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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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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西亚博物馆（意大利） 01 

就像布雷西亚博物馆所展示的创新

方案，增强现实科技在文化遗产领域有
着巨大的应用潜力。借助Moverio智能
眼镜以及ARt Glass所开发的应用，博
物馆在考古区域，创新性的提供了增强
现实导览服务 

• Moverio增强现实眼镜实现简单易用与前沿科技的结合 

• 增强现实导览带给用户更多的参与感，同时赋予展览更多的关注度 

• Moverio可将透明图像显示在用户的可视范围，感谢其强大的功能，

游客不会走失，也不会错过与周围环境的美好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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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西亚博物馆（意大利） 01 

        布雷西亚博物馆建于2003年，成立之初旨在宣传城市的文化遗产。它也

是该区域在艺术纪念遗迹的管理改善的试点项目。 

        布雷西亚，在古罗马时期被称为Brixia，位于意大利北部最大的考古区

域内。该区域的古罗马遗迹广阔，覆盖近4200平方米，包括许多著名考古建

筑，比如卡皮多利山，圣域和大剧院。 

        圣域是该区域最非凡的建筑，该历史遗迹保存完好，包括壁画，镶嵌地

板以及一些遗留的家具. Luigi Maria Di Corato，这位布雷西亚博物馆集团总

监提到：“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将公共圣域开放给游客，同时我们用尖端的

科技完美的保护了这里。” 

佩戴者可以通过Moverio看到卡皮多利山的
复原效果图 

古代布雷西亚：一趟穿越历史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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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该区域的独特性，布雷西亚博物馆决定用独特的科技宣传这块保存完

好的区域：大部分区域都可以用爱普生Moverio智能眼镜游览 

     “我们希望用这项科技创造一个平台，在这里的内容都具有教育意义，且向

游客开放。通过观察纪念景点的3D复原模型，游客仿佛置身于2000年前的历

史场景，这可以让游览者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游览体验。游客也可以通过

Moverio的声音系统，在景点的特殊地点，听到关于该区域的历史介绍” Di 

Corato先生这么介绍到。“在考古领域，高科技的应用能够提升用户体验，增

强现实体验不仅能够愉悦观众，并且非常有影响力。Moverio智能眼镜对于提

供值得回忆的体验来说，至关重要” 
卡皮多利依然栩栩如生 

重显光辉的古代布雷西亚！ 

布雷西亚博物馆（意大利）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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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西亚博物馆（意大利） 01 

       ARt Glass专注于为文化遗迹领域创造增强现实应用。通过与布雷西亚博物馆

的合作，这家公司创造了一项全新的应用，它通过Moverio智能眼镜播放视频与音

频，来引导游客游览景点的重点区域。“游客的反应都令人惊奇的积极”Di 

Corato先生提到。“他们的惊讶和喜悦表明增强现实科技的确可以用在考古发现

领域，并用来取悦用户”Moverio智能眼镜提供了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它可以让用

户持续感知到周围的情景，同时还能让用户控制体验内容。这是因为Moverio能够

在用户眼前投影出透明的高清图像，这就是为什么布雷西亚博物馆和ARt Glass会

选择Moverio智能眼镜。用户只需戴上眼镜，跟随镜片上显示的指示，就能轻松游

览整个考古景点。当佩戴者观看特定物体时，Moverio就会通过投影内容和声音栩

栩如生的呈现出古罗马时期该区域的原貌。 

Moverio：带领游客走进过去        

游客佩戴Moverio进园参观 

Moverio会将古迹复原图呈现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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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电影博物馆（米兰） 02 MOVERIO的科技带来独特的多媒体互动体验！ 

2014年，随着电影院的完全数字化，胶
片电影正式成为历史。成为需要被保护的历史文
化，在这一过程上，位于意大利米兰的互动电影
博物馆（MIC）在可谓是十分努力，它们在自己
的档案馆中，提供一种独特的多媒体互动体验。 

• Moverio增强现实眼镜提供高质量的沉浸体验 

• 双目交互使得Moverio不仅能体验虚拟画面，也

能与现实场景互动 

• MIC通过使用前沿的Moverio科技，让游客栩栩

如生的体会电影的精彩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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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电影博物馆（米兰） 02 

