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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专注利用人工智能与虚拟引擎交互技术，为用户及商业赋能并提供决策能力，

真正实现场景业务升级与场景知识进化的技术公司

致力于混合引擎技术结合AI增强技术赋能传统行业的虚拟业
务场景呈现与交互体验的开拓与创新

已完成场景复原、渲染链路、虚拟交互三项核心技术自研，
为客户虚拟场景交互管理需求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服务

是华迪集团、国家体育场(鸟巢)的重要合作商,应用业务包
含智慧城市、智慧建筑、智慧园区、智慧文旅、智慧医疗等

2021年成立至今已完成天使轮融资，项目金额累计已过千
万。自研技术及模式通过平台化开发转型后可打造为低代码
模块化的技术底座型产品，可助力于各类传统行业数字化转
型服务并且可作为元宇宙产业的技术底座



前阿里巴巴高级产品设计专家，杭州亚运会产品组智慧亚
运产品设计负责人

前新浪、华为高级平台技术架构师，冬奥会项目组主要开
发成员

前海云数据产品总监，深耕数字孪生行业多年，孵化大型
数字孪生项目超50个

前京东集团高级视觉算法工程师

中科院博士，微生物及电子工程领域专家

凭借专精领先的一站式虚拟交互场景解决方案，成功在一众成
熟知名的友商中脱颖而出，成功与华迪集团、国家体育场（鸟
巢）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打造智慧文旅、智慧园区、智慧医疗
等多领域的软硬融合数字原生解决方案

XR终端适配能力+虚拟场景AI增强技术配合平台型产品服务模式
可应用于多类型行业解决多元化需求

与Pico VR内容平台拟定了艺教文创类内容合作协议成为主要内
容供应商之一。未来预计将拓展5-10家VR内容平台或合作商

工学博士，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20YFC1107202)骨干成
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







全球虚拟（增强）现实产业自2016年爆发以来呈快速发展态势，产品拥有更亲民的定价，更强大的内容体验与交互手段，以及强有力的资本支

持与市场推广，2017年市场规模达到667.5亿元，同比增长120.8%；无内容、体验差、变现难等问题导致虚拟（增强）现实产业在2018年遭遇资

本市场、硬件设备市场“双遇冷”，市场规模达到1116.3亿元，同比增长67.2%，行业增速较前两年有所放缓，自此进入市场成熟期；2020年以

来，5G商用化进程的加速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非接触式”经济的新需求为虚拟（增强）现实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预计2023年全球

市场规模将超过45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保持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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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国虚拟（增强）现实产业市场规

模达到413.5亿元，同比增长46.2%，得益

于技术驱动软硬件升级、行业应用场景拓

展等因素，预计未来3-5年仍将保持年均

30%-40%的高增长率，到2023年将超过千

亿元，约占全球虚拟（增强）现实市场规

模四分之一份额。

我国虚拟（增强）现实产业市场规模（亿元）中国 全球



2022年1月19日北京出台了《关于加

快北京城市副中心元宇宙创新引领发

展的八条措施》

2022年1月21日武汉政府报告中提出要推

动元宇宙与实体经济融合

2022年2月23日杭州政府提出抓紧布局量

子科技、深海空天、元宇宙等未来产

业，大力抢占新赛道竞争主动权

2022年7月8日上海市颁布《培育“元宇

宙”新赛道、促进智能终端产业高质量

发展等行动方案通知》

2022年4月24日重庆市提出渝北区元宇宙

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2年3月30日厦门三年行动计划中

提出力争打造“元宇宙生态样板城

市”

“十四五”规划《纲要》确认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必要性，2021年3月发布《虚拟（增强）现实白皮书》作为行业基础和标

