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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我们有什么？
         南京酷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软件交互行业深耕多年，积累了

丰富的软件开发实力和众多成功案例。我们拥有实力雄厚的设计及

开发团队、充满新意的创意策划、行业一流的服务口碑。

我们做什么？
         南京酷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您提供：智慧农业产品，为您打

造与众不同、操作便捷的智慧农业互动解决方案。致力于研究农业

互动的最佳表现形式，打造更具趣味性的智慧农业产品。

关注南京酷牛业务联系交流



INTELLIGENT AGRICULTURE智慧农业-案例展示

南京酷牛信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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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互动培训系统

        每到草莓种植的时候，很多种植户都在整地作畦，为定植做

好准备工作。但是在草莓定植过程中，有不少农户会遇到草莓苗

成活少，死棵多的情况，那么怎样才能提高定植成活率呢？

         南京酷牛科技制作了一款针对草莓定植的培训体感游戏，隔

空手势操作，流程按照规范定制，在游戏中轻松了解定植知识。

Strawberry Planting Gesture Simulation Training System

产品预览链接：http://www.njkuniu.com/farm_147.html

草莓定植手势模拟培训系统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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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互动培训系统

        南京酷牛科技开发这款的用于水稻知识技能培训的一款软件。通过触摸屏

幕和Leapmotion手势识别结合起来，提供了多种训练方式。产品功能涵盖了

形态学观察、插秧技能培训、知识科普动画、知识竞答等多个模块，是真正寓

教于乐的科普互动产品。

Virtual Rice Planting Training System 

产品预览链接：
http://www.njkuniu.com/farm_146.html

虚拟水稻种植培训系统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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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互动培训系统

         酷牛科技开发的这款草莓标准化生产培训系统，通过触摸屏幕和Leapmotion手势识别结合起来，提供了多种训练方式。具体为： 1、草莓

形态学观察技能训练；2、草莓定植技能训练；3、草莓育苗病虫害防治技能训练；4、看动画学知识；5、知识问答测试

Virtual Strawberry Planting Training System 
虚拟草莓种植培训系统

产品预览链接： http://www.njkuniu.com/farm_250.html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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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VR互动系列

        中国人都爱吃米饭，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很少

知道米粒具体怎么来的？酷牛科技开发的水稻VR

系列产品可以带大家体验水稻插秧、打药、收割

等多个流程，首先从插秧开始。

Rice VR Series - Artificial/Mechanical Transplanting

产品预览链接： http://www.njkuniu.com/farm_256.html

水稻VR体验系列-机械插秧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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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VR互动系列

        水稻在生长过程中要经历２~４次的病虫害，这就需要对

水稻进行打药了。酷牛科技开发的这款，VR无人机／人工打

药，就可以很好的体验机械打药的便利和人工打药的不易。

Rice VR Series - Artificial/Mechanical Spraying

产品预览链接：http://www.njkuniu.com/farm_243.html

水稻VR体验系列-人工/机械打药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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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VR互动系列

        水稻从播种到成熟就要５个月左右，成熟要经历四个时期：乳熟期、蜡

熟期、完熟期、枯熟期。成熟后的水稻就该被收割了，酷牛科技开发的这款

VR水稻收割，带你在水稻成熟的场景中，进行真实的人工/机械收割体验。

Rice VR Series - Artificial/Mechanical Harvesting

产品预览链接：http://www.njkuniu.com/farm_244.html

水稻VR体验系列-人工/机械收割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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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VR互动系列

         南京酷牛科技开发的这款VR葡萄采摘系统运用三

维虚拟技术建造接近真实的葡萄园环境，体验者戴上

VR头显一秒置身于葡萄园中。

         玩家可以操作VR手柄进入游戏，点击不同葡萄图

片了解相关品种信息，在观看葡萄信息的同时还配有

对应的语音介绍，使知识传播不再枯燥。

VR Grape Picking Experience System 

产品预览链接：

http://www.njkuniu.com/farm_194.html

VR葡萄采摘体验系统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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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VR互动系列

         南京酷牛开发的VR柑橘采摘体验系统，将带你身

临柑橘园中，感受采摘的乐趣，分享丰收的喜悦！

         VR柑橘采摘体验系统涵盖多个不同柑橘品种，集

品种介绍和模拟采摘模式于一体，可让体验者一站式

了解各类水果特点和采收过程。

VR Citrus Picking Experience System 

产品预览链接：

http://www.njkuniu.com/farm_238.html

VR柑橘采摘体验系统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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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VR互动系列

        你知道“太空农业”吗？你想去看看太空

里怎么种菜吗？南京酷牛打造的虚拟太空空间

站蔬菜种植互动体验系统，以航天育种和太空

种植技术为背景，通过VR蛋椅互动设备，让体

验者真实直观的感受神秘的太空世界以及太空

种植技术的前言科普内容，通过娱乐化的互动

体验，让受众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感受现代农

业科技成果的快速发展，了解航天科技及太空

农业的知识内容。

Space Agriculture VR Egg Chair Experience

产品预览链接：http://www.njkuniu.com/farm_240.html

太空农业VR蛋椅体验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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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VR互动系列

