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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际水秀公司 （Aquatique Show International）

 法国水秀公司于1979年，由多米尼克（Dominique Formhals）先生创
立，总部位于莱茵河畔的文化艺术名城斯特拉斯堡，面向全球专业从事高
端水秀项目承建和水秀舞台租赁。公司拥有强大的设计、技术团队和设备
先进的生产基地，为客户提供方案策划设计、设备生产、安装、调试及音
乐节目编程、编导的全程服务。

 公司的工程产品有音乐舞蹈喷泉、水秀表演喷泉、水剧院、数码水幕
激光电影、水秀特效、艺术喷火和特效烟火。

 法式浪漫文化的深厚积淀和欧式精工工艺的极致追求，确保我们产品
和服务的艺术性、技术性和创造性始终为全球水秀业界的最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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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业务范围为： 承接各类音乐舞蹈喷泉、水秀表演喷
泉、水剧院、数码水幕激光电影、水秀特效、艺术喷火和特效
烟火等工程项目，同时提供喷泉艺术创意设计、主题乐园创意
设计、音乐喷泉艺术编程及水秀设备租赁等服务。 
 

 我们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众多合作伙伴的显赫赞
誉：上海世博会、澳门水舞间、新加坡青奥会、德国大众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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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庆典组织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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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精艺把控着从项目构思
设计到工程具体实现的全过程。 
 

 对于每一个工程项目，无论规模大小，法国水秀都会为您
提供精心的设计和 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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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舞蹈喷泉系列
—— 水舞光动  奇异壮观

 法国水秀采用高度精密的设备和先进的控制软件创造了独一无
二的梦幻水舞芭蕾，水与光伴随音乐节拍欢悦起舞，让本来为听觉
专属的交响乐同时也演绎为丰美艳丽的视觉大餐，奇幻的喷泉表演
给观众不断带来惊叹和欣喜。看过法国水秀公司的水秀表演，您会
领略什么才是顶级的水上梦幻喷泉表演……

1984 年：法国福山Puy du Fou 首个永久性的音乐舞蹈喷泉； 
2004 年：德国的欧罗巴公园的大型圆形音乐喷泉； 
2007 年：德国大众公司的综合性大型音乐喷泉； 
2007 年：南非 Silverstar赌场大型音乐舞蹈喷泉； 
2011 年：法国巴黎迪士尼乐园的大型主题音乐喷泉； 
2012 年：南非伊丽莎白港的音乐舞蹈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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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秀表演喷泉系列 
—— 水秀表演  群艺荟萃

 法国水秀作为行业标杆之一，为客户提供非比寻常的演出效
果，保证每一个大型水秀表演的设计既有独创性又富有艺术性。水
幕电影、数码喷头、艺术喷火等多种表演元素通过艺术编排和融
合，其独特的艺术效果超越传统表演形式、超越您的想象。

1988年：澳大利亚200周年庆典大型浮动水秀表演，总长度180米； 
1991年：法国普瓦捷游乐园首个大型户外水秀表演，总长度200米； 
2004年：新加坡圣淘沙公园的海滨大型水秀表演，总长度120米；
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闭幕式的大型江面水秀表演，总长度250米； 
2010年：新加坡青奥会开幕式上的水秀表演，总长度100米； 
2011年：法国斯特拉斯堡的大型梦幻水秀表演，总长度230米； 
2012年：法国圣阿芒莱索的大型水秀表演，总长度2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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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秀剧院系列 
—— 舞台剧情  水秀演绎

 水表演舞台作为新的舞台舞美元素，在许多著名的室内外演艺
舞台上得以应用，伴随剧情，魔幻般出现和消失，婉如曼妙的舞女
踏浪逐风、凌波逸动，让观众惊叹不已……
 作为业界首席水秀水艺专家，法国水秀不断续写和诠释着水的
神奇。