杆



场景感知终端 行业智能底座

数字基础设施

智慧应用

终端采集设备

实体建筑底盘

交互操控终端

行业标准系统

场景智能监测

数据智能分析

业务智能管理行业智能体

互联网 云计算 5G通信

智慧城市 智慧园区

智慧交通 智慧医疗

智慧电力 智慧场馆

智慧能源 智慧教育



应用场景及行业生态链庞大拓展性强 央地政策推动+上下游产业链技术完善

对传统行业的数字生态升级可做到快速入场赋能，在虚
实交互新商业、新教育、新文旅、新娱乐、医疗健康、
智能制造等多领域可起到颠覆性的智赋行业的作用

低成本、低能耗、资源整合性强

作为沉浸体验、跨空间融合的数字世界新入口，是
低成本低能耗多维信息资源快速整合实现数字沙
盘、高纬度仿真、解决企业复杂问题的全新方法

中央及多地政府的政策扶持推动相关上下游产业链技术
快速接入传统经济数字化转型，虚拟技术可快速衔接融
入AI、5G、XR、数字孪生、Web3、光学显微成像等技术
打造完整技术栈链路

虚拟技术是实现数字产业的基石，也是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新一代发现工具、效率工具和创新工具，

对实体经济的牵引赋能效应巨大

疫情与5G技术落地加速虚拟产业升级

5G技术大幅提升虚拟设备的算力加强终端的支
持，满足内容生产传输所需算量。全球疫情加速全球
数字化，促进企业探索和接受新型商业模式催化多样
沟通需求





需求层

场景构建层

能力服务层

应用层

公安部门

交通部门

园区管委会园区管委会

运营部门

医院

教育培训

应急部门

消防部门

入驻企业

员工/游客

场景构建服务 场景编辑器 要素重建平台 行业资产库

无代码平台 运营管理平台 运维监控平台 持续集成平台

智慧城市/园区 智慧场馆 智慧交通 智慧医疗 智慧文旅/教育



AR数据采集

地形搭建

白膜生产

场景生成系统

效果加工

地形搭建

白膜生产

空间编辑系统

像素流转换

服务器渲染

视频串流

实时渲染系统

产业融合 虚拟园区

虚拟培训 平台应用

虚拟场景应用

VR 裸眼3D

AR XR

流媒体服务

信令服务

渲染配置 模态配置

信令配置 协议通信

全平台插件

基础框架插件 网关流转

跨平台引擎 信令融合

虚拟互动系统

跨平台引擎 信令融合

像素流转换

绿幕合成模块

坐标折叠

虚拟制片服务

软件系统支撑

无代码应用生成系统

运营管理系统

运维监控系统

持续集成系统



1.0 AR采集工具

2.0 实时渲染系统

3.0 物理碰撞系统

4.0 多维智显工

具

1.1 场景生成系

统

2.1 空间编辑系统

3.1 空间定位系

统

4.1 AI增强系统

场景虚拟复原技术

云端实时渲染平台

虚实互动技术

AI虚拟成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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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中心-跨产业数字共享

元素编辑-虚拟空间编辑

数字改造-设施虚拟数据化

2.

1

4.0
虚拟成像-电影级

虚拟制片-低成本

场景显示-虚实融合

虚拟互动-超低延迟

虚化交互-毫秒处理

空间定位-大空间融合定位

虚实碰撞-标准元素碰撞
方案

3.1

裸眼3D区域漫游 实景增强 延展实境

4.0

虚实风格化 多平台显示增强 时空推理预测

4.1

实时渲染-SaaS/私有化实时输出 信令服务-可配置信令 交互协议-低延迟/高性能SRT协议 组网模式-基于NDI模式组网

2.0

Output Level-
全景渲染与增强现实

Process Level-
元素关卡化与分片输出

Process Level-瓦片分层
Cga脚本、OSM捕获构建

Produce Level-基于GIS
和空间的数据导入

Produce Level-基于AR扫
描的三维数据导入

1.

