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浸式文旅应用 CLEW



旅游在形式上是空间的转移

旅游在内容上是时间的转移

旅游的神奇之处在于

能让游客仿佛身临其境，仿佛“沉浸”其中……

沉浸式文旅应用 CLEW



“从某个层面来说，沉浸其实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概念，是一件无论怎样都会发生在
我们身上的事情。哪怕一个好的讲述者只是在口头给你讲述一个故事。如果他真的
讲得很好，你就完蛋了，你就陷进去了。”

——乔·罗德，沃尔特·迪士尼幻想工程师

沉浸式体验产业分析



什么是沉浸式体验产业？

麦肯锡近年的研究报告表明，全球消费者的消
费习惯正在从购买商品转向经历体验，人们不
再执着于拥有多少物品，而更加看重经历了怎
样的难忘体验本身。

与其说“沉浸式”是一个新兴的产业，不如说它是一
种新的设计思维和叙事哲学。因而它的影响力不会
仅仅局限在娱乐产业，还会渗透进教育、新闻等与
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

与戏剧、游戏、娱乐、景点、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混合现实、夜生活、博物馆、展览和文旅等
诸多领域有交集。



沉浸式体验产业市场容量有多大？

截止2018年，不计算452亿美金的主题公园产业，

沉浸式体验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过45亿美金的市值。

2018年，全球电影票房的市值约为411亿美金。

截止2019年，不计算520亿美金的主题公园产业，

沉浸式体验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过98亿美金的市值。

2019年，全球电影票房的市值约为425亿美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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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沉浸式体验产业现状

综艺节目是目前推广沉浸式体验的最大渠道
。《明星大侦探》节目，已播出第四季，每
一季评分均在9分以上。仅最新一季第一期的
播放量就已经高达2.5亿了，

整个产业中，除了主题公园之外，目前增长速度最
快的是密室与剧本杀行业。

以密室逃脱、鬼屋、桌游、狼人杀、剧本杀、艺
术展览为主。



中国密室（含剧本杀）行业发展现状

根据美团平台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密室线上订单交易额季度增长率都在45%-60%之间，维持较高水平。美
团研究院根据 2018年全年和2019年前三季度密室线上交易额增长率进行预测， 2019 年全年美团平台密室线上
订单交易额将突破 13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169%。根据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实景娱乐分会预测，2019 年全
年，密室行业整体规模(包含产业上中下游引起的交易)有望突破 100 亿元，相比 2018 年(50 亿元左右)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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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沉浸式体验产业现状

• 2016年底开始出现，由原桌游密室等线下场馆进行创作经营。
• 得益于相关综艺节目的持续火爆，于2018年开始出现单一业务的剧本杀专营场馆。
• 2018年下半年进入快速增长期，上海的剧本杀场馆从年初的十几家发展到2019年初的近
百家。

• 2020年上半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是场馆的总体数量仍然保持上涨趋势。
• 至2020年6月，上海有专业剧本杀场馆267家（北京228、成都165、深圳179、广州114、
贵阳158，数据来源大众点评）

数据来源：剧本杀场馆经营者，资深行业从业人员



沉浸式体验产业的发展瓶颈

• 重资产运营模式：线下门店、全程参与的工作人员

• 高昂的技术成本：迪士尼、Team Lab无界展览

• 屡屡受挫的线上模式：缺乏引导、未形成付费模式

• 头部平台“我是谜”经四轮融资后向线下转移



• IP、内容是核心

• 目前国内产业比较单一

• 需求和供给端都在迅速发展

结论

沉浸式体验产业



沉浸式体验与旅游的结合点

城市微旅行City Walk



应用概述

打开应用，阅读故事，跟着故事情节的指引，走访、探

索故事发生的地方……



应用概述

• 基于微信小游戏框架开发，扫描二维码后可以直接打开
• 丰富的画面表现力，使沉浸式体验成为可能
• 所有内容在服务端配置，创建线路不需要重复开发应用
• 原生代码，可以跨平台移植



应用概述

• 基于手机定位，将用户位置显示在手绘地图中
• 针对City Walk的特点，一条线路仅覆盖3平方公里左右

• 专用的POI信息采集小程序

• 高度自定义的POI内容，介绍内容既可以和现实一致，也

可以加入悬疑、惊悚等元素

• 串联成一个完整故事的POI将打包成一条旅游线路



应用概述

• 详细内容展示方式可以是文字、图片、音频
• 用户需要根据线索提示，找到下一段剧情
• 除主要内容以外，还可以配置多种次级信息，
历史、文化、宗教、等等……

• 所有已经发现的线索、探索过的内容都可以在
列表中回顾



应用概述

一场完整的用户体验就像是带着手机进入了一幕穿越剧，发生的

故事与所处的空间融合在一起。未来，背景音乐、环境灯光、专

业演员的介入都将使这一体验变得更加丰富而真实。



后台概述

丰富而可配置的前端展示离

不开可靠的内容管理平台。



后台概述

POI信息的配置与管理，除了基本的名称经纬度

信息外，还包括照片、音频、及不同纬度的文

字描述等。



后台概述

在线路定制工具的帮助下，可以将不同的POI组

合在一起，成为一条完整的故事线路。



• 易用的POI采集应用

• 灵活的内容配置平台

• 生动的小程序客户端

• 让讲故事的人游刃有余

• 让听故事的人流连忘返

结论



疫情下旅游业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给各行各业造
成了巨大的影响。旅游业首当其冲。然
而危机中也伴随着转机。



未来一年没有旅游计划的主要原因

• 没有时间

• 预算不足

• 担心出游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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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出行整体风险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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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对旅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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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旅游的接受度



• 疫情的影响不容忽视

• 出行的需求依旧旺盛

• 技术的手段流于形式

• Clew或许可以带来突破

结论



上海风炎信息科技：

多年从事各类多媒体展陈设计、系统集成项目研发工作。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结合以往

的项目经验，各类声光电的应用都可以在线下空间中与故事情节相结合，在微信小程序的

触发下为游客带来意料之外的奇妙体验。

现有资源



上海剧田：

技术永远提供不了最优质的用户体验

，唯有人才可以，专业演员的参与无

疑在这一领域会给游客带来无与伦比

的体验。

现有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