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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广州博雅传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专注于旅游行业品牌推广、整合营销服务，运用创新
的旅游达人及网红体验营销模式，从游记、美图、视
频等方面多方位立体推广企业形象、文化、服务，在
粉丝经济大势下引爆口碑、引导用户消费转化。

Our company



体验营销

创新KOL达人体验营销模式，
软性植入产品，口碑引爆
用户关注实现消费转化。

1
多维媒体推广

万家高品质网媒、纸媒，
门户、行业、地方等全媒
体覆盖。

2
搜索引擎优化

提高企业的排名，从而使
得营销更加的容易和简单

3

微信微博代运营服务 

制定具体微信微博营销方案，助企业自媒
体平台实现粉丝翻倍，阅读量倍增。

4
技术服务

为客户提供系统的VR全景解决方案，专注于
制作好、精、优的高品质VR内容，让用户体
验更清晰更真实的视觉盛宴。

5

业务范畴
Business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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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专业领域意见领袖

OTA认证
旅行家

酒店试睡员 旅行作者 旅游直播 摄影达人 短视频博主 亲子游达人
情侣游达人

美食达人

1



攻 略 是 旅 行 者  主 动  获 取 的 信 息广 告 是 旅 行 者  被 动  获 取 的 信 息

旅行攻略
传统广告

原生内容广告：攻略

攻略 长 期 留 存
持续对用户的出行决策产生影响

攻略



盛 开 之 夏 沫 s u r i 

去哪儿网试睡员、去哪儿聪明旅行家
同程旅行家、途牛大玩家

乐途专栏作家、携程旅行家
新浪微博头条文章作者、职业摄影师
百度旅游2015年度最佳文艺旅行家

微博粉丝：16万+

OTA认证旅行家
OTA认证旅行家是携程、驴妈妈、乐途等旅游网站的特约旅行家、大玩家，他们的游记

经常上平台首页，粉丝对于他们推荐旅游地都会纳入到旅游计划中。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
137826257107919#_0

穷游网精华作者、携程签约旅行家
乐途专栏作家、同程特约旅行家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搜狐旅游自媒体
途牛大玩家、苏州旅游局座谈会嘉宾

日本香川旅游局合作旅游达人

周 三 浩

微博粉丝：37万+

http://you.ctrip.com/travels/puer928/3564932.html

酒店试睡师
专业酒店体验，从酒店环境、服务、餐饮、硬件设施等方面提炼亮点，以酒店点评或游记

记录传播。适合酒店体验口碑传播、酒店暗访助力酒店提升服务水平。



人文地理摄影师、图虫网签约摄影
视图网签约摄影师、全景视觉签约摄影师

旅游博主、视频自媒体
索尼SIPS

星 空 S T A R Z

微博粉丝：12万+

摄影达人
摄影大咖都是各大国内外图库平台签约摄影师，因专门拍摄风景、人像等照片而被众多粉

丝追捧。摄影达人将拍摄圣诞节现场闪耀的彩灯，成形视觉传播，以美图加体验文章的形

式助力传播。

短视频博主
短视频是一种互联网最新的内容传播方式，短视频博主拍摄一段1-2分钟的视频，视频中

以游客的角度介绍活动的吃喝玩乐场景，相比官方的宣传视频，好玩新潮的短视频真实的

体验视频更能引起消费者兴趣。

去哪儿酒店点评大师、携程签约摄影师
携程旅行家、同程旅游签约验客达人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微博头条文章作者
百度梦想旅行家、同程验客达人

途牛旅行家、

大 侠 v 5

微博粉丝：50万+

http://you.ctrip.com/travels/shanghai2/3427338.html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
404166030443322431#_0



专业活动策划

2

方案策划 线上推广 现场执行物料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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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 大 酒 店 集 团

案列



 本次活动以夏日休闲度假首选酒店为宣传核心，通过邀请不同专业属性KOL（颜值、视频、直播、
旅拍）进行线下体验活动，达人入住试睡酒店，将重点体验客房、独有资源（康乐休闲设施、私家
海滩、藏式文化等）、享用风味美食，并结合当地资源优势，游玩周边景点。

达人将整合酒店欧式风情及休闲度假元素，以图片、文字、视频、直播等方式全方位展示给用户，
通过活动在各大旅游平台累积、沉淀关于恒大酒店的优质内容，让消费者对恒大酒店有一个更加全
面的认识，为暑假、国庆假期宣传造势。

