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泰 X 漫威
3D视频内容规划



产品 产品特点 产品与漫威英雄结合点 视频建议方向 关键词

大白款
（功能类似款

8610）

n 双子机芯：3D深层筋膜按摩机芯+腰臀专用按摩机芯
n 模拟悬浮舱按摩系统：零重力，多气囊，减少脊椎与关节压力，轻松

入眠
n 智能语音交互生态系统：科大讯飞智能语音系统，环绕立体声，喜马

拉雅云内容平台，暴风魔镜VR虚拟体验
n 全方位拉伸体验系统：长导轨嵌入半身行走机芯，SL型导轨，按摩面

积增加；360°气囊拉伸，内嵌滚轮

大白治愈系的外形、性格、医疗能力等
特点与产品萌系外形、零重力助眠，治
愈疲惫的特性高度契合

科技感与人文舒缓治愈感并重，
糅合大白与产品形象，展现产
品4大系统温柔治愈特点

温暖守护

黑豹款
（功能类似款

8900）

n 双子机芯：3D深层筋膜按摩机芯+腰臀专用按摩机芯
n 柔性导轨：行业内第一款真正实现泰式拉筋的按摩椅
n 智能语音、专利小腿（双向伸缩小腿）、平板控制、扶手按键
n 50层气囊，全身按摩
n 可躺倒角度更多、按摩有效行程更广、拉伸效果更好、拉伸幅度更大
n 精选6种程序：双子星坐（拉伸舒缓）、天龙星坐（男性大力度）、仙

女星坐（女性小拉伸延展）、总裁尊享、女王尊享、乐龄尊享

1.黑豹具有超乎常人的速度、体能、力量、
感官，男性特征明显，与产品强劲的双
子机芯、柔性导轨和更大幅度的按摩契
合

2.产品定位高端，中年成功人士受众多，
与黑豹代表的权势地位和性格契合

力量感、锋芒感、科技感画面，
展现产品双子机芯、柔性导轨、
双向伸缩小腿、拉伸幅度和躺
倒角度等特点

黑科技

产品功能



n 视频时长：60s

n 推进节奏：大白款618、黑豹款9月

n 视频结构：为保持系列视频一致性，视频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开篇从IP形象的眼部开始，延展出现整个IP形象。