1995年：法国巴黎丽都夜总的第一个专业室内水秀表演舞台； 
2000年：德国Europa公园的第一个旱喷式水秀表演舞台； 
2005年：美国佛罗里达Hard Rock赌场新型浮动多媒体水秀舞台； 
2010年：与 Franco Dragone 合作的澳门水舞间剧院； 
2011年：美国拉斯维加斯凯撒皇宫罗马圆形大剧场水秀舞台； 
2012年：比利时奥堡的大型露天水上水秀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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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水幕激光电影系列 
—— 迷幻世界  宛若仙境

 由法国水秀首创的数码水幕技术，包括水幕（water screen）、
水 帘（water curtain）、数码水帘（Aqua Gra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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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幕与其他表演元素融为一体，当人物出入画面
时，好像腾空而起又如自天而降，产生一种梦幻飘渺的感觉，令人
神往……
 水幕：这种半透明的水幕由水幕发生器产生，该设备可置于水下驳船、滨水

岸堤、海面、天然的水池，或由我们提供的水池中。在夜幕中，水幕可随剧情需

要如魔术般出现和消失。适用于露天表演。

 水帘（Aquavision®）：法国水秀公司独创专利技术，水帘为图片、影

像、视频或激光等提供了一个可获得高清晰画质的理想投射面。水帘的最大特

点在于它适用于任何场合并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水帘有多种尺寸可供

选择以满足室内或室外使用的不同需要。 

 

 数码水帘（Aqua Graphic®）：是由法国水秀研发的一项创新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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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水帘的虚实和动态变化，编辑显现任何图文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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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码水帘有 180°和360°两种，尺寸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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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秀特效系列 
—— 水秀特效  创意无限

 水是天然绝妙的嬉戏之物，通过我们的创意，让它具备与人沟
通的灵性。水秀迷宫、互动喷泉、水花园、水舞台，这些水秀特效
让观众尽享参与的乐趣，孩子们喜爱它，成人们更对它情有独钟。

2000 年：法国巴黎千年庆典的水秀特效表演； 
2001 年：雷诺汽车公司车展的水秀特效表演舞台； 
2005 年：瑞士日内瓦汽车展览会的特效水秀表演；   
2007 年：法国图卢兹A380 空中客车发布会的特效水秀舞台； 
2009 年：意大利马术奇艺坊的马术表演的特效水秀； 
2012 年：德国大众公司汽车展的特效水秀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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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秀系列 
—— 震撼喷火  激情燃烧

 法国水秀在世界各地创造了许多梦幻神奇的水秀表演，给客户
们留下很深的影响。为丰富水秀的表演内容，增添表演特效效果，
法国水秀采用世界领先的时间编码控制技术，将绚丽多彩的火焰、
烟花与激扬雄壮的音乐、灵动轻曼的水融合起来，一起演绎出美妙
绝伦的特效舞美效果，为您打造出一场场前所未有的震撼场面。

 在 各 类 大 型 活 动 的 开 闭 幕 式 上 、 主 题 公 园 里 、 各 种 音 乐
节……我们可以根据您的要求设计形式丰富的喷火和烟花造型，
独特的创意，呈现给您独特的视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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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泉艺术创意设计、主题乐园创意设计和音乐喷泉艺术编程服务

 公司拥有一流的创意和设计团队,并与 Franco Dragone 、 Luc 

Petit Creation 等世界一流创意设计公司和团队有着长期合作关系,将

独具天赋的艺术概念融入水秀舞台表演，创造撼人心腑的艺术水画

面。公司以一流的音乐喷泉编导技术将音乐与水美同步，抑扬顿挫，

水舞灵动，打造出世界技术领先、创意独特的水秀表演。

 公司已完工的大型水秀工程和水秀表演项目遍布全球：在美国加

州迪士尼乐园科幻世界秀、美国拉斯维加斯-凯撒皇宫的罗马圆形大

剧场、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广场、法国巴黎迪士尼乐园 20 周年纪念活

动、中东迪拜购物节（每年）、俄罗斯圣彼得堡 300 周年纪念活动、

摩纳哥蒙特卡罗赌城、上海国际艺术节、德国沃尔斯堡的大众汽车

城（全世界最大的多媒体水秀舞台）、南非约翰内斯堡Silverstar赌

场、美国佛罗里达 Hard Rock赌场、澳门水舞间剧院、2010 年上海

世博会开闭幕式、2010 年新加坡青奥会开幕式等。

——水秀的超前水艺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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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秀表演设备租赁服务

