆 — 贵州凯里鸭塘城市规划展示中心

项目介绍：贵州凯里城镇化建设进一步发展，鸭堂位于开发区与市中心的链接处，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

展厅亮点：选取苗侗文化元素贯穿整体山水元素，设计的灵动有致，以鸭塘河走势为流线布局，传统苗侗文化连接现代化浪潮。展厅采用了虚拟双屏联

动、新旧对比的擦影互动，鸭塘河木栈道的漫游、VR漫游、数字沙盘与大弧幕投影勾勒出凯里鸭塘蓬勃发展的未来蓝图。

布展面积： 860㎡  年份：2017



城市规划馆 — 珠海横琴智慧旅游展示中心

项目介绍：横琴旅游智慧大数据的实时展示，对岛上旅游景区进行统一管理和查看。对政府、游客、旅游业三方受益。

展厅亮点：空间以黑白调子为主配合蓝色科技灯光突出数字展项。数字化异型屏，展示横琴智慧旅游的精彩瞬间与规划，通过特色造型结合视觉表现，

大气直观的展示旅游大数据的特点，如：人流热力图、全岛数据统计、景点口碑及管理等等。  

布展面积：290㎡  年份：2017



科普教育馆
SCIENCE EDUCATION 

EXHIBITION HALL

u 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科普展馆

u 长沙消防体验馆

u Let’s green 织染印游城



科普教育馆 — 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科普展馆

项目背景：红树林生态公园是连接福田保护区和米埔湿地的生物廊道。该馆是一个趣味亲民、科技互动与智慧科普的教育基地。

展厅亮点：打造趣味展馆体验，游客在参观时如探险般可收集红树林小鸟印章，达到一定的数量可领取礼品作为纪念；设计上，采用公园内自然元素为

灵感进行延伸设计，营造大自然在身边的亲切感；采用了众多互动设计，如模拟湿地地面踩踏体验、地面投影互动、动物角色喂食等互动游戏展项，让

游客与孩子在参与游戏的同时寓学于乐。

年份： 2018



科普教育馆 — 长沙消防体验馆

项目背景：长沙消防体验馆，一个普及消防知识，打造应急措施体验的消防教育基地，让游客能在参观中了解消防历史进程，提高火灾防范与自我保护

意识。

展厅亮点：打破传统口号式的宣传教育，采用有趣的科普方式让青少年了解和体验。空间上采用现代、国际化的设计，提取“火”的外焰、内焰与焰心

的色彩元素等呼应主题；采用多样新颖的多媒体展示手段，定制情景式体验，如4D情景小剧场、消防车器材展示、119报警对答、逃生体验、灭火器全

息展示等，让游客在趣味互动中深入了解消防知识。



科普教育馆 — Let’s green 织染印游城

项目背景：Let’s Green织染印游城，位于深圳宝安，是游晟纺织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打造的一个工业旅游项目，也是全国纺织印染界首家工业科普

旅游基地，为青少年展示及普及一块布的纺织、染色、印花、涂层等过程。

展厅亮点：展厅以绿色、布料与原木为主要空间设计元素，打造出温暖、亲近的青少年体验空间。丝路为整个展厅设计了不同的多媒体互动体验，将印

刷机“实物”与数字投影结合，增加互动数字游戏、AR趣味合影等，以生动、有趣与惊喜的动态视觉体验为小朋友展现布诞生的不同过程。

年份：2019



科技展示中

心
SCI-TECH 

EXHIBITION HALL

u 中山翠亨 · 中兴网信智慧城市

u 博鳌·银丰 生命体验馆

u 陕西科技展示中心



科技智慧展示中心 — 中山翠亨 · 中兴网信智慧城市

项目介绍：中兴网信智慧城市与广东中山市翠亨新区强强联手，打造未来翠亨智慧城市，将互联网通讯+大数据运用在各个行业与领域，形成未来智慧

生活的美好畅想。

展厅亮点：展厅中采用多种新颖的多媒体展示手段，如立体投影沙盘+大型弧幕投影播放未来智慧城市大片，营造震撼开场体验；在智慧生活体验区，

采用油电导墨墙表现智慧医疗、VR虚拟畅游中山城、用背光液晶沙盘进行游戏互动，用联动的双屏展示智慧教育等，以创意数字视觉方式展示智慧园

区讯息通达性。

布展面积：400 ㎡  年份：2017



生命医疗展示中心 — 博鳌·银丰 生命体验馆

项目介绍：博鳌·银丰康养国际医院是一家集医疗、旅游、康养为一体的绿色国际化医院、研究型的细胞生物医学服务机构。

展厅亮点：选择好的故事线，是解决科学知识与产品结合的最佳方式，将零散的产品融入进“出生-死亡”的展示线索里，寓意银丰业务让用户一生受

益。另外，还将浮雕触摸、移动滑轨AR细胞展示墙、联动投影、人脸识别等高科手段融入空间与展示当中。

布展面积： 460㎡  年份：2016



科技展示中心 — 陕西 科技展示中心（1）

项目介绍：中兴通讯与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进行智慧城市的布点合作，希望通过声光电新兴的展示技术，展示智慧城市概念以及陕西省前沿、高超

