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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公司介绍



祯华信息介绍

公司介绍：

上海祯华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办公地址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漕溪路航星商务楼。目前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并在北

京和广州设立办事处，以构建面向全国客户的营销和服务网络。

公司是集视频会议、多媒体会议室音视频集成、智能化、舞台灯光、多媒体信息发布系统工程咨询、设计、

安装及维护于一体的专业化音视频企业。

公司面向金融、政府、企业等不同行业，为客户提供完善安全的音视频整体解决方案。

主营业务：

多媒体会议室音视频系统集成服务商

思科视频会议系统协作集成服务商



合作品牌

þ BIAMP 百安普® 音频处理器上海核心代理；
þ CISCO 思科® 协作通讯产品核心代理；
þ ACETONE ® 音频系列产品全国总代；
þ JBL ® 音箱华东区核心合作伙伴；
þ AMX 安玛思® 中控系统核心合作伙伴；
þ REALLY 锐丽® 显示产品华东金牌合作伙伴；
þ AVTRON 艾维创® 中控优秀合作伙伴；
þ SMART 斯马特® 电子白板优秀合作伙伴；



成功案例 1

普通会议室

新闻发布厅 普通会议室

VIP会议室 视频会议室



成功案例2

中民投



成功案例 3

多功能厅中型会议室 决策会议室

大会议室



成功案例4



成功案例 5

智能会议室 可合并培训室

小型视频会议室 小型讨论室

阿斯利康



成功案例 6

圆桌会议室中型会议室 小型报告厅



成功案例 7

视频会议室培训室



成功案例 8

24F多功能厅 24F中型会议室

24F视频会议室 24F小型会议室

28F中型会议室

23F高管会议室



第二部分：多媒体系统概述



什么是多媒体会议系统？

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会议的模式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为了让会议内容具体化、表达清晰化、使用便利化、以及实

现会议的高效性、可交互性、跨距离性等，现代多媒体会议

系统也应运而生。

我们通过多种类的显示、扩声、拾音、控制、远程视讯等

多媒体设备，搭建起整套具有完美兼容性、集先进性与实用

性与一体的电子化会议系统。以此来满足各类型会议的内容

需求和、参会人全方位的感官需求。



多媒体会议系统的组成

Ø显示系统

Ø扩声系统

Ø拾音系统

Ø音视频信号处理系统

Ø集中控制系统

Ø同声传译系统

Ø远程视讯系统

Ø录播、直播系统

Ø会议预约管理系统

Ø后台设备监控系统



第三部分：子系统描述



子系统—显示系统

类型：显示系统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场合、使用场景、预算、会议室的自身结构等等，可以进行不

同的选择。

常见的有如下几种：

投影显示系统 液晶拼接系统 LED系统

各类显示系统各有其优缺点，需结合需求特点进行选型。



子系统—显示系统—投影

主流投影方案：投影适用于小尺寸单屏显示和大尺寸融合显示

1、按芯片分类：LCD、DLP

2、按光源分类：灯泡、激光

单投影 投影融合

随着近两年技术的发展，激光投影机逐渐成为主流，其特点：实际亮度高、寿命长。



子系统—显示系统—液晶拼接

液晶拼接：适合大尺寸显示，有一定拼缝，目前主流3.5mm；1.8mm

全屏显示 任意开窗



子系统—显示系统—LED大屏

LED大屏：LED已经逐步从室外进入室内领域，适合大尺寸显示，无拼缝，目前主流P2.5；P2; P1.8; 