——水美舞美  精彩纷呈

 水秀表演设备租赁有即时性的音乐喷泉、水秀剧院、水秀表

演舞台等。舞台元素可包括喷泉、水幕电影、激光水幕、数码水

帘、喷火、烟火等。

 法国国际水秀可以为客户提供从设计到呈现效果的服务，我

们将舞美、灯光等元素充分融入精心创意的水秀装置，满足客户

提出的舞台搭建需求。

 专业的创意设计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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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秀表演内容设计。

 专业的技术服务团队，能在客户要求的时间内完成舞台的搭

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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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提供世界一流的音乐喷泉及特效产品的设计、生产、安装、  

     调试、编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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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 及 CE 等国际质量和安全标准。 

专利：  拥有音乐喷泉的控制系统、数码喷头、水幕、数码水帘、高  

     压水炮等众多产品的独创性专利，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  

可靠：  系统连续长时间运行无故障；运营、维护、成本低，节电环  

     保。 

【设备标准使用年限 25年；设备能耗为国内同类设备的一半左右】。

创新：  量身订制每一项水秀工程作品、 独一无二的艺术创新。 

标杆：  用户是检验工程作品良莠的唯一标准，我们的精彩表演赢得  

     了世界数千万观众喝彩。

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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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合作及新拓展业务：

 法国水秀公司与各国政府机构进行合作，策划设计各国的官方演出：
法国、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卡塔尔、新加坡、南非、摩纳哥……

 法国水秀公司与各类大型活动组织协会进行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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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水秀公司为各类演艺公司、创意策划公司提供服务： 
Franco Dragone、 Luc Petit Cre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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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Puy du Fou、Futuroscope、Europa 
Park、Seaworld……

 最著名的客户参考，是我们最好的名片，也是成功和质量的不容置疑
的保证。在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观众曾对我们的水秀表演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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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世博会庆典广场前的黄埔江面上，打
造了一个覆盖水域 250 多米长、 40 多米宽、最
高喷高为 80 米的超大型梦幻水秀音乐喷泉，气
吞山河、宏伟壮观 ，为上海世博会的开幕式添
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年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实例
•  上海世博会开幕式梦幻水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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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世博会闭幕式的梦幻水秀音乐喷泉，融
合世界人民追逐梦想和和谐发展的世博理念，展
现出波澜壮阔、精美绝伦的世博盛景。音乐喷泉
在“魅力上海新十景”评选中拔得头筹，成为了
上海一张靓丽的名片。

近年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实例
•  上海世博会闭幕式梦幻水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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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全世界更了解大众公司，德国大众在
总部沃尔夫斯堡打造了一个靓丽恢弘的水秀表演
喷泉。洁白、轻曼的喷泉似琴键般随着音乐跌宕
起伏，欢快起舞；犹如巨龙腾空、扶摇直上，呈
现出公司运势节节高升、蒸蒸日上……水与音乐
的互动，水与火的交融、光与影的互映，令全球
车迷和游客心驰神往。