的科技水平。

展厅亮点：人脸识别技术，实时采集识别来访嘉宾风采；采用数字化影片和实时数据触控系统，科技实力的动态展墙等多面性的展示。丝路首创互动转

盘装置结合数字透明屏、智能充电机械臂、智慧城市大屏等展项展现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其中动态科技版图3D Mapping技术将陕西省的科技研发中心

机构布局，全面生动的展示。寓教于乐，参观者在互动中获得信息知识科普。



科技展示中心 — 陕西 科技展示中心（2）

项目介绍：中兴通讯与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进行智慧城市的布点合作，希望通过声光电新兴的展示技术，展示智慧城市概念以及陕西省前沿、高超

的科技水平。

展区亮点：智能家居体验区，分为线上+线下两大体验区，科技感的空间布置中采用智能声控技术操作室内道具。VR特效打造智能生活体验区网上展厅，

线上虚拟参观，随时随地点亮智能科技生活。

布展面积：500㎡  年份：2016



企业展示中

心
ENTERPRISE 

EXHIBITION HALL

u 中国人寿发展成就展

u 武钢有限接待中心（中国宝武集团）

u 工商银行金融科技创新体验中心

u 数字广西展示中心

u 国网江苏电力体验馆

u 广西现代物流产业孵化中心规划展示馆

u 南京星河WORLD展示中心

u 伍衍生命艺术馆

u 中交广航局企业展厅

u 北京启迪控股数字展示中心

u 顺络电子展厅



企业展示中心 — 中国人寿发展成就展

项目介绍：“启始不凡 成就远见——中国人寿发展成就展”位于北京中国人寿中心，通过回顾中国人寿诞生70年来的发展历程，从金融保险角度反映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

展厅亮点：在设计上利用了中国人寿中心大堂的挑高特点，将展览的空间布局向上进行了立体延伸，充分体现展览内容所蕴含的宏大历史跨度，增强了

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通过大量文字、图片、图表与实物展品、实景沙盘、多媒体交互设备等多样展示方式，多层次地还原了中国人寿发展历程。

布展面积：800㎡  年份：2019



企业展示中心 —武钢有限接待中心（中国宝武集团）

项目介绍：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国有重要骨干中央企业，总部位于上海和武汉。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是中国最大、最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

展厅亮点：展厅设计以钢铁炼成过程为设计依据，在粗糙的水泥底墙上以精致钢材和喷漆作为展陈面，凸显钢铁炼成的过程。采用丰富的展示手段装饰

空间墙面，打造不同的造型与场景进行演绎，为观众带来不同阶段的企业发展；采用滑轨屏、触摸屏与幻影成像等手段增加展厅体验感。

布展面积：600㎡ 年份：2019



项目介绍： 通过沉浸式展览和互动式体验等新形式，全方位、立体性呈现工商银行运用新思维、新技术、新模式推进智慧银行建设的创新成果，体现

工商银行对金融科技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解和把握，进一步在同业中树立工商银行科技创新的领先形象。

展厅亮点：以“科技赋能业务，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通过五个版块完成体验中心场景建设。入口采用LED屏幕+单透膜打造具有仪式感的震撼开场，

展厅中采用可移动的旋转LED屏进行科技演示，同时采用多个体感互动、手势互动与多功能互动桌丰富参观体验，凸显工行技术创新。

布展面积：420㎡ 年份：2019

企业展示中心 — 工商银行金融科技创新体验中心



项目介绍：数字广西展示中心，位于广投数字经济示范基地，是广投数字经济示范基地的重要展示空间，更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数字丝路”交流中

心，对于提升数字广西建设影响力和传播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展厅亮点：打破常规数据中心单一的展示手法，通过各种实践成果、场景化体验等手段将数字广西展示中心打造成具有温度与感染力的展厅；利用大数

据可视化三维渲染、智能机器人导览、面部识别、混合现实等创新科技，全方位调动访客的积极性，让观众成为数字广西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

布展面积：1500㎡  年份：2019

企业展示中心 — 数字广西展示中心



企业展示中心 — 国网江苏电力体验馆

项目介绍：江苏电力，从单一的电能供应商，向能源综合服务商转变，将建设成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

展厅亮点：三面LED屏幕+动态机械矩阵，营造沉浸式的体验，球体与音乐交互营造磅礴气势，形成强烈的视觉记忆；运用油墨导电互动墙生动有趣地

演绎“一度电的旅程”，展示出电的来源。沉浸式飞行影院，模拟并还原了铁塔工人真实的高空视角；展馆还采用了各种互动与场景化展项营造生动用

户体验，如飞屏互动、3D Mapping影院、电表质控流程场景还原等。

布展面积：2225㎡ 年份：2018



企业展示中心 — 广西现代物流产业孵化中心规划展示馆

项目介绍：广西物资集团展厅展示了中国商贸物流行业的新变局，用数字化的手段展现大流通时代下物流商贸的流通以及产业链上下游的全球合作状态。

展厅亮点：历史文化区，采用造景还原的手法，将企业60多年发展历史生动地展现在一条历史长廊中，营造历史情怀感；物流板块，大卡车的展板设

计点亮主题，并展示物流信息。巨型弧形幕+声光沙盘演绎企业宣传片，同时展现物流大数据平台。将大数据可视化，通过不同的互动与设计展现出物

资集团的数据流动，万物互联的未来为集团注入能量与资源。

布展面积：1500㎡   年份：2018



企业展示中心 — 南京星河WORLD展示中心

项目介绍：星河集团在华东区域打造的首个“产城融合”项目，计划总投资超150亿，涵盖住宅、精品商业、时尚街区、总部基地、产业平台、教育等

七大国际化综合业态。

展厅亮点：序厅的L型投影造景，如同一条闪闪发光的银河，展现生生不息的企业生命力。采用气势的大沙盘与LED大屏结合，展现项目形象；空间多

处利用多媒体+图文设计，打造时尚、简约感，符合星河集团气质与形象。

布展面积：480㎡  年份：2018



企业展示中心 — 伍衍生命艺术馆

项目介绍：伍衍生命艺术馆，位于成都，是由丝路视觉旗下新媒体艺术团队MOTSE为伍衍生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意打造的国内首个高端生命艺术的