恒大酒店
盛夏花漾旅途



定向邀请四
类专业属性
KOL  

免费试睡预热
活动在微博微
信全面展开

预热新闻稿发布
（15篇）

汇总整体传播效
果，集团总报告

8.10 8.18 8.18-9.11

达人创作发
布游记

8.19-9.22

9.20 9.30

9.14 

免费试睡活动名单
公布，达人微博微
信转发，持续发酵

活动回顾新闻
稿发布（15篇）

9.4-9.29

8.24

活动时间轴

5家酒店的体
验师陆续到酒
店体验

南京、林芝、成都彭
山、天津东丽湖、启
东5家酒店陆续结案

达人创作发
布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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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效果

媒体投放：共发布30篇新闻稿，百度关键词搜索显示17260条

网红直播&旅游网红直播：直播上全国热门推荐6次，频道首页推荐2次，直播累计观看量717.6万+

游记刷爆各大旅游、美食网站及自媒体平台，共发布225篇游记，27篇获网站首页推荐，16篇精华推荐，累

计可视阅读量695.5万+

#恒大酒店·爱上盛夏花漾旅途#微博话题阅读量2211.7万，讨论量13.4万，登上微博话题榜单第一

微博：发布活动微博152条，微博阅读量3378.7万+，微博转发2266次，微博评论3883条

微信：朋友圈发布142条，朋友圈点赞量2805次，朋友圈评论量2188条

在微博/微信和旅游、美食、摄影、时尚分享平台共获得了7052.5万+总曝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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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亮点

亮点1：新鲜线下形式打造活动亮点

本次活动采用（酒店体验、视频、旅拍、直播）四种专业角度体验+直播平台互动形式，从文字、图片、视频、直播
多角度带领消费者进一步了解恒大酒店，将客房、独有资源（康乐休闲设施、私家海滩、藏式文化等）、风味美食、、
游玩周边景点呈现给消费者，突出恒大酒店的优质内容，让消费者对恒大酒店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牢记恒大酒店，
为暑假、国庆假期宣传造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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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亮点

亮点2：强化互动 
运用KOL的影响力，转发免费试睡活动，传递品牌特性，辐射目标粉丝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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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亮点

亮点3：微博+微信+直播，社交平台实时分享 
体验过程中，发布微博微信共294条，体验过程中直播12次，使活动持续曝光，成为热门话题 。本次活动在短期内
引导舆论，吸引了消费者及粉丝对事件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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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亮点

亮点4：游记发布各大平台，辐射目标粉丝群体 
精品游记陆续发布在各大旅游平台，在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媒体曝光 。活动吸引了媒体对事件的关注、报道及转发，
引起广大消费者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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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亮点

亮点5：密集宣传、百度收录形成热门话题
精品游记发布后各主流搜索引擎，如百度、搜狗等，均对本次活动进行收录，亦被众多第三方媒体转载发布，在
媒体上、旅游网站上沉淀本次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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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亮点

亮点6：品牌曝光指数上升
8、9月活动期间，恒大酒店的迈点指数上升，并且这两个月份的排名是2017年中前二位排名，同时“恒大酒店”
百度指数在8、9月份有大幅度增长。



踏雪飞鸿发稿11篇，首页推荐3篇，
稿件阅读量34.6万+；发布活动微博
微信共11条。
http://www.sohu.com/a/19128306
0_105896

达人ID：踏雪飞鸿

部分达人稿件展示

达人ID：晚安浪子

晚安浪子发稿5篇，稿件阅读量18.6万
+；发布活动微博微信共10条。
http://you.ctrip.com/travels/tianjin1
54/3557385.html

达人ID：肖希泽

肖希泽发稿28篇，首页推荐3篇，
精华推荐4篇，稿件阅读量105.6万
+；发布活动微博微信共10条。
http://go.ly.com/travels/514959.
html



子默不语发稿7篇，首页推荐1篇，稿
件阅读量33.9万+；发布活动微博微
信共8条。
http://you.ctrip.com/travels/qidon
g1542/3564705.html

部分达人稿件展示

达人ID：阿苏看世界

阿苏看世界发稿6篇，稿件阅读量28万
+；直播2次，直播观看量27万；发布
活动微博微信共10条。
http://you.ctrip.com/travels/linzhi1
26/3558006.html

达人ID：靓雅雅

靓雅雅发稿5篇，稿件阅读量15.8
万+；直播3次，直播观看量292.2
万+；发布活动微博微信共13条。
http://mp.toutiao.com/preview_
article/?pgc_id=6467908475358
806541

