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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科技 (Createch) 的兴起，源自卓越
创意、科技、市场机遇和创新的碰撞，这与
英国具有全球吸引力的创意和创造力是
分不开的。

卓越创意

市场机遇

成熟的科技行业

创新

您是否已准备好
迎接创意科技？

Tim Davie - 英国创意产业协会 (CIC) 国际小组主席兼 BBC Studios 首席执行官

创意与科技的交互正在塑造新的行业 ，也在颠 《创意科技资源手册》描述了早期涉及创意
覆着现有的行业。
把握眼前的机遇，正当其时。 科技的英国企业在这一领域的宽广格局和
非凡抱负。
他们深入挖掘多种现象，例如区
英国的创意行业和数字行业规模庞大，而且 块链、物联网、
人工智能，以及增强现实和虚
仍在不断增长，在英国 2017 年的经济增加
拟现实等沉浸式技术。
这些科技发展具有嵌
值总额中分别占 1015 亿英镑和 1305 亿英 入整个经济的潜能。
2019 年 6 月 11 日在伦敦
镑。
这两个行业不仅在英国直接创造了 350 举行的第三届创意科技大会 (Createch
万个就业岗位，还促进了英国的全球影响力 Conference)覆盖面广泛，充分展示了这种
和商业贸易，包括英国在净出口额方面的地 潜能。
这本资源手册和创意科技大会，均由
位，以及原创性和卓越性方面的声誉。
英国创意圈和科技圈经过长期探讨而促成，
提供了简要的指导。
创意科技 (Createch) 的兴起，源自卓越创意、
科技、
市场机遇和创新的碰撞，这与英国具有 英国创意产业协会 (CIC)作为产业与政府合
全球吸引力的创意和创造力是分不开的。
作而形成的组织，对探讨和持续关注国际协
作机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金融投资者在 2017 年向英国科技初创企业
投入了 29 亿英镑，比德国投资高四倍。
这个
如果您的企业目前正寻求创意科技的机会，
破纪录的数字体现了他们的高度信心。
我们相信，英国将是您把这些机会推向市
场，继而推向世界的明智之选。

什么是创意科技？

在 2014 年英国创意产业的经济
增加值总额中，43.5% 来自创意
科技从业者们。
在2016 年，英国
创意产业的价值达 400 亿英镑。
创意科技是一个总称，指的是围绕创意和科
技的交互开展各种活动，从而创造出新的增
值产品、
服务和体验。

在创意科技中，对于最终效果的达成，设计、
叙事、
视听、
表演和工艺制作等创意元素与技
术要素一样至关重要。
创意科技将富有创意的方式、
引人入胜的内
容与现代计算的强大功能和数据能力相结
合，力求将数字技术人性化并达成出色的成
果。

从早期的例子来看，创意科技应用于沉浸式
技术，例如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人工智能、
物联网、
程序化营销和机器人。
现在，我们还
能从人们的生产方式、
物品制造者、
设计者和
进入市场的方式看到新的业务流程和供应
链。
这些都有助于推动创意行业和数字行业
的增长。
现有的技能基础十分强大，足以促使
创意科技的潜能变成现实。

根据对英国官方数据的分析：

•

2016 年，43.2 % 的数字行业工作者和
23.8 % 的创意行业工作者从事着可能与创意
科技有关的职业。
据估计，在 2014 年英国创意产业的经济
增加值总额中，43.5 % 来自创意科技业。
2016
年，英国创意产业的价值达 400 亿英镑。

•

创意科技显然与娱乐、
零售、
文化、
基础设施和
市场营销等行业存在关联。
创意科技的拥护者
认为，创意科技还可以应用于医疗卫生、
旅游、
金融服务等范畴。

为什么英国具备
创意科技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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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至 2017 年，英国的创意行业
就业岗位增加了 28.6%，数字行业就
业岗位增加了16.1%。
在此期间，英国
就业总人口增加了 9.3%。