沉浸科普体验馆。

展厅亮点：运用280颗不锈钢球组成机械矩阵，与音乐配合奏响生之协奏，展项不同的生命形态。利用艺术化的创意表达，让画家从微观的角度诠释微

观代谢，展示生命之美。营造两个梦幻的沉浸空间，艺术化展现不同生命主题。

布展面积：2000㎡ 年份：2018



企业展示中心 — 中交广航局企业展厅

项目介绍：广航展馆是展示公司品牌形象的重要窗口，展现了广航局65年的业务发展和辉煌成就。共分为“广航·志”“广航·源”“广航·盟”“广

航·誉”“广航·业”“广航·博”“广航·魂”“广航·梦”等八个模块。

展厅亮点：通过实物展区陈列历史物品，多媒体手势互动体验，智能化通电玻璃等手段展示广航局作业情况。在静态展示之外设计动态有趣的体验，如

多媒体飞屏体验，

L型幕沉浸影片体验，虚拟驾驶游戏体验。

布展面积：243㎡   年份：2018



企业展示中心 — 顺络电子展厅

项目介绍：深圳顺络电子是一家专业从事各类电子元件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运用在通讯、消费电子、医疗、智能安网等

领域。顺络电子是电子元件百强企业之一。

展厅亮点：空间设计中利用电子生命树展开的造型，体验顺络产品的先进性，利用交互的手段展现顺络企业文化、产品精华。运用液晶拼接屏+IPAD中

控系统、智能体验触摸桌、AR概念汽车等手段展示顺络的尖端产品。世界地图浮雕造型展墙+触控屏形成顺络世界销售网络，展示顺络国际业务能力。

布展面积：1000㎡   年份：2017



企业展示中心 — 北京启迪控股数字展示中心

项目介绍：主园区数字化展厅，目的在于用数字化的理念和技术打造启迪控股对外展示的形象窗口；集中展示启迪控股三位一体集群式创新的理念和成

果；进一步助力启迪控股从科技园运营服务商向全链条科技服务提供商转型。

展厅亮点：整体展厅以科技、创新的主题进行设计，采用多样新颖的多媒体、数字化手段如移动滑轨屏、互动擦屏、互动拼接屏与油墨导电互动墙等对

信息内容展示、演绎与传递。数说启迪，以数据可视化形式展现启迪大数据；VR眼镜互动，虚拟漫游清华大学和清华科技园，沉浸感极强。

布展面积：680㎡  年份：2016



产业园展示中心
INDUSTRIAL PARK 

EXHIBITION HALL

u 京东（元洪）食品数字经济产业中心展示馆

u 东莞清溪科技生态城展示中心

u 浙江金华新能源汽车小镇展厅

u 保利黄河大观医养健康产业园展示中心（济南展厅）

u 保利黄河大观医养健康产业园展示中心（齐河展厅）

u 光谷南大健康产业园展厅 

u 中新南宁国际物流园展示中心

u 碧桂园碧海科技园展厅（设计标）

u 深汕宝能时代湾展示中心

u 珠海三溪格力小镇

u 沈阳中德装备园展示中心

u 佛山天安产业园

u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产业园展示中心 —京东（元洪）食品数字经济产业中心展示馆

项目介绍：京东（元洪）食品数字经济产业中心，是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落地项目。该中心将以京东云计算大数据为支撑，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结合、传统业态与现代业态结合为主要手段，可实现万亿级的交易规模，打造福清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典范的“元洪模式”。

展厅亮点：采用“有核心，无边界”的设计理念，打造数字化时代的未来感与科技感；遵循“轻装修，重展项”的设计思路，以Mapping投影、数字

化大屏与大数据可视化中心等丰富的智能、科技化多媒体手段，为观众呈现充满希望的数字经济时代与未来生活。

布展面积：1145 ㎡  年份：2018



产业园展示中心 — 东莞清溪科技生态城展示中心

项目介绍：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之中，清溪是深圳与东莞的交汇之处，是一个企业聚集的产业高地。“大湾区·深投控清溪科技生态城”项目是清溪创

新发展、谋求突围打响的“第一炮”。

展厅亮点：展馆策展主题为“共生·共创·共赢”，以清溪对自身发展转型的追求与探索为线索，展现其从“制造”到“智造”的转变。丝路团队将设计、

内容与体验紧密结合，营造出层层深入的参观体验。序厅以沉浸式影片引入，用自动机械门在影片尾端揭开展厅面纱；巨大的L型沉浸式影院与光电沙

盘结合，震撼生动地展现出产业宏图；多种互动体验桌，将内容层层拆分，信息更有效有趣地传达；最后一个封闭的科幻影厅，利用镜面与模型设计，

让人观看影片时如同穿越时空之中。

年份：2018



产业园展示中心 — 浙江金华新能源汽车小镇展厅

项目介绍：金华新能源汽车小镇，聚集新能源汽车整车与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制造产业，致力于打造新能源汽车智造生产示范区。

