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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多元消费、体验经济时代下,沉浸式体验餐饮空间设计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满足了人们从商
品消费转向社交消费、设计消费、体验消费的内在需求。本文系统分析国内外沉浸式体验和沉浸式体
验餐饮空间设计的现状,总结沉浸式体验共性特征,分析典型沉浸式体验餐饮空间的实践应用,以期为沉
浸式体验餐饮空间的设计创新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 沉浸式体验；餐饮空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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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immersive experience dining space
Pinglan Lu
Jiangsu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versified consumption and experience economy, immersive experience catering space
design belongs to an emerging research field, which meets the internal needs of people from commodity
consumption to social consumption, design consumption and experience consump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mmersive experience and immersive experience catering space
design at home and abroad, summarize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immersive experience, and analyz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ypical immersive experience catering space,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design
innovation of immersive experience catering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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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测绘中的影像定位技术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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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在各个行业当中,影像技术都被广泛接受、使用,并且获得了高度评价。影像技术在行业当
中的运用促进了行业发展的高效化和便捷化,技术本身也被普遍认可。在地质工程当中,普遍使用的技术
就是影像定位技术,地质工程运用影像定位技术,提升了测绘效率和精度,避免了人为记录造成的误差,尤
其是部分岩层和矿产的岩性分析当中。运用影像定位技术,可以快速确定地质的基本属性,划分地质类型,
保证地质测绘工作的进展。本文重点分析了地质测绘中的影像定位技术的应用。
[关键词] 地质测绘；影像定位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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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alysis of Image Positioning Technology in Geologic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Guangming Zheng Shuai Wang Dengfei Liu
Henan Provincial Natural Resources Monitoring Institute
Hen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Ge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bstract] At present, imaging technology is widely accepted, used and highly evaluated in various industries.
The application of imaging technology in the industry has promoted the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technology itself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In geological engineering, the commonly
used technology is the image positioning technology, which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avoids the error caused by human records, especially in the lithologic analysis of some strata
and minerals. The application of image positioning technology can quickly determine the basic attributes of
geology, divide geological types, and ensure the progress of geologic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image positioning technology in geologic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Key words] geological mapping; Image position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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