近年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实例
•  德国大众总部的水秀表演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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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舞间” 由世界享负盛名的灵感创作大师 
Franco Dragone 特别为新濠天地全新创制，打
造出“水舞间”这个空前巨作。新濠天地特别兴
建备有顶尖科技器材的剧院，包括水秀的设备和
控制系统。水舞间揉合了前所未有的高难度特技
表演，随着舞者的翩翩起舞时，配上绚丽夺目的
服装及匠心独韵的空间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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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实例
•  澳门新濠天地-水舞间的水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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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兰时装周作为国际四大著名时装周之一，
聚集了时尚界顶尖人物，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专业
媒体和风尚潮流，为了能使时装周有一个更加瞩
目的效果，我公司用 360 度数码水帘打造了一个
独一无二的新颖舞台，齐齐垂下的水帘成为一个
集聚各种最时尚、最新潮元素的大屏幕，在各色
灯光下焕发出童话般的色彩，引领观众走进一个
新潮、梦幻的世界。这些创意独特、变幻多端的
360 度数码水帘所带来的世界性传播效力远非其
他商业模型可以比拟的。

近年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实例
•  米兰时装周特效水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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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秀表演舞台的总长度为 120 米，水幕电
影、数码喷泉、火焰与烟花为主要表演元素。每
当夜幕降临时，水秀舞台的水花伴随着音乐曼妙
起舞，灵动俏皮的姿态，给人以生命的活力和激
情，镭射声光投射在水柱形成的银幕上，娓娓讲
述着善良、勇敢的男孩（Lee)如何解救魔咒下的
美丽少女。他是怎样用歌声唤醒了海精灵，用歌
声击退了魔鬼，最终用歌声再度迎来了美丽的少
女……音乐喷泉成为圣淘沙最美、最迷人的夜
景。

近年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实例
•  新加坡圣淘沙大型水秀表演舞台  



 约翰内斯堡是黄金之城、钻石之都，也是非
洲的拉斯维加斯。银星赌城是南非约翰内斯堡非
常著名的 CASINO 之一。法国水秀根据其风格设
计了一场恢宏大气的水秀，水柱层层递进，组合
成了多种变化的水型，时而如音符欢快跳动，时
而如高耸的玉柱屹立水中，伴随着洋洋洒洒的水
沫缓缓落下，诠释着“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
河落九天”的壮丽画面。

近年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实例
•  南非约翰内斯堡银星赌城水秀表演  



音乐舞蹈喷泉系列
- 水舞光动  奇异壮观

 在韩国釜山的千年塔世界商业中心，根据这
个摩天楼的外观特征，我公司设计了一个 360°
数码水帘和喷泉，长柱形的水帘在编程控制下有
规律的从屋顶飘落，与喷泉结合变换着不同的花
样，柔和的灯光让人产生了温馨感，让购物成为
一件心情愉悦的事情。这种独特的水帘在某种意
义上像一个灯光荟萃的舞台，象征着 21 世纪的
釜山走向未来和世界舞台的决心。

近年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实例
•  韩国釜山商业中心水秀表演  



音乐舞蹈喷泉系列
- 水舞光动  奇异壮观

 2010 年新加坡首届青年奥运会开幕式，在
美丽海湾扬帆起航，我公司充分融入狮城的文化
和奥运匹克精神，于海面的巨大浮动舞台上创制
一大型音乐喷泉，水与年轻、激扬的表演者共同
渲染出青春、快乐、团结的氛围。最扣人心弦的
点火仪式中，凤船迎水而扬，凤凰涅槃盘盘旋点
燃圣火，全新而生动诠释出奥林匹克理念，让拥
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奥林匹克运动翻开了崭新的一
页。

近年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实例
•  新加坡青年奥运会开幕式  



音乐舞蹈喷泉系列
- 水舞光动  奇异壮观

 美国拉斯维加斯凯撒皇宫罗马圆形大剧场
是一个既富含古罗马风情、又引领世界最新风潮
的大型娱乐舞台，我公司利用360 度数码水帘专
门给著名歌手席琳.迪翁的演唱会打造一个全世
界独一无二的舞台，变化万千的灵动水帘伴随着
席琳.迪翁的醉人歌声，演绎和诠释着一首首经
典，让观众享受全新的视听盛宴。

近年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实例
•  美国拉斯维加斯凯撒皇宫罗马圆形大剧场的大型舞台秀  