展厅亮点：概念区，SOS上外圈曲面半球投影，投影地球环境演变内容，视觉效果丰富；小镇特色区，利用观光车模型进行设计，用造景还原的手法将

沉浸式影厅打造成观光车内场景，营造场景化趣味体验。展厅还加入各种创新展项设计，如汽车驾驶竞技体验、汽车模型定位投影、AR移动滑屏、新

能源汽车知识互动问答等，让参观体验动静结合，记忆深刻。

布展面积： 4750㎡ 年份：2018



产业园展示中心 — 保利黄河大观医养健康产业园展示中心（济南展厅） 

项目介绍：保利黄河大观项目坐拥黄河生态城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将被打造成为涵盖三甲医院、CCRC康养社区，国际医养人才港，星级度假酒店，

若比邻商业于一体的医养健康综合体。

展厅亮点：封闭式空间采用L幕＋左右镜面，播放羲和大观医养健康产业园的项目规划宣传片，打造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科技、震撼、沉浸式的空间体验，

仿佛在未来的生活中翱翔。利用中式、端庄、极简的风格，经典的线条结合木纹装饰及白色的底色打造企业文化的展示空间，水墨元素提升了企业底蕴。

年份：2018



产业园展示中心 — 保利黄河大观医养健康产业园展示中心（齐河展厅） 

项目介绍：保利黄河大观项目坐拥黄河生态城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将被打造成为涵盖三甲医院、CCRC康养社区，国际医养人才港，星级度假酒店，

若比邻商业于一体的医养健康综合体。

展厅亮点：保利发展介绍区，以白色和蓝色作为展厅的色彩基调，剪影与形象墙的方块拼图造型相呼应，代表保利发展建起的高楼，配合产业元素进行

展示；圆形多媒体触控互动桌面，增强趣味性与信息传达性。四折幕的影视区播放项目的规划片，让沉浸感和体验感发挥到极致，体现空间的科技感和

现代化。

年份： 2018



产业园展示中心 — 光谷南大健康产业园展厅

项目介绍：光谷南大健康产业园位于江夏区，规划总面积为98.1平方公里。计划到2030年，打造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健康养老1000亿级产业集群，

带动5万人以上就业，争创全市第五个国家级产业基地。

展厅亮点：以“健康，就是生命力”为主题，从大健康产业的概念、现状到产业园的规划与发展，层层递进地为观众展示项目信息。以原木色为主要空

间色调，采用透明LED开合门，打造绿色清新的展示环境。展厅中间采用艺术隔断，引导参观路线同时让空间更具层次感。其次，以健康体检、互动查

询桌等多媒体手段，让观众对产品有更深刻的了解。

布展面积：480㎡ 年份：2019



产业园展示中心 — 中新南宁国际物流园展示中心

项目介绍：中新南宁国际物流展示中心是“一带一路”国际（中新政府双向合作）物流平台，面向东盟、服务中南、西南的贸易流通 交互信息平台；

中新双方经贸、港口物流 人才合孵化作平台。

展厅亮点：拼接屏+雷达+隔空交互互动，机动门影片和沙盘影片互动，中控一体化操控。

布展面积：650㎡  年份：2018



产业园展示中心 — 碧桂园碧海科技园展厅（设计标） 

项目介绍：碧桂园在青岛蓝谷打造的碧海科技园，是具有标杆示范效应的“海洋科技特色产业园”。

展厅亮点：序厅，矩阵式LED形成碧海科技园的建筑剪影，科技感和时尚感并存。采用抽取卡片式互动桌、互动手环、三折幕+地幕沉浸影厅、AR增强

现实体验区、VR漫游等互动手段，让信息更有效传达。中央体验区，一个大型旋转LED屏营造出一个蓬勃向上的浪潮的造型。错落悬挂的雕塑，在地

上投出企业LOGO的影子，迎合展厅主题。

布展面积：2000㎡  年份：2018



产业园展示中心 — 汕头宝能时代湾展示中心

项目介绍：宝能时代湾展厅，是华侨经济试验区打开粤东新时代窗口，也是借助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契机，以自身实力继往开来的品牌寻根之旅。

展厅亮点：展厅以“寻根-铸魂-追梦”为故事线进行设计。入口的时光长廊，以潮汕文化符号的声影演绎营造文化氛围；下沉式沉浸式体验影厅，演绎

潮汕人文大片，展现潮商文化精神。科创产业园数字沙盘，利用升降式沙盘+投影弧幕+背投幕组合营造气氛，为观众展示国际级湾区的生活品质与项

目特色。

布展面积：550㎡  年份：2018



产业园展示中心 — 珠海三溪格力小镇

项目介绍：珠海三溪智能科技小镇与时代同步，进行人文生态智慧产业的的全面构筑，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连线上的重要定位。