2016 年，英国分别有超过 22.6 万家
数字公司和超过 28.4 万家创意公司。
这些公司大多是小型企业或微型企
业，具有尚待挖掘的扩张潜力。
英国政府致力于将英国打造成全世界
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以及最适宜创
办和拓展数字化企业的国家。
创意和
人工智能领域一直是政府给予业界的
定制化政策优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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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在英国 GDP 中的占比高达
5%，数字化产业则达到 7%。

创新慈善机构 Nesta 指出，在英国各
地的地方经济体中，创意产业的增速
是其他行业类别的两倍。
在伦敦之外，
曼彻斯特、
卢顿、
伯明翰、
米尔顿凯恩
斯和爱丁堡的创意行业就业率提高了
20% 以上。
根据 Immersee UK 委托并获得
Innovate UK 资助的一项报告，英国已
有大约 1000 家专注于增强现实和其
他沉浸式技术的企业，雇用员工 4500
人左右。
据估计，其中 70% 的企业对
外出口与沉浸式技术相关的服务。

创意产业协会

隆重介绍：
创意科技 100 强

这份名单涵盖了 100 家在创意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英国企业、
组织和从业者，他们率先利用
科技开发出新的产品、
服务或提供其他形式的附加价值。
这份名单的编撰参考了英国创意产
业协会 (CIC) 一系列行业组织的意见，体现了英国创意行业的广度。
欲阅读关于 CIC 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thecreativeindustries.co.uk/resources/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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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 Limited 推崇设计新颖的陶瓷
产品，包括灯具、家居用品、艺术品等，
同时将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城的传统制
造工艺发扬光大，并致力于推广英国
陶瓷业。

1882ltd.com

Ash Koosha 出生于伊朗的英国作曲家
Ash Koosha 接受过古典音乐的正统训
练，用抽象电子乐创作出虚拟现实声音
雕塑。

ninjatune.net/artist/
ash-koosha
koizlab.com

Abandon Normal Devices (AND)
致力于催生新的艺术创作和数字创新
方式。
我们的委托项目具有突破性，对
艺术和移动影像的定义提出挑战。

andfestival.org.uk
@ANDfestival

Asif Khan’
s 这家伦敦公司的业务范
围覆盖建筑设计、
工业设计和家具设
计，他们致力于以创新和令人意想不到
的方向，推动这些专业领域的发展。

asif-khan.com
@asif_can

Ai Build 是一家独立运营的大型 3D
打印技术提供商。
Ai 的使命是帮助工
厂迈向人工智能的未来，一个让制造
业更简单、更智能、更可持续、更可负
担的未来。

ai-build.com
@ai_build

Bare Conductive 生产印刷型电子产
品，使电子产品与环境能够直接集成。
他们的导电涂料和开发工具包让任何
人都能制作出未来的电子版本的原型。

www.bareconductive.
com
@BareConductive

Alchemy VR 通过将荣膺大奖的叙事
技巧和技术创新结合到一起，创造出独
特而动人的体验。
我们利用最新的软件
和技术，提供虚拟现实制作服务。

alchemyvr.com
@alchemyVR

BDP 是一家知名的国际建筑师、
设计
师、
工程师和城市规划师事务所，他们
的跨学科团队提供着眼于全局、
可持续
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人们创造非同凡响
的场所。

bdp.com
@bdp_com

Anagram 是一家屡获殊荣的创意公
司，他们打造的沉浸式体验结合了创
新的数字化交互和现实生活中讲述的
故事。

weareanagram.co.uk
@weareanagram

Betatype 通过增材制造技术实现复杂
设计，并以此为基础打造和提供相应的
技术。
他们的技术始终将实际应用放在
第一位。
  

betaty.pe
@betatyped

网站 / Twitter 用户名

Betatype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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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ppar 是一家专注于增强现实 (AR)
的科技公司。
他们创立于伦敦，打造了
首个增强现实数字化广告平台。

blippar.com
@blippar

Cheil London 我们是一家提供全方位
服务、
以数据为驱动力的营销公司，深
深扎根于数字化创新。
我们在品牌与个
人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从而改变客户
与顾客互动的方式。

