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昌航天广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www.htjy.com

航天广电方案设计
参考指南



         中国航天广电创建于1999年，专业从事智慧办公，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智慧家居，智慧消防，智慧安防，音视频产品，国家品牌
注册商标【航天广电】集团已成为科研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大型航天高科技企业集团！

 
 中国航天广电以雄厚的研发生产、资金、人才优势，在全国设有多个直属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全国各省市区域设有市场渠道销售服务，

用户已达百万，秉承：科教兴国，产业报国为己任，打造音视频领军企业，助力中国梦！     
 中国航天广电产品全面通过了国际ISO9001认证、ISO14001认证、ISO28001认证、国家武器装备三级保密资质、安防工程企业能

力等级一级、声频工程企业综合技术等级一级、“3C认 证”、欧盟“CE认证”，国家电子产品检测认证，其中百余项产品、荣获国家发明专
利及知识产权证书、并荣获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入网证以及“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企业”“国家标准化良好行为AAAA
企业”、“十佳音视频集成供应商”、“公共广播十佳品牌”等荣誉称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品采购定点单位，陆、海、空、战略支援、火箭军及武警部队列装的首选品牌、为航天系统星、箭、弹、“神舟飞
船”等项目卫星地面接收装置提供配套产品。





航天广电属于早期为数不多具备自主研发、生产能力的音视频设备厂家之一，通过22 年音视频行业深耕，已在南昌、北京、广州设立3大研发中心, 5大生产基地，现有
80多名高级工程师及研发人员，员工约580人,    年产能36万台机器，常备5500万 材料库存,  100多项专 利、著作权及发明证书

• 集团化的运营模式     运作和管理效率高，为客户提供精细化服务
• 模块化的子系统        从用户需求出发,搭建满足不同使用需 求的应用系统
• 平台化的应用方案     将AVC各个系统联合，实现音频、视频、控制的互联互通
• 专业化的团队            集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快速 响应客户需求



【企业认证】
　　中国航天广电始终以市场为导向，精益求精，严格规范生产管理，拥有国内外先进的检测设备和军工生产工艺流程
体系。现已全面通过了国际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认证、ISO28001认证和中国“3C认证”、欧盟“CB认
证”，并拥有10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自主知识产权认证。



【资质荣誉】

      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品采购定点单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战略支援、火箭军及武警 部队等单位列
装的首选品牌及航天系统星、箭、弹、“神舟飞船”等项目的广播通讯，卫星监控，地面接收的配套产品。荣获国家广电总
局颁发的入网证以及“十大数字化著名企业”、“航天广电驰名商标”连续多年的“灯光音响十大品牌”等荣誉称号。



品牌影响力

市场占有率

销售与服务

产品与技术

销售与服务
售前：30余名专业方案讲师点对点产品推广交流、传递 
公司价值点，50名方案工程师，提供专业方案设计、 
设计项目针对性方案。

        售中：200余名专业销售顾问配合投标、标书答疑，
项目保护、24小时在线电话顾问。

售后：100余名售后驻点工程师施工计划、布线指导、 
竣工验收、现场调试；全国68个驻点、4小时内抵达 
项目现场。

品牌影响力
航天广电致力于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性能稳定、

高性 价比的产品、及时守信的交货承诺和优质、上乘

的售 后保障，打造了在音视频行业广具知名度的“航

天广电”品 牌，先后获得了“十大音视频品牌”、

“十大优秀会议系统品牌”、“十佳广播会议民族品

牌”“音频扩 音十大品牌”、“智慧中国优质供应商”

等荣誉称号。

产品与技术 

航天广电以“质量第一”为生产准则。多年来，公司严 
格依据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对设计、 制
造、销售、服务全过程实施标准化管控

市场占有率 

航天广电自创办以来，保持了令行业惊讶的
增长速度， 是目前国内规模市场占有率较高
的音视频系统集成制造商



合作企业及科研院所

公司还与海康威视、创维、瑞芯微、华为、龙芯、兆芯、飞腾、 

微软、银河麒麟、统信、南昌大学、南昌理工学院等行业龙头

企业及科研院所合作，持续打磨属 于自身的独特优势，为行业

客户持续发展创造价值。 科研院所
Research Institutes







• 会控系统
• 无纸化会议系统
• 5G WIFI会议系统
• 数字会议系统
• 语音转写系统
• 同声传译系统
• 无线表决系统
• 专业扩声系统

• 智能广播
• 数字广播
• 云播系统
• 消防广播系统
• 4G广播系统
• 可视对讲系统
• 应急广播系统
• 轨道交通广播系统
• dante音频管理系统

