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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之魅

满屏花瓣纷飞的唯美靓丽互动秀
《花之魅》。灯光炫彩夺目，现
场展现出似真似幻，充满奇幻的
“花语世界”。舞者如花样的姿
态以及多彩的美丽尽情释放出来
，仿佛置身于花海时尚的画风中
、展现青春灵动、绽放如花纯然
之美。同时带来一场浪漫唯美的
视觉盛宴。

节目类



花语传说

唯美动人单人互动秀舞蹈《花语传说》。以曼妙华丽轻盈的舞姿和如梦如幻的花语效果，
传递了正如鲜花绽放的美好发展态势，焕发出的绚烂光彩。

节目类



全息鼓

充满高科技感喜庆的《全息鼓》
在鼓乐风格上大胆突破创新，既
保留了原来的民族传统打击乐经
典，在此基础上创新了极具时代
感的打法，将传统中国元素融入
视频中，使传统的鼓、舞与现代
科技的完美结合，令原本单一打
击乐表演变得声形具全。鼓是精
神的象征，激励人们团结奋进的
精神力量。同时给观众带来神奇
而美妙的视听感受!

演员人数：6人

节目类



炫舞时代 节目类

炫舞魅影动感十足的《炫舞时代》，时尚激情的舞蹈表演。光与影的分分离离，张弛有度，带来恢
弘大气的视觉效果，年轻的舞者跟随节拍激情律动，黑白灯光快速切换，音乐与舞蹈充满激情与活
力，演绎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以必胜的信念，坚定前进，以满腔热忱，引领全新生活方式。

演员人数：3人



金刚狼

大型震撼充满着阳刚之美的人屏
互动秀《金刚狼》。沉重而富有
节奏感的音乐逐渐响起，黑白灯
光的衬托下，闪耀的舞台灯光和
激情的动感音乐展现出了一场别
具风味的视觉盛宴。舞者如狼在
高嚎般霸气地站在舞台中央。充
满激情的、新意层出不穷的演出
。展现特有的青春气息，敢为人
先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给人强
烈的视觉感染力。

节目类



鼓动未来 节目类

动感，团结，喜庆，耀眼夺目的3D
炫鼓互动秀《鼓动未来》。以传统
中国元素为索引，将凝聚、升腾、
延伸的概念巧妙融入企业文化展示，
非凡演绎企业蓄势待发展翅飞翔的
美好愿景。舞者模拟击鼓动作，活
动主题以声波形式跟随击鼓节奏动
感释放发出激扬、雄浑的鼓声。传
达企业在未来续写辉煌的昂扬斗志
和坚定信心。特效背景与舞者仿真
交互的极致运用，则增添了整场表
演的科技创新感。

演员人数：2人



全息舞狮 节目类

全新超喜庆3D《全息舞狮》。舞狮是我国民间传统喜庆表演，中国习俗传统认为狮子是驱邪避害
的吉祥瑞物。每逢佳节，或有重大活动，必有醒狮助兴，舞狮长盛不衰，历代相传。如今推出传统
文化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舞狮表演与全息黑科技的创新形式，与时俱进，才是我们该有的态度!
同时满足人们视听感受。适合于大型演出、高端晚宴、商业活动、年会晚会、商业活动等。。。

演员人数：4头狮子（8个人）



未来已来 节目类

高端定制《未来已来》，科技感十足，充满想象力，3D精彩特效演绎品牌内涵，通过舞者与屏幕
进行互动，向观众呈现出真实的裸眼3D互动效果，让观众深刻体验到品牌的艺术感、科技感和创
新形象。面对未来智能生活的美好场景，对未来充满了向往。



全息魔术 节目类

超炫酷《全息魔术》，给观众一种神秘奇幻的感觉。在全息投影技术的引领下,让我们的世界更
加有趣，又将会有什么样精彩魔幻的魔术盛宴呢?尤其对于舞台表演的影响也有着翻天覆地的
变化。不再受传统舞台表现形式的拘束，将绝美的画面从舞台上带到了观众的面前。虚拟与现
实再无界限。适合各大晚会，年会，商演、发布会等...