展厅亮点：数据流水型瀑布屏幕，向用户展现全球特色小镇-中国特色小镇数据-三溪智能科技小镇概况。U-MAX沉浸式影院，呈现裸眼3D沙盘影视画

面，可与IPAD互动，视效性与功能性并存。采用通电玻璃、油墨导电墙、互动讲解屏等方式让观众全面、有效地了解珠海三溪特色小镇的产业情况。

布展面积：630㎡  年份：2018



产业园展示中心 — 沈阳中德装备园展示中心

项目介绍：中德携手，东北振兴。国家4.0工业战略的承载者。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战略对接的重要载体。推动沈阳、铁西升级振兴东北的引

擎项目。展厅需要呈现出战略的高度以及两国工业合作的发展前景与投资价值。

展厅亮点：U-SPACE超巨型弧幕结合光电沙盘、数字化影像，全方位展示中德装备园的总体规划和产业布局。利用VR、AR等技术手段展示无人驾驶汽

车、自动化工厂等成果.展示中德装备制造的硬实力，与产业园中的软环境建设与服务。

布展面积：800㎡   年份：2017



产业园展示中心 — 佛山天安产业园

项目介绍：佛山天安产业园诞生于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方针。天安产业园作为华南优秀产业园运营商首创“孵化器”概念。

展厅亮点：空间造型巧妙的利用了互联网的视觉符号“@”作为核心展区，用创业浪潮的形态烘托中央的扶持政策。多点触控屏幕灵活的展现了天安作

为产业园运营中心的综合服务。

布展面积：260㎡   年份：2016



产业园展示中心 —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项目介绍：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以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与推动中医药国际化为使命，整合广东中医药医疗、教育、科技产业优势及澳门

科研能力和人才、旅游资源，致力于打造“中医药产业与文化一带一路的国际窗口”。

项目介绍：全馆以草木、水、光的旅程为元素，利用体感互动技术，让观众全程参与其中。最终以光与水的交汇，意喻澳门与大陆中医药的相互交融。

布展面积：1500㎡   年份：2015



地产营销中心
REAL ESTATE 

EXHIBITION MALL

u 青岛龙湖光年未来城市体验馆

u 深圳世茂深港国际中心展厅

u 重庆龙湖TOD展厅

u 万科未来之光

u 福田活力新都营销中心

u 深业中城营销中心

u 深圳万科瑧湾汇

u 杭州保利融信大国璟

u 保利和光尘樾展示中心

u 横琴新区中交横琴广场



地产营销中心 — 青岛龙湖光年未来城市体验馆

项目介绍：龙湖光年位于青岛中徳生态园TOD核心功能区，以国际超前造城规划理念，汇集高精尖科技和前沿建筑技术，以超级TOD模式引领城市迭

代发展，打造科技与生态交融的未来城市范本。

展厅亮点：质感上，追求“科技、酷炫与艺术感”以黑色极简、光线与镜像的手法营造通透、无限的空间。在体验上，追求“智能、人性及沉浸感”，

让展厅成为来访者与未来生活的桥梁，在多重互动与设计中实现人与空间、项目价值的巧妙连接。

布展面积：320㎡   年份：2019



地产营销中心 —深圳世茂深港国际中心展厅

项目介绍：深圳世茂深港国际中心，一个意义重大的超级综合体项目，是湾区首批落地的地标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地标性的超级摩天大楼，把世界的目

光聚焦到深圳，为城市吸引更多国际化的优质资源，打造粤港澳产业与生活腹地。

展厅亮点：展厅建筑，如同一个立体旋转的折纸“丝带”，充满视觉张力与艺术气息。丝路打造的巨幅动态山水画卷，仙鹤萦绕、山雾弥漫以及溪水潺

潺，动态的古风视效为展厅简约的现代风增添了一道韵味。动与静的结合，古今艺术的风格交融，碰撞出数字动画与建筑之间的美妙火花。

年份：2019



地产营销中心 — 重庆龙湖TOD展厅

项目介绍：位于重庆市沙坪坝高铁上盖的综合体项目，是国内目前唯一一个将高铁、城轨枢纽、成熟核心商圈相结合的TOD项目。

展厅亮点：在动静结合的体验动线上，从寓意上的大——小，循序渐进地将访客带入高纬度的速度、高效、科技的未来空间。在不同的篇章分别采用

了机械移动滑轨屏、投影球幕、剖面模型与透明屏、异形的沉浸式投影沙盘等不同展现方式，为访客带来信息有效传达的参观体验。每个展项完美配合

整体空间设计，凸显出“光”、“速度”的艺术与未来感。

布展面积：460㎡ 年份：2018



地产营销中心 — 万科未来之光

项目介绍：良渚未来之光，是位于杭州西北部打造的一个商业购物综合体园区。以地铁2号线杜甫村站为枢纽，将全方位服务业态赋予在开放空间中，

构建了一处24小时全闭环的第三空间，又一个“超级IP”。

展厅亮点：以“光”为线索，为展厅设计4段用户参观体，以外立精神，内造逸趣。以L幕白膜沙盘投影讲述文化底蕴，旁边加纱幕投影作为环境氛围烘

托，与白膜投影沙盘形成主次关系，构成空间层面的美妙呼应；项目沙盘，以可移动屏幕矩阵+墙面投影+沙盘的组合，创造新颖、灵活与震撼的沙盘

展现形式。

年份：2018



地产营销中心 — 福田活力新都营销中心

项目介绍：位于深圳福田粤港澳大湾区片区规划升级的湾区活力代表，体现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的策源地。

