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顶级技术   专业音乐喷泉

法国国际水秀公司成立于1979年，由多米尼克（Dominique Formhals）先生创立；是一
家面向全球的综合性水秀专业设备生产商和水秀舞台演出租赁公司。公司拥有一支强大的设计
和技术团队，配置先进的设备生产工厂。为客户提供从方案设计、设备生产到设备安装调试、
音乐节目编程和编导服务等完整规范的服务。

公司最早从事制作音乐喷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研发技术的进步，在音乐喷泉表演的元素
上增加了水幕电影、水幕激光、数码水帘、数码喷头、爆炸水泡、高压水泡、特殊水效、艺术
喷火和特效烟火等等高科技产品设备，当独特的创意与奇幻的水秀表演完美融合时，行业龙头
横空出世了。这当之无愧的美誉得益于公司研发的产品设备均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



法国·巴黎迪斯尼乐园



创意水秀表演   引领高端市场

公司拥有国际一流的水秀设计师、电气工程师、电子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和电脑工程师等，对产品设
备进行起始到终端的一丝不苟的研究、设计、实验、生产和测试。凭借敢为人先的精益求精的精神，我们
的技术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我们的创造力正在世界各地被实现、证实。

公司工程的业务范围为：承接各类音乐舞蹈喷泉、大型水剧院、水表演舞台、数码水幕激光电影、水
秀特效、艺术喷火和特效烟火、喷泉艺术创意设计，主题乐园创意设计、音乐喷泉艺术编程及音乐喷泉舞
台租赁服务等等。

我们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众多显赫合作伙伴的赞誉：法国凡尔塞宫，迪斯尼乐园，美国未来水
世界，迪拜购物狂欢节，贝都芙乐园，德国欧罗巴乐园......

作为节庆组织机构、市政单位、主题乐园和演出公司的首选服务商，法国国际水秀公司以其独占鳌头
的完美精艺掌控着项目构思设计到工程具体实现的全过程。

我公司所承接的每个工程项目，一如继往提供工程设计、安装、调试、技术培训、售后服务及技术咨
询等完整的服务体系，工程质量精益至臻，售后服务及时周到，确保用户满意。对于每一个工程项目，规
模无论大小，要求无论精简，法国水秀都会为您提供精心的设计和优质的服务。



上海·世博会开幕式



Musical Fountains

音乐喷泉系列

只有看过法国水秀公司的水秀表演才知道法国水秀采用高精度的设备和先进的控制软件，
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梦幻水舞芭蕾。奇妙的梦幻喷泉技术使法国水秀享誉全球，给观众的惊叹和
欣喜层出不穷，视觉的冲击何止赏心悦目可了得。什么是水上梦幻表演风声，水声，惊叹声。
火树，银花，七彩虹，完美融合的喷水和灯光在音乐的节拍中翩翩起舞，奏响了一曲美妙绝伦
的交响乐，如梦如幻，这是天籁。



上海·世博会开幕式



上海·世博会开幕式



在上海世博会庆典广场边的黄浦
江江面上，我公司打造了一个覆盖水
域250多米、6米多宽、最高喷高为
80多米的国际一流水平的超大型梦幻
水秀音乐喷泉，其规模就目前而言可
谓是黄浦江上的第一景。就像上海的
靓丽名片一样，当之无愧地成为了魅
力上海的新十景之首。



南非·伊丽莎白港



宁波和义大道购物中心是宁波顶级休闲商
业区，购物中心建筑外观时尚、大气，层层退
台式设计——临江而已，闪耀在江边一线的位
置上的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大型梦幻水景音乐
喷泉。就是我公司设计的这个音乐喷泉创造了
四个中国之最：表演气势最宏大、艺术观赏性
最强，技术最先进，最节能环保。每个音乐喷
泉开始表演时，与斜对面天一广场的音乐喷泉
翩若游龙、遥相辉映下的视觉盛宴，自然成为
了宁波的又一道新景观。



法国·斯特拉斯堡



位于昆明长水机场航站楼前
的音乐喷泉是与云南文化特色相
融合的典范。三只金孔雀展翅欲
飞为主题造型，作为整个音乐喷
泉独具匠心的表演主题，使水秀
表演让每一位抵达机场的游客有
幸在第一眼就看到这美丽动人的
一幕，在快乐的心情中踏入这块
神奇的土地。