演员人数：1人



全息魔术（魔幻中秋）

充满创新科技感的全息魔术《魔幻中秋》。魔
术师，手指轻轻一挥，幻化出来的光影万物如
繁花一般闪耀在舞台中央。动静之间，光影交
错，亦真亦幻的全息虚拟场景，为观众呈现一
个充满想象的空间。在全息投影技术的引领下
，将科技融入中秋元素，不失传统又创新出让
我们看到了一个时尚多元化的月圆中秋，月饼
圆又圆，又是合家分吃象征着团圆和睦，这一
创新必将满足年轻人的审美及情怀需求。表达
的时尚、科技、酷炫的调性，也被印刻在了元
朗荣华新品中，也是元朗荣华为保持年轻活力
所做的努力。

节目类



镜面人
新潮帅气的《镜面人》机械舞。舞者身穿独特设计闪闪
的服装，随着轻快的音乐律动，新颖酷炫的机械舞步，
动作多变而流畅，仿佛让人置身与外太空，感受着科幻
新世界带来的无穷魅力，让人眼前一亮，能够瞬间燃爆
全场。适合于大型演出、高端晚宴、商业活动、年会晚
会、商业活动等。。。

演员人数：4~6人（具体人数根据舞台大小确定）

节目类



水世界 节目类

时尚创意水元素《水世界》全
息舞蹈线条唯美震撼的互动表
演。舞者水中倩影，涟漪翻动，
唯美舞蹈水流柔美。预示着：
水润泽万物，正如水一样，滋
养着企业发芽、成长、提高、
强大，蓬勃向上，充满了朝气。
适用于企业年会晚会唯美开场
舞蹈、大型演出、高端晚宴、
商业活动、商业活动等。。。

演员人数：1人



3D激光舞 节目类

全彩动画《3D激光舞》是融合了激
光编程、舞蹈创意、音乐制作三位
一体的全新舞蹈形式，浑然一体。
不管是音乐音效带来的视觉新概念，
还是光效视觉带来的新冲击，舞者
伴随着动感的音乐节奏，就像光影
界的魔术师，激光仿佛被赋予了生
命的灵性，时而光随影动，时而人
舞交融。用光的形式把观众带入了
太空的神秘与科幻奇境，散发着
“世界由我主宰”的霸者雄风。仿
佛让我们很轻松的就能享受一次光
的变幻旅行。

演员人数：1人



科技起航

创意全息投影互动视频秀《科技起航》，舞者
随着动感的音乐与视频融合一体，新颖的展示，
画面丰富，融入内容广泛，现场效果极具震撼，
扣人心弦。3D光影特效演绎呈现磅礴的科技创
新引领商业变革，新模式起航，见证一个新的
模式诞生，一种新的创造性的力量的诞生。

演员人数：1人

节目类



希望之光

创意光影互动视频秀《希望之光》，神曲配神舞，出神入化的舞台效果，将光影之美表现的淋漓尽致，超空灵的
感觉，大气震撼的画面感,精彩奇异的人与画的结合,强烈吸引眼球，震撼视觉。伴随着它去见证各种各样的劳模
精神，就是要营造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诠释了企业的优势、竞争力和未来的发展
新趋势。

演员人数：1人

节目类



威亚视频秀

极具有创意高端艺术的《威亚视频秀》
表演。高难度的高空舞蹈秀，天马行
空的飞天动作，在各种文艺晚会、庆
典活动当中起到一种画龙点睛的艺术
效果，为观众带来了强悍的视觉冲击
力。适合新品发布会，公司开业，房
地产开盘，电视台节目，大型体育场，
宴会厅等。。。

演员人数：1人

节目类



舞动青春

高端创意互动视频秀《舞动青春》，以创新的方式将舞蹈与科技感融合在一起，再搭配适当的
背景音乐能够创造出极具视听震撼的舞台效果。舞者随着音乐与光影互动，变幻莫测的假象，
舞蹈炫舞魅影动感十足。从而达到以假乱真的艺术效果。用舞来展示青春活力，诠释了竞争力
和未来的发展新趋势。

演员人数：4人

节目类



青花瓷上的鱼 节目类

大型开场舞《青花瓷上的鱼》寓意吉祥。是全息视频互动的古典群舞蹈，讲述了一个鲤鱼跃龙
门其中拼搏与勇敢。背景视频结合当今高科技全息技术的运用作为衬托让鲤鱼跃龙门这个舞蹈
犹如在一个圆盘的画中舞动可谓是美轮美奂。

演员人数：1人主跳+伴舞（伴舞人数根据舞台大小决定）



全息美猴王 节目类

《全息美猴王》通过3D全息影像技术，在舞台上展现腾云驾雾再现天宫、花果山多彩壮观的盛景，有
“美猴王”的招牌动作大耍金箍棒，更有高科技的3D全新影像技术重磅加身，使得“美猴王”现场腾云
驾雾，而花果山、天宫等壮丽美景也得以再现舞台，画面震撼。

