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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中科广视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科广视”），是由中国

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发起，组建成立的一家高科技技术企业。公司以

中科院计算所在虚拟现实技术领域的重要科研成果与研发团队为核心，

以中科院计算所太仓分所为产业化基地，主要研究、开发、生产虚拟现

实技术在影视特效合成、制作以及三维虚拟体验展示相关的计算机软件

和装备，并提供高水平的专业技术服务。

“奥视景”是中科广视的品牌之一，主要致力于电子商务中商品三

维逼真展示与体验。奥视景三维拍摄系统是中科广视自主研发的一款智

能化产品产品三维拍摄系统，它能够快速拍摄、制作互动 3D 展示动画，

可以通过奥视景云服务快速实现移动互联网展示与传播，广泛应用于珠

宝、服装、箱包、电器、玩具、礼品、文玩、工艺品、机电设备等行业

的电子商务展示、移动互动营销中。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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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中科广视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是中关村地区企业联合会会员单位、中关村虚拟现实产业协会会长单位 ,

并获得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证书。中科广视未来将持续开发虚拟现实领域具有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 , 力争

成为本领域国内最大的实用化技术与工具提供商。 

资质荣誉
QUALIFICATION AND HONOR

国家工程实验室 中关村开放实验室 会长单位

影视特效（太仓）成果转化基地 虚拟仿真公共服务平台 3D 打印公共服务技术平台

发明专利证书 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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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中科广视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秉承“专注创新，领航

未来”的企业宗旨，始终以客户为中心，从客户需求和

利益出发，提供完善的信息化应用解决方案。

诚信、合作、发展、共赢。

◆企业宗旨

专业服务，用心服务，尊贵服务。

◆服务理念

◆企业精神

让客户满意并实现双赢，是我们永恒追求的目标。

◆企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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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团队
INNOVATION TEAM

■虚拟现实技术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虚拟现实技术实验室拥有以虚拟现

实、多模式人机接口和人工智能等为研究方向的基础研究团队与

前瞻技术研究团队。目前研重点集中于“虚拟人合成”和“虚拟

环境交互”领域。实验室先后获得国家 863、973、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等项目资助，已取得多项研究成果。

■中科院计算研究所太仓技术分所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太仓分所拥有以虚拟现实技术为基础，专门从事 3D 游戏技术、手机游戏、图形渲染、

图像处理和 3D 数字展示等方向的研究与开发团队，太仓分所先后建立中科院工程硕士培养基地和企业博士后

工作站，为虚拟现实领域培养了专业型人才。

■奥视景和奥视佳团队
苏州中科广视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依托中科院计算所虚拟现实技术实验室和中科院太仓分所强大的研发能力与专

业型人才组建了奥视景团队和奥视佳团队，主要从事影视特效合成制作并致力于推进虚拟现实技术在移动互联、

电子商务的应用开发，同时根据市场需求培育虚拟现实领域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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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团队



产品服务
PRODUCT AND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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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服务

奥视景（OTHKIN ) 三维拍摄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太仓分所自主研发，致力于引领电商商品的

3D 展示与交互体验。可一键智能拍摄制作出人或物的 3D 展示互动图，并通过奥视景云服务，快速实现商品

在互联网中的互动体验与创意推广。

什么是奥视景三维拍摄系统

注 :OTHKIN-B 型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

◆行业应用：广告摄影、网站运营、应用开发、

电商平台、博物馆展览、终端展示、品牌宣传、

展览展会等。

OTHKIN-A 型

OTHKIN-B 型

奥视景 OTHKIN-A 型

产品组成

转盘承重

产品功能

展示方式

拍摄范围

适用人群

附  件

100KG 100KG（可按需求定制）

奥视景 OTHKIN-B 型

奥视景 A 型软件、40cm 奥视景智能转盘、
奥视景云服务

1. 产品拍摄：控制相机和转盘，按一定旋
转角度拍摄，获取原始照片
2. 产品制作：将原始照片进行处理，生成
flash、H5、gif、Mp4 文件，同时生成可
导入 IOS 端数据
3. 产品编辑：对生成文件进行裁剪、添加
水印、调整比例、分辨率
4. 云端控制：最终文件可手动或自动同步
至奥视景云端，可在线管理 3D 展示数据
并实现高级应用。

1. 产品拍摄：控制相机和转盘，按一定旋
转角度拍摄，获取原始照片
2. 产品制作：将原始照片进行处理，生成
flash、H5、gif、Mp4 文件，同时生成可
导入 IOS 端数据
3. 产品编辑：对生成文件进行裁剪、添加
水印、调整比例、分辨率
4. 云端控制：最终文件可手动或自动同步
至奥视景云端，可在线管理 3D 展示数据
并实现高级应用。