cheil.london
@CheilUK

Blockpool 的专业 API 提供了即时、
灵活的利用区块链技术的能力。
Blockpool 提供的咨询服务有助于量
身定制针对各行各业和不同用途的解
决方案。

blockpool.io
@BLOCKPOOLIO

CiRCA 69 代表了英国跨媒体艺术家
Simon Wilkinson 的作品。
他的作品将
虚拟现实、
电子音乐、
视听技术、
装置艺
术、
在线技术和沉浸式技术结合在复杂
的多平台叙事中。

circa69.co.uk
@circa69_uk

Body>data>space 是一家位于东伦
敦的设计公司，致力于在表演、
建筑、
新
媒体和虚拟世界之间建立美妙的关联，
公司业务覆盖欧洲、
亚洲和美国。

bodydataspace.net
@bodydataspace

Common Works 是一家位于伦敦的
设计与科技工作室。
工作室与客户密切
配合，通过生动有趣的交互和严谨的设
计思维打造富有意义的持久体验。

commonworks.co.uk
@cmmnwrks

Bossa Studios 游戏就是媒介。
出色的
媒介是富有创造力和创新性的。
一款新
游戏在设定好故事情节后，必须极尽可
能地达到最高的艺术水平，包括场景、
玩
法、
机制、
互动和视听。

bossastudios.com
@bossastudios

Dentsu Aegis Network 革新了塑造
品牌的方式。
公司团队由超过 4 万名
媒体、数字化和创意传播领域的专业
人士组成，业务覆盖超过 145 个国家
和地区。

dentsuaegisnetwork.co.uk
@dentsuaegisUK

Braci 是一家位于伯明翰的科技初创公
司，他们创造的声音识别平台能够探测
烟雾报警器、
门铃、
婴儿哭声等多种声
音，以帮助听力受损人士。

braci.co
@BraciInc

Digital Catapult 是英国领先的先进
数字化技术创新中心。
该中心推动先进
数字化技术的早期实施，以便提高英国
企业的竞争力和生产力、
促进本国经济
发展。

digicatapult.org.uk
@digicatapult

  

dneg.com
DNeg 是一家总部设在英国的电影视
@dneg
觉效果和电脑动画公司，1998 年创立
于伦敦。
该公司凭借在电影
《盗梦空间》
、
《星际穿越》
、
《机械姬》
和《银翼杀手
2049》中的作品荣获多个奥斯卡金像
奖。

dotdot.london

Evidential 我们是广受赞誉的专家证
人，以及电子证据出示 (EPE) 领域的先
行者。
我们的工作不仅为刑事审判和民
事审判取得正确结果起到协助作用，还
大幅节约了诉讼费用。

evidential.com
@evidential

Dotdotdot 是一家打造多重现实体验
的公司，擅长将现场表演、
多感官元素
和沉浸式技术结合到一起。

dotdot.london
@dotdotdot_UK

Factory 42 是一家沉浸式内容制作工
作室和创意公司。
我们拥有一支荣获英
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 (BAFTA) 的
创意团队，运用虚拟现实等先进的高级
成像技术打造独特的多感官体验。

factory42.uk
@factoryforty2

Draw & Code 专业打造 XR 产品，为具
有创新思维的客户服务，并通过研发，
推动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和混合现实在
新领域的应用。

drawandcode.com
@drawandcode

FIA —伦敦时装学院的创新公司，擅长
运用新兴技术，帮助设计师和品牌改变
制作、
销售或展示时装系列的方式。

arts.ac.uk/fashion
@LCFLondon

Engineered Arts 善于制作引人注目的
机器人，用于沟通、
娱乐和研究。
除了
RoboThespian 和 SociBot 这两款机器
人之外，该公司的作品还包括一些定制
委托的项目。

engineeredarts.co.uk
@RoboThespian

Framestore 是一家全球化创意工作
室，通过手工艺、
想象力和科技手段，将
非凡创意生动地呈现在任何空间中或
屏幕上。

framestore.com
@Framestore

eScent 是一款小巧的具有情绪反应
的
“香气感应”
设备，也是一款独特的适
应力构建工具。
它将化学感官 (嗅觉/味
觉) 与可穿戴科技和增强现实/虚拟现
实/混合现实相集成，打造出引人入胜
的沉浸式体验。

