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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GPRO

北京展厅配备了最先进的高尔夫模拟设备及丰富多彩的周边设备和最新的高尔夫电子产品

环屏、平面红外传感型模拟器                 单屏、平面红外传感型模拟器         动感平台、自动升球、挥杆分析系统等     

日本本社位于日本兵库县尼崎市，成立于1997年6月，注册资金为2亿4800万日元

（约2000万人民币），主要从事高尔夫模拟器的研发销售、市场开拓、国际贸易、

网络技术、电子设备等，年营业额约30亿日元（约合2亿5千万人民币）。分别在

中国、韩国设有分公司及展示厅。

格普罗（北京）商贸有限公司是Xswing研发商株式会社GPRO的中国现地法人公司，

位于朝阳公园路好运街，紧邻著名的蓝色港湾商圈及使馆区。



02 Xswing-C  红外传感型模拟器 I-Swing  红外传感型模拟器 03
性价比高，适用于娱乐场所等经营类客户使用 适应性强，适用于狭小空间或联排打位及要求低成本客户使用

特   点

● 传感器埋设于打位前方，外型美观且不

   影响左右手击球。

● 打位无任何障碍物，便于初学者使用。

● 球无需放于指定位置，大大增强了游戏

   的灵活性。

● 无需指定球杆击球，人性化推进比赛。

产品构成

① 红外传感器                                        ② 高端电脑                                        ③ 高端投影仪

④ 触屏式操控台（选项配件）             ⑤ 挥杆动作回放系统（选项配件）               ⑥ 高强度抗击打静音投影幕

用户之声

东京 Accordia Golf（室内高尔夫练习场）
Xswing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精准度虽然不是最高的，不过对于初、中级的学员已经足够了。性价比对于经营者来说还是很有魅
力的。

大连 黄教练（韩国专业教练）
与韩国的模拟器相比，Xswing对挥杆动作要求较高。理论上讲，挥杆不正确打出去的球就会有偏差，所以Xswing是既检测球，又检
测杆。在Xswing上能够做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去攻果岭。

广岛 河本先生（KTV俱乐部经营）
俱乐部开业快2年了，几乎没出现过几次故障。由于喝酒的客人很多，喝多了打球是常有的事，即使球杆打到传感器上也没关系。对
于我们这样的俱乐部来说，Xswing真的令人放心！

特   点

● 设备总价低，适合大型联排练习场使用。

● 安装空间较小，纵深仅需要4.5米即可。

● 支持左右手选手同场竞技。

产品构成

① 红外传感器                                          ② 高端电脑                                 ③ 大屏幕液晶显示器

  ④ 电脑保护箱                          ⑤ 挥杆动作回放系统（选项配件）              ⑥ 软件系统4种模式1个球场

用户之声

北京 崔先生（高尔夫球具店老板）
由于店面空间有限，宽3.5米纵深4.5米，I-swing恰好可以安装。既节省了空间，又丰富了店内的试打设备。客户都反映比在一般的
球具店买杆放心，因为可以当场试打。

静冈 佐藤先生（业余高尔夫球手）
与其他模拟器不同，Xswing模拟器的打位上几乎什么都没有，打起球来比较放得开，有的时候都忘了是在打模拟器了，像在练习场
打球一样。

深圳 康先生（室内高尔夫会所业主）
会所开业快2年了，几乎没出现过一次故障，对于我们这样的经营者来说，真的很放心。



04 05Xswing-R  高速摄像传感型模拟器 Xswing-F  雷达传感型模拟器

以超过36位PGA选手都在使用的智能高速立体摄像传感器GC2为核心的最新型高尔夫模拟器 有了Xswing-F，您也可以拥有老虎伍兹必备的练习工具

特   点 特   点

● 无比准确的智能立体高速摄像监测技术。
● 能够准确捕捉高尔夫球在起飞各个关键阶段的飞行数据。
● 无需校准、无需标记球、无需定点击球。
● 最大可测起飞角度为70度，准确监测任何一种高尔夫击球方式。
● 可用于室外，重量不足2公斤，携带方便。