        当过去的事务遇到未来的科技，它们之间的碰撞会形成独特而令人难忘

的体验。现在，通过爱普生Moverio智能眼镜的帮助，互动电影博物馆（以下

简称MIC）提供了全新的互动体验，让过去的电影重新焕发了生机。通过将

电影整体内容转换成增强现实技术的博物馆藏，MIC选择将这项特别的体验

提供给普通大众。意大利电影图书馆基金会在1947年建立的项目，旨在保护

并加强本土电影文化的传播，同时希望将电影文化传遍意大利甚至全世界。 

        根据Matteo Pavesi，意大利电影图书馆集基金会的总经理的发言：

“我们的愿望，是将整个电影博物馆转变为增强现实博物馆，同时，我们也

十分期待能够用一种能够描述过去的，特别是因为太过特别而被暂时隐藏的

复杂信息的全新科技，来与大众接触，并取悦他们” MIC博物馆拥有超过25,000电影馆藏 

保存电影，给予新生 

9 



互动电影博物馆（米兰） 02 

        您是否曾面对面的接触吸血鬼？现在，通过博物馆与Moverio智能眼镜的配

合，他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这种独特的体验，让大众更多的了解了档案馆与修

复中心。因为电影保护及安全的原因，这以前是一个从未向公众开放的区域。

MIC最初的尝试，是希望将恐惧档案馆中的恐怖片，通过科技直接呈现在游客的

眼前。通过佩戴爱普生Moverio智能眼镜和其耳机，游客只需观看扫描展品附近

的二维码，该历史电影中的QHD或3D格式的影片和音频内容就会触发，并投影

在观众眼前 

     “这的确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不光是对于电影迷，对于所有人都是独特的。

游客现在可以探索档案馆中的精彩内容，同时也可以探索如此令人兴奋的新科

技”Pavesi提到 
参观者进入了恐惧档案馆中的梦幻长廊 

老电影，你却可能从未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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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电影博物馆（米兰） 02 

        爱普生Moverio 智能眼镜的技术能力完全可以实现超强的增强现实效果。他

们是市面上智能眼镜中为数不多的，能够通过立体图像而达到最佳的空间视觉感知

的产品。通过透明镜片的性能，Moverio智能眼镜提供了沉浸的，同时又充满互动

性的奇妙体验。 

        Pavesi提到：“Moverio智能眼镜的到来强化了这个项目，否则我们展现电

影历史的愿望只能是南柯一梦。爱普生的Moverio智能眼镜可以让观众完全自主地

观看QHD规格的高清内容，同时也能提供高度的沉浸感，这与我们提供美妙电影

体验的初衷完全吻合。Moverio的科技可以让佩戴者保持对环境的高度感知，让他

们自由畅快的走遍整个档案馆。” 使用中的MOVERIO增强现实眼镜 

Moverio智能眼镜：简单，全能，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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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知县飞鸟地区旅游导览（日本） 03 

爱普生智能眼镜在日本高知县飞鸟
地区提供丰富有趣的导览。通过展
现3D图像，360度全景图像等多种
方式，为游客带来生动而有趣的
“日本古坟时代文化导览”。 

12 



高知县飞鸟地区旅游导览（日本） 03 

通过佩戴爱普生智能眼镜，游客在抵达相应
位置指示时，通过眼镜观看扫描指示图像，
将会展现出栩栩如生的3D图像，为游客提供

丰富的指示导览 

如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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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知县飞鸟地区旅游导览（日本） 03 

爱普生智能眼镜还能在景点处为游客提供360度的全

景图像导览，提供观众更高的沉浸感。 

如何实现 

在指定地点，爱普生智能眼镜还能为游客提供古代场

景的3D立体图像，覆盖在实际环境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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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院 



圣塞巴斯蒂安Kursaal演艺厅（西班牙） 01 

在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中，通
过将爱普生智能眼镜特别的功能应
用到歌剧院当中，观众将会享受到
比以前更新颖而有趣的观看方式。 

• 可在视线中看到歌剧字幕，而无需移动视线 

• 信息显示在演员脚下，不会遮挡观看 

• 音乐响起时会显示歌剧乐谱，以及相关的故事背

景 

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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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爱普生智能眼镜，因为合适！ 