 云南昆明机场航站楼前的音乐舞蹈喷泉，巧
妙结合新机场的建筑外形，充分融入地域人文，
采用云南特色元素，以孔雀展翅为喷泉造型。用
水与音乐、灯光诠释着孔雀的圣洁，呈现出水与
各名民族之间神奇的灵性，渲染出彩云之南的灵
韵，欢愉地演绎出“和谐云南、腾飞云南”。

近年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实例
 
近年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实例
•  昆明新机场音乐舞蹈喷泉  



国际顶级技术                      专业音乐喷泉

创意水秀表演                      引领高瑞市场

核心团队--创意团队

Dominique FORMHALS Fabrice HEITZ Mathieu NORTH Cédric BIGOT Christine PERRIN



国际顶级技术                      专业音乐喷泉

创意水秀表演                      引领高瑞市场

核心团队--设计团队

Jean KOHLER Norbert FISCHER Sébastien GILLIG Mathieu LEVAIN Sophie CLEMENT 



国际顶级技术                      专业音乐喷泉

创意水秀表演                      引领高瑞市场

核心团队--技术团队

Max DINE Olivier JACOB Claude HAECKER Philippe SAVINEAU Thomas SCHNEIDER



国际顶级技术                      专业音乐喷泉

创意水秀表演                      引领高瑞市场

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的光荣榜

*“Fêtes de Nuit de Versailles” - Château de Versailles – France 1985
法国 凡尔塞宫广场音乐喷泉（1985年）

* Bicentenary of Australia - Canberra – Australia 1988
澳大利亚 建国两百周年庆典水秀表演 堪培拉（1988年）

* World Design Expo - Nagoya – Japan 1989
日本 名古屋世界设计博览会水秀表演（1989年）

* Centenary of the Eiffel Tower - Paris – France 1989
法国 巴黎艾非尔铁塔一百周年纪念水秀表演（1989年）

* Flower Festival of Osaka – Japan 1990
日本 花卉博览会水秀表演（1990年）

* Futuroscope - Poitiers – France 1991
法国 普瓦捷未来时代游乐园音乐喷泉（1991年）

* Sea World of Florida – USA 1992
美国 佛罗里达州 海上世界乐园音乐喷泉（1992年）

* Euro Disney Inauguration – France 1992
法国 欧洲迪士尼乐园音乐喷泉（1992年）

* Universal Exhibition - Seville – Spain 1992
西班牙 塞维利亚 1992年世界博览会音乐喷泉（1992年）

* Sea World of Ohio – USA 1993
美国 奥亥尤州 海上世界乐园音乐喷泉（1993年）

* Sea World of Texas – USA 1994
美国 得克萨斯州 海上世界乐园音乐喷泉（1994年）

*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Heads of State’s Summit Conference – France
法国 工业国首脑会议会场水秀表演（1994年）

* Encore Recreation - Taichung – Taiwan.1994
台湾 台中Encore Recreation音乐喷泉（1994年）

* Disneyland - California - The “Fantastic” Show – USA 1995 
美国 加州迪士尼乐园 Fantasmic科幻世界秀音乐喷泉（1995年）



国际顶级技术                      专业音乐喷泉

创意水秀表演                      引领高瑞市场

* Le Lido de Paris – France 1995
法国 巴黎丽都夜总会水秀（1995年）

* Holiday Park - Hassloch – Germany 1995
德国 Holiday Park 主题公园音乐喷泉 (1995年)

* Hard Rock Hotel/ Fort Lauderdale/ Florida – USA 1996
美国 佛罗里达州 Hard Rock大酒店音乐喷泉（1996年）

* La Ronde - Montréal – Canada 1996
加拿大 蒙特利尔 La Ronde广场音乐喷泉（1996年）

* Dubai Shopping Festival - Dubai – UAE 1997
中东迪拜购物节水秀表演1997年至今 (每年举办)