escent.ai
@scentsory

Future Fact 是一家制作公司，专攻将
电视、
移动设备和数字世界相结合的娱
乐形式，创作出 360° 内容和互动式观
众体验。

futurefact.co.uk
@future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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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eth Neal 是一家锐意创新的现代
家具设计工作室，位于东伦敦。
该工作
室的概念化作品融合了数字化制造工
艺和传统制造工艺。

garethneal.co.uk
@Gareth_Neal

Holosphere VR 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
的沉浸式虚拟体验，以产生积极的影响
力。
我们与不同规模的客户合作，创造
令人惊艳的成果。

holosphere.co.uk
@HolosphereVR

Gravity Sketch 是一款直观的创作工
具，带来专为混合现实而设计的突破想
象的用户体验。
通过增强现实、
虚拟现
实和触摸技术，创建3D 模型，构建概念
草稿，实现快速而直观的工作方式。

gravitysketch.com
@GravitySketch

华扬联众 (Hylink) 是英国第一家始创
于中国本土的数字营销及媒体公司 ；
在
我们的股东——腾讯、
新浪和百度这些
重量级科技公司的助力下，我们与英国
公司和客户通力合作，打开通向中国的
大门。

hylink.co.uk

Heatherwick Studio 是一家屡获殊
荣的英国设计及建筑工作室，业务范围
包括设计建筑物、
空间、
总体规划、
物体
和基础设施。

heatherwick.com

Igloo Vision 是一家共享 VR 公司。
我
们制作的 360° 环幕投影系统和圆柱投
影系统，均由超智能 Igloo 媒体播放器
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igloovision.com
@IglooVision

Holition 是一家屡获殊荣的创意创新
工作室，运用未来技术打造智能而美妙
的数字化体验，在科技与零售业之间建
立起连接的桥梁。

holition.com
@Holition

Imagination 是一家独立的全球创意
公司，致力于通过创意带来商业变革。
公司独树一帜地将商业、
战略、
科技、
制
作和创意经验结合起来，打造世界一流
的互联式品牌体验。

imagination.com
@ImaginationLabs

Hologrm 妙不可言、
充满未来感的浮
空3D 全息投影。
我们的服务包括全息
投影设备供应、
全息图像内容创作、
现
场测绘、
安装等。
欢迎立即联系我们安
排演示。

hologrm.co
@hologrm

Improbable 这家伦敦初创公司为第
三方开发了一个专用平台，通过这个平
台可以构建庞大的虚拟世界和仿真世
界。
公司已获得由软银集团牵头的 5.02
亿美元投资，早前的投资方——安德森
霍洛维茨基金会和维港投资集团，也参
与了注资。

improbable.io
@Improbableio

Industrial Light & Magic 于 2014 年
开设了伦敦工作室，由创意总监 Ben
Morris 和制作执行主管 Sue Lyster 执
掌。
由于越来越多的电影大片在英国拍
摄，这家伦敦工作室自然是 ILM 全球扩
张道路上顺势而为的一步。

ilm.com
@ILMLondon

Kano 是一家位于伦敦的公司，通过其
套件系统和开放编码平台让各个年龄
段的人都能在计算机领域创造、
学习和
摸索。
该公司的第一款
“人人都能做的
计算机”
已经销往全球 86 个国家和地
区，可供 6 至 81 岁的人们使用。

kano.me
@TeamKano

Inition 是一家科技创新公司，专业打
造装置式和沉浸式的体验。
我们将优质
内容呈现在新科技平台上，包括虚拟现
实、
增强现实、
混合现实、
全息投影和智
能触觉技术 (haptics) 等。

