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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包装创新
&

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广电包装创意设计，并将最新技术引入广电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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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于随时随地为您提供超乎想象的服务

Girraphic正迅速成长为国际上知名广电包装，
集成化解决方案及虚拟设计执行的提供者。2016
年，我们实现了纵横世界五大洲，覆盖几十个国
家，顺利完成超过几百个大型项目。在过去四年
里，我们建立起了自己卓越的团队，拥有最顶尖
的VizRT专家，为客户提供着市场上最高标准的
服务。

Girraphic坚信创意的力量加上技术的革新能够
帮助我们彻底改变生活。我们在过去30年中专
注于VizRT产品和工作流程的应用，拥有丰富的
行业经验。不论是在概念，制作还是最终的交付
上，我们都将包装设计解决方案推向更高水平 。 
 
不论您从事哪一个领域，体育直播，新闻媒体，社
交网络，或是室外/室内演播厅制作，我们都有信

心为您随时随地提供超乎想象的服务。我们致力
于提高客户的直播体验，并且同制作团队，供应
商及研发团队保持紧密合作共同探索 。 这有助于
我们帮助您在瞬息万变的广电领域始终处于优势
地位。

我 们 的 整 个 产 业 依 赖 于 沟 通 。而 且 越 来 越 多
最 成 功 的 广 电 项 目 依 赖 于 各 种 形 式 的 视 觉 交
流。Girraphic能够帮助您实现以视觉的形式传递
最精准的信息，超出您的预期。成功的包装设计
源于创意团队和客户的有效的配合。在您的参与
下，我们将为您提供更有创意的解决方式应对您
在项目中面临的任何挑战。

在Girraphic，我们了解广电行业的前世今生。我们
与国际上最顶尖的硬件软件供应商合作，以保证我
们交付成果的高标准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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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黄寺大街5号院26号楼

悉尼总部

北京办公室

502室, 霍特街50号, 新南威尔士, 2010, 澳大利亚 428 百老汇大街 纽约 10013 

维他库拉街5250号，圣地亚哥，智利

纽约

圣地亚哥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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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HAN MARSH
联合创始人| 创意总监

澳大利亚 

CRAIG HAMEL
联合创始人| 运营总监

澳大利亚 

GABRIEL MAHER
Cinema 4D 设计师

澳大利亚 

KORY JONES
创意顾问

美国

BONNIE STONE
市场顾问

美国

GRANT WERLE
美国项目总经理

美国

STEPHEN MARE
澳大利亚项目总经理

南美

VIOLA LYU
中国项目总经理

中国

GUSTAVO IDE
智利项目总经理

智利

AARON THOMAS
高级维兹设计师

澳大利亚 

TOM EVANS
高级工程师

英国

STEPHAN REHFELD
高级工程师

德国

GRACIELA OLIVARES
艺术总监

委内瑞拉

HARRISON WIETING
维兹设计师及技术专家

美国

CARLOS NORERO
高级维兹设计师

智利

KRISTIAN SHEPHERD
高级技术专家

澳大利亚 

AINSLIE DANIELS
运营经理

澳大利亚 

CARLA TEJADA
平面设计师

智利

SARAH BESSIS
平面设计师

澳大利亚 

JOSHUA CAMILLERI
平面设计师

澳大利亚 

KANIN PHEMAYOTIN
 3D 创意开发

泰国

MAX WARLOND
Unreal 高级技术人员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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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新闻LOGO设计
LIAONING NEWS LOGO

6辽宁新闻包装设计方案



我们经历了几天的LOGO图标设计，试图创造一些有辨识度的标

志，以便为您的新闻节目塑造出自己的品牌。我们想与您的团队

分享这个开发过程。

We went through a few days of logo icon designs to try 
to create some identifying marks that would allow us to 
brand a visual identity for your news. We wanted to share 
the process of that development with your team. 

LOGO设计过程 DESIG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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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辽宁新闻的LOGO进行的大胆的重新定义，旨在场造出一

个符合中文汉字特点的标志，同时让整个LOGO更加动感。我们

以字母L的变体为主干，融入了卫星发射和传输的元素。以此提

升辽宁新闻的辨识度。

We took the liberty to redesign the logo mark of the 
news program. We wanted to create an icon that could 
accompany the chinese typography so that the logo 
was more dynamic. We envisioned this logo mark as 
incorporating the feeling of a satellite transmission 
emanating and pulsing from a ‘L’. Our aim was for this to 
symbolise a  Liaoning News Television Broadcast. 

