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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VR是什么 



开启·时代 HOSVR是什么 

HOSVR是为企业提供VR全景图片、视频、直播一站式自服务平台，并且可以互

动、分享、多平台分发。为企业提供了专区，帮助企业实现VR全景场景展示、品

牌宣传、产品介绍、活动直播，线上交易。为企业打造VR全景媒体营销一体化闭

环式服务！  

HOSVR 是北京环视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基于VR全景技术打造的服务平台。 



Open  02 
共创·盛举 

 
为什么成为HOSVR城市合伙人 



共创·盛举 

巨大的市场空间 

目前VR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

房产、家装、酒店、汽车、教育、

旅游、医疗、 城市规划及网上

展馆等各行各业。未来几年，

VR全景将在各行业全面开花，

市场一触即发。分享万亿级市场

蛋糕，共创辉煌。 VR全景购物

更是难以估量！ 

低投入、高产出 

无需大量资金投入，无需投入研

发、运营力量， 坐享HOSVR已

经建立的强大品牌影响力和成熟

的商业运作体系， 直接在当地

享用一线城市才有的商业模式。 

真正的创业合伙人 

成为HOSVR城市合伙人,将享受

HOSVR大量的品牌资源支持，

成为HOSVR在该城市的代言人， 

即可与HOSVR在当地的所得收

益绑定,并拥有HOSVR在当地的

运营权。 

为什么成为HOSVR城市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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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权益 

 
作为城市合伙人能做什么 



城市合伙人需拥有自己公司，有BD团队，二线城市不少于5人，三四线不少于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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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注册的公司  拥有营销拓展团队 

经营范围符合要求 拥有客户资源 

资格·权益 HOSVR城市合伙人的要求 



资格·权益 

签订代理协议后，城市合伙人

可获取HOSVR平台的技术服务

（涵盖HOSVR全景直播、全景

视频存储分发、全景图片漫游

制作分发等服务）。 
城市合伙人可为客户展示

HOSVR平台所有技术服务

功能及内容案例展示 。 

城市合伙人可以以环视天下区域分公司或者

办事处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总部会在公司

官网体现各区域分公司或办事处分布体系。 

城市合伙人官网如有使用本公司

LOGO及HOSVR标识时，须体现

合作关系（分公司、办事处、城市

合伙人）。 

城市合伙人如发展了其他区域城市

合伙人时，总部给予佣金分成，佣

金分成以50%返利，城市合伙人提

供等额发票。 

每场VR全景直播项目CDN分发利润

以50%给予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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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VR城市合伙人的权益 



资格·权益 HOSVR城市合伙人的权益 
平台功能 普通用户 VIP机构用户 CO企业用户 城市合伙人 

注册、观看 √ √ (合伙人）推荐码 签订合作协议  

互动、消费 √ √ √ √ 

分享 √ √ √ √ 

嵌入 √ √ √ 

VR全景直播 √ √ √ 

VR视频上传 √ √ √ 

VR图片制作 √ √ √ 

用户主页 √ √ √ 

活动发布 √ √ √ 

CO企业专区 √ √ 

商品交易 √ √ 



资格·权益 HOSVR城市合伙人的权益 
授权支持 拍摄机构 企业商户 城市合伙人 

品牌授权 √ 

平台功能 √ √ √ 

市场宣传 √ 

营销培训 √ √ 

技术支持 √ √ √ 

资源分配 √ √ 

创投支持 √ 

流量分成 √ √ 

业务拓展 √ √ 

招商权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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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共赢 