演员人数：1人



舞动乾坤 节目类

别具特色的全息《武动乾坤》，将观众带入一个出神入化、亦真亦幻的太极功夫世界。古典的水墨与功夫
太极融为一体，演绎了中华民族艺术的神韵之美。演员与视频互动情景交融，一招一式的精彩表演，在整
个舞台空间，体现出古老的中国文化元素又很新颖。

演员人数：1人



莲花心 节目类

独舞《莲花心》,整个画面和舞蹈的配合美到极致。你能从好的作品中感受到生命，是纯真、是信仰、是
大美、心如莲花，一路芬芳。舞者用舞蹈和体态打造的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精灵。她的双手
指尖微合，轻轻颤动时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稚嫩之态，她的细腰款摆描绘的是莲花在和风中微微舞动的
身姿……观众一时不察就被舞蹈引入了幻境，堪称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

演员人数：1人主跳+伴舞（伴舞人数根据舞台大小决定）



中国美 节目类

唯美古典的双人舞蹈《中国美》。一把大大的扇子缓缓打开，演绎出我们熟悉的江南韵味，从左到右，
红色、黄色、蓝色、绿色……变幻出闪耀着五彩缤纷、刹那间，好像一卷舒缓的水墨画，舞者双双起舞，
舞蹈美轮美奂，在光影与音乐的完美映衬下，舞台演出效果绝对惊艳全场！但惊艳的背后展现的却是科
技的进步”

演员人数：2人



荧光蝴蝶 节目类

如梦如幻的LED《荧光蝴蝶》舞蹈。
舞者身着发光轻盈的翅膀翩翩起舞，
有时像蜻蜓、蝴蝶般飞舞，有时好似
海浪层层叠起;旋转着整个身体，唯
美梦幻，令人印象深刻。像天鹅展翅，
像瑞彩翩迁，每一束荧光都美轮美奂。
集体舞具有气势庞大的效果，给人以
震撼。

演员人数：人数根据舞台大小决定



金色梦想 节目类

《金色梦想》是一场华丽大气而又充满想象力的3D人屏互
动科技感舞蹈。3D精彩特效演绎品牌内涵，通过舞者的优
美舞蹈与屏幕进行互动，向观众呈现出真实的裸眼3D互动
效果，让观众深刻体验到品牌的艺术感科技感和创新形象。
适合品牌发布会，企业年会，颁奖典礼的最佳开场表演。

演员人数：1人



舞动星河 节目类

最新大型高端互动视频秀《舞动星河》是结合光影
富有科技感的创意舞蹈，震撼视觉，冲击力效果十
分赞！舞者轻盈柔美的舞蹈动作搭配华丽的星河背
景，一跳一跃，犹如在浩瀚星辰中自由穿梭，给人
既梦幻又唯美的感觉。 视频内容可添加客户公司的
商业元素。适用各大晚会、年会、发布会等

演员人数：2人



3D梦幻大裙摆 节目类

歌手身穿洁白巨型拖地长裙，在巨大
的舞台，运用全息投影技术，结合现
场光、影与音乐的完美映衬下，变幻
出闪耀着五彩缤纷、绚烂夺目的特效
裙子。让演唱者散发出一种诱人魅力!
宛如灰姑娘的魔法之神与宇宙、星辰、
云彩之中，舞台演出效果绝对惊艳全
场!

演员人数：1人



蝶变 节目类

唯美艳丽的《蝶变》，舞者随音乐
节奏宛如蛹化成蝶，破茧而出，振
翅高飞，唯美生动，翩翩起舞，美
轮美奂。在舞蹈演员与视频互动的
出色演绎下，展现出积极向上，美
好寓意的意境。

演员人数：1人



百花追梦 节目类

视频中的每一片花瓣都完美呈现出3D立体感，时而轻盈飞舞，时而众花欢腾雀跃，专为舞蹈演员
的量身定制的创意视频秀，其视频风格，简单!清新!唯美!自然! 大方!可加入少量企业的图片、
LOGO。是一档令在场观众看的都非常赏心悦目的唯美视频互动舞蹈，全场似乎都笼罩在一片唯美
的花海洋中。

演员人数：3人



月影随行 节目类

大型舞台表演光影互动秀《月影随形》,梦幻的灯光与
3D舞蹈辉映，仿佛带着美好期盼随行，筑梦路上，
携手并肩而行。是一个会给人眼前一亮的精彩节目,会
让观众为之震撼,适合各大晚会，年会，商演、发布会、
答谢会等...