        在这款全民种地互动游戏中，玩家不仅可

以使用VR手柄选择蔬菜种子、使用工具还可以

查看目前已收获的蔬菜情况。玩家将蔬菜种子

埋入土中完成浇水耕地的工作后，就可以收获

果实了。在每一次的等待开垦种植中，都会出

现下一步操作的提示，让无种地经验的小白们

也不会迷茫。

VR全民种地游戏让你不用真的拥有一片农田，

就可以体验悠闲的田园生活，同时还可以让小

朋友们亲身体验一下平时吃的食物得到的过

程，更能了解何为“粒粒皆辛苦”。

VR Planting Simulation

产品预览链接：

http://www.njkuniu.com/farm_111.html

VR全民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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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VR互动系列

        我国的智能温室控制系统多年停留在基础的展示和后台控制

阶段，是阻碍智能温室精细化控制和大规模推广的主要问题之

一。为了破解上述难题，南京酷牛科技研发的智能温室控制系

统，在虚拟现实中实现对温室身临其境的沉浸式漫游和远程控

制。其特色是，VR温室和真实温室1:1搭建，用户戴上VR眼镜，

可以实现对温室身临其境的漫游。通过传感器传回的各种温室状

态数据直观的漂浮在设备之上；操控VR手柄，可以控制真实温

室的吹风机、顶棚遮阳网、喷水、湿帘等设备的同步开关。

Greenhouses VR Control System

产品预览链接：http://www.njkuniu.com/farm_214.html

VR温室控制系统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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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互动游戏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最爱的菜：番茄炒蛋。其

中的主角之一：富含番茄红素和维生素C的番茄，

可盐可甜健康美味，是每个家庭必备的食材。但这

看似普通的番茄可是经历了复杂的培育、种植、采

摘过程，才来到我们的餐桌上。这一次，跟着南京

酷牛的番茄种植VR体验系统，去和童年最爱的番

茄来次近距离邂逅吧！

Tomato VR Production Experience System

产品预览链接： http://www.njkuniu.com/farm_251.html

番茄VR生产体验系统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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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互动游戏

        农业机械现代化早已将农

村焕然一新，农业机械的发

展，带富了大批的农机手。现

在酷牛科技开发的模拟农场游

戏，配合物理模拟驾驶套装：

机械方向盘、油门系统组件、

赛车操作台，就可以在小小的

一平方米的任何地点，感受广

袤的田野和美丽的蓝天，在属

于你的虚拟农场里，体验耕

地、收割，感受真实的喜悦。

有了酷牛模拟农场，每个人都

能体验当农场主的成就感。

Kuniu Farming Simulator

产品预览链接：

http://www.njkuniu.com/farm_241.html

酷牛模拟农场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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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互动游戏

        为防止葡萄藤在冬季冻伤，果农需要在入冬时将葡萄藤埋进土

里。酷牛的埋藤体验可以外置的方向盘和离合油门刹车等装置得到

最真实体验，同时也有键盘操作的版本。

Grape Burying Experience System 

产品预览链接：
http://www.njkuniu.com/farm_248.html

葡萄埋藤体验系统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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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互动游戏

         为了防止风吹摆动损伤枝条，同时使枝蔓在架面上

分布得合理有序，提高葡萄的产量，每到春季果农就会对

葡萄进行绑藤。在我们的虚拟绑藤游戏中，借助Leap-

Motion手势识别器，体验者可以隔空拿起绑枝机，亲手

将葡萄藤绑在辅助架上。

Grapevine Binding Experience System 

产品预览链接：

http://www.njkuniu.com/farm_249.html

葡萄绑藤体验系统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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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VR互动系列

       小蘑菇的大冒险包括两个软件，分别使用了体感互动和外接扫描仪的

方式来表现。其中体感互动是通过硬件互动设备、体感互动系统软件以及

三维数字内容，来感应站在窗口前的参观者，使显示画面跟随参观者的动

作发生变化。

       小蘑菇的大冒险采用了体感和扫描两种新颖的互动方式，更容易吸引

参观者主动参与互动，有利于加深印象提升品牌的形象。

Big Adventure Of little Mushroom 
产品预览链接：
http://www.njkuniu.com/farm_255.html

小蘑菇的大冒险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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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互动游戏

        这款守卫草莓体感射击游戏

需要玩家通过外置手枪来与屏幕

进行交互。游戏中，玩家可以了

解各种对草莓有害和有益的昆

虫，在射击环节，玩家需要举起

手中的枪将屏幕中出现的害虫一

一消灭，射中害虫可以得10分，

射中益虫则被扣掉10分。

Guardian Of Strawberry

产品预览链接：http://www.njkuniu.com/farm_148.html

守卫草莓体感射击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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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互动游戏