● 采用相控阵雷达技术，是世界上最精确的球迹弹道测量仪。 

● 传感器位于幕布后方，打位上无任何设备。

● 无需进行任何调试 ，极少出现故障。 

● 无任何损耗品，不需要定期更换配件。

产品构成

① 高速摄像传感器                                     ② 高端电脑                                       ③ 高端投影仪

④ 触屏式操控台（选项配件）            ⑤ 挥杆动作回放系统（选项配件）                ⑥ 高强度抗击打静音投影幕

用户之声

北京 高先生（私企老板）
打了一冬天Xswing模拟器，春天下场的时候明显感觉挥杆动作规范了许多，成绩也提高了！
特别是果岭上的水滴线显示高低差的方法做得很好，很直观的感受到果岭的走向。

上海 冯教练（原职业球手，现经营高尔夫学院）
在Xswing模拟器上打出来的左曲右曲球很逼真，是循序渐进的弯转，不像其他品牌是直线或者先直线后曲线。而且木杆和铁杆的距
离、角度等数值与实际数据相当接近。

广州 章先生（HONMA直营店店长）
自从有了Xswing模拟器，客人试打后有直观感受而且数据很精准，球杆的销售成绩也提高了。而且这个机器携带起来很方便，我们每
周都要在外面做试打活动，直接连接笔记本电脑就可以使用。

产品构成

① 雷达传感器                                        ② 高端电脑                                        ③ 高端投影仪

④ 触屏式操控台（选项配件）            ⑤ 挥杆动作回放系统（选项配件）               ⑥ 高强度抗击打静音投影幕



游戏画面

1 高尔夫球场信息
   高尔夫球场名，球洞号码，PAR数及总距离

2 选手信息
   选手姓名，杆数，点数，所剩距离

3 所剩距离及地形高低差
   表示从球到球洞的距离，地形高低差等信息

4 球场地图
   显示球场全景，选手所处位置等信息

5 风速风向
   风速风向信息

6 重打信息
   显示可重打次数                      

7 发球台
   显示球的初始位置

8 球杆选项
   可以选择任意球杆

9 主菜单
   退出（退出游戏），选项（天气，风，添加消除选手，

   跳至下一洞），显示积分表，球质分析表，重打等。

比 杆 赛
最多可同时容纳８名选手进行比赛。选手在各回合进行比赛，
最后累积杆数最少者为胜。

高尔夫练习场
无需事先选择球杆便可反复进行发球杆、木杆、铁杆及推杆
等的练习。

近洞练习
可在各Par３球场上反复进行近洞练习。

短打练习
最多可同时容纳８名选手进行比赛。选手在各回合进行比赛，
最后累积杆数最少者为胜。

小岛模式
最多可同时容纳８名选手进行比赛。选手需把球打在小岛上
获取分数。

标靶模式
最多可同时容纳８名选手进行比赛。选手需把球打在标靶上获
取分数，得分最高者为胜。

主菜单界面
界面分布合理，操作简单、舒适、方便。

环境设置界面
环境设置项目丰富，天气、风速、镜头等应有尽有，细致入
微，更添乐趣。

06 07软件系统 



多彩的周边设备  丰富您的经营模式

高端会所、高端客户所青睐的最佳设备

   触屏式操控台                                     动感平台                                      自动回球升球系统

  半自动供球机                                 挥杆动作回放系统                             特殊材料阻燃软包   

环屏高尔夫模拟器                                                          三屏高尔夫模拟器

硬件特点
◆ 红外线、高速摄像、雷达3种现今主流的传感器供您选择。

◆ 智能立体高速摄像及相控阵雷达技术，能够准确无误的检测或计算倒旋以及侧旋球。

◆ 不定点，全方位击球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定点击球所带来的不灵活性，球手可在一定范围内的任意位置击球。