演员人数：1人



极魅之光 节目类

创意光影舞蹈《极魅之光》，将光影和音乐，科技与艺术完美契合，为现场嘉宾呈现了一场华丽的艺术舞蹈盛
宴。似钻石般的光影不断在舞者的手足间挥洒、穿梭。一个个柔美、浪漫的舞蹈动作，将人们带入了一场钻石
之光的奇幻梦境，享受着诗意般的舞蹈与光影间的对话。流光飞舞，闪耀如钻，明若星辰。

演员人数：2人



光耀回来 节目类

炫彩夺目的《光耀未来》，是一个大型的视频互动全息舞蹈，采用全息投影将视频投射到舞台中的半透膜上，
舞蹈演员有节奏的舞蹈配合着视频的播放，形成人和影像的互动，两者结合在一起再搭配适当的背景音乐能够
创造出极具视听震撼的舞台效果。象征着“载梦想，耀未来”的美好寓意，继续辉煌!

演员人数：6人



时空穿越 节目类

神秘震撼的互动视频秀《时空穿越》，古典艺术与现代的时尚动感完美结合，带你体验一场现代互动、西洋氛
围浓厚的芭蕾秀至现代的时空穿梭视觉盛宴。用时间的维度、技术的力度，传达时光真情的温度。真是令人赞
叹人类那美妙的想象力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与追求的精神，这是使我们进步的根本动力。视频可大量添加客户
公司产品元素、logo、文字、图片等素材内容。

演员人数：3人



创想之梦 节目类

大型新颖视觉艺术开场互动秀《创想之梦》，现
代科技与人体艺术完美碰撞，舞者与光影交错共
舞，炫丽动感，有强劲的立体舞台表现力。仿佛
一切事物都能因舞蹈而幻化出现，可以瞬间体现
主题，观众印象深刻。适合各大晚会，年会，商
演、发布会、答谢会等，可添加企业logo、主题、
图片。

演员人数：1人



金狮送福 节目类

具有咱中国传统特色的《金狮送福》，舞狮忽闪着大眼睛，惟妙
惟肖的表演与高科技现代感相结合的光影视频互动，这样别具声
色的舞狮表演代表了尊贵、勇猛，更是权力的象征。狮子在中国
人心目中为瑞兽，象征着吉祥如意，从而在舞狮活动中寄托着民
众消灾除害、求吉纳福的美好意愿。

演员人数：3人



007互动秀 节目类

科技感十足的酷炫《007互动秀》。演员舞蹈
动作随音乐节奏合为一体，人与现代科技完美
融合互动，营造出震撼的视觉冲击，呈现出各
种精彩绝伦。是一种全新突破，新颖的展示。
现场视觉更加震撼，题材新颖，融入内容广泛。
视频内容可大量添加客户公司logo、文字、
图片、产品等元素。

演员人数：1人



荣耀魔方 节目类

创意开场互动视频秀《融耀魔方》,通过神秘的立方体，引出项目主题和项目要素，为观众呈现出大气而富有科技
感的视觉冲击，演员与立方体的互动充满激情和魅力，人屏互动,两者结合在一起搭配背景音乐翩翩起舞，创造出
极具视听震撼的舞台效果。视频可融入企业的商业元素，比如：logo、文字、产品、主题等。

演员人数：1人



碟中谍 节目类

高端新颖开场节目之热血特工碟中谍互动视频秀，该节目把视
频的素材元素更放大化，表现出更好的视觉效果。比以往的舞
台艺术更加色彩，能瞬间体现主题，超越传统艺术舞台的表现。
视频内容可大量添加客户公司的商业元素，比如：logo、文字、
产品、主题等。

演员人数：1人



美猴王视频秀 节目类

美猴王视频秀精选中国传统四大名著西游记经典电影精
彩镜头，以人屏互动为主题，演出表演内容脚本分为大
闹天空，美猴王群战诸天大神，以及经典和二郎神、哮
天犬、哪吒等经典精彩传统画面!美猴王视频秀广泛用于
企业年会，元旦、各大晚会等!根据客户要求可添加企业
logo，主题，图片。

演员人数：1人



全息领导出场 节目类

独一无二的《全息领导出场》，飞机在宇宙星空中飞旋

凌空直上，降落地面。领导从全息飞机走下，专属的出

场场景，秀出雄伟独特的风格，高端炫酷的飞机视觉盛

宴，现场效果为之震撼。

演员人数：0人



双胞胎互动秀 节目类

一种全新的双人舞蹈演绎方式，极具现代感的3D科技，利用LED视频和演员的紧密配合，展现出比以往更时尚新

颖的舞蹈动作，满分的配合度让舞台更加靓丽，更有吸引力，带给观众视觉上的冲击，堪称完美!