P1.2，不同点距选择需结合显示尺寸、要求分辨率、观看距离等多因素决定。



子系统—拾音系统

会议室常用拾音系统：

无线手持话筒
界面话筒

鹅颈话筒

有线/无线数字会议 嵌入式数字会议

天花界面麦克风

领夹式麦克风 领夹式麦克风

桌面全向麦克风



子系统—模拟话筒

模拟话筒 调音台 功放 专业音箱



子系统—数字话筒

手拉手单元+无线话筒

调音台

功放 专业音箱

反馈抑制器

延时器

均衡器



子系统—天花麦克风



子系统—扩声系统

扩声系统主要为了让参会者的发言和音频内容得到放大呈现，一个好的扩声系统，可以满足高清
晰度和高还原性，确保与会代表能够清晰、明确的听到发言及演示声等。



子系统—扩声系统—扬声器类型

建议：多功能厅安装线源阵列扬声器

建议：中小会议室安装吸顶扬声器 建议：大会议室安装壁装扬声器

建议：大型场馆安装阵列音箱



子系统—扩声系统—系统架构图



子系统—音视频信号处理系统

通常在一间会议室中会存在多种音视频信号的输入和输出，为了满足信号源和显示设备间的快速链接和切换，
就需要音视频处理设备。

拓扑图



主要控制功能

1.设备信息管理

2.设备能耗监测

3.智能环境控制

4.多媒体显示控制

5.音频扩音控制

6.数字会议管理

投影机控制

灯光控制

温/湿度控制

窗帘控制视频监控控制

背景音量控制
幕布控制

电视控制
会讨系统控制

IPAD/PC/手机控制

子系统—集中控制系统



子系统—集中控制系统

Ø 集中控制系统在项目中可实现如下一些功能：

• 控制时序电源，达到一键开关整个系统的功能；

• 针对本地会议、视频会议等所需要的不同场景

模式一键切换；

• 通过对视频矩阵的控制，来选择投影机、电视

机、视频终端的输入信号源；

• 投影机的开关、电动幕布的升降；

• 音量的增减、静音设置；

• 控制视频会议终端，代替遥控器的常用功能；

• 灯光控制（可选）；

• 电动窗帘控制（可选）；

• 空调控制（可选）；

• PM2.5监测（可选）；



子系统—中控操作界面



子系统—同声传译系统

Ø 同声传译系统：可实现多国语言同时翻译，不同需求人员收听不同通道，互不干扰。

ü采用红外线传输，具备安装简单、

音质良好、保密性强等优点

ü主体系统由信号源、译员机、红外

发射机、红外辐射板、红外接收器组

成

ü在红外线覆盖范围内，所有接收器

都能够接收到红外线，接收器把红外

光信号接换成电信号经功率放大后通

过耳机进行多个通道的语音监听



子系统—同声传译系统

本
地
发
言

无
线
收
听

翻
译
间

接
收
机



子系统—远程视讯系统

远程视讯系统即指通过硬件或软件设备，在基于网络的方式下，进行远距离的音视频交互，实现异
地可视化会议。



子系统—后台设备管理系统

系统支持对建行培训室设备，如大屏、矩阵、音频处理器、投影等设备有充分的对接能力，并对其实现监控功能。
实现功能：

1:实时监测建行培训室多媒体设备使用的状态,一旦状态异常，可人为提前做好准备.
2:可提前告警多媒体设备故障， 准确预知故障点，大大减少人为排障的困难和时间.
3:记录多媒体设备使用情况的数据，有效的预知设备的使用率，从而针对性的提供一些备品备件，力保培

训室正常高效的使用.



子系统—后台设备管理系统



子系统—直播、录播系统

录播系统基于IP网络分布式架构，信号的采集设备和信号处理设备分开，信号采集设备通过高效率的H.264算法把原始数据
编成在网络上传输的数据流；信号处理设备从网络把这些数据流解码并同步把这些数据流保存录制和实时直播发布。



子系统—无线传输系统

1. 无线传输，不再需要到处拉线，桌面干净整洁；
2. 即插即用，一键直接将音视频信号投放到大屏幕；
3. 多信号支持， 多支持4路信号同时上屏幕，配合大屏幕显示，效果震撼；
4. 支持无线移动设备，例如：IPAD、IPHONE、Android手机等；



子系统—会议预约系统

• 会议室没有会管的场景下,缺乏统一安排调度，使用效

率低；不知哪间会议室空闲;已经预定的会议室被别人

占用;培训或者开会时,经常有人闯进来看是否有人在

使用.