1



1.可单机部署，多服务高度集成

2.高性能的渲染Studio方案，降低成本50%

3.优化的场景预渲染机制，提升体验

4.标准的平台基础设施，可快速接入

5.可进行注视点独立渲染输出

1.多Studio集群集成，可虚拟化形成XR云

2.VM动态分配资源，进一步降低软硬成本

3.一体化的网关服务，成熟的多网卡匹配以及内外网路由机制

4.开放的用户认证服务，多类型准入机制

5.可进行大规模高精度渲染



虚拟实境平台

低成本 高可用

小场馆可通过手机实景VR辅助拍摄

降低购买专业器材成本

城市模型使用GIS地图数据通过平台快速构建生成白模

免去粗模人力成本

云端渲染 高分实

现
支持8K输出 支持AI拼接算法

画质增强算法实时渲染增强

利用标准信令服务和全新的C/S架构实现云端实时渲染

低代码开发 特色化部

署
软件应用开放平台对接虚拟仿真引擎

可视化编辑系统助力虚拟场景交付效率提升70%

支持XR-Studio私有化部署和Sass云渲染部署

多平台发布

支持安卓/iOS/Windows/Web，相比竞品能提供多端

设备体验，在易用性与兼容性上更具优势

双引擎复原内景外景

内景：AI增强+AR辅助采集一键生成建筑内景；

外景：GIS地图数据+场景还原工具，快速自动生成

外景L1白膜；

全生态虚拟场景支持

提供完整的虚拟制片链路、生态和服务；

虚拟仿真系统可通过虚拟仿真编辑器可进行场景二

次编辑，产出具备场景交互能力的应用，实现内外

景结合互动；



传统基础设施（线下+线上）：

1、生产力提升：企业重资产较多，缺乏灵活应用机制

2、业务模式改进：成本较高，传统销售模式从产品、

销售、运营全链路贯通时间较长

3、产业链融合：传导性弱，企业在自身业务领域有较

多积累，但无法有效传导与扩展至其他产业

4、信息化改造：迭代慢，多以普通线上系统改造为主

5、系统组织形式：多停留在二维层面

数智化基础设施（数字虚拟化）：

1、生产力提升：生产力革新，以虚拟平台融合资产与业务

2、业务模式改进：成本低，统一数字化底座提升业务创新

与改进效率

3、产业链融合：传导性强，强化产业上下游虚拟共创空间

信息交换，拓展业务边界

4、信息化改造：轻资产迭代快，聚焦软硬融合全量的平台

触达能力，信息化改造更加得心应手

5、系统组织形式：多维融合，基于三维重建、场景生成、

纹理生成等AI增强能力，开拓多维的精细化数字服务



·从0开始快速交付的客户端需求，通过软件应用开放平台系统中可视

化编辑系统能够快速响应客户业务需求，缩短交付周期

·系统提供包括数据统计、更新服务、推送服务等基础服务，系统内部

绑定配置，从业务源头缩短交付周期，将服务标准化，提高效率

·对项目产物单独管理、数据隔离、独立部署的需求，能够快速响应

·高技术门槛的轻量化数据引擎与渲染引擎结合的混合引擎，叠加服

  务器渲染与视频串流技术形成技术壁垒

·室外场景通过高精度数据的快速模型重建与加工技术，室内场景通

  过AR辅助采集集合AI全景拼接技术完整还原

·AI虚拟复原技术：基于地理与空间信息的虚拟场景复原与增强技术

  配套点云重建、点云网格化，纹理拼接以及渲染画质增强算法



场景测绘服务

室内外场景测绘团队搭建及服务

行业资产运营

建设行业的数据库、资产库，提

供运营服务

集成商

行业资讯服务

盘活行业的供应商、目标用户之

间的渠道、建立生态体系

终端用户

数字化运营商

培训体系

数字化人才梯队建设

数
据
输
入

综合资产库建设

碎片化资产

客
户
来
源

整
体
方
案
输
出

客
户
需
求

生
态
厂
商
链
接

运营需求

运营策略

产
品
培
训
方
案

持续建设能力





孪生智慧运营服务

混合现实导览应用服务

移动驾驶舱

产品能力输入

实时云渲染能力—支持超高清纹理；支持点云等算法对接能力，精细
化场景和环境；支持基本特效和交互API绑定能力

AI重建能力—室外场景通过高精度数据的快速模型重建与加工技术，
室内场景通过AR辅助采集集合AI全景拼接技术完整还原

空间还原能力—基于地理与空间信息的虚拟场景复原与增强技术，配
套点云重建、点云网格化，纹理拼接以及渲染画质增强算法。

技术创新能力输入

·8K 输出支持

·低成本场景逻辑合
成

·多平台发布

·轻量化的混合引擎

·场景还原工具

·多维融合场景

业务价值输出