奥视景 B 型软件、40cm 奥视景智能转盘、
奥视景云服务

1. 奥视景 IOS 本地和网络版 APP 展示；
2.PC 端本地或联网浏览展示；
3. 移动互联网 Web、App 联网展示。

1. 奥视景 IOS 本地和网络版 APP 展示；
2.PC 端本地或联网浏览展示；
3. 移动互联网 Web、App 联网展示。

珠宝、箱包、鞋帽、手表、艺术品、雕塑、
雕像、礼品等小件产品。

1. 除本地展示以外，拍摄完成后即可联网
随时随地进行展示；
2. 需将 3D 展示融入至移动互联网平台进
行展示。

1. 除本地展示以外，拍摄完成后即可联网
随时随地进行展示；
2. 需将 3D 展示融入至移动互联网平台进
行展示。

机电、服装、艺术品、雕塑、模型、模具、
电器设备、工业产品等大件产品设备。

大型相机定制支架、9 台单反相机列阵、
定制型影棚、专业摄影灯组、连接线

摄影三脚架、连接线

奥视景产品配置



产品服务

1. 拍摄：
●软件兼容主流佳能、尼康单反相机连接与控制

●支持实时画面预览，在线参数调整

●完美兼容智能转盘，实时智能转盘角度控制

●转盘中心点辅助定位，把握最佳拍摄中心

2. 编辑与制作

●支持在线预览，输出参数调整、颜色调整                       

●可选择生成 Flash、H5、Gif、Mp4、JPEG

五种格式

●支持添加水印、裁剪功能，设置输出参数               

3. 展示

●客户端奥视景云模块，上传即享云端展示

●奥视景 APP 数据同步，实时更新，便于展示和管理

●二维码分享，轻松实现跨终端、跨平台展示

奥视景软件
——解决一体化拍摄、编辑与制作、展示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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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视景智能转盘
—— 保障稳、准转盘角度旋转控制。

专业摄影灯箱及摄影套组（可在淘宝进行采购及定制）

——解决拍摄布光、纯色背景展示的顾虑。

专业摄影灯箱：  产品拍摄 360°无频闪，结构紧凑，占用空间小，携带方便。

配套摄影背景板： 配套背景板是现国外流行的一种 pvc 材料。可水洗、抗皱、易维护。

拍摄范围： 拍摄范围：模特、服装摄影、毛绒玩具、大型家电、陶瓷、小型家电、小型家具、工业产品等。

奥视景智能转盘，由奥视景软件控制，搭配匹配型号

的佳能单反相机，提供精准的 360°旋转，让您的产

品无死角全方位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

产品参数

尺  寸 承  重直   径

400mm ≤ 100kg 2r/min 1° MicroUSB

最高转速 接   口最小旋转角度

450*450*60mm

注：支持相机 :  佳能单反 EOS 系列，定制：支持部分客户定制（适当增加定制费用）



奥视景服务

1. 奥视景 3D 拍摄服务

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团队、后期团队、创意团队，拥有众多国内的一线企业、品牌、媒体、模特合作资源，提供

最优质的产品 3D 拍摄服务。

2. 奥视景云服务

奥视景云服务，您可以轻松实现 3D 展示数据的在线管理、预览、分享，在线制作、编辑、美化等高级功能。

同时我们提供一站式服务器部署解决方案， 让您拥有自己独立的全网云端展示平台。

3. 3D 微店、微商城搭建服务

奥视景与最优质的微信公众号服务商微盟、有赞合作，提供配合奥视景拍摄系统的 3D 微店、微商城搭建解决

方案，让您拥有自己的产品 3D 展示营销平台，轻松将产品在微平台展示传播。

合作品牌 : 支持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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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站式 3D 展示系统解决方案：

奥视景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我们可为您量身打造属于您的展示系统，无论是软件开发、还是硬件部署，结合

奥视景的拍摄系统、拍摄服务、云服务，我们提供最专业的一站式展示解决方案。

需 求
协 议

设计修改/确认

风格沟通
规 划

开 发

设 计

测试完成跟踪服务
发 布

产品服务



奥视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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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示优势

3. 应用优势

2. 系统优势

(1). 全景展示，逼真呈现：360°全景真实再现，高度还原质感及美感。

(2). 随心所欲，互动体验：自由视角随意查看，犹如实物在手，翻转随心。

(3). 即拍即得，应用广泛：无需修图，轻松快捷，应用于各类展示产品。

一键自动化制作，方便快捷。360°无死角查看，全面真实的展示产品。个性

化制作，满足多种场景展示需求。

→一键自动化制作

拍摄完成后客户可获取 5 种格式文件：Jpeg、Html5、Flash、Gif、

Mp4，一次拍摄，文件多重编辑， 重复利用，性价比高。

→制作成本低

产品服务

奥视景云平台能很好的对接电脑端、手机端、Pad 端及各类

移动互联网应用平台，让展示更轻松。

→跨平台、跨终端展示，适用范围更广

       GIF 图展示
适用于互联网平台，电脑、手机、Pad 终端的动态图

片展示。

1

      网页 3D 展示 
适用于企业网站、个人网站等，可挂载 Html5 文件进行互

动展示，不用安装任何插件即可进行 3D 动画展示。

2

      实体店大屏幕、手机、Pad 互动 3D 展示
适用于店铺、商场、商店、柜台等实体店铺产品 3D 展示，

顾客可进行互动操作体验。

4

      微店、微官网 3D 展示
奥视景云端 3D 展示链接可以轻松植入微店后台管理模块，

轻松调用，7 秒内加载完毕，产品展示更全面，更能吸引人

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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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摄影、网站运营、应用开发、电商平台、终端展示、品牌宣传、博物馆展览、展览展会。

行业应用
INDUSTRY APPLICATION

1. 服饰、鞋包

5. 工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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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珠宝、玉器

6. 雕刻、文玩

8. 机电、工具、机械、设备

7. 生活、家居、办公

3. 时尚、创意、彩妆

4. 玩具、礼品



合作伙伴
PARTNER

我们努力坚守帮助客户达到信息化目标的承诺，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有价值的服务。

◆合作理念

1. 创新奥视景增值服务

2. 专业拍摄系统定制服务

3. 三维创意拍摄及制作服务

4. 移动互联网立体化营销思维

5. 跨平台、跨终端一站式解决方案

◆合作价值

◆成功案例

 美，不止一面   转，精彩无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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