达人ID：子默不语



案列

张家界武陵源
Zhangjiajie Wulingyuan



年度营销主题“人间仙境，张家界武陵源”
主题阐述：一生必来一次的人间仙境，张家界武陵源。

全年设立四大主题活动，每期以“读水、观雾、品云、听
雪”四大分主题，设计相关景区、餐饮、酒店、民俗文化
旅游线路，定向邀约不同类型的旅游kol进行线下体验游
玩，深挖张家界武陵源的游玩资源。

“人间仙境
张家界武陵源”



6月正值张家界旅游旺季，以“人间仙境张家界
武陵源·观雾”为主题，邀请9名旅游达人，深
度体验索溪峪景区，其处于峰林演化史的晚年期，境
内山水相映，描绘出一幅“山因水更奇，水因山更秀”
的奇妙画卷，春夏或秋初，若雨后初晴，则云如浪涛，
或涌流，或奔泻，铺天盖地，极为壮观。此外，其境
内还有大型石灰岩溶洞，最具特色的当属黄龙洞，号
称“地下明珠”，享有“世界溶洞奇观”、“中国最
美旅游溶洞”等顶级荣誉而名震全球。

第一期活动主题

6月夏季落雨时“观雾”     

主推武陵源四大绝景中的“千峰逐雾”



确认邀请达人名单 达人线下
体验 达人提交报告

活动结案汇总整体传播效
果报告

3.1 3.3 3.10-
3.12

3.13-
3.22 3.24-

3.27
3.28

6.10-6.16 6.22-6.25 7.19

7.20 7.21

体验达人撰写游记，
旅游局审核游记

6.16-7.6

达人发布游记
游记评精华、首页推荐

7.13-7.19

活动流程



传播效果

本次活动一共邀请9位线下体验达人，撰写稿件9篇，一共发布150篇次，首页推荐24篇，精华推荐23篇，稿件累计可视阅
读量390万+；

体验达人发布微信朋友圈45条，微信点赞量：1144次，微信评论量：642条。

活动微博55条，微博阅读量：304.4万+，微博转发量：1086次；微博评论量：1643条；

微博话题#人间仙境张家界武陵源·观雾#阅读量：99.9万，话题讨论1293次，话题粉丝101个；

截止到7月21号，百度搜索每位达人原创游记的标题，均已被百度收录，百度收录62条；"张家界武陵源"这类短尾关键词收
录，需要更多传播时间。

综上所述，本次活动截止到7月21日，累计总曝光量达794.3万+



活动效果

本次活动一共发布稿件150篇次，网站

及自媒体平台可视阅读量累计794.3万

+，其中OTA旅游网站游记攻略社区发

稿50篇，门户网站及博客发稿18篇，

自媒体平台及APP发稿71篇，微博头条

文章发稿11篇，微博图文55条，微信

朋友圈45条。



本次活动以人间仙境、观雾为卖点，邀约各类不同类型旅游大咖进行体验并在旅游媒体进行广泛传播，提升张家
界武陵源景区的品牌形象。

活动推广旨在推介张家界武陵源景区，用KOL资源+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增加景区的曝光量，提高知名度。

亮点1：新鲜线下形式打造活动亮点

活动亮点



发布活动微博55条，微博阅读量：304.4万+，微博转发量：1086次；微博评论量：1643条；微博话题#人间仙

境张家界武陵源·观雾#阅读量：99.9万，话题讨论1293次，话题粉丝101个；体验达人发布微信朋友圈45条，微

信点赞量：1144次，微信评论量：642条。

亮点2：体验微博+微信+秒拍，社交平台实时分享

活动亮点



体验结束后，150篇精品游记陆续发布在各大旅游网站及自媒体平台，如携程等 游记攻略社区，在今日头条等 媒
体曝光 。活动吸引了媒体对事件的关注、报道及转发，引起广大消费者关注 。

亮点3：游记发布各大平台，辐射目标粉丝群体

↓首页推荐 ↓精华推荐 ↓网站转稿

活动亮点



活动亮点

精品游记发布后各主流搜索引擎，如百度、搜狗、360等，均对本次活动进行收录，

在媒体上、旅游网站上沉淀本次活动内容。

亮点4：搜索引擎收录，本次活动形成后续传播

↓百度收录 ↓搜狗收录 ↓必应收录



肖希泽发稿54篇，其中首页推荐19篇，精华游记
推荐9篇，稿件阅读量105万+；发布活动微博16
条，微博转发166次，微博评论24次，微博阅读量
5.7万，发布活动微信朋友圈9条，微信朋友圈点赞
155次，微信朋友圈评论100条，百度收录17条。
http://you.ctrip.com/travels/wulingyuan12055
9/3502068.html