◆ 采用特殊材料，特殊制作工艺的高强度抗击打静音投影幕，大幅度降低了一般幕布击球时发出的巨大噪音。根据场地

     实际情况量身定制，经久耐用，可连续使用3年以上。

软件特点
◆ 国内外55个知名球场、实景航拍、高新3D技术制作。比杆赛、练习场、

     近洞练习、短打练习、小岛及标靶6种模式。最多支持8人同场竞技。

◆ 旋转量测量计算精准，曲线球轨迹与实际相差无几。

◆ 全中文（可选英、日、韩）界面表示，4国语言解说比赛。

◆ 球场升级以及软件维护，采用我公司特有的远程操控系统，通过互联网

     连接我公司数据库平台进行。 

◆ 联网对战功能将异地同时同场竞技变为现实，随时与世界各国高尔夫爱

     好者切磋球技将不再只是一个梦想。

◆ 根据客户要求量身定制专有画面。

◆ 与其他品牌产品相比，Xswing的果岭高低差表示方法直观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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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距离

总距离

中心左右偏移

最高高度

球速

杆头速度

后旋量

侧旋量

出球角度

出球方向

球路径

下降角度

Yard

Yard

Yard

Yard

m/s

m/s

rpm

rpm

deg

deg

deg

deg

247.5

267.6

3.7

-2.5

22.0

44.8

1778.0

-410.0

8.9

-0.5

28.8

64.3

优于同类产品，瞬时显示12项击球数据
   

综合

飞行距离

运行

球速

杆头速度

后旋量

侧旋量

出球角度

挥杆轨迹

杆面角度

Yard

Yard

Yard

m/s

m/s

rpm

rpm

deg

deg

159.9

148.2

4.8

11.7

49.5

3189

715

12

-6.9

42.6

deg



安装空间

最小安装空间：宽度 3.2m~  X  纵深 5.5m~  X  高度 2.85m~

技术测试与完善
Xswing每个月都聘请专业教练进行各种击球测试，以实际的飞行数据来校正软件分析的

精准及真实性，保证传感器与分析软件配合紧密。

系统界面定制

选择Xswing，拥有独一无二的专有界面系统

日本最大的高尔夫产业集团  Accordia Golf

世界著名球具品牌  HONMA

世界著名球具品牌  MARUMAN

豪华SUV的第一品牌 Land Rover

主界面的色调、背景画面、练习场打位间隔广告牌、果岭旗等 可以按照客户指定的标志、图像，颜

色等量身定制。

10 11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沙一石、所有的物体都以等比例制作

张实景照片，结合               图片

Xswing的专业设计团队为您奉上最逼真的高尔夫球场

12

球场制作

球场内上百种植被、各具特色的发球台标、球洞介绍等细腻程度，彰显日本制的优良品质

果  岭                                                  沙坑周围                                                芦苇丛

树林                                                      树木                                                 水池周围

发球台标                                           球洞介绍                                                   小桥

 沙坑                                                    休息站                                                    会所

球场制作流程：

与球场协商签约                         拍摄团队现场拍摄                            IT团队制作3D数据

用户升级 反复测试修改 测试团队实际测试

13



成功案例

上海浦东全球旗舰店                                  北京嘉铭旗舰店                                       上海古北店

广州万菱汇店                                           深圳CBD店                                         苏州金鸡湖店

另外，HONMA成都店、杭州店等国内所有直营店，以及日本各地的直营店都采用Xswing。

位于上海浦东的HONMA全球旗舰店 位于大连麦凯乐总店新馆8楼

14

名仕会入口                                               VIP包厢                                               包厢打位

专业工坊                                            国际化教练团队                                      亲子高尔夫                                      

15

在中国，高尔夫人都知道HONMA。知道HONMA，就知道
Xswing。2011年，经过全面考核，HONMA选择了Xswing
为其所有直营店高尔夫模拟器设备唯一品牌。

名仕会高尔夫总部位于大连市麦凯乐总店新馆8楼，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端、专业的室
内高尔夫俱乐部，近2000平米的经营场地，10多个打位全部采用Xswing室内高尔夫
教学设备，另配有国际化的教练团队及日本技师驻场的高尔夫工坊。