LOGO设计过程 DESIG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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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for the colour was to provide a flexibility 
throughout the online graphics and offline opener as well 
as the set screens. Providing a colour palette with blue 
and white as the primary colours and grey and orange as 
secondary colours our aim was to allow your producers 
to custom tailor individual segments of the news with a 
unique feeling. Every element in the graphics package will 
have the ability to be recoloured in VizRT Trio and saved 
out as a template for playback. This provides the ultimate 
flexibility in your broadcast. 

颜色的概念是提供在整个在线包装，离线开场以及屏幕包装的灵
活性。提供一个以蓝色和白色为主要颜色的调色板，以灰色和橙
色为次要颜色，我们的目标是让制片人能够灵活使用定制化的新
闻元素，每一种组合都被赋以独特的感觉。图形包中的每个元素
都可以在VizRT Trio中被重绘，并保存出来作为播放的模板。这将
为您的广播提供最终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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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 FONT

The kerning should never be too wide or too 
narrow. Too wide, the blocks of text will be harder 
to read—eye movements tend to be jittery when 
forced to continuously follow a horizontal path. 
Very narrow lines of text, on the other hand, 
allow for more pauses in thought, making it 
easier to lose track of context and meaning.

The kerning should never be too wide or too 
narrow. Too wide, the blocks of text will be 
harder to read—eye movements tend to be 
jittery when forced to continuously follow a 
horizontal path. Very narrow lines of text, on the 
other hand, allow for more pauses in thought, 
making it easier to lose track of context and 
meaning.

The kerning should never be too wide or too 
narrow. Too wide, the blocks of text will be 
harder to read—eye movements tend to be 
jittery when forced to continuously follow 
a horizontal path. Very narrow lines of text, 
on the other hand, allow for more pauses 
in thought, making it easier to lose track of 
context and meaning.

字距不要太窄或太宽。太宽的话会引起阅
读困难，阅读太长的横向文字人眼会感到
不适。另一方面，太窄的话会造成思考上的
停顿，从而忘记上下文的含义。  

字距不要太窄或太宽。太宽的话会引起阅
读困难，阅读太长的横向文字人眼会感到
不适。另一方面，太窄的话会造成思考上的
停顿，从而忘记上下文的含义。  

字距不要太窄或太宽。太宽的话会引起阅
读困难，阅读太长的横向文字人眼会感到
不适。另一方面，太窄的话会造成思考上的
停顿，从而忘记上下文的含义。  

NOTO SANS

1234567890 1234567890 1234567890
标准 REGULAR 中等字号 MEDIUM 加粗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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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大屏
VIDEO WALL BACKGR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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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背景
ONLINE BACKGR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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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视频概念设计
OPENER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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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包装概念设计
SCREEN GRAP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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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环卫工 冬季工作量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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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环卫工 冬季工作量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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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环卫工 冬季工作量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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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环卫工 冬季工作量激增
 辽宁经济体取得了三年以来最大增涨幅 辽宁北部预计在未来三天迎来入冬以来最低温度。 金融新闻 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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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圆圆 李进视线

辽宁以制造强省建设引领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省委省政府领导出席此次重要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辽宁北部预计在未来三天迎来入冬以来最低温度。 政治新闻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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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圆圆 李进视线

辽宁以制造强省建设引领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辽宁经济体取得了三年以来最大增涨幅 辽宁北部预计在未来三天迎来入冬以来最低温度。 金融新闻 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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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振兴新航城 辽宁国企改革在加速

北方环卫工 冬季工作量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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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振兴新航城 辽宁国企改革在加速

北方环卫工 冬季工作量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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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徐玲玲 主持人 徐玲玲 

北方环卫工 冬季工作量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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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环卫工 冬季工作量激增

人民大会堂辽宁电视台演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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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环卫工 冬季工作量激增

主持人 徐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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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环卫工 冬季工作量激增

辽宁沈阳市委召开2019年重点提案征集会议 

通讯地址：沈阳和平区青年大街

辽宁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邮编：11003

举报电话：024-2269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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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环卫工 冬季工作量激增

辽宁沈阳市委召开2019年重点提案征集会议 

通讯地址：沈阳和平区青年大街

辽宁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邮编：11003

举报电话：024-2269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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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环卫工 冬季工作量激增

辽宁沈阳市委召开2019年重点提案征集会议 

通讯地址：沈阳和平区青年大街

辽宁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邮编：11003

举报电话：024-2269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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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播 每天 18：30

导演 孙洋洋

导演 孙洋洋

导演 孙洋洋

导演 孙洋洋

导演 孙洋洋

导演 孙洋洋

导演 孙洋洋

导演 孙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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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孙洋洋
导演 孙洋洋

导演 孙洋洋
导演 孙洋洋

导演 孙洋洋
导演 孙洋洋

导演 孙洋洋
导演 孙洋洋

首播 每天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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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irraphic.com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