达人ID：肖希泽 达人ID：马玛丽

马玛丽发稿34篇，其中精华推荐1篇，稿件阅读量27.2
万+；发布活动微博4条，微博转评10次，微博阅读量
16.5万，发布活动微信朋友圈3条，微信朋友圈点赞84
次，微信朋友圈评论48条，百度收录3条。
http://www.lvmama.com/trip/show/296132

达人ID：阿苏看世界

阿苏看世界发稿4篇，其中精华推荐1篇，
稿件阅读量4.2万+；发布活动微博4条，
微博转发26次，微博评论147次，微博阅
读量14.5万，发布活动微信朋友圈4条，
微信朋友圈点赞120次，微信朋友圈评论
40条，百度收录5条。
http://go.ly.com/travels/388787.html

部分达人稿件展示



9月正值张家界云海观赏的最佳时节，以“人间仙
境张家界武陵源·品云”为主题，邀请9名旅
游达人，深度体验天子山景区，此处于峰林演化史的
壮年期，素有“峰林之王”的美称，武陵源景区标志
性景观御笔镇海就在此地。主要景点有贺龙公园、御
笔峰、点将台、天子峰、空中田园、鸳鸯溪瀑布、黄
龙泉、大观台、一步难行、天子庙遗址、凤栖山等。

第二期活动主题

9月秋季晴朗早晨时“品云”     

主推武陵源四大绝景中的“御笔镇海”



确认邀请达人名单 达人线下
体验 达人提交报告

活动结案汇总整体传播效
果报告

3.1 3.3 3.10-
3.12

3.13-
3.22 3.24-

3.27
3.28

9.20-9.25 10.14-10.17 11.25
11.26 11.28

体验达人撰写游记，
旅游局审核游记

10.18-11.15

达人发布游记
游记评精华、首页推荐

11.16-11.25

活动流程



传播效果

本次活动一共邀请9位线下体验达人，撰写稿件9篇，一共发布129篇次，首页推荐9篇，精华推荐16篇，稿件累计可视阅读
量778万+；

发布活动微博34条，微博阅读量：725.4万+，微博转发量：345次；微博评论量：743条；

体验达人发布微信朋友圈28条，微信点赞量：1197次，微信评论量：580条。

微博话题#人间仙境张家界武陵源·品云#阅读量：455.8万，话题讨论536次；

截止到11月28号，百度搜索每位达人原创游记的标题，均已被百度收录。

综上所述，本次活动截止到11月28日，累计总曝光量达1949.2万+



活动效果

本次活动一共发布稿件129篇次，网站及

自媒体平台可视阅读量累计778万+，其

中OTA旅游网站游记攻略社区发稿49篇，

门户网站及博客发稿22篇，自媒体平台

及APP发稿54篇，微博头条文章发稿4篇，

微博图文34条，微信朋友圈28条。



食色公子发稿17篇，其中首页推荐2篇，精华推荐
1篇，稿件阅读量120.4万+；发布活动微博7条，
微博转评132次，微博阅读量1.7万，发布活动微信
朋友圈3条，微信朋友圈点赞52次，微信朋友圈评
论40条，百度收录20条。
http://www.tuniu.com/trips/12562367

达人ID：食色公子 达人ID：窝窝

窝窝发稿9篇，其中首页推荐3篇，精华推荐1篇，稿件
阅读量499万+；发布活动微博3条，微博转评152次，
微博阅读量16.5万，发布活动微信朋友圈4条，微信朋
友圈点赞439次，微信朋友圈评论159条，百度收录6条。
http://www.mafengwo.cn/i/7802317.html

达人ID：阿苏看世界

胡文凯发稿36篇，其中精华推荐2篇，稿
件阅读量86.5万+；发布活动微博4条，
微博阅读量2万，发布活动微信朋友圈3条，
微信朋友圈点赞36次，微信朋友圈评论
21条，百度收录7条。
http://www.tuniu.com/trips/12576581

部分达人稿件展示



企业宣传照

品牌传播视频制作

3



企业宣传照
多年商业摄影经验，专业影棚布光，写真级别后期

修图，专业实力值得信赖，为您打造专业商务形象。



广告、视频拍摄：
我们拥有专业的拍摄器材（BMD-BMPC、航拍器材、
稳定器）和电影级别的灯光，可根据客户的剧本和分镜
头进行提供专业的现场拍摄人员，包含但不限于摄影师、
灯光师、收音师、场务等人员。