成功案例 参加活动

中国、香港、澳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尼、沙特，Xswing的足迹遍及亚洲

2012中国国际高尔夫博览会

16 17
日本高尔夫业内龙头企业  Accordia Golf

上海佘山别墅

2011中国女子职业巡回赛 2012日本国高尔夫博览会

2012中国国际高尔夫博览会北京碧水庄园别墅

河北阜平高尔夫球会所大连翔泷高尔夫俱乐部天津抱金碗会所

山东威海某别墅

新加坡One Golfie

上海东曦高尔夫球社 北京来鹏高尔夫练习场（5打位） 日本北海道日进室内练习场（10打位）

印度尼西亚De Golfershub日本大阪UCHIPPA室内练习场（11打位）

参加活动

【别墅安装实例】

【高端会所安装实例】

2009年日本高尔夫博览会

2009年日本富士电视台高尔夫节目

2010年日本豪华商品展

2010年名古屋高尔夫节

2010年东京国际体育节

2011年日本豪华商品展

2011年日本国际高尔夫展览会

2011年中国国际高尔夫展览会

2011年亚洲国际高尔夫博览会

2012年中华世纪坛活动

2013年北京保时捷精英试驾会

2013年CBD高尔夫练习场奥迪训练营

2013年辉煌国际博瑞祥云杯高尔夫精英赛

2013年华彬LPGA精英賽

2014年日本国际高尔夫博览会

※本公司提供设备租赁服务



倍受全世界业内人士瞩目的弹道数据分析仪
全世界销量已突破10000台！

地下室 车库 户外

■ 产品规格

产品名称

测定方式

对应系统

连接方式

尺寸(mm)

重量

电源

速度

出球角度

侧面角度

侧旋量

倒旋量

使用环境

其他

SkyTrak

高速摄像

Windows／iOS

无线Wi-Fi ＆ USB

147(W)×173(H)×62(D)

725克

外接电源或者内置电池

0～200 MPH

0～55度

0～20度

0～4000 RPM

0～12000 RPM

室内・室外均可

右手・左手均可

SKYTRAK

电脑版：Windows  ※图片为效果图

平板电脑版：iOS  ※图片为效果图

软  件

19

从业余爱好者到专业选手、从教学练习到球杆定制，

针对各种用途的软件种类丰富多彩！



JCVIDEO

美国PGA推荐使用专业挥杆分析系统

声控感应自动录像

● 由全美仅有35人的美国PGA顶级教练之一的Mark Connel先生，主导研发的美国PGA推荐使用挥杆分析教学系统。

● 老虎伍兹的老师也参与研发并代言，百名以上的美国PGA职业选手、教练都在使用。

● 中、英、日、韩4国语言版本可供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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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连接4台摄像机

8帧序列打印

声音录制

声控感应自动录像

自动重复

 一帧间隔动作回放  数据储存功能强大

 

知
名
球
手
比
对
动
作

 杆头速度准确测算

 分析工具多种多样

撞击同步
8帧序列
调焦功能
全视野
跟踪框架
速度测定功能
添加备注
各种绘图工具

专业版软件+高端笔记本电脑 三星CCD摄像机2台 日本进口工业镜头2台 麦克风1个 视频线2条 三脚架2个   进口视频转换器2台

经典套装

功能特点

与知名选手进行动作对比及分析 全程挥杆动作追踪功能 声感自动摄像功能

杆头速度实时计算功能

8帧图像表示打印功能 挥杆视频文件网络共享功能

公司概要

http://xswinggolf.cn    http://vector.xswinggolf.cn    http://jcvideo.xswinggolf.cn

  中国总公司

    100026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路 好运街 1-11

TEL : 010-58670270

 东京分公司

    111-0032 东京都台东区东上野5丁目1-8 上野富士ビル2层A

TEL : 81-3-5827-4122

 韩国分公司

    463847 京幾道 城南市 盆唐区 九美洞 187-4 POINTTOWN 501号  

TEL : 82-31-715-5862

  日本本社

    661-0012 兵库县尼崎市南塚口町 5-14-12

TEL : 81-6-6428-6777

 大连分公司

    116000 大连市中山区大公街21号 中心裕景  塔1-1单元 1204号

TEL : 0411-3973-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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