第二部分：由IP形象过渡到产品外观及功能介绍。

第三部分：以IP形象结束功能展示，以及贴合IP及产品功能的一句总结文案。

第四部分：品牌slogan落版。

n 视频配音：科技感女声

n 色调：

大白——灰白为主

黑豹——黑色+金色

蜘蛛侠——红色+蓝色+金色

n 剪辑版本： 60s（传播）、45s（主图）、30s（抖音）、15s（微信）

视频规划



大白篇
Part 1



n 创意思路：紧贴大白款“温柔治愈”核心，突出温暖守护寓意。

n 篇幅结构：采用总分总的形式，先开门见山运用漫画大白引出产品外形，再分开剥析功能点，

展现内部亮点，结尾再出产品定版和漫画大白收尾。

n 画面呈现：镜头运动灵活流畅，采用“推，拉，摇，移，转”等转场方式和运镜手法；颜色浅

灰亮调为主，用产品自身的白，搭配浅灰，凸显温柔治愈调性。呈现方式上，即表现产品的全

景造型，又抓住细节质感，多种景别灵活运用。突出品质，彰显品味。达到科技感和治愈感并

重，坚毅感和温柔感相依。

n 音乐配乐：结合产品调性，要区别于传统单一的炫酷和科技，在展现技艺的同时，还要给人舒

缓悠扬感，有一种被音乐“按摩”的体验。

n 视频配音：科技感女声

n 视频色调：灰白为主

脚本概况



功能 展示点 画面 运动方式 备注 时长 文字（暂定）

开篇
大白款名字和外观设计
灵感源自　
电影《超能陆战队》。

白灰色空间内，一个黑点出现，延申出另
外一个黑点，大白的头部显现

一镜

4S 　
　

镜头一边后移一边旋转，大白左图的状态
露出（人物和背景去除），大白幻化成荣
泰按摩椅，飘浮在空中 4S 　

模拟悬浮舱
按摩系统

　 按摩椅漂浮在空中，缓慢旋转，角度打开
到最舒适的状态， 3S 模拟悬浮舱按摩系统

零重力，多气囊。减少
脊椎与关节压力，　

轻松入眠。

站立的大白做向后坐下的动作，胸口右侧
泛起红色光晕，特效处理幻化成按摩椅，

红光代表大白累了，要
坐下，经过按摩椅的按
摩，红光变乘绿光，大
白状态恢复，寓指大白
款按摩椅有像大白一样
的治愈，缓解疲劳的能

力

3S

零重力，多气囊，缓解疲
劳，轻松入眠

按摩椅调整角度，滚轮及导轨运动，气囊
收缩，镜头缓慢旋转至按摩椅正侧面，特
效处理按摩椅幻化成大白，

4S

　
大白做萌态的弹性动画，大白胸前的红色
光晕变成淡绿色光晕，特效处理幻化成按
摩椅的正侧面，

3S

脚本思路



功能 展示点 画面 运动方式 备注 时长 文字（暂定）

全方位拉伸体验系
统

长导轨嵌入半身行
走机芯，　
SL型导轨。

　

镜头缓慢移动，旋转，导轨运动，特
效勾勒 S 型轨迹（不用人模） 第二个画面从第一个画面

右边入画，两个画面同屏
展示，将SL型轨道，直

观的展示给观众（一个轨
迹，不同角度勾勒不同曲

线）

4S

SL型导轨，按摩面积增加镜头缓慢移动，旋转，导轨运动，特
效勾勒 L 型轨迹（不用人模） 3S

按摩面积增加；
按摩椅3/4角度缓慢旋转，透过精致的
外观，展示SL型导轨，特效处理比普
通导轨增加的面积，（不用人模）

　 2S

360°气囊拉伸。
升降运动扣拍，对应部位的气囊收缩
动画，同屏展示，气囊360°包裹，特
效+文字标注

　 3S 360°气囊拉伸

　

上一个镜头通过特效衔接，大白出现，
大白做萌态的弹性动画，胸前有蓝色
的按钮（科技元素在浮动），点击蓝
色按钮，镜头冲进蓝色按钮

镜头冲入大白体内，也寓
意冲进按摩椅内部，然后
展示按摩椅内部动态结构

4S 　

内嵌滚轮。 镜头在按摩椅内部穿行，同时滚轮运
动，展现滚轮结构细节和精良材质。 　 3S 内嵌滚轮



功能 展示点 画面 运动方式 备注 时长 文字（暂定）

双子机芯

3D深层筋膜按摩机芯。

　

环绕运动，三维展现机芯的细
节、材质和运行的工作方式。 　 3S 3D深层筋膜按摩机芯+

腰臀专用按摩机芯。 上下运动，三维展示机芯按摩
腰部的细节和状态。 　 4S 腰臀专用按摩机芯

智能语音交互生
态系统

科大讯飞智能语音系统，　
环绕立体声。

推拉运动，展现大白的音响材
质节，语音系统，（也可以做
拆解动画）。

　 3S 科大讯飞智能语音系统

喜马拉雅云内容平台，　
暴风魔镜VR虚拟体验。

环绕运动，通过360度音符，
和喜马拉雅内容浮动图标，突
出其虚拟体验。

　 4S 暴风魔镜VR虚拟体验



功能 展示点 画面 运动方式 备注 时长 文字（暂定）

结尾

　

　