展厅亮点：艺术造型三折幕+led造型天幕让空间包裹感体验感强烈。巧用空间位置关系，设计的通电玻璃形成的机械翻转屏让观者从“旧貌新颜”中

迎接未来。

布展面积：550㎡ 年份：2018



地产营销中心 — 深业中城营销中心

项目介绍：深业中城位于香蜜中央，由住宅、办公、公寓、商业和酒店大城市化生活业态构成，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香蜜湖板块的首个城市标杆综合体物

业。

展厅亮点：区位沙盘处，定制的浮雕投影墙播放项目形象片，配合地面内嵌沙盘，营造亮眼的初步印象；大型三折幕沉浸影厅，为顾客提供舒适而全面

的观影体验，感受项目特色。此外，展厅还设置了多样化的互动展项，如滑轨式透明互动屏、红外感应互动墙、产品卡片识别互动桌等，给予顾客不同

的趣味体验。

年份：2018



地产营销中心 — 深圳万科瑧湾汇

项目介绍：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的形象封面，深圳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定位的黄金地段。万科高端“瑧”系列产品。

展厅亮点：天幕、主幕与数字沙盘三维一体的多媒体数字“秀”相得益彰，项目解析以视觉化的语言在上中下三个维度的光影交错融合，触发更多层次

的感官体验表达。沙盘的区域动态灯光配合主屏幕内容，进行逐一的展示。天幕形成的开场与结束画面又形成了写意的艺术波浪。

布展面积：400㎡ 年份：2016



地产营销中心 — 杭州保利融信大国璟

项目介绍：位于杭州萧山，城市的属性多元一体合而不同。以文化、历史、时代国际盛世将世界的目光聚焦杭州。保利地产以“博物馆”的概念打造项

目营销体验中心，将项目的东方文化属性包装成精致的“展品”，巧妙的融入在空间中。

展厅亮点：以“镜花水月”的“镜”媒介作为内容亮点，结合数字表现内容与文物实体展品。打造杭州市首个新中式文化互动体验博物馆，多媒体展厅

的交互手段也是其亮点之一。

年份：2017



地产营销中心 — 保利和光尘樾展示中心

项目介绍：和光尘樾是保利地产高端产品系列“和光”系列，采用现代建筑风格，注重建筑、自然、光影与人的互动。

展厅亮点：将“光”作为整个售楼处的核心元素，从光之序-生命之光-文明之光-美学之光，四个维度去阐述生命本质之美，良渚文明之美。景观长廊，

通过地面石材雕刻、布景让参观者感受光的存在。前厅，超前的条形LED屏幕矩阵模拟光束的形态，播放着光的来源与未来，营造艺术氛围与品牌印象。

年份：2018



地产营销中心 — 横琴新区中交横琴广场

项目介绍：横琴自贸区离岸金融岛上唯一绿色商务综合体开发，资源密度最强、开发价值最高、实力最强的中交汇通横琴广场，于2015年上半年首发

亮相。

展厅亮点： “上下”对话的数字化触控沙盘，与未来宇宙星空遥望对话，沙盘智慧灯光显示等技术，在当时的离岸金融岛上的综合体开发展厅来说体

验感名列第一。“品”字型的矩阵幕，为观者带来多重震撼不同维度的视觉效果。体验式时光长廊，鸟瞰十字门核心景观，场景式体验让观者过目不忘。

布展面积：300㎡   年份：2015



天津平安泰达国际金融中心BOX沉浸影厅（五联屏） 重庆龙湖光年TOD展厅角幕+沙盘互动

深圳佳兆业金沙湾三折幕沉浸影厅 青岛龙湖光年未来城市体验馆四折幕影厅

地产营销中心 — 定制化数字影厅



《武汉越秀金融汇》“BOX”LED幕 《金茂府品牌馆》钻石巨幕

《惠州荣灿惠州中心》U-MAX幕 《深圳承瀚半山海》三折幕

地产营销中心 — 定制化数字影厅



《深圳前海时代》三折幕+下沉式地幕 《横琴星艺文创天地》三折幕+纱幕

《武汉星汇云锦》机械幕—三屏联动 《武汉中建光谷中心汇》U-MAX幕+弧形地幕

地产营销中心 — 定制化数字影厅



片区规划展厅
DISTRICT PLANNING 

EXHIBITION HALL

u 嘉善姚庄规划展示馆

u 中国（萍乡）海绵城市创新基地展厅

u 首创京津合作示范区光年城市展厅



片区规划展厅 — 嘉善姚庄规划展示馆

项目介绍：2008年以来，姚庄镇积极配合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建设，按照“转变发展方式、主动接轨上海、统筹城乡发展”部署，建设“临沪水

乡，两美新城”。

展厅亮点：从姚庄形象、人文历史到未来城市规划、成就展示，展厅以明亮简洁而充满人文气息的方式展现了姚庄镇的精华。以三折幕古风形象片为先

导，机械门打开后呈现现代姚庄规划，连接历史文化与现代发展；在极具特色的造景设计下，穿插多个互动多媒体，让展厅更具趣味与体验性。

布展面积：1500 ㎡ 年份：2019



片区规划展厅 — 中国（萍乡）海绵城市创新基地展厅

项目介绍：2015年4月，萍乡成为首批16个“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之一。该展馆将被打造成为世界海绵城市建设理论的展示窗口，国家海绵城