inition.co.uk
@Inition

Karen Palmer 是一名居住在伦敦的
数字化制片人和叙事专家，她制作的沉
浸式影片将电影类型、
游戏、
艺术和科
技融于一体。

karenpalmer.uk

Jaak 正在构建一个区块链网络，让音
乐行业和媒体行业能够从内容所有权
和内容权利的全局视角进行协作。

jaak.io
@JAAK_io

King 是一家面向移动世界的领先的互
动娱乐公司，出品了超过 200 款趣味游
戏，包括糖果粉碎传奇 (Candy Crush)、
农场英雄传奇 (Farm Heroes)、
宠物大
营救 (Pet Rescue) 和泡泡女巫 (Bubble
Witch) 等深受全球玩家喜爱的游戏。

king.com
@King_Games

Jason Bruges Studio 以创作创新的装
置艺术作品、
干预作品和突破式作品而
享誉国际，并被视为这种混合式中间艺
术领域的先行者。

jasonbruges.com
@jasonbruges

Kino-Mo 是一家位于伦敦的科技公
司，开发了富有创新和颠覆意义的
HYPERVSN™ 3D 全息系统，这一全息系
统为观众提供了沉浸式体验。

hypervsn.com
@kino_mo_

Jungle Creations 作为一家由社交世
代创建、
面向全球受众的公司，我们在
一切工作中都以交流互动为核心。
我们
的内部团队为全球知名品牌创作和制
作内容，然后将这些内容分发到我们的
社区。

junglecreations.com
@junglecreationsmedia

Living Lens 视频情报平台从人们的故
事中撷取洞见以启发决策，让品牌更加
贴近消费者，因为该平台能够提供捕
获、
挖掘、
分析和分享消费者视频内容
的解决方案。

livinglens.tv
@Livinglens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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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c Lantern 的创立基础是创意的
形成及其在跨平台媒体世界的创新应
用。
通过我们的作品，我们用互动式媒
体将人们连接在一起，让人们获得灵
感、
乐趣和信息。

magiclantern.co.uk
@magiclantern

Mi.mu 是一支由专业艺术家、
音乐家、
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组成的团队，致力于
研发先进的可穿戴技术，以促进音乐演
奏和创作。
mi.mu 手套吸引了全世界的
瞩目，它提供了更好的音乐创作方式，
那就是随着人体的复杂动作实现音乐
创作。

mimugloves.com
@mimu_gloves

Marshmallow Laser Feast 是一家与
科技和艺术都有交集的实验型工作室。
他们创造出各种以人为本的沉浸式体
验，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让人赞不绝口。

marshmallowlaserfeast.com
@marshmallowlf

MQA 是一项屡获殊荣的技术，它能将
大师级的高质量音频呈现在一个适合
流式播放的小音频文件中。
MQA 根据
其对人类听觉特点进行的开创性科学
研究，精确地捕捉和还原最初的录音棚
演出表现。

mqa.co.uk
@MQAMusic

Melody VR 作为唯一获授权的VR 音乐
平台，MelodyVR 在绝妙的虚拟现实中
打造独特的音乐体验。
无论是座无虚席
的场馆演出，还是私密的 VIP 活动，这
个平台都能让人占据绝佳的观赏位置，
更近距离地接触音乐。

melodyvr.com
@melodyvirtual

MUFarchitecture/art 针对公共领域
的社交、
空间和经济基础设施，开展具
有开拓性的创新项目，并由此建立卓著
的声誉。
muf 的团队成员都是公众建筑
和艺术领域的专家。

muf.co.uk

Memo Akten 的作品探索了自然、
科
学、
技术、
伦理、
仪式、
传统和宗教之间的
碰撞。他将批判性和概念性的方法与形
态、
运动和声音相结合，对自然过程和人
为过程进行数据戏剧化处理。

memo.tv
@memotv

Nano Interactive 是一家领先的搜索
意图定位服务提供商。
Nano Interactive
Nano INSIST™ 从 10 亿用户搜索中提
取洞见，将其与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平
台相结合，使广告主能够在安全、
相关
的编辑环境中覆盖目标受众。

nanointeractive.com
@NanoInteractive

Metail 我们为购物者带来终极的身体
可视化技术：让消费者能够在线试穿
衣服。

metail.com
@Metail

英国国家剧院是一家集娱乐性、挑战
性和启发性于一体的世界一流剧院。
剧院有一间沉浸式叙事工作室
(Immersive Storytelling Studio)，艺
术家们在这里用新兴技术打造出新的
戏剧作品和体验。