安全运营数据

场景驱动管理升级

多模态的运营方案



青岛国际创新中心IOC 北京XX智慧运营中心

江西XXX智慧运营中心



虚拟制片场景一站式服务 XR沉浸式终端场景兼容服务

产品能力输入

基础处理服务—场景构建平台可自动化生成可用的虚拟多
元场景

交互处理服务—通过无代码平台及成下游系统，并进行规
范化的业务、场景、操作等多模式的标准化交互方案，提
供给对应的业务场景

编解码服务—通过文旅资产库的建立，并形成资产画像，
监听资产的实时动态，持续的进行场景能力及数据、业务
能力的优化

技术创新能力输入 业务价值输出

全景生成能力—提供AR辅助拍摄和标号，提
升AI拼接效果

外景还原能力—AI算法自动识别及辅助填补
场景

服务端渲染能力—根据文旅行业多样化场
景，给出相应的最优化视频编码格式

AI画质增强能力—依据相应的平台特点，智
能化调整增强方案

驱动行业资产变现

运营服务升级

提升入驻企业及游客的体验



鸟巢虚拟演唱会 kindred虚拟沉浸导览系统





打造全国最大虚拟产

业数字底座运营商

成为行业顶尖智能虚拟共

创空间解决方案领导者

建立全国首个软硬融合虚

拟服务产业基地

·打造“AI智能数据采集—场景复原—

空间编辑+虚实互动—智能云渲染—多

维智显”的一站式数智化服务PaaS平台

·打造全行业虚拟数智一体化服务生

态，基于平台建立全行业互融互通协作

共赢的数字服务模式

·筑立虚实互动技术壁垒高度，建立跨

空间跨多端物理碰撞+空间定位技术的

行业标准协议

·发布行业首个全域适配无代码模式的

虚实互动空间融合数字编辑系统，落地

全行业虚拟产业应用场景

·完善服务链路体系，拓展上下游供应

商体系+配套智能硬件产业链，实现虚

拟搭建-资产沉淀-平台服务-集成应用-

多维智显的全链路服务生态，基于标准

化协议规范打造行业上下游配套服务



2022年重点目标为建立区域研
发中心、数字媒体设计中心、
数据及云渲染服务中心。重点
发展技术平台、智慧城市业务

2023年计划完成全国首个基于
虚拟技术服务链路的数智园区
标杆案例，同步计划引进10家
以上上下游软硬件服务供应商
建立产业生态

2027年之前计划建设全国首个
AIoT软硬融合虚拟产业基地，
即集行业研发、创新体验、技
术选型服务为一体，业务可辐
射全国的科研园区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联合运营-建设完善的数据资产库

·与各业务单位建设联合运营中心，打造数字资产共建模式

·以保定为核心，建立全国性的数字资产基地及数据中心；

·建立行业智能底座的产品体系，夯实数字底盘

落户发展规划

生态建设-整体闭环的优质生态资源

·建设10家以上上下游供应商，包含采集、数
据、交互终端等厂商，打造生态闭环

·围绕数字底座与共创空间打造自有专属硬件
产品体系，统一接入端口

产业规模化-打造虚拟数字产业基地

·建设虚拟AIoT软硬融合虚拟产业基地，孵化
产业全链路产品、应用、技术

·效能规模化，全行业数据接入入驻

行业标杆-成为全国顶尖数字中心

预计融资金额：1~4亿

·成为顶尖级数字底座服务中心，技术优势辐
射全国，赋能行业所有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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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交付 产品能力输出

充足的订单量预示着良好的商业前景

当前已有包含演艺、文旅、园区等多行业的订单及目标客户，内容涉及至数字运营推广、数字资产中心建设、体验服务咨

询及建设，当前已有2000万的订单和5300万的商机

单位：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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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年项目收入240万元，产品营收及服务性收入333万元。2022年全年预计收入破千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