* Terra Encantada – Brazil 1997
巴西Terra Encantada音乐喷泉（1997年）

* Totori – Japan 1997
日本 Totori音乐喷泉（1997年）

* Ville de La Baie – Canada 1998
加拿大Ville de La Baie 音乐喷泉（1998年）

* Royal Tournament - London – UK 1998
英国 伦敦皇家巡回会演水秀表演（1998年）

* 50th National Day/ Istanbul – Turkey 1998
土耳其共和国50周年庆典水秀表演  伊斯坦布尔（1998年）

* Muscat Festival – Oman 1999
中东 阿曼 音乐节水秀表演 （1999年）

* Nuits de Strass - Strasbourg – France 2000
法国 斯特拉斯堡梦幻水秀之夜（2000年）

* Europa Park – Germany 2000
德国Europa主题公园音乐喷泉（2000年）

* Nuits du Feu - Chantilly – France 2001
法国 尚提利 水火激情之夜（2001年）

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的光荣榜



国际顶级技术                      专业音乐喷泉

创意水秀表演                      引领高瑞市场

* Renault Convention paris – France 2001
法国 巴黎雷诺纪念活动水秀表演（2001年）

* Universal Exhibition - Hanover – Germany 2001 
德国 汉诺瓦 2001年世界博览会水秀表演

* Furdenheim art festival – France 2001
法国Furdenheim艺术节水秀表演（2001年）

* Gardaland - Verona – Italy  2001
意大利 佛伦拿Gardaland主题公园音乐喷泉（2001年）

* Luxembourg - National Day 2001
卢森堡国庆会演水秀表演（2001年）

* Casino de Monte-Carlo – Monaco 2001
摩纳哥 蒙特卡罗赌城音乐喷泉（2001年）

* Son et Lumiere in Puebla – Mexico 2001
墨西哥 帕布拉Son et Lumiere 音乐喷泉（2001年）

* Yamaguchi – Japan 2001
日本 Yamaguchi 音乐喷泉（2001年）

* Jakarta – Indonesia 2001
印度尼西亚 耶加达音乐喷泉（2001年）

* Taj Mahal Hotel 100th Anniversary – India 2001
印度 Taj Mahal大酒店100年店庆水秀表演（2001年）

* Shanghai Arts Festival – China 2001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水秀表演 （2001年）

* Sound and Light Show - Rabat – Morocco 2002
摩洛哥 拉巴特梦幻水秀（2002年）

* Ningbo TianYi Square – China 2002
中国 宁波天一广场音乐喷泉（2002年）

* Colosseo Hotel - Rust – Germany 2003
德国 Colosseo 大酒店音乐喷泉（2003年）

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的光荣榜



国际顶级技术                      专业音乐喷泉

创意水秀表演                      引领高瑞市场

* Guggenheim Museum - Bilbao – Spain 2003
西班牙 毕尔包 古根海姆博物馆音乐喷泉（2003年）

* Festival of Culture - Doha – Qatar 2003
卡塔尔 多哈文化节水秀表演（2003年）

* The 300th anniversary of St Petersburg – Russia 2003
俄罗斯 圣彼得堡300周年纪念日水秀表演（2003年）

* NanJing Shopping Center Square – China 2003 
中国 南京购物广场音乐喷泉（2003年）

* Sentosa Park – Singapore 2004
新加坡 圣陶沙音乐喷泉（2004年）

* BeiJing ChaoYang Park – China 2004
中国 北京朝阳公园水秀表演（2004年）

* Ningbo YinZhou Center Region Square – China 2004
中国 宁波鄞州中心文化广场音乐喷泉（2004年）

* Venice – Italy  2005
意大利 威尼斯音乐喷泉（2005年）

* Fêtes du Lac – Geneva Switzerland 2005
瑞士 日内瓦Fetes du Lac会演水秀表演（2005年）

* General Motors – Geneva Switzerland 2005
瑞士 日内瓦汽车展览会水秀表演（2005年）

* Global Village - Dubai – UAE 2005
中东 杜拜地球村音乐喷泉（2005年）

* Sun Dome - Johannesburg – South Africa 2005
南非 约翰内斯堡Sun Dome音乐喷泉（2005年）

* Addis Abeba – Ethiopia 2005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音乐喷泉（2005年）