• 会议预约管理系统可以有效的整合了会议预约（可对

接Exchange/QA邮件服务器等）、培训室门口显示

屏、培训室茶水服务，楼层导览指示、建行信息发布、

微信企业号、前台服务台等。

门口显示屏



舞台灯光集成

21世纪的市场竞争就是品质、文化和服务的竞争，以及产品

科技含量的竞争。顺应这种形势，公司一如既往地对技术创新非常

重视，早在2011年就成立了“研发中心”，并与国内外高等院校

开展“产学研”的科技活动，聘请具有较高资历的结构工程师、电

子工程师、专家顾问等优秀人才，公司注重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

特别是绿色环保娱乐灯光的研发。

把握市场脉搏，加强多条产品线同时研发的力度，以市场需要

为导向，公司立志于舞台、娱乐、演艺等专业照明灯具的研发与生

产营销。

舞台灯光集成
Stage lights



第四部分：实例分析



多功能厅（平面图、效果图）

多功能厅平面图 多功能厅效果图



多功能厅设计描述

本次设计多功能厅约250平，主要功能有大中型日常
会议、学术讨论 小型演出等

多功能厅涉及到的系统概括如下：
Ø 会议音频扩声系统
Ø 话筒、音源系统
Ø 视频显示系统（LED大屏显示系统、会标显示系统）
Ø 会议录播、直播、点播系统
Ø 集中控制系统
Ø 舞台灯光系统
Ø 信号传输及切换系统
Ø 无线、有线信号接入系统

会议系统的设计，主要是根据多功能厅定位，搭配相
应的会议功能系统，形成一套完美的视听整体解决方
案



多功能厅--设备点位概述

主扩扬声器x2

无线手持麦克风x4

LED：7.68m(宽)×2.176m（高） =16.7㎡

※该多功能厅配置中控系统：通过Ipad、墙装面板等控制终
端，对多媒体会议设备进行集中控制，设置会议模式，一键
操作。减少误操作和便捷的会议操作管理。

多媒体会议设备机柜，放置中控设备、时序电
源、矩阵、无线演示、音频处理器、功放等

领夹话筒 x2

返显地插x2

摄像机x3

无线投影x1

输入地插x2



多功能厅--显示系统

LED大屏特点：画面显示更细腻、逼真.  LED屏具有无缝、亮度高等显著特点，在大尺寸的显示方案中，具有高性价比

的优势，逐步成为室内显示的主流方式。

LE
D

LED屏 会标显示系统

Ø 主显示系统： 采用全彩微点距LED系统，点距≤P2，显示尺寸至少满足7.68m(宽)×2.176m（高） ；显示屏比例：2个16:9
画面；分辨率≥3840*1088，黑灯；1R1G1B三合一表贴；铸铝箱体、前维护；LED大屏支持多画面显示，可根据使用需求自
由变更显示内容及布局。

Ø 会标显示系统：在显示大屏上方需配置一块单色LED会标显示屏，显示尺寸至少满足11.52m(宽)×0.46m（高）。



LED场景模式—双屏显示

特点：

左右两分屏均为标准16:9画面，适合

主流显示内容比例。

当视频会议模式和演讲模式时，可

采用此模式.

Ø 模式一：左右等分屏，2个16:9显示



LED场景模式—单屏显示

场景一需要满足的内容：

a、为了保持显示效果完整性，建议采
用定制分辨率内容.

b、如使用常规16:9比例内容，整体显
示效果会略有拉伸.

Ø 模式二：全屏显示



LED场景模式—单屏显示+背景

特点：

a、中间主画面比例正常，不需要特制
内容

b、左右窗口可以按实际使用场景需求，
显示相关需要提示的内容，诸如标语、
字幕等.