一组精致产品外观快切，如左图
的大白出现，同时镜头横移，特
效处理，按摩椅从大白身上抽离
出来，缓慢旋转。同时出配音
“换种方式守护“

　 5S 换种方式守护

产品整体外观展示和产品LOGO 　 Logo定版 　 3S 荣泰，更专业的按摩椅



风格参考

素士剃须刀 科沃斯 老板电器



黑豹篇
Part 2



脚本概况

n 创意思路：紧贴黑豹款“力量感、锋芒感、科技感”核心，突出黑科技。

n 篇幅结构：采用由深入浅，由细节到局部，由局部到整体，从内而外的功能介绍方式。开头的类似

黑豹的局部细节引出，和结尾简约的展示与“黑豹”IP相结合。

n 画面呈现：镜头运动要灵活有力，抓住科技核心。多采用微距和中全景，依次拉开景别差距，镜头

时长和运动要有科技感。颜色浅黑暗调为主，用产品自身的浅黑，搭配深色背景，凸显神秘的科技

感。呈现方式上，强调错开景别，抓住角度的变化，适当增加镜头数，运用试听语言，采用多种手

段。展现黑豹款的力量感，锋芒感和科技感。

n 音乐配乐：结合产品调性，使用科技节奏音乐，配合电子科技音效，融合转场音效，达到最终目的。

n 视频配音：科技感女声

n 视频色调：黑色+金色



脚本思路
功能 展示点 画面 运动方式 备注 时长 文字（暂定）

开篇 突出设计灵感来自于电影
《黑豹》动画人物黑豹。

黑色的空间，黑豹的眼睛特写闪光犀利出
现，眼部做金色特炫酷效处理，配合厚重
音效，

　 2S 　

黑豹碎掉，剥离开，特效衔接到按摩椅侧
面的黑豹LOGO特写出现（LOGO金色质
感），配合音效，营造稳重的氛围，

　 3S 　

双子机芯

3D深层筋膜按摩机芯。

镜头缓慢旋转，中近景，一组类似于黑豹
科技质感的三维材质细节，有节奏的组合
成按摩机芯。机芯上下运动，角度分切，
展示按摩椅机芯按摩过程。

　 4S 3D深层筋膜按摩机芯

腰臀专用按摩机芯。
中近景，局部环绕运动，角度分切，展示
按摩机恋按摩腰臀部位。画面切换逐渐加
快

　 4S 腰臀专用按摩机芯

过度镜头 　

　
黑豹胸前的代表元素出现，边缘有精致的
金色光线流动 　 2S 　

特效幻化，按摩椅顶部的元素出现，镜头
缓慢旋转至侧面 　 3S 　



脚本思路
功能 展示点 画面 运动方式 备注 时长 文字（暂定）

柔性导轨 真正实现泰式拉筋的按摩
椅

　

中近景，推拉运动，角度分切，
展示泰式拉筋的细节和过程。

该段落节奏逐渐加快，与
下边过度镜头衔接

4S 实现泰式拉筋

双向伸缩小腿 双向伸缩专利 表现双向伸缩动画 2S 双向伸缩专利

科技

智能语音
中全景，旋转运动，配合部分音
符图标，展现材质硬件和软件音
质。

3S 智能语音

平板控制、扶手按键 中近景，展示按键功能和操控平
板。 3S 平板控制、扶手按键



脚本思路
功能 展示点 画面 运动方式 备注 时长 文字（暂定）

过度镜头 　

　

四条锋利爪印从屏幕划过

体现超乎凡人的速度、力量、
体能、耐力以及敏锐度

1S 　

黑豹在建筑上奔跑 2S 　

黑豹在水面上飞行 2S 　

黑豹从城市空间往下落 2S 　

落在一个虚拟空间的虚拟椅
子上

体现黑豹的权势地位，成熟，
稳重，高端， 3S 　



脚本思路
功能 展示点 画面 运动方式 备注 时长 文字（暂定）

气囊

50层气囊

　
黑豹剥离破碎，碎片形成按摩椅，微距镜
头，穿行运动，三维展现50层气囊层的
细节和精良材质。

　 3S 50层气囊

全身按摩 中全景，旋转运动，展示全身360度按摩。　 3S 全身按摩

拉伸幅度和躺倒角度

角度更多，行程更广，
拉伸更好，幅度更大

中全景，俯仰视角，用特殊角度展现不同
的拉升动作和行程角度。 　 4S 全角度躺卧

精选6种程序
6中按摩椅状态配合6种星云图，直观展
现，镜头穿梭其中，配合速度感的光线和
黑豹的身影

　 5S 精选6种程序

结尾 产品整体外观展示和产
品LOGO

黑豹落在一个虚拟空间，同时镜头横移，
速度感的爪印配合，按摩椅从身上抽离出
来，缓慢旋转。

　 4S
重启身心新势能
（备选：科技力量，蓄势
能量）

品牌lOGO，定版 　 3S 荣泰，更专业的按摩椅



执行排期
周六 周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报价及供应商团队确定
详细创意脚本制作 详细创意脚本第一稿

三维材质制作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详细创意脚本修改 创意脚本终稿 　

三维材质制作 三维材质修改

　 镜头动画制作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三维材质修改 三维材质终稿 　

镜头动画制作 镜头动画小样 动画修改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动画修改 动画终稿 三维渲染 镜头合成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镜头合成 成片Acopy 成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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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片修改 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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