nationaltheatre.org.uk
@NationalTheatre

Muf
architecture/art

Nexus Studios 设于伦敦和洛杉矶，
专业制作电影和交互媒体中引发热议
的作品。
无论是手工制作还是借助高
科技手段，我们创作的故事和体验都
能通过娱乐和文化的力量让品牌焕然
一新，让受众参与互动。

nexusstudios.com
@nexusstories

On Music 为国际客户提供定制化音乐
元数据服务。
自 2005 年以来，On Music
为广播公司、
版权团体、
产品、
音乐出版
社和在线平台处理了大量音乐数据。

on-music.tv
@OnMusicLTD

Ninja Theory 四位合伙人在 2004 年
共同创办了这家工作室，满怀自豪地追
求最高的制作水准，并不断突破技术、
艺术和设计的界限，创造越来越精彩的
电子游戏体验。

ninjatheory.com
@NinjaTheory

Opendesk 正在重新审视21 世纪的制
造业。
Opendesk 的在线商城主打数字
化家具设计，在消费者与按需在本土生
产家具的全球制造商之间充当联系的
纽带。

opendesk.cc
@open_desk

Nosy Crow 是一家屡获殊荣、
独立运
营的小型儿童类出版公司。
我们从
2011 年 1 月开始出版亲子类图书和
app，旨在创作有助于儿童享受阅读乐
趣的图书和 app。

nosycrow.com
@NosyCrow

OpenIDEO 是全球设计及创新咨询公
司 IDEO 的开放式创新网
络。
OpenIDEO 与领先企业和机构开展
合作，针对全世界最严峻的社会问题和
环境问题推动协作、
促进创新和提升影
响力。

openideo.com
@OpenIDEO

Ocean Outdoor 在户外广告领域占有
独特的地位，专门在数字化、
超高端、
具
有全球辨识度的地段投放屏幕广告。

oceanoutdoor.com
@OceanOutdoorUK

Philharmonia Orchestra 是世界著
名的 21 世纪交响乐团，由首席指挥兼
艺术顾问 Esa-Pekka Salonen 执棒。
这
支交响乐团每年都在其大本营——伦敦
南岸中心的皇家节日音乐厅，呈献超过
50 场演出。

philharmonia.co.ukw
@philharmonia

Olapic 我们在 2010 年开创了
“赢得内
容”
(earned content) 的先河，从此为该
领域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olapic.com
@olapic

Power to the Pixel 为数字时代的电
影和媒体行业提供支持，专注于运用新
颖的方式帮助内容创作者和公司，让他
们采用交互式技术和沉浸式技术进行
故事创作、
融资和发行。

powertothepixel.com
@powertothepix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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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oaded 是一家游戏工作室，借助
游戏的力量重塑企业与受众交流互动
的方式。
项目包括：Life in VR (BBC /
Google) 和 Modigliani VR (Tate /
HTC)。

preloaded.com
@Preloaded

Scored 是一家音乐科技公司，专门打
scored.film
造具有适应性的音乐和声音解决方案。 @Scored
无论您是专业电影导演、社交媒体爱好
者还是纯粹的新手，Scored 的第一款
产品都能帮您实时创作出独特的视频
音轨。

Punchdrunk 开创了一种改变游戏规
则的戏剧形式，让漫游的观众能够在感
官戏剧世界中体验史诗般的叙事。
在这
种叙事方式中，该公司以富有感染力的
形式改写了受众被动顺应的常态。

punchdrunk.org.uk
@punchdrunk

skignz 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揭开世界的
面纱，必定令人着迷！
skignz 是全球首
创的基于位置的个性化 AR 体验，以简
单、
有趣、
实用的特点吸引着普罗大众。

skignz.com
@skignz

R/GA 我们的创新平台为行业领导者
降低创新风险，帮助新兴公司拓展和
扩张业务。

rga.com
@RGA

Smallfry 是一家工业设计和开发咨
询公司。
我们提供研究、创新战略、市
场营销、工业设计和工程设计，从而交
付可占据市场领先地位的产品和服
务，业务范围覆盖消费品行业、工业和
医疗行业。