宁波·天一广场



德国“大众”总部设置了
一个靓丽恢弘的音乐喷泉。表演
时，洁白的喷泉如琴键般地随着
音乐跌宕起伏，欢乐起舞。在灯
光的映照下，多的何止是一丝迷
离的梦幻啊！当人们沉浸在如此
美妙的夜色之时，蜿蜒的尽头又
突然腾出一条巨龙冲向夜空，仿
佛在诉说着公司的发展是如何地
节节高升、蒸蒸日上



宁波·鄞州文化广场



Water Theater

水秀剧院系列

法国水秀作为行业先驱之一，为客户提供非比寻常的演出效果，对每一个水剧院的设计都

是独特而新颖，根据您的场地量身定制。这些结合了水幕电影、数码喷头、梦幻喷泉、激光水

幕、艺术喷火等综合多媒体特效舞美设备的精彩表演，定超出您的想象，让您耳目一新，心悦

诚服。

法国水秀的流体和信息技术工程师，可根据你表演的内容和演出的场地进行构思策划，创

制专门的喷泉舞美设备，满足个性化需求。



澳门·新濠天地水舞间



澳门·新濠天地水舞间



澳门·新濠天地水舞间



“水舞间”由世界享负盛名的灵感创作
大师Franco Dragon特别为澳门新濠天地全
新制作，为了打造“水舞间”这个空前巨
作，新濠天地为此特地兴建备有顶尖科技
器材的剧院。“水舞间”揉合了前所未有
的高难度特技表演，配上绚丽夺目的服装
以及匠心独具的空间设计。随着舞者们的
翩翩起舞，水秀仿佛有了生命一样舞动起
来，美轮美奂地演绎出一个穿越时空的浪
漫传奇。



新加坡·青奥会开幕式



Water Screen
水幕系列

法国水秀创造的水幕技术，可在一个完全由水构成的屏幕上，实现投射固定或移动

的画面；也可作为激光表演的完美载体。当观众在观摩时，水幕与其它表演元素融为一

体；当人物自由入画面时，好似人物腾起飞向蓝天或从天而降的情境下，产生一种虚无

缥缈和梦幻的感觉，让人身临其境、欲摆不能，心驰神往......



法国·斯特拉斯堡



西班牙·毕尔包

宁波·天一广场



水幕：这种半透明的水幕由水幕
发生器设备产生，该设备可置于水下驳
船、滨水岸堤、海面、固定的水池，或
由我们提供的水池中。在夜幕下，水幕
可随剧情需要如魔术般出现和消失。是
户外表演的不二选择。



法国·斯特拉斯堡



法国·圣阿芒莱索



Aqua Graphic®
数码水帘系列

由法国水秀创造和研制成功的一项创新技术。数码水帘技术的特色是允许您用水来

进行交流宣传，您可以发挥无限的想象用水帘编辑任何字体和logo,可以在数码水帘的

水幕上投影画面，还可以用数码水帘的水幕在三维空间打出字幕或者投影图文标记。





在韩国釜山千年塔世
界商业中心，我公司根据其外
观特征，设计了一个360度数
码水帘，圆柱形的水帘有规律
地从屋顶飘落，在程序的控制
下带来层层梦幻变化，使购物
环境更加时尚，让购物心境更
加愉悦。



法国·第戎



瑞士·日内瓦



Water Effect
水秀特效系列

跳跳泉、水秀迷宫、互动喷泉、水雾、水花园等等、是孩子们的乐园，更是人们的钟

情选择。法国水秀工程师的创意从无止境，如果你有梦想，我们定会让您梦想成真！

水是生命的源泉，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朋友，而当水成为人们天然绝妙的嬉戏之物，奇妙是

不言而喻的。佐以适当的创造和想象，它所带来的最为美妙的效果是空前的。携手法国水

秀，我们能为您带来这一切......