演员人数：2人



单人互动视频秀 节目类

互动视频秀是舞者利用特制的视频进行互动的一种表演，其
亦真亦幻的演出受到了现场观众的热捧。表演者在荧幕前做
出一系列动作，配合荧幕上的视频，使人产生一种仿佛表演
者融入到视频当中的神奇视觉，令人啧啧称奇。视频可加入
客户的商业元素，如：LOGO、图片、主题等。

演员人数：2人



雀之恋 节目类

以神秘艳丽的深蓝幻境森林为大环境视频，画面中间变幻成月光映衬下的凤尾竹，对“孔雀”的生活环境
加以艺术提炼，使“孔雀”融入美的环境，达到最好的艺术效果。同时蓝色调的舞美背景会让节目显得诗
意更足。空灵的音乐中唯美曼妙的舞姿，结合惊鸿一的孔雀开屏动画，成就了美得令人窒息的灵魂之物，
表现了两只孔雀的缠绵和爱恋。

演员人数：2人



节目类

墨舞

制作水墨风视频画面，将古典舞与中国书法文化融为一体，把舞、乐、书、画熔于一炉，在情景交融、人与
自然浑然一体中达到含蓄蕴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营造了一个恬静、雅致、高远的意境。在演员
和视频互动情景交融!可以融入主题及图片。

演员人数：1人



节目类星空畅想

高端大气3D互动视频秀《星空畅想》，根据星空星位制
作视频画面，演员配上芭蕾的动作与光互动畅想在星空
中起舞，演员一下挥手流星划过，一下踢腿星星升起，
表达我们对星空控制的渴望及努力。寓意积极乐观，顽
强勇进，独树一帜，高风亮节，清新脱俗。代表着企业
有着伟大的梦想，朝着星际的目标一步一步顽强勇进。

演员人数：2人



节目类绽放

唯美舞蹈《绽放》，通过奇妙的舞蹈创意，精湛的舞蹈技巧，独创的道具装置。利用视频制作出
花的世界，形式新颖，美轮美奂，演员身在杜丹花丛中起舞，唯妙唯俏地刻画花朵悄然绽放，象
征意味着民族的团结，企业的兴旺是一种喜洋的气氛。表达了对企业对人民的美好祝福，和对美
好明天的坚定信念，带给观众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演员人数：1人主跳+伴舞（伴舞根据舞台大小决定）



节目类筑梦

震撼开场互动秀《筑梦》，科技十足绚丽的舞蹈。优美
抒情浪漫的舞姿，几种演出形式完美相融碰撞在一起，
画面丰富震撼，创意的题材，多人舞蹈组合。展现活力
与激情，铸就梦想，大步向前怀着对未来的希望和美好
的信念，不断前进。可加入商务元素!适用各大晚会开
场和暖场穿插节目等。

演员人数：5人



节目类舞蹈

舞蹈是一种表演艺术，一般有音乐伴奏，
以有节奏的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
式。在仪式，礼仪，庆典和娱乐方面都十
分重要。它一般借助音乐，也借助其他的
道具。根据舞蹈的不同风格特点来区分，
有：爵士舞、现代舞、年年有余、康康舞
和少女时代等。。。新颖、创新的励志舞
蹈，让企业在各类活动中给顾客耳目一新
的感觉。



水晶球舞 节目类

舞蹈演员用婀娜多姿的身躯跳着童话精灵一样的舞蹈，极富观赏价
值。演员在直径2米的透明水晶球内，款款而舞，透过水晶球会随着
舞者的舞步慢慢滚动，配合现场的灯光效果，追光、七彩光、烟雾、
泡泡，使得整个舞蹈唯美、浪漫、优雅。

演员人数：1人主跳+伴舞（伴舞根据舞台大小决定）



荧光水鼓 节目类

荧光水鼓集声、光、水景为一体，激昂的乐曲，鼓动的节奏，
激情四溅的水花，优美的舞姿，魅力无限的灯光频闪效果，演
绎出灿烂振奋的舞风和鼓韵，给观众目不暇接的视觉冲击和审
美享受，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断攀升、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的情结和生生不息的群体精神风貌。适用于晚会、年会、展览
会、楼盘、发布会、酒会、开幕开业、政府大型活动等场合，
能够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演员人数：根据舞台大小决定