适用：
公司拍摄形象企业片，有好的想法，但无奈公司缺少专
业的拍摄人员，我们为客户打造最省心的一站式拍摄服
务，免去其繁琐的租用过程和对机器掌控所花费的时间。



活动跟拍制作：
由多机位全程拍摄记录活动现场盛况，将最精彩
的一面通过后期浓缩精制成高质量的回顾。                                             

适用：
媒体新闻发布会、新品发布会现场、颁奖典礼、
商场活动等客户，全程摄制录影，为活动留下花
絮或作为后续推广宣传之用。



02
多维媒体推广



微信、微博红人/
行业大V号推广

微博热门话题
运营推广

微博粉丝通推广

微信朋友圈广告

广点通（腾讯新
闻客户端）

UC头条投放

社交媒体营销炒作

1

多维营销



微信、微博红人/行业大V号推广

拥有数十万优质自媒体的资源储备，行业、地域、人群等多维度
进行深度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提供高效精准的推广服务。



微博热门话题运营推广

微博热们话题受到的关注度高，只要登上榜单就
能迅速吸引网友们的关注和转发讨论。

由博雅创建品牌活动话题，并运营维护直至进入
相应版块的热门话题榜前十，提高品牌的曝光量；



微博粉丝通推广

pc端 移动端

“粉丝通”是基于新浪微博海量的用户，把企业信息广泛传送给
粉丝和潜在粉丝的营销产品，它会根据用户属性和社交关系将信
息精准的投放给目标人群，同时微博“粉丝通”也具有普通微博
的全部功能，如转发、评论、收藏、赞等。



朋友圈广告
微信WeChat

朋友圈广告助力实行以下目标



朋友圈广告 数据基础定向

数据兴趣定向

（案例）



广点通（腾讯新闻客户端）

2.4亿+
平均月活跃用户数

72%
高学历人群渗透率

NO.1
移动资讯排名

50%+
来自经济发达地区

腾讯新闻是一款资讯类APP，月活超过2.4亿，且用户具备深度浏览习惯。

腾讯新闻信息流广告正是以原生方式出现在资讯信息流中，根据用户属性、
历史浏览行为和兴趣爱好进行精准定向投放。目前支持网页推广、移动应
用推广和电商推广。

单图文广告

三小图广告 通栏大图广告

契合资讯深度阅读体验的广告形态



15亿次
APP下载量

60%+
市场份额

18次+
人均日启动次数

98分钟
人均日使用时长

5亿+
用户数量

1亿+
日活跃用户

UC头条投放 UC浏览器—中国最大网页流量分发入口，中国第一大移动浏览器

广告样式



全国权威网络媒体投放

2

门户网站 地区网站

. . . . . .



全国权威网络媒体投放

2

旅游酒店类行业网站 自媒体网站

. . . . . .



APP端品牌日 启动页开屏 首页焦点图 H5端首页焦点图

PC端首页banner PC端目的地页banner

全流量广告
面向平台全站用户进
行广告信息曝光。

OTA平台广告投放

3



APP端
定向目的地首页Banner

PC端
定向目的地首页Banner

精准定向广告
根据用户关注的目的地
区域，定向投放广告。

H5端
定向目的地页Banner



大
图
模
式

视
频
模
式

小
图
模
式

APP端
信息流广告

在APP首页的信息流中，
为用户提供有用资讯的
入口。



03
搜索引擎优化



为什么要做搜索引擎优化？

• 宣传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同事可以带来稳定的流量；
• 能够巨额的网络营销经费；
• 能够提升品牌形象；
• 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有价值信息，以便做出快速反应；
• 能够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了，赢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通过专家生产PGC内容（文章、图片、视频等原创优质内
容），设置标题及内文关键词，投放在各类网站。搜索引擎
抓取大量的关键词并进行收录，让用户在网络搜索企业的内
容时，第一眼就看到PGC内容，引导用户转化，提升企业影
响力及美誉度。