摩纳哥·蒙特卡洛



香港·尖沙咀



法国·旺代(Puy-du-Fou)



意大利·马术奇艺坊



瑞士·日内瓦汽车展



比利时·奥堡



Water & Flame Show
水火秀系列

法国水秀在水秀舞台打造了许多梦幻神奇的水舞台，给客户们留下很深的影响。为了丰富

舞台的表演内容，增添特效效果，在激扬雄壮的音乐下，与水一起演绎出无与伦比的火焰和演

化的特效舞美效果，注定让观众惊叹不已。



宁波·老外滩

法国·未来影视城





英国·斯塔福



Lease & Serve
租赁&服务

水秀的租赁有移动的音乐喷泉、水剧院、水表演舞台等；
法国水秀为客户提供随时随地的喷泉表演、喷火及烟火的舞台搭建需求，舞台元素包
括喷泉、水幕电影、激光水幕、喷火、烟火、数码水帘等；
专业的设计团队，为您提供各类节庆活动、开闭幕式、大型主题活动和各类聚会宴请
活动等水秀表演内容设计，在客户要求的时间内完成舞台的搭建工作。



The Team
我们团队

Jean KOHLER

Ar tistic Director

Max DINE

Technical Director

Thibaut DIETENBECK

Engineer

Philippe SAVINE AU

Fountain Engineer

Christine PERRIN

Direction Assistant

Alexandre PATERNA

Fountain Engineer

Fabrice HEITZ

Show Designer

Sophie CLEMENT

L andscape architect

Norber t FISCHER

R&D Engineer

Mathieu LEVAIN

CAO Designer

Cédric BIGOT
Product Design 

Engineer

David KOBLER

Fountain Engineer

Olivier JACOB

Manager Assistant

Pavol SOOS

Fountain Engineer

Mathieu NORTH

Fountain Engineer

Olivier MAUSHART

Fountain Engineer

Claude HAECKER

Fountain Engineer

L aurent HALLER

Fountain Engineer

Sébastien GILLIG

Fountain Engineer

T hierr y SIPP

Fountain Engineer

Thomas SCHNEIDER

Fountain Engineer

Michael BADEROT

Fountain Engineer

俞朝阳
中国办事处首
席CEO兼总裁

Dominique FORMHALS

G e n e ra l  M a n a g e r



Competitive Edge
竞争优势

专业：法国国际水秀公司是世界一流的音乐喷泉及特效产品设计、生产、安装、调试、服务 
         一条龙的专业公司。
标准：从设计生产到安装调试每一步都精益求精，全部产品部件均达到 CE 及UL 的国际质量  
         和安全标准。
专利：音乐喷泉的控制系统、数码喷头、水幕、数码水帘、高压水炮等许多产品设备为独创 
         性专利，均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
价位：性价比最优；在同等技术水平和设备质量标准的情况下，具有绝对优势的竞争力。
可靠：系统连续长时间运行无故障；维护、维修成本极低；节电环保，使用成本低。

  【设计标准寿命25年；大多数项目设备连续运行5年无故障；用电量同比为国内同类设 
        备的一半左右】。
创新：每一项水秀工程作品都量身订制、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创新。



广州·长隆欢乐世界



Busines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我们合作及新拓展业务

自从我们开始运作，法国水秀公司与任何需要其提供服务的客户进行合作。法国水
秀公司与各国家政府、公司及媒体组织进行合作，设计筹划各大官方表演（俄罗斯，澳
大利亚，乔治亚州，卡塔尔，新加坡，圣彼得堡，斯特拉斯堡，摩纳哥……）；法国水
秀公司与各大组织协会进行合作，创作水秀表演及水秀特效（上海世博会，塞维利亚世
博会，青年奥林匹克奥运会，亚洲运动会，法国足球锦标赛……）；法国水秀公司为各
大舞台设计公司及导演公司提供服务（Franco Dragon, ECA2……）；法国水秀公司为大
型游乐园提供创造性的水秀设计方案，创造全新的水秀特效（迪斯尼乐园，Puy du Fou, 
Futuroscope, Europa Park, Seaworld……）。

最著名的客户案例参考，是我们最好的名片，也是成功和质量的不容置疑的保证！
从美国到日本，从非洲到欧洲，从加拿大到中东，不计其数的观众对我们的表演赞叹不
已。阵阵掌声，声声喝彩是对我们的肯定和鼓励。在我们这里项目和庆典不分大小，如
果你需要，我们全身心投入。让您分享无与伦比的表演，发出叹为观止的感动，让这精
彩绝伦的表演靓丽人生。。。 



International Achievements
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的光荣榜