Ø 模式三：中间单屏16:9显示，两边8:9显示



多功能厅—信号处理系统

Ø 信号处理系统：在本多功能厅中，包含多路的信号输入和输出，考虑到接入信号的多样性与全交换的需求，需配置矩阵信号
处理器系统，矩阵系统需支持全高清、标清、数字、模拟音视频交换设备，在满足现场输入输出的基本要求下，需有一定的
预留，输入输出≥8路x8路，系统需满足板卡式设计，有一定拓展升级空间，系统需包含长距离传输设备以满足会场内较长距
离的信号传输要求。

Ø 多媒体接口：考虑到会场本地移动信号的接入和返显功能的预留，我们设计了多组地插/桌插，将本地信号与机房互通。

矩阵系统拓扑图地插点位图



多功能厅--音频扩声系统

主扩音箱*2

Ø 拾音方面：为了满足主席台重要会议的发言，我们设计无线话筒4套、头戴式话筒2套。
Ø 扩声方面：音频扩声系统采用有源8通道可导向型阵列扬声器，后台配置1台数字音频处理器，有效防止声反馈，抑制回声，

大程度地发挥扩声系统的功能。在机房配置监听音箱。
选用可导向型阵列音箱说明：多功能厅建声环境复杂，地板和天花均无吸声处理，且音箱只能角落安装，为了满足声场的均衡和
声音效果，特此选型，可导向型音箱可以根据环境，分区扩声，使不同区域声场均匀覆盖，且有效避免声音反射。

音频系统拓扑图音箱点位图



多功能厅—直播、录播系统系统

1号摄像机

2号摄像机

3号摄像机

Ø 直播、录播系统：对多功能厅的重要会议、活动进行现场录制、存储，同时支持至少200方以上的在线直播功能。
Ø 支持微信公共平台移动互联网门户建立；可对微信门户进行多套模版配置；提供微信视频资源发布及直播发布的功能；可录播

设备录制的视频直播与点播资源可无缝融合微信分享发布；支持个人通过手机、平板电脑随看随拍随分享，支持跨平台：ISO、
Android多平台支持。

Ø 支持微信抽奖功能及微信红包；支持微信投票功能；支持微信点名功能；支持问卷调查功能；支持微信签到功能。

摄像机点位图 直播录播拓扑图



视频无线传输----可立享

1. 无线传输，不再需要到处拉线，桌面干净整洁；
2. 即插即用，一键直接将音视频信号投放到大屏幕；
3. 多信号支持， 多支持4路信号同时上屏幕，配合大屏幕显示，效果震撼；
4. 支持无线移动设备，例如：IPAD、IPHONE、Android手机等；



主要控制功能
• 一键开关整个系统

• 场景模式一键切换

• 切换信号源

• 投影机的开关、电

动幕布的升降；

• 音量的增减、静音

设置；

• 控制视频会议终端，

代替遥控器

• 灯光控制；

• 电动窗帘控制

投影机控制

灯光控制

温/湿度控制

窗帘控制视频监控控制

背景音量控制
幕布控制

电视控制
会讨系统控制

IPAD/PC/手机控制

中控系统介绍



第五部分：思科产品的融合性应用



视频会议在多媒体环境下的应用



视频会议在多媒体环境下的应用

以SX80为例，在中大型多媒体会议室中，视频会议不仅只是一套独立系统，其涉及与多媒体中的显示系统、扩声系统、拾音系统、信号处
理系统、中控系统等大部分系统的对接组合。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不仅要考虑视频会议系统本身的应用条件，也需要结合考虑与各系统的兼
容性、匹配性，以此来实现完美的音视频整合方案。

如下设计图为我们建议的与多媒体设备对接系统图：

①

②

③

点位布局示意图



Spark Room kit应用场景



此产品主要满足日常小型视频会议，采用四合一、一体化终端，包含摄像头+麦克风+音箱+编码器，支持双流。

Spark Room kit应用场景



Q&A?



Thank you!

音视频系统专业服务商

…
上海祯华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