鼓上舞 节目类

鼓上舞是一种东方的创意舞蹈，此舞蹈是由一名唯美的女子站在大鼓之上，柔中带刚的甩着长长的水
袖。极具观赏价值，舞蹈气势磅礴、汹涌浩荡。鼓有提振气势、振奋人心之意，鼓上舞常被用于各大
企业开业或乔迁的仪式上。如此一来，既能体现出企业团结向上的信心，也能表达出企业能快速发展
的决心，寓意深厚。

演员人数：人数根据舞台大小决定



电光舞

由于电致发光技术的产生，我们将电光
的元素通过精妙设计后植入装道具之中，
在表演过程中舞蹈演员通过动感的舞步
将电光充分激活，瞬间万变的鲜亮色彩，
流转旋动的光影动线，加载动感音乐，
引爆现场视觉震撼，使光影效果创造出
全新的视听享受。

演员人数：4人

节目类



影子舞（剧） 节目类

影子舞是由艺术家透过光影，用肢体语言表达情感，使现场效果宛如黑白电影，通常表演场地必须具有一块白
幕，设置不同类型的光源通过演员肢体协作，创造出不同的奇幻造型，目前较流行多媒体相结合，主要通过投
影仪的光源创造影子与视频互动的媒介形式。

演员人数：根据脚本决定



紫光手影舞 节目类

在黑夜中通过高科技的手影技法，众多舞者双手轻
盈地舞动默契地配合，演绎种种神奇而感动地动态
画面。舞台上只见手影不见人，这就是紫光手影舞
的看点。演出前针对各个客户企业文化作充分地了
解和认识，创作出极具企业个性的舞台表演。

演员人数：根据脚本决定（建议8人）



星光芭蕾 节目类

唯美梦幻的《星光芭蕾》将柔美迷人的芭蕾舞以及时尚新潮的电光技术完美结合，打造出极具柔美视光特色
的星光芭蕾节目。云袖轻摆招蝶舞，纤腰慢拧飘丝绦，演员伴随着动感的节奏舞动着曼妙的身姿，似是一只
蝴蝶翩翩飞舞，又似一片落叶空中摇曳，尽显迷人色彩，让人百看不厌。

演员人数：4~6人



激光舞 节目类

激光舞结合了激光表演的震撼性和魔术的趣味性，演员在激光配合音乐可以做出：抓光、
打光、折光、转光等具有新奇性的动作。伴随着动感的音乐节奏，激光仿佛被赋予了生命
的灵性，时而光随影动，时而人舞交融，无时无刻不跃动观赏者的心跳。

演员人数：1人



激光竖琴 节目类

时尚高雅的《激光竖琴》是由8束明亮的激光光束代替传统琴弦的竖琴。灵活多变的激光，丰富激情的
舞台效果，演奏者只需拨动光束，便可弹奏出一段段美妙动听的旋律。激光竖琴高度在2.2米左右，启
动后，会发出8束激光，由下向上射出，再配以薄薄的烟雾，结合炫丽的舞蹈，舞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
合，令原本单一竖琴演奏变得声形具全，能成为每场活动的心水之选！

演员人数：3人



力量组合

震撼杂技《力量组合》，突破传统力量“顶”与“尖”的限制，唯美的动作，力量与美学的激情碰
撞，整套动作云流水令人惊艳，反地心引力的奇迹，带来无限视觉冲击。给人一种艺术的美感，舞
台上的他们更是默契十足，再高难度的动作都能被他们完美地演绎。成功实现了浪漫抒情与惊险高
难珠联璧合中最为精彩的一面。展现出信念，信仰，坚强。

演员人数：2人

节目类



泡泡秀 节目类

泡泡秀中，可让孩子参与到表演中，他们可以充当演员支配演出的进行，与演
员一起用泡泡制造衣服装饰品搭建魔幻的泡泡城堡，发挥他们自己的想象力，
泡泡梦幻的色彩，瞬间定格成一个个美伦美奂的场景，把简简单单的小小肥皂
泡变成千奇百幻的梦幻世界。

演员人数：1人



近景魔术

近景魔术，即近距离观看的魔术，它具有与观众互动性近景魔术强，对细节手法要求高等特点，因为与观众面
对面接触，观众又常常可以触摸表演物，往往带来的震撼极大。让神奇和魔法点亮枯燥？

