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牌互动虚拟空间
赋能品牌的虚拟空间与数字藏品销售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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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全真互联网技术，
我们为品牌方
提供三维虚拟空间互动体验
与虚拟商品销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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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元宇宙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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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参与 线上虚拟空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粉丝参与的介质。让每个品牌都
可以有线上总部，用游戏化的方式与粉丝进行互动。

数字新零售 将线下商品同步衍生出虚拟商品或设计出原生数字商品进行销售，
针对 GenZ 输出新的商品介质。

线上线下互动 基于线上虚拟收藏品衍生出不同的数字特权，包括门票销售、实
物铸造、版权输出、数字三方认证、再创作权、数字盲盒等。

布局未来 让你的品牌在增长营收和流量的同时，开启市场的新维度，无缝
接入元宇宙，布局未来。

品牌展示 提供完整线上虚拟品牌展示空间，可以针对品牌需求展示品牌文
化、新品发布、产品试用、产品定制可视化等数字互动功能。



无需下载
随时接入的虚拟空间
一端制作多端分发

永续虚拟展厅，可在线上线下使用VR、AR、微信小程序端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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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高保真易接入的虚拟空间

针对边缘云和公有云情况可以进
行单个内容的多端分发，将SR、
AR、VR内容分发到小程序、平
台和VR终端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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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类空间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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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我们可以提供各类型
的线上空间模板，以满足以下互动场景需求：
• 展览展示
• 社交活动
• 品牌发布会
• 线上虚拟零售
• 建筑可视化等

此外，我们还提供定制化空间设计、扫描服
务，满足所有场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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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虚拟空间
实时互动
提供语音、动作、文本、虚拟形象等互动方式，让参与的用户可以通过三维空间进
行交流。满足虚拟活动、发布会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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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实时互动的永续线上空间

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不同的终端邀请不同

类型的观众参与到数字空间当中，他们可

以通过内置的 语音、动作、角色形象的身

份进行全真的交流、互动、娱乐颠覆传统

线上活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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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虚拟角色互动

• 多人空间语音

• 多人动作同步

• 虚拟角色互动体验

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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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照片
AI生成的自定义虚拟角色
一端制作多端分发

永续虚拟展厅，可在线上线下使用VR、AR、微信小程序端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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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角色套件

TTS

AI生成
基于单张照片生产近似的三维角色
形象并自动导入到虚拟世界中。

动作绑定
针对三维模型自动绑定骨骼，并可
以实现在虚拟世界中施展特定动作。

针对语音流自动生成嘴部与眼部动
作，实现线上虚拟角色社交。

Power by

二维头像 提供二维头像接口，同步输出用户
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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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线下的
虚拟数字收藏品
一端制作多端分发

永续虚拟展厅，可在线上线下使用VR、AR、微信小程序端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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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收藏品交易平台

数字盲盒

数字收藏 与加密空间联合呈现：与线下商品联动或者对应生产数字原生产品进行销售。

数字特权

版权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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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门票

实物铸造

数字物权

数字空间

轻松实现盲盒机制，实
现线上虚拟盲盒销售。

实现虚拟收藏到实物收藏
的过渡。

可以实施三方验证，确保
链上资产可以跨应用使用。

用户可以在数字空间中展
示他自己拥有的数字物件。

实现IP版权转移，促进
社区二次创作与使用。

以数字藏品对应数字门
票实现特权兑现。

Power by



无需代码，直接
上传品牌的数字
内容生成数字藏
品，兼容图片、
视频和轻量三维
资产。

专业团队为品牌
制作线上数字空
间以便于数字藏
品的销售与展示。

创作者可以对数
字藏品进行数字
特权定义，包括：
门票、实物、版
权、流通性等

结合线上社群、
线下商品、线下
空间进行线上线
下一体化发布、
销售。

生成数字藏品

服务流程

制作数字空间 编程数字特权 发布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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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大类 类别 包含 价格（元） 数量 总价 备注

数字展馆
开发费用

通用基座 多人互动云端系统
数字空间系统定制开发，含多人角
色形象登入，多人基础语音互动

100,000 1套 100,000

-

标准模板 数字空间使用 标准数字空间使用 30,000 1套 30,000

定制开发

定制数字空间开发

室外数字空间开发 3元/平方米 - -

室内基础空间开发 10元/平方米 - -

室内高精度空间开发 500元/平方米 - -

定制数字互动
与特效开发

提供互动叙事以及由玩家触发的
事件互动可能

视情况确定 - -

云渲染服
务费

长期分发 云渲染服务月费
提供数字空间在小程序端的GPU渲

染以及多人互动能力
2,000元/并发/

月
- - 需在开发前

一笔支付

短期活动 云渲染服务日费
提供数字空间在小程序端的GPU渲

染以及多人互动能力
2,00元/并发/

日
- -

需在开发前
一笔支付

项目标准报价参考



顶尖服务案例
与巨人并肩，获得国家级、公立项目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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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原生的数字纪念空
间，全国首例院士级别
的“元宇宙”纪念空间，
同步发放纪念数字藏品

吴孟超院士名人堂
类型：数字孪生
时间：2022.1

合作伙伴：执行周期：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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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线上数字空间的方
式共度元宵，用数字身
份在线上空间进行无缝
交流。并且拍照分享到
社交媒体当中。

福田区节日大道空间
类型：数字孪生
时间：2022.2

合作伙伴：执行周期：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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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区节日大道



此项目通过虚拟现实技
术将传统美术馆呈现在
虚拟空间内，让观众可
以直观体验到三维作品
的呈现并与之互动。

坪山美术馆虚拟美术馆 & DSL Collection 
类型：VR体验
时间：2020.9
地址：深圳坪山美术馆

合作伙伴：业务范围：
虚拟展馆、VR体验
项目周期：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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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目通过虚拟现实技
术将传统美术馆呈现在
虚拟空间内，让观众可
以直观体验到三维作品
的呈现并与之互动。

天津泰达航母主题乐园
类型：VR体验
时间：2020.9
地址：深圳坪山美术馆

合作伙伴：业务范围：
虚拟展馆、VR体验
项目周期：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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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目为针对华为年度
BWS 2021大会制作的
电子邀请程序，完成线
上邀请，AR合照与分享
等功能。

华为BWS 2021营销小程序
类型：小程序、AR
时间：2021.4

合作伙伴：项目周期：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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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目实现跨端的版权
电商平台，实现全流程
电子版权交易，实现从
电子签约、电子版权认
证、电子交易全流程闭
环。

插画加插画版权交易平台
类型：Web、小程序
时间：2021.9

合作伙伴：项目周期：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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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高端酒品在流通过
程中的防伪鉴权，实现
一瓶一码，一码一档案，
一档案一故事的互动式
防伪。

日本高端清酒 梦雀 防伪程序
类型：Web、小程序
时间：2021.12

合作伙伴：项目周期：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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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最新的AR场景技术，
构建了一个AR游戏场景，
让观众可以在万象城内
通过游戏的方式领取场
内优惠券。

万象城 一点万象AR营销体验
类型：AR营销
时间：2021.1
地址：沈阳万象城

合作伙伴：业务范围：
APP设计、AR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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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通过三维扫描、
倾斜摄影、声场录制、
容积视频等技术手段完
成全面了记录了深圳白
石洲城中村在改造前的
三维数据。构建一个永
不消逝的数字记忆。

深圳白石洲城中村数字孪生
类型：数字孪生
时间：2020.9
地址：深圳白石洲城中村

合作伙伴：业务范围：
数字孪生
执行周期：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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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may@configreality.com

wechat : caoshenme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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