市建设的集中平台，萍乡海绵城市建设及海绵小镇建设的展示中心。

展厅亮点：设计一个形象的卡通人物，作为海绵城市展厅代言人，增加吸引力以及可读性。科普内容，通过有趣的互动形式展现更容易被接受。展厅设

计了多样化的虚拟与物理互动，如幻影成像互动、机械转盘多媒体互动、多点互动桌、海绵城市规划游戏、互动滑屏、动态沙盘、模型造景+触摸屏互

动等等。

年份：2018



片区规划展厅 — 首创京津合作示范区光年城市展厅（设计标）

项目介绍：该馆是京津合作示范区的国家战略落地成果展示汇报平台，承载项目产业优势、发展空间及价值的合作共赢平台，国际化人居生活模式、新

生活理念的体验与认知平台。

展厅亮点：利用镜面形成虚实链接的作用，把人，城市，自然环境相融于一体，形成和谐共生的整体理念。多个LED曲面屏组合展示，震撼而新颖地展

现首开形象；原型屏幕+模型的复合型展项，加入AR互动程序，分别介绍城市复兴中不同的场景化内容。共生梦想绘画台，小朋友搭积木后拍照上传，

可进行实时填色，打印留念，增加互动趣味。

年份：2018



工法展示

建筑科技展区设计
ARCHITECTURE SICENCE &

TECHNOLOGY EXHIBITION 

HALL

u 绿地义乌朝阳门工法展示厅

u 电建泷悦华庭工法展示馆

u 中冶·逸璟台科技住宅体验馆

u 亚新地产成品房展示中心

u 南国洺悦芳华超低能耗建筑主题馆

u 南国洺悦芳华LIFE+生活悦享家



工法展示/建筑科技展区设计 — 绿地义乌朝阳门工法展示厅

项目介绍：绿地朝阳门健康宅创新提出四全体系+X的全优系统，快速建立和完善绿地健康宅技术标准，打造集“绿居、云居、安居、宜居”为一体的

绿地特色健康住宅。

展厅亮点：以黑白色系进行空间设计，在简约与对比之中凸显不同的项目特色。采用O装置互动系统、实物对比展示、实物操作 演示与触摸互动屏等多

种互动手段进行信息展示，让顾客在亲身体验中了解到项目的工法与匠心设计。

布展面积：48㎡ 年份：2018

实拍效果



工法展示/建筑科技展区设计 — 电建泷悦华庭工法展示馆

项目介绍：国匠电建最高端产品系作品，在建筑风格上精雕细琢，在人文上打造品质卓越、客户信赖的一流物业服务。

展厅亮点：展厅分为品牌墙与工法展示，整体采用咖色、高级灰与金色进行设计，结合新中式的味道上凸显轻奢高贵感。通过实物材料与模型展

示、互动透明屏、人脸识别系统、VR演示及空间造景设计等多种展示手法，富有现代感地呈现出项目的科技与现代工法。

布展面积：64㎡ 年份：2019

实拍效果



实拍效果

工法展示/建筑科技展区设计 — 中冶·逸璟台科技住宅体验馆

项目介绍：基于阿里云iot物联网云平台，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房子安装大脑，打造跨产品、跨品牌、跨服务领域的互联互通、兼

容扩展的智慧社区业主服务平台，让业主畅享智能科技，悦享智慧生活。

展厅亮点：突出科技住宅理念，展示科技实验的同时，周边空白墙面利用起来绘制具有生活气息的场景，打造一个真实的中冶之家的体验感。简约生动

的手绘风格更添亲近感。

布展面积：114㎡ 年份：2018



工法展示/建筑科技展区设计 — 亚新地产成品房展示中心

项目介绍：亚新21年深研产品细节和客户服务，河南省第一家全面进入成品房时代的本土开发商，以国际标准的生活方式和国际领先的成品标准打造

“中原成品房标杆产品”，致献城市人居的“成品房时代”。

展厅亮点：采用实物结合透明屏影像，虚实结合展示成品房与毛坯房、精装房的差异性。另外，展厅还采用全息影像及发光异型箱体+多媒体触控屏，

展示核心技术成果与内容，运用3D投影形式向观众展示成品房技术的落地，采用造景还原形式，展示成品土建的相关剖面、模型，并结合新媒体互动

让工法展示更生动形象。

年份：2019



工法展示/建筑科技展区设计 — 南国洺悦芳华超低能耗建筑主题馆

项目介绍：洺悦芳华项目，是由南国置业及其控股股东电建地产倾力打造的汉阳首个纯改善人居精品，是电建首个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标杆项目。

展厅亮点：采用绿色与白色的空间设计，打造绿色阳光的空间感。采用屏幕演示对比凸显被动房的优势；采用实物实验与对比，凸显被动房五大设计原

则，让顾客在体验中感受优势所在；拉杆互动展示，通过拉动拉杆，切换屏幕展示的内容，突出工法或技术，对比强烈。

布展面积：240㎡  年份：2018



工法展示/建筑科技展区设计 — 南国洺悦芳华LIFE+生活悦享家

项目介绍：洺悦芳华项目，是由南国置业及其控股股东电建地产倾力打造的汉阳首个纯改善人居精品，是电建首个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标杆项目。