演员人数：1人

节目类



全息凤歌鸾舞 节目类

《凤歌鸾舞》，清新脱俗，美得令人窒息。纯净而神秘的原始森林里，一对孔雀相见甚欢，缠绵亲昵，交颈诉说着
爱恋，手指巧妙颤动，似流水缠绵不断，你啄着我，我柔情与你，爱情在此刻升华、生命之河潺潺流淌，洗涤浸润
我们的心灵，以民间生活为基调，诠释大众性。归真的艺术表现。充满生命力屏幕幻影让人感觉仿佛自己走入节目
意境，让大家享受了一餐视觉盛宴。

演员人数：2人



节目类Locking互动秀

创意滑稽两人街舞《Locking互动秀》，以双人
街舞构思的独特创意方式表演，演员通过双人动
感舞蹈与3D视频的运用自如。突破以往单调的
传统舞蹈，搭配适合的音乐与视频，创造出全新
震撼的视听享受，仿佛连身上的每个细胞都被带
动，不禁令人赞叹不已!

演员人数：2人



02
《迎宾暖场类》目录

 子弹时间
 地面互动
 360度环幕
 虚拟礼仪小姐
 全息合影
 全息发布会
 雾屏
 全息3D盒子



子弹时间 暖场类

“子弹时间”效果因好莱坞大片《黑客帝国》中大量使
用名声大噪。其中男主角NEO仰身躲子弹的慢动作镜头
堪称经典，“子弹时间”也因此得名。后来这一技术被
广泛应用后来这一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影视，广告，创意
活动等领域。

子弹时间是通过多台相机拍摄。相机间的精确流畅，
同步可达到1/1000秒以内，相机可以以1/1000秒为单
位，设置任意的时间间隔。把每个照相机拍摄的每一帧
照片组合起来就可以构成对静止物体的视角旋转效果，
或者超级慢镜头效果。最终获得360度镜头下拍摄对象
的连贯、顺滑的动作，才有了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令人
拍案叫绝的新奇镜头。这种创新性高科技拍摄手段以互
动活动的形式让顾客参与其中，感受子弹时间拍摄系统
的震撼，体验电影特效背后拍摄的乐趣，分享酷炫特效
带来的视觉冲击。并可在30秒内生成h5帮助品牌活动的
现场传播。让顾客体验到震撼的视觉神奇魅力。



子弹时间 暖场类

亮点1：全新的拍照方式，让照片立体起来。
亮点2：H5传播方式，H5背景可加活动背景信息，嘉宾纷纷转发这 个新奇拍摄效果到朋友圈，加强了活动的营销效果
亮点3：现场既可打印照片。扫描照片二维码即可获得专属H5
亮点4：几十台单反矩阵拍摄，让嘉宾有一种电影主角感
亮点5：现场30秒即可合成专属的子弹时间特效



互动地面 暖场类

浓郁科技感《地面互动》利用多媒体互动投影系统，采用先进的计算机视觉技术和投影显示技术，创造全新的
互动空间，它集合了丰富的效果，高清晰的视屏以及多种图形的运用来营造一种奇幻动感的交互体验，系统可
在你脚下产生各种特效影像，使观众置身其中，参与互动形式的趣味十足的节目。能够吸引各个年龄阶段的广
大受众驻足观看。



虚拟礼仪小姐 暖场类

全息屏幕上有一位虚拟讲解员，当观众
走到屏幕前时，开始为观众推荐介绍企
业产品和文化。广泛应用于展厅产品介
绍，物品案例展示等，该技术拥有较高
的科技元素，可为活动现场带来亮点，

吸引游客眼球、操作简单。



360度环幕

飞鹰投射在空中打出精美的激光动画，并围绕着现场转
一圈。可以根据主办方的需求编辑动画软件，展现庆典
主题、庆典文化，及其它想表达的思想内容。每一幅画
面、每一个文字在空中光彩四射，带给现场嘉宾震撼的
视觉感受。

暖场类



全息合影

《全息合影》绚丽的舞台效果。宛如真实的一般。漫天飞舞仙境般的虚拟场景惊艳全场，让人仿
佛置身在其中，而这一切的背后正是全息影像技术的功劳。观众可以与虚拟图像直接互动拍照。
能够体验前所未有的视听盛宴。

暖场类



全息发布会 暖场类

《全息发布会》是全息投影系统将三维画面悬浮在实景
的半空中成像，让渠道更具灵感和创意。营造了亦幻亦
真的氛围，有空间感，透视感，形成空中幻象。能产生
令人震撼的效果。更为观众奉上神奇的立体视觉感受。