• 美国加州迪斯尼乐园科幻世界秀音乐喷泉（1995年）
• 法国巴黎丽都夜总会水秀（1995年）
• 德国Holiday Park主题公园音乐喷泉（1995年）
• 加拿大蒙特利尔La Ronde广场音乐喷泉（1996年）
• 加拿大Ville de La Baie音乐喷泉（1998年）
• 巴西Terra Encantada音乐喷泉（1997年）
• 日本Totori音乐喷泉（1997年）
• 中东迪拜购物节水秀表演1997年至今（每年举办)
• 土耳其共和国50周年庆典水秀表演伊斯坦布尔（1998年）
• 英国伦敦皇家巡回会演水秀表演（1998年）
• 中东阿曼音乐节水秀表演（1999年）

• 德国Europa主题公园音乐喷泉（2000年）
• 法国斯特拉斯堡梦幻水秀之夜（2000年）
• 德国汉诺瓦2001年世界博览会水秀表演（2001年）
• 法国尚提利水火激情之夜（2001年）
• 法国巴黎雷诺纪念活动水秀表演（2001年）
• 德国Furdenheim艺术节水秀表演（2001年）
• 印度尼西亚耶加达音乐喷泉（2001年）
• 意大利佛伦拿Gardaland主题公园音乐喷泉(2001年）
• 卢森堡国庆会演水秀表演（2001年）
• 摩纳哥蒙特卡罗赌城音乐喷泉（2001年）
• 印度Taj Mahal大酒店100年店庆水秀表演(2001年）

• 日本Yamaguchi音乐喷泉（2001年）
• 墨西哥帕布拉Son et Lumière音乐喷泉(2001年）
• 摩纳哥拉巴特梦幻水秀（2002年）
• 德国Colosseo大酒店音乐喷泉（2003年）
• 卡塔尔多哈文化节水秀表演（2003年）
• 西班牙毕尔包古根海姆博物馆音乐喷泉（2003年）
• 俄罗斯圣彼得堡300周年纪念日水秀表演(2003年）
• 新加坡圣陶沙音乐喷泉（2004年）
•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音乐喷泉（2005年）
• 南非约翰内斯堡Sun Dome音乐喷泉（2005年）
• 瑞士日内瓦汽车展览会水秀表演（2005年）

• 瑞士日内瓦Fêtes du Lac会演水秀表演（2005年）
• 意大利威尼斯音乐喷泉（2005年）
• 瑞士Schweizerhof大酒店音乐喷泉（2006年）
• 荷兰Kane大型演唱会水秀表演（2006年）
• 西班牙Port Aventura公园音乐喷泉（2006年）
• 英国保护森林大型演出活动（2006年）
• 吉卜赛文化艺术展的全球巡回会演水秀表演(2006年）
• 美国佛罗里达州Hard Rock大酒店音乐喷泉(2006年）
• 法国里维埃拉音乐喷泉（2007年）
• 法国土鲁斯A380空中客车发布会水秀表演(2007年）
• 莫斯科红场俄罗斯国庆日庆典水秀表演(2007年）

• 法国Saint Amand水节音乐喷泉（2008年）
• 法国Ville梦幻水秀（2008年）
• 法国巴黎Sacré Coeur水幕激光电影（2009年）
• 法国Furdenheim水火秀（2009年）
•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水秀表演（2001年）
• 中国宁波天一广场音乐喷（2002年）
• 中国南京购物广场音乐喷泉（2003年）
• 中国宁波鄞州中心文化广场音乐喷泉（2004年） 
• 中国北京朝阳公园水秀表演（2004年）
• 中国宁波老外滩水火表演（2005年）
• 德国沃尔夫斯堡大众汽车城总部（2007年）

• 南非约翰内斯堡银星赌城水秀表演（2008年）
• 中国宁波和义大道购物广场（2009年）
• 中国上海世博会开幕式、闭幕式（2010年）
• 新加坡青奥会开幕式（2010年）
• 韩国釜山商业中心（2010年）
• 澳门新濠天地-水舞间舞台水秀（2010年）
• 美国拉斯维加斯凯撒皇宫的罗马圆形大剧场的大

型舞台秀（著名歌手席琳.迪翁）（2011年）
• 巴黎迪斯尼乐园20周年纪念（2011年）
• 中国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水秀表演（2012年）
• 南非伊丽莎白港水秀表演（2012年）
• 德国大众水火秀（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