* Ningbo The Bond Water and Fire Show – China 2005
中国 宁波老外滩水火表演（2005年）

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的光荣榜



国际顶级技术                      专业音乐喷泉

创意水秀表演                      引领高瑞市场

* World Tour/ Zingaro Bartabas 2006
吉卜赛文化艺术展的全球巡回会演水秀表演（2006年）

* Goodwood – Great Britain 2006
英国 保护森林大型演出活动（2006年）

* Port Aventura park – Spain 2006                                
西班牙 Port Aventura公园音乐喷泉（2006年）

* Kane Show – Netherlands 2006
荷兰 Kane大型演唱会水秀表演（2006年）

* Schweizerhof Hotel – Switzerland 2006
瑞士 Schweizerhof大酒店音乐喷泉（2006年）

* Airbus A380 Launch - Toulouse – France 2007
法国 图卢兹A380空中客车发布会水秀表演（2007年）

* Villa Ephruss de Rothschild Frech Riviera – France 2007
法国  里维埃拉音乐喷泉（2007年）

* National Day of Russia - Red Square – Moscow 2007
莫斯科 红场俄罗斯国庆日庆典水秀表演（2007年）

* German Volkswagen Headquarters 2007
德国 沃尔夫斯堡 大众汽车城总部（2007年）

* Festival of Water/ Saint Amand – France 2008
法国 Saint Amand水节音乐喷泉（2008年） 

* Sound and Light Show - Ville – France 2008
法国 Ville梦幻水秀（2008年） 

* Silverstar Johannesburg – South Africa 2008
南非 约翰内斯堡银星 赌城水秀表演（2008年）

* Sacré Coeur - Paris – France 2009
法国 巴黎Sacre Coeur水幕激光电影（2009年）
 
* Furdenheim – France 2009
法国Furdenheim水火秀（2009年）

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的光荣榜



国际顶级技术                      专业音乐喷泉

创意水秀表演                      引领高瑞市场

* Ningbo HeYi Avenue – China 2009
中国 宁波和义大道购物广场（2009年）

* International Florissimo Fair - Dijon – France 2010
法国 第戎国际花卉博览会（2010年）

* The World Expo Opening & Closing ceremony - Shanghai – China 2010
上海 世博会开幕、闭幕水秀表演喷泉（2010年）

* Singapore Youth Olympic Opening ceremony – Singapore 2010
新加坡 青奥会开幕式 音乐舞蹈喷泉（2010年）

* The Commercial Centre of Busan - Busan – Korea 2010
韩国 釜山商业中心（2010年）

* The House of Dancing Water - City of Dreams – Macao 2010
澳门 新濠天地----水舞间 水秀舞台（2010年）

* 15th anniversary of Amway (China) – China 2010
安利（中国）成立15周年 大型水秀庆典（2010年）

* Caesars Palace great water show - Las Vegas – USA 2011
美国 拉斯维加斯凯撒皇宫 大型水秀舞台（2011年）

* Eurodisney 20th anniversary - Paris – France 2011
法国 巴黎迪斯尼乐园20周年 (2011年)

* Volkswagen Headquarters Water show - Wolfsburg  – Germany 2011
德国 沃尔夫斯堡市 大众总部 大型水秀表演喷泉(2011年)

* Port Elizabeth dancing fountain show – South Africa 2012
南非 伊丽莎白港 音乐舞蹈喷泉 (2012年)

* International Car Expo – Moscow - Russia 2012
莫斯科国际汽车展览会水秀表演 （2012年）

* Volkswagen Headquarters Water show - Wolfsburg  – Germany 2012
德国 沃尔夫斯堡市 大众总部 大型水秀表演喷泉(2012年)