展厅亮点：采用多个屏幕及图文展板演示项目生态、建筑及户型设计亮点；以场景化图文设计凸显户型中人文关怀设计与细节；采用展厅按钮互动屏展

示智能家居，屏幕下方装置数枚按钮，通过按下相应按钮屏幕呈现不同场景画面。简单的操作方式更容易引起普遍购房者的参与。

布展面积：240㎡  年份：2018



商业中心展项设计

BUSINESS CENTER  

EXHIBIT DESIGN

u One Avenue卓悦中心公共空间艺术装置

u 深圳欢乐海岸 O’garden 影像交互装置



商业中心展项设计 — One Avenue卓悦中心公共空间艺术装置

项目介绍：OneAvenue卓悦中心位于福田CBD核心地段，以中央大街贯联4个Mall，2个独栋、16个公共空间及文化艺术中心，汇集350+国际零售、

主题餐饮及文创设计品牌，是一个鼎级街区Block式商业，未来将为深圳人开启一段都市新式旅程。

展厅亮点：地铁通道区，采用多样定制的液晶拼接屏游客进行互动，让游客宛如乘坐着一辆通往世界的列车。商场扶梯上方，在大屏进行3D Mapping，

打造潮流文化社区，营造年轻氛围，还可在闲时分屏播放商家广告。另外，利用圆形LED屏幕，打造潮流人眼中的视界。打造商业网红打卡地，采用矩

阵式的LED屏幕+音响配合，营造数字化的艺术秀场，标榜时尚符号。

年份：2018



商业中心展项设计 —深圳欢乐海岸 O’garden 影像交互装置

项目介绍：欢乐海岸O’garden是一个花园式社交休闲空间，围绕“生态”及“社群”理念，以“把年轻人的兴趣装进一座花园”为定位打造一系列

年轻化、高品质的生活体验场所。

展厅亮点：丝路视觉所呈现的“静谧花园”主题交互影像装置，营造了一个满足“视”“听”“触”多重感官的商业公共空间场景的梦幻体验，让消费

者能在日常的消费空间中感受到非一般的视觉体验，在与植物的隔空互动更贴近自然。

年份：2019



品牌馆
BRAND EXHIBITION HALL

u 世园会首开品牌馆

u 三盛集团品牌馆



品牌馆 — 三盛集团品牌馆

项目介绍：三盛集团是一家拥有三盛地产、三盛教育、三盛健康、三盛科技四大业务板块的大型产业投资集团，控股多家国内及香港上市公司。

展厅亮点：利用空间条件，在落地窗前设计流动的线条型墙体，增加了空间的层次感，同时与窗外自然景色融为一体，更显活力与生机。巨型弧幕影厅

播放集团品牌影片，营造开阔震撼的观影效果。

布展面积：57㎡ 年份：2019



品牌馆 — 世园会首开品牌馆

项目介绍：首开股份拥有20多年房地产开发经验，是北京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一部首开史，半座北京城。

展厅亮点：以“共生”为主题进行展馆设计，利用镜面形成虚实链接的作用，把人，城市，自然环境相融于一体，形成和谐共生的整体理念。多个LED

曲面屏组合展示，震撼而新颖地展现首开形象；原型屏幕+模型的复合型展项，加入AR互动程序，分别介绍城市复兴中不同的场景化内容。共生梦想绘

画台，小朋友搭积木后拍照上传，可进行实时填色，打印留念，增加互动趣味。

年份：2018



其他主题馆
THEME EXHIBITION HALL

u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际展示交流中心

u 成都猛追湾故事馆



项目介绍：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际展示交流中心位于中关村软件园，主要用于为大赛进行展示推广，产业孵化，国际交流和双创研

究。它是高校创新创业成果的集中展示窗口、大学生创新创业科技转化体验中心，也是互联网＋大赛成就的展示平台。

展厅亮点：策展主题为“创新引擎，创领未来”，以红、蓝与黄为主色调进行空间设计，富有逻辑性与故事性地将大赛的基调、内涵与影响力逐一呈现，

采用多种组合展示方式对大赛内容进行展示，将交流中心打造成互动体验式、智能科技型、发展适应型及灵活变通的特色展馆。

布展面积：1300㎡  年份：2019

企业展示中心 —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际展示交流中心



项目介绍：三千年蜀都文脉，孕育出了一道最具成都资格记忆原点的猛追之湾。新时代背景下，猛追湾对于弘扬天府文化、同步城市形象更新有着重要

意义。而故事馆，则是承载这一使命的形象封面。

展厅亮点：将猛追湾历史中的传奇人物和场景以手绘的形式还原，通过MG动画再现猛追湾的传奇故事，在老人绘声绘色的讲述中，慢慢揭开猛追湾前

世传说。以微缩模型和二维半装置，将“信箱”“川棉厂”等最能代表猛追湾市井气息的场景进行了高度还原，同时以VR窥探之镜再现游乐场嬉戏、

游泳池戏水等场景，复苏老成都人的青春记忆。

布展面积：400㎡ 年份：2019

企业展示中心 — 成都猛追湾故事馆



用数字定义你的视界
D I G I T A I   D E F I N E S   V I S I O N

             刘老师 13701151425
             孙老师 13641224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