雾屏 暖场类

雾屏是多媒体展示专利产品，雾屏由雾屏发生器工作产生水雾，
可以在空间中形成虚幻立体的影像，形成一种三位空间立体图
像，给人一种新的立体视觉享受。人可以在这种空幻影像中随
意穿梭，造成真人可进入视频画面的虚幻效果，是一种新型的
展示媒体，可以进行改变传统不能穿透屏幕。



全息3D盒子 暖场类

魔幻时尚的《全息3D盒子》投射在方盒子的3D影像，出现企
业LOGO、产品以及相关文字。让人印象深刻，更体验了一
把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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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道具类》目录

 钥匙启动仪式
 手掌启动仪式
 翅膀启动
 激光领航舵
 全息钻石启动仪式
 星光礼赞
 飞鹰启动仪式
 3D启动盒
 魔方启动
 鎏沙启动仪式



钥匙启动仪式 启动类

全新创意新颖的《钥匙启动仪式》
是启动仪式开始前，领导和嘉宾
上前到启动台旁，当主持人喊三，
二，一的时候，领导一起把“钥
匙”插到启动台里面去，启动台
亮灯!时尚美观产品适用：新品
发布、项目签约、商务洽谈、新
闻见面会、楼盘开盘、生日宴会、
企业晚会、商场开业、产品上市、
车展、会展等......



手掌启动仪式 启动类

震撼大气《手掌启动仪式》，台面上手印可做增减，
最多可适合8位领导启动，手印启动后，全息屏幕出
现静态图像或动态影像，霸气展示主题。象征着能
量传递。适合：庆典开幕式、企业年会、发布会
等......



翅膀启动 启动类

翅膀启动器是一款新潮庆典用品，在庆典活动中具有神秘和新鲜感。 特点：在领导启动的时候
翅膀会自动上下闪动，就像苍鹰一样飞翔，在启动道具中翅膀是新利用与庆典活动， 飞翔 寓意：
开启成功之门，飞翔起来，展翅明天的生活轨迹 明天更辉煌! 用途：适用庆典开幕、新品发布、
展览展会、节庆年会。



激光领航舵 启动类

激光领航舵:随着司仪倒计时3、2、1 领导一起转动舵盘,舵上
的激光灯自动亮起,形成绿色光束射向天空。寓意新项目正式
启航。广泛适用于大型公关活动启幕仪式、楼盘开盘、会议
庆典、展览展示、婚礼、生日、聚会、PARTY等。



全息钻石启动仪式 启动类

气势恢弘科技感《全息钻石启动仪式》，全息投影触控式启动仪式可实现多点触控功能，全息屏幕出
现静态图像或动态影像，并可以听从操作人的指令使其移动或消失，融合动画以及特效效果，霸气展
示主题。象征着能量传递。



鎏沙启动仪式 启动类

新颖震撼人心的《鎏沙启动仪式》，领导嘉宾手持金沙容器，把金沙缓缓撒向启动台，开启新未来的道路，预
示着崭新的未来。倒下的流沙，上面立刻呈现出活动的主题，鎏沙可更换需要的颜色，也可彩色logo和文字体
现，启动效果非常震撼。可根据领导嘉宾来定制大小，绝对让您整个活动赚足眼球。适用于庆典礼仪、展会推
广、节庆开幕、产品发布会等...



3D启动盒子 启动类

创意启动仪式全息投影《3D启动盒子》，方盒子启动时
由嘉宾触碰两边的灯柱，灯光条亮起并延伸到方盒子上，
开启方盒子的3D影像展示产品及logo等！形式新颖的打
造着气势宏大和强烈的视觉冲击。



飞鹰激光秀

飞鹰投射在空中打出精美的激光动画，并围绕着现场转
一圈。可以根据主办方的需求编辑动画软件，展现庆典
主题、庆典文化，及其它想表达的思想内容。每一幅画
面、每一个文字在空中光彩四射，带给现场嘉宾震撼的
视觉感受。

启动类



魔方启动 启动类

炫彩的《魔方启动》由嘉宾触碰两边的灯柱，灯光条亮起并延伸到魔方上安装的灯光开启，七彩光
亮起，魔方开始转动，寓意着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生意红红火火。可谓是十分酷炫，让活动增添
一道亮丽的光芒。LED显示屏可融入企业较少文字、图片、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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