* Jeux d’eau et de lumière - Strasbourg – France 2012
法国 斯特拉斯堡  大型水秀表演喷泉 (2012年)

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的光荣榜



国际顶级技术                      专业音乐喷泉

创意水秀表演                      引领高瑞市场

* Changshui international Airport of Kunming – China 2012
昆明 长水国际新机场 音乐舞蹈喷泉 (2012年)

* Holcim company event - Belgium 2012
比利时奥堡的大型露天水上水秀舞台 （2012年）

* Universal’s Cinematic Spectacular at Universal Studio –  USA 2012
美国 奥兰多 环球影城水秀表演 （2012年）

* Jeux d’eau et de lumière–Strasbourg – France 2012
法国 斯特拉斯堡  大型水秀表演喷泉（2012年）

* Vivid Sydney – Australia 2013
澳大利亚活力悉尼灯光音乐节 (2013年)

* Volkswagen Headquarters Water show – Wolfsburg - Germany 2013
德国 沃尔夫斯堡市 大众总部 大型水秀表演喷泉 （2013年）

* Jeux d’eau et de lumière–Strasbourg – France 2013
法国 斯特拉斯堡  大型水秀表演喷泉（2013年）

* Goodwood Festival of Speed – Goodwood - UK 2013
英国 古德伍德 速度节水秀表演（2013年）

* Crans Montana Water Show – Montana - USA 2013
瑞士 克莱恩蒙塔纳 水展（2013年）

* Furdenheim 2013 – Furdenheim - France 2013
法国 Furdenheim（2013年）

* Magic of Water – Anvers – Belgium 2013
比利时  安特卫普  水魔法（2013年）

* Ruta de la Navidad : Christmas’ Shows - Bogota - Columbia 2013
哥伦比亚 波哥大 圣诞路圣诞节目 （2013年）

* YAS Water world - Abu Dhabi - UAE 201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布扎比  YAS水世界 （2013年）

* Army Day - Nizwa - Oman 2013
阿曼 尼兹瓦 陆军节 （2013年）

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的光荣榜



国际顶级技术                      专业音乐喷泉

创意水秀表演                      引领高瑞市场

* Vivid Sydney – Australia 2014
澳大利亚活力悉尼灯光音乐节 (2014年)

* Volkswagen Headquarters Water show – Wolfsburg - Germany 2014
德国 沃尔夫斯堡市 大众总部 大型水秀表演喷泉 （2014年）

* Volkswagen Headquarters Interactive Fountains – Wolfsburg - Germany 
2014
德国 沃尔夫斯堡市 大众总部 互动喷泉 （2014年）

* Jeux d’eau et de lumière–Strasbourg – France 2014
法国 斯特拉斯堡  大型水秀表演喷泉（2014年）

* Europa Park Christmas Water Show – Germany 2014
德国Europa主题公园圣诞节音乐喷泉（2014年）

* Jindrichuv Hradec - Czech Republic 2014
捷克共和国  赫拉德茨 （2014年）

* Furdenheim – France 2014
法国Furdenheim水火秀（2014年）

* Volkswagen Headquarters Water show – Wolfsburg - Germany 2015
德国 沃尔夫斯堡市 大众总部 大型水秀表演喷泉 （2015年）

* Furdenheim – France 2015
法国Furdenheim水火秀（2015年）

* Jeux d’eau et de lumière–Strasbourg – France 2015
法国 斯特拉斯堡  大型水秀表演喷泉（2015年）

* Crans Montana Water Show – Montana - USA 2015
瑞士 克莱恩蒙塔纳 水展（2015年）

* Dubai National Day - UAE 2015
阿联酋 迪拜第44个国庆日 （2015年）

* Castle of Lunéville – France 2015
法国 吕内维尔 城堡里的水之交响乐 （2015年）

* Sochi Summer Show - Russia 2015
俄罗斯 索契夏季展 （2015年）

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喷泉工程及庆典活动表演的光荣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