舒适，可长时间佩戴 

原字幕显示器在舞台侧面，看字幕时无法看到演员 

有了Moverio就可以一直观看而较少移动头部 

与演员表演吻合，无字幕延迟 

选择爱普生 

爱普生眼镜 
核心优势 

圣塞巴斯蒂安Kursaal演艺厅（西班牙）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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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皇家剧院（瑞典） 02 

通过将爱普生智能眼镜独特的功能
应用到歌剧院当中，原来听觉障碍

者们也能享受歌剧。 

• 可在视线中看到演员表演时的字幕 

• 外国观众只能用手机查字幕，用了爱普生眼镜可

减少该操作。 

• 信息显示在演员脚下，不易遮挡观看 

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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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爱普生智能眼镜，因为合适！ 

舒适，可长时间佩戴 

外国观众只能看手机查字幕，看字幕时无法看到演员 

有了Moverio就可以一直观看而较少移动头部 

与演员表演吻合，几乎无字幕延迟 

选择爱普生 

爱普生眼镜 
核心优势 

瑞典皇家剧院（瑞典）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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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新国家剧院（日本） 03 

通过爱普生智能眼镜提供字幕功能，
不懂意大利语的观众也能从容享受
歌剧，而不用移动视线观看字幕器。 

• 可在视线中看到演员表演时的字幕 

• 观众不太熟悉意大利语，智能观看字幕器，而字

幕器显示在舞台侧面，需转头观看 

• 用了爱普生眼镜可省去该操作，直接享受歌剧 

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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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爱普生智能眼镜，因为合适！ 

舒适，可长时间佩戴 

观众只能看字幕器，但其在舞台侧面，看字幕时无法

看到演员 

有了Moverio就可以一直观看而较少移动头部 

与演员表演吻合，几乎无字幕延迟 

选择爱普生 

爱普生眼镜 
核心优势 

东京新国家剧院（日本）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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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露天电影院连锁（意大利） 04 

通过爱普生智能眼镜提供字幕功能，
同时享受Moverio所带来的大画面

观影效果。 

• 可在视线中看到电影播放时的字幕 

• 观众可带着眼镜享受Moverio带来的大画面观影 

• 字幕专为外国游客定制，直接享受歌剧 

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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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爱普生智能眼镜，因为合适！ 

舒适，可长时间佩戴 

外国游客观影时可享受专门定制的字幕 

可享受大尺寸观影效果 

与演员表演吻合，几乎无字幕延迟 

选择爱普生 

爱普生眼镜 
核心优势 

米兰露天电影院连锁（意大利）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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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 
&展览展示 



戴上爱普生智能眼镜，在足球场感受特别的观赛体验 

足球场比赛参观（日本某球队） 01 

• 戴上智能眼镜观看比赛，将能看到出场球员信息，比赛录像

等画面，加强观众与比赛的互动感 

• 即使坐到远看台的乘客也可清晰观看比赛画面，提高观感 

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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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F1汽车部位，立即显示F1赛车上的相关信息！ 

F1奔驰车队车辆展示（英国） 02 

• 戴上智能眼镜观看F1赛车，将能看到包括碳纤维车身信息，

发动机运行原理，发动机参数，轮胎参数，尾翼详情等基本

信息，甚至还能模拟驾驶员在座舱中的情况 

• 通过Moverio眼镜传回高清画面，即使坐到远看台的乘客也

可清晰观看比赛画面，提高观感 

• 为VIP客户提供高质量的赛事信息宣传，提高观众的参与度

与互动性 

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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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y咖啡之旅（意大利） 03 

通过爱普生智能眼镜，向游客展示
从咖啡豆到咖啡的烹制过程 

• 戴上智能眼镜观看4个主题墙面物体，Moverio将能展示

咖啡制作的主要四个步骤 

• 通过影片，音频和3D虚拟图像，游客将会实际了解咖啡

的烹制步骤 

• 游客还能录制观看的视频，并通过邮件传输到游客手中 

实现方式 

27 



为什么选择爱普生智能眼镜，因为合适！ 

舒适，可长时间佩戴 

生动有趣，相较传统观看信息更加丰富 

新奇科技增加游客关注度 

选择爱普生 

爱普生眼镜 
核心优势 

illy咖啡之旅（意大利）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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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观看! 
2018 - 03 -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