smallfry.com
@Smallfry_design

Reach Robotics 通过将机器人技术、
现实弯曲技术和竞技式游戏融合在一
起，正打造游戏业的未来。
我们的首款产
品 MekaMon 是一个智能机器人游戏平
台，由一款包含丰富内容世界的软件提
供支持。

reachrobotics.com
@ReachRobotics

Soluis Group 是英国领先的创意机构
之一，由分别设于格拉斯哥和伦敦的两
家工作室组成。
该集团积累了超过 18
年的经验，擅长通过创作先进的数字内
容来提高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

soluis.com
@SoluisGroup

Rusty Squid 是一家实验型机器人工
程设计工作室。
我们的团队由艺术家、
设计师和工程师组成，同心协力完成定
制化创意项目，例如大型沉浸式展览和
更为私密的街头干预艺术作品等。

rustysquid.org.uk
@RustySquidLtd

Space Syntax 具备城市规划、交通运
输、建筑设计、社交互动和空间经济学
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并提供相关
服务。

spacesyntax.com
@Space_Syntax

Spirable 通过 Spirable 平台，品牌商
可以利用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内容形
式——视频，大规模创作生动而个性化
的视频内容。
  

spirable.com
@spirable_hq

Tech Will Save Us 所打造的屡获殊荣
的技术套装，可让孩子们和成年人制
作、
把玩、
写代码和进行发明创造；
他们
的13款可进行自主制作的技术套装，备
受遍及全球87个国家的未来发明家们
欢迎。

techwillsaveus.com
@techwillsaveus

Spirit AI 是一支兢兢业业的科技领导
者团队，汇聚了学术界和游戏行业中最
具前瞻思维的人工智能专家。
我们致力
于为人机交互注入生命力。

spiritai.com
@theSpiritAI

The & Partnership 堪称现代公司
的楷模。作为一家着眼于未来的创意
公司，我们的使命是通过新颖、精彩而
有效的方式将创意、科技和数据结合
起来。

theandpartnership.com
@and_partnership

Studio Liddell 最初专注于为广告创
作静态图像，如今已经发展成一家业务
范围广泛的公司，能够开发和制作整套
儿童电视剧、
技术型动画、
app、
虚拟现
实和增强现实内容。
我们针对各种各样
的平台，为客户创作优质内容。

studioliddell.com
@StudioLiddell

The Dots 是一个围绕
“无领一族”
的需
求而设计的网络——
“无领一族”
指的是
创作者、
自由职业者和企业家等专业人
士。
我们将那些将构思落地执行的人
才、
团队和公司联系起来，并为他们提
供支持和倡导。

the-dots.com
@The_Dots_UK

Takram 是一家设计创新公司，在东京
和伦敦设有工作室。
我们是概念、
产品和
体验设计方面的专家，服务及合作的对
象包括交通运输业、
消费品行业、
科技行
业、
零售业、
金融业和媒体等行业的知名
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

takram.com
@takram_

The Imaginarium Studios 是一家制
作公司，与一家数字化表演捕捉工作室
关联。
公司创办于 2011 年，创始人是演
员兼导演 Andy Serkis 和电影制片人
Jonathan Cavendish。

imaginariumuk.com
@ImaginariumUK

Team 17Digital 是一家独立的开发商
和高端游戏品牌公司。
除了自主创作游
戏之外，我们还与全球各地的开发商合
作，充分运用我们从创作游戏到发布至
PC 端、
主机端和移动端的专业知识和
经验。
荣获奖项：
英国游戏业杰出贡献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UK
Games Industry)– 2017 年金摇杆奖
(Golden Joysticks 2017)。

team17.com
@Team17Ltd

The Mill 的成员是各种媒体的艺术家、
技术专家和制作者，致力于打造领先的
视觉化叙事。

themill.com
@Mill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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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ttle 是一家地下录音室，由唱片
制作人 Bobby Bloomfield 和科技创业
家 Chris Howard 共同创办。
在这里，许
多乐队、
艺术家和音乐技术专家开创出
有别于传统音乐行业的音乐和事业。