 
城市合伙人能赚什么钱？ 



奋斗·共赢 VR的市场在哪里 

直播 年会 论坛 活动 展会 晚会 婚礼 赛事 

宣传 救援 选美 走秀 主播 导购 

视频 教育 地产 医疗 制造 能源 娱乐 安防 

旅游 交通 新闻 电影 

图片 园区 厂房 场馆 景区 高校 酒店 城市 

环境 网站 



奋斗·共赢 HOSVR的盈利在哪里 

拍摄制作收益 

HOSVR为普及VR轻商用，将
最大的利润空间回报给合作
伙——用户拍摄全额收益归
合作伙伴所有。 

硬件销售收益 

HOSVR与多家硬件厂商签约
代理协议，VR眼镜与VR全景
相机可以享受渠道价格给予合
作伙伴。 

广告收益 

客户可以在HOSVR平台进行
广告宣传和搜索排名，所花费
用都与合作伙伴有关系。 

增值功能收益 

HOSVR系统目前功 
能强大插件丰富， 
各种功能炫酷插件收益。 

VR直播收益 

HOSVR直播系统是国内领先
的运营商，VR直播可以按次
按人数收取客户费用。 

个性定制收益 

HOSVR从事多年的技术研发，
拥有完善的VR技术，满足不
同客户定制需求，HOSVR以
成本价收取，合作伙伴享有更
大收益。 



奋斗·共赢 VR行业市场价格行情 

服务项目 

VR直播 

服务对象 

活动、婚礼等 

市场价格 

¥ 35K-60K/场  
(2小时)观看用户含千人 

VR视频 广告片、宣传片等 ¥ 50K-500K   
片长在5-20分钟 

VR图片 场地展示、宣传等 ¥ 10K-50K   
10-20点位 



奋斗·共赢 VR行业市场收入预估 

月产量 

4 

年产量 

40 

合同额（区间） 

1-5 

总金额（区间） 

40-200 

项目 

VR图片 

2 20 5-50 100-1000 VR视频 

1 10 3.5-6 35-60 VR直播 

2 20 5-15 100-300 VR网站 

0.2 2 25-60 50-120 VR系统 

单位：万 

325-1680 总合同额（区间） 

50% 利润率 



奋斗·共赢 VR+行业跨界关键词。 

VR+餐饮在线订餐 VR+婚庆留住时间 

VR+展会亲临现场 

VR+论坛了解知识 

VR+广电多形式观看 

VR+法院庭审直播 

VR+发布会资讯同步 

VR+旅游展现风光 

VR+高校实验室 

VR+幼儿园招生 VR+医院远程医疗 

VR+演唱会收费观看 

VR+拍卖会远程竞价 

VR+项目技术支持 

VR+房地产远程参观 

VR+影院全景大片 

VR+婚恋交友 

VR+教育课件 

VR+装修装饰 

VR+养殖农业 

VR+电商购物 

VR+买卖车辆看车 

VR+养老娱乐 

VR+智能监控升级 



Open  05 
战略·规划 

 
HOSVR未来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 HOSVR未来战略布局 

VR+媒体+导购+商城 

年交易流水超1000亿，年净利超100亿的商业平台 
（改变传统电商比价，利用直播提高特殊商品单价）领先的全景技术+全景视频+全景直播导购模式B2C 

2016Q2中国网络视频广告市场规模91.1亿 

2016直播行业产值近580亿 

2016电商红人产值近580亿 
广告            直播            电商 

91.1             580             580 



战略·规划 HOSVR未来战略布局 

VR+媒体行业分类 

独家 导购 品牌 展会 活动 原创 拍客 制作 

搞笑 综艺 娱乐 微剧 音乐 时尚 奢品 房产 

汽车 财经 收藏 旅游 场馆 婚庆 亲子 少儿 



战略·规划 HOSVR未来战略布局 

VR+媒体行业分类 

健康 美食 宠物 教育 文化 艺术 体育 科技 

纪实 公益 游戏 动漫 



战略·规划 HOSVR未来战略布局 

VR+电商直播导购产品，PC端，移动端展示 



战略·规划 HOSVR未来战略布局 

HOSSKY环视天下 
VR直播导购 

买家消费者 
观看/购物 

卖家商家 
展示/销售 

拍摄机构 
广告宣传/内容 

主播团队 
商家代言主播 

运营收益 
VR直播导购 

卖家商家 
月销提成 

技术服务费 

拍摄机构 
商业服务收益 
平台使用收益 

主播团队 
虚拟物品收益 
卖家广告收益 

月销提成 

商家广告 
硬广/贴片 
软文/排名 

插件工具 
商业应用盈利 

会员收益 

物流系统 
物流分成收益 

商业关系与商业模式 



战略·规划 HOSVR未来战略布局 

HOSVR视频 
视频媒体平台 

HOSMALL商城 
电商交易平台 

HOSSEE直播 
娱乐导购平台 

HOSVR学院 
VR行业平台 

MEEDA美颜 
直播美颜助手 

MIIDO导播 
直播导播虚拟演播 

PHOTOVR漫游 
漫游图片制作 

VVR视频 
客户端视频助手 

KONKO物流 
配送平台 

支付 
支付系统 

VR+媒体+导购+商城 



阶段目标 

01 打造 VR视频分类企业用户宣传平台 
1000万/年交易额    100万/年净利润 

02 打造 VR视频分类内容平台 
1亿/年交易额    1000万/年净利润 

04 

03 打造 企业用户VR直播导购平台 （媒体、导购、商城） 
100亿/年交易额   10亿/年净利润 
 

打造 VR视频大众直播导购平台 
1000亿/年交易额   100亿/年净利润 



请下载HOSVR-APP 
18911125123 

Thanks 
谢谢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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