企业可通过提供基础素材，聘用达人创作PGC内容，也可以
直接提供投放内容，投放在达人个人或其他媒体。

PGC内容优化收取

marko.sun




案列展示



04
微信微博代运营服务



微信运营合作内容

平台搭建

设置自定义菜单，搭建一个适
用互动性强的微信公众平台。

内容运营

基于企业进行内容策划、内容创意、
内容编辑、内容发布、内容优化、
内容营销，产生对用户有价值的内
容，增加用户粘性。

活动运营

结合企业最新推广内容，制定微信
互动活动，通过线上转发微信、抽
奖等活动，提高活动趣味性及用户
参与度。

平台推广

定位目标群体，精准传播，多
渠道推广，为酒店吸引更多优
质粉丝关注。



博雅公司微信服务细则

1、配备三人制的服务团队，资深文案两名及策划一名；

2、每月第一周内提交上月微信推送报告及下月推送计划；

3、订阅号每周策划两至三条推送消息；服务号每月策划四条

推送消息；

4、根据酒店线下活动安排策划线上活动；

5、活动发布内容之前，可给酒店方确认审核，具体发稿时间

可双方协商而定；



微信推送案例

https://mp.weixin.qq.com/s/kAb
GB-XX7Sa5LNLx6iWRyQ

http://mp.weixin.qq.com/s/c
bk8KbCpqYMyr4EQF7fOJA



粉丝互动

通过各种亲密友好
的粉丝互动，增加
粉丝的友好度。

品牌推广

根据需求进行策划
设计和群发推送，
提升新媒体平台粉
丝活跃度和互动度。

内容推送

图文消息推送，内
容更新，让更多粉
丝时刻关注企业动
态。

活动策划

根据企业需求、节
日特点等制定互动
活动，营造气氛。

数据分析

每月数据分析，分
析问题，规划总结，
让官微更好的实现
数据化管理。

高手运营

丰富运营经验高手
亲自操作，解决专
业性问题。

微博代运营服务



微博发布

• 每天发布2条微博；
• 发布与企业相关的信息；
• 发布活动信息（不定期）
• 其它发布由客户授权指定内容；

案例展示



客户关系维护

增加平台粉丝；

回复粉丝评论；

回复粉丝私信；



在线客服

• 微博客服负责回复企业业务、活动详情等客
户疑问；

• 当发生经由客人反馈的投诉、问题纠纷等突
发情况，为企业提供合理的协助处理服务；

• 工作日每天9小时在线客服服务（客服时间：
9:00-18:00）；

案例展示



活动运营

品牌话题运营、活动营销

微博微信除按季度配合大活动

外，针对游客每月进行一次话

题营销 / 品牌推广活动。



05
技 术 服 务



在互联网大趋势下，实体商家都迫切需要一个好的线上广告宣传方式，来推广自己的店铺及产品，
传统的线上宣传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VR全景展示能更真实直观的把商家展示给用户消
费者，给商家带来客流及收益，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博雅为客户提供系统的VR全景解决方案，专注于制作好、精、优的高品质VR内容，让用户体验
更清晰更真实的视觉盛宴。

VR全景



VR全景技术是基于真实场景的虚拟现实技术
身临其境的观察现场实景，全方位的视角体验达到平面照片和三维重建都无法做到的感受
让产品更直观、更立体地通过网络技术展现给客户
是提升品牌形象的最佳呈现方式

全景技术优势



360全景图像是对真实场景的实景拍摄

捕捉，真实感强，可观看整个场景空

间的所有图像信息，无视角死区。

No blind spot

制作中通过精细的对全景图片进行拼

接处理，而360全景播放经过特殊透视

处理，立体感、沉浸感强烈。

Be personally on the scene

观看360全景时，观赏者可通过鼠标任

意放大缩小、随意拖动，这种全景展示

的方式是很人性化操作，表现形式丰富。

Abundant form

360全景展示的特点



基本功能
场景选择、自动旋转、小行星开场、开启陀螺仪、显示说一说、
足迹、人气、点赞、分享、推荐

360全景功能

特殊功能
加背景音乐、加语音解说、加官网链接、加客服电话、加logo



全景图片发布生产推广链接。

在全景平台发布全景图片后，联合不同的推广渠道推广
全景图片链接含微信朋友圈、微博、网站及论坛推广。

推广链接可以放在企业的PC和移动端网站，还可以放微
信公众号，也可以生产二维码，放在印刷的宣传单上面，
供人直接扫描观看和转发。

打包基础宣传推广



http://virtualmax.cn/tour/d9e55e5192016c2d

成都希尔顿酒店 http://virtualmax.cn/tour/d44f1fc8ce0a9573?from=sin
glemessage

博雅酒店公寓

广州城市展示

http://virtualmax.cn/tour/e61f63a3b48d2c2e

案例展示



现场勘查

现场拍摄

拍摄后期制作

全景制作后期

官方平台开发 全景搭建

内部测试 正式运营

后期维护

全景推广流程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