therattle.space
@therattlespace

UM 是一家创意媒体公司，致力于模糊
媒体与创意、
数据与内容、
科学与艺术
之间的界线。

umww.co.uk
@UMLondon

The Ridley Scott Creative Group
是一家荣获大奖的影视、
广告及音乐视
频制作公司，由两位导演 Ridley Scott
和 Tony Scott 在 1968 年创办。

rsafilms.com
@rsafilms

Unmade 代表着设计定制化的下一
趋势，为个人提供量身定制的工业制
造服务。

unmade.com
@unmadeworks

皇家莎士比亚剧团
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创作一流的戏
剧，并通过巡演的方式传播，以飨全球
观众。

rsc.org.uk
@TheRSC

You and Mr Jones 是全球首个品牌科
技集团，公司掌握核心技术，帮助品牌
利用科技，实现更好、
更快、
更低成本的
市场营销。

youandmrjones.com
@uandmrjones

The VOID 将先进的艺术 VR 技术、
实体
舞台和多感官效果结合起来，打造全方
位沉浸式 虚拟现实体验。
The VOID 邀请
粉丝成为超现实体验中的积极参与者。

thevoid.com
@voidvr

youngest media 是一家独立的娱乐
工作室，由 David Flynn 和 Lucas
Church 创办，专注于各种平台的大型
创意项目。
公司素来以打造娱乐类和
纪实娱乐类热门节目而著称，目前正
在开发一系列面向所有频道的全新电
视节目。

youngestmedia.com
@youngestMedia

TRX 是一款在线交易工具，让内容购买
者能够针对多个发行方成千上万小时
的优质影视内容进行授权交易，既快速
又简单。

trx.tv

Zappar 是增强现实平台和创意工作
室。
我们专业打造增强现实体验。
Zappar 的内部团队由设计师、
开发人
员、
3D 艺术家和创意战略师组成，他们
在现实世界打造增强现实的经验是无
可匹敌的。

zappar.com
@ZapparApp

T H E R AT T L E

thecreativeindustries.co.uk

这个网站出自英国创意产业协会 (Creative Industries Council) ，旨在向全世界讲述英国杰出
的创意故事。
我们的目标是肯定英国创意产业卓尔不凡的贡献和影响力，以及创意产业在未来通
过国际贸易和吸引投资创造更大价值的潜力。
本站聚合了统计数据、
案例分析、
相关新闻和评论、
预测和主要联系方式，可供免费使用。
网站重点介绍的英国创意人才既包括知名人物，也不乏新起之秀。

这里为国际贸易受众提供了一
站式概览和重要指南，有助于
他们了解英国独特的创意产业
形态。

创意
产业
共识

英国政府和英国创意产业协会一致同意采
取措施支持创意产业。
更多

www.thecreativeindustries.co.uk
@CreativeIndsUK
@CreativeIndustriesUK

英国议员对英国
创意产业的看法
英国创意产业协会议会投票

我们的 CIC 合作伙伴

网站 www.thecreativeindustries.co.uk 是由英国创意产业协会 (Creative Industries
Council) 本着跨行业协作的精神而制作的成果。
有赖于业界知名企业和商业伙伴以及政府机
构的支持与参与，这个网站展示了英国创意产业作出的经济贡献及其在未来促进国际贸易和吸
引投资的潜力。
以下组织机构参与了本网站的制作：

创意产业协会

行业及政府合作伙伴

pact

商业合作伙伴

英国的创新者能助您与世界上的
任何人建立联系，仅需三个词。

通过为世界上的每 9 平方米分配一个独特的地址，
what3words 开创了革命性的全新世界映射方式。
这仅仅是英国 550 万家公司所提供的卓越创新的
典范之一。
寻找理想的英国商业伙伴 , 请登陆 great.gov.uk
what3words
英国伦敦

www.thecreativeindustries.co.uk

great.gov.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