        美丽的花摆在家里，我们的心情也会变美

丽，但怎么摆放会更好看呢？酷牛科技开发的

这款花艺大师，只需戳戳屏幕，自己选择花

瓶，花枝，随心搭配，还可以看看喜欢的插花

样式搭配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更合适。

Master Of Flower Arrangement

产品预览链接：

http://www.njkuniu.com/farm_242.html

酷牛花艺大师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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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互动游戏

        这款开心摘水果互动软件使用LeapMotion手势识别技术，让用户

不用点击屏幕，隔空就可以采摘到画面中的水果。不用真的到果园中就

可以体验采摘水果的乐趣！

Fruit Picking Simulator 

产品预览链接：

http://www.njkuniu.com/farm_210.html

开心摘水果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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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VR互动系列

        AR蝴蝶扫描互动游戏使用了增强现实技

术，把原本在现实世界中很难体现的实体信

息，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模拟出来并应用到现实

的世界中，突破时空的限制从而达到超越现实

的感官体验。

        只需轻轻一扫蝴蝶就跃然纸上，不仅科技

感十足还充满趣味性，比传统的展示方式更加

的吸引人眼球。

Ar Butterfly Scanning Interactive Game  

产品预览链接：

http://www.njkuniu.com/farm_262.html

AR蝴蝶扫描互动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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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互动游戏

        虚拟自行车漫游是以外设自行车设备为基础而开发的一款自行车虚拟

漫游互动展示系统，通过在虚拟产业园中骑行漫游、在骑行过程中设计任

务点等互动方式了来解园区布局、关键设计、技术应用等内容。

Virtual Bicycle Roaming 

产品预览链接：
http://www.njkuniu.com/farm_264.html

虚拟自行车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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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互动游戏

        狙击水稻虫害互动游戏是一款利用三维动画技术搭建水

稻生长和水稻虫害防治场景为基础开发的射击游戏。利用外

设硬件实现用户在水稻虚拟场景中消灭害虫的互动体验，用

户可以通过软件了解水稻常见的防治措施。让用户在玩游戏

的同时了解相关知识。 

Sniper rice pest interactive game  

产品预览链接：

http://www.njkuniu.com/farm_265.html

狙击水稻虫害互动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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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互动游戏

       动植物生长密码利用三维虚拟仿真技术与触摸互动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将

枯燥的科学知识重新演绎，探索软件的多种表现方式。

       动植物生长密码包括番茄、山羊、水稻、草莓四种不同的展示内容，把

专业的动植物生长知识通过游戏互动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增强软件互动性

的同时，也能引起参观者体验的兴趣。

         番茄生长密码互动游戏利用三维虚拟仿真技术对番茄不同生长时期进

行建模，并结合相关文字介绍展示。通过考核测试对所提到的知识点进行

巩固，加深印象，让知识传播的方式更加有趣。

Animal and plant growth Code Game Collection 
产品预览链接：
http://www.njkuniu.com/farm_267.html

动植物生长密码游戏合集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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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互动游戏

        这款农业互动软件使用了透

明显示设备对内容进行展示，在

增强展厅科技感的同时，给参观

者带来一种全新的人机交互体

验。

       米的一生触摸互动系统以稻

米生长为出发点，将软件分为

“水稻生长”、“稻米加工”、

“米粒变化”这三部分，参观者

可以选择不同内容进一步了解相

关知识。结合透明触摸屏不仅能

有效提高观众浏览的兴趣度，还

能加深参观者的印象，提升参观

者的游览体验。

Mi's life interactive game

产品预览链接：http://www.njkuniu.com/farm_268.html 

米的一生互动游戏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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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互动游戏

         南京酷牛科技开发的这款游戏，运用了LeapMo-

tion手势识别技术，技术复杂性低，简化了终端设备

的操作过程，用户可以通过手势互动来玩游戏,而不再

需要遥控器。

         栽苗体验小游戏，利用手势识别的功能，让用户

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栽苗的过程，增加了体验感，可以

更有趣的传播和学习栽苗的小知识。

Seedling planting experience interactive game 

产品预览链接：

http://www.njkuniu.com/farm_288.html

栽苗体验互动游戏 
扫码预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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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互动游戏

        消灭害虫游戏是利用三维搭建技术来展现庄稼地里害虫防治

类的射击游戏，利用外设的游戏手枪设备，让用户更好的体验保

护庄稼，消灭害虫的互动乐趣。让玩家在射击的乐趣中，更快乐

的去学习和了解庄稼的防治措施。

        消灭害虫互动游戏中，用户需要拿起玩具枪设备对准屏幕，

屏幕会展示有益昆虫和有害昆虫的知识进行学习和了解，然后用

玩具枪击杀有害昆虫得分，误杀有益昆虫则会扣分。

Pest elimination interactive game 

产品预览链接：http://www.njkuniu.com/farm_287.html

消灭害虫互动游戏
扫码预览产品



THANKS FOR WATCHING & WELCOME TO COOPERATE  
谢谢观看    欢迎合作

关注南京酷牛业务联系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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