• 精品录播系统
• 专递课堂录播系统
• 电子班牌系统
• 智慧物联教室
• 云控教室系统
• 教学扩声系统
• 教育一体机
• 物联网教研工具包
• 实训课堂系统
• 智慧黑板

• LCD拼接
• LED商显屏
• 小间距LED显示
• 会议一体机
• 舞台灯光
• 远程视频会议系统
• 智能中控系统
• 高清混插矩阵
• 分布式系统
• 会议录播系统
• 无感调度系统

• 信息发布平台
• 智慧校园管理平台
• 分布式综合管理平台
• 云会务管理平台
• 应急管理平台
• 教育管理云平台
• 教育资源云平台

产品系列

音视显控一体广播&对讲 智慧教育会议扩声平台系统



学校 轨道交通 主题乐园

楼宇 星级酒店

• 各行业公共广播解决方案，包括：校园广播、轨道交通广播、文旅广播、景区广播、应急广播、消防广播等系统，目前
覆盖学校、星级酒店、大楼、铁路、机场、文旅、体育馆、展馆等各场景的公共广播。

体育场馆



• 各行业会议室音视频整体解决方案，包括：麦克风、调音台、处理器、功放、音箱、无纸化、远程视频等系统。
• 覆盖大大小小各种类型会议室，包括本地会议室、远程视频会议室、无纸化会议室、党政会议室等。

小型会议室 大中型会议室 无纸化会议室 视频会议室



政府 学校 企事业单位

• 各行业报告厅音视频整体解决方案，包括：LED大屏、灯光、麦克风、调音台、处理器、功放、音箱、中控矩阵等系统， 
每年至少做1200间报告厅。

• 覆盖政府、事业单位、学校等各个行业的报告厅。



• 各行业指挥中心解决方案，包括：LED大屏、分布式综合管理平台、无感调度、中控、数字会议、远程视频、无纸化、 
专业扩声等系统，目前是我们重点跟踪行业方向，覆盖了应急指挥所、监控中心、大数据中心、指挥中心、飞机场、
高 铁站、展览馆等多个场景解决方案。

应急指挥中心 公安指挥中心 交通指挥中心 法检指挥中心 部队指挥中心



文旅综合体行业音频解决方案，覆盖各类主题乐园、特色小镇、森林公园、体育馆、文体中心、展馆等，目前是我们
重点跟踪行业方向。

主题乐园 文体中心 特色小镇



• 形成了以智慧教育为核心,以校园管控平台、教育资源云平台、录播、无感扩声、班牌、云控、扩声、纳米黑板等为支
撑的教育信息化产品，覆盖幼教、普教、职院、高校等教育场景。

职/高校普教 幼教



覆盖大型演出场所、体育馆、剧院、酒吧、KTV等主要市场，目前是我们重点跟踪行业方向

扩声设备高音清晰透彻、中音饱满、低音震撼，通 过现场音频播放渲染整个比赛场的氛围。 赛场内音频通过网络进行传输，
达到了音频传输的 零延迟，有效保证了音频传输的同步性，保证运动 员能清晰及时听到主持人说的比赛开始命令。

舞美演艺 体育馆 剧院



公共广播系统方案设计



01

02

03

了解预算
定位系统的配置，如果预算充足， 
可以考虑功能更加齐全

确定分区
1)客户需求分区；2)防火分区；3) 
功能分区；4）根据线路长度和施 
工方便考虑分区

确定功能
比如消防联动、电话广播、短信通 
知、求助对讲等功能

04

方案设计
布点图、设备清单、系统图、方案 
说明书、特殊需求设计



服务器

壁挂式终 
端系列

有源网络 
音箱系列

机柜式终 
端系列

网络广播 
话筒系列

求助报警 
系列

广播系统组成包括服务器、壁挂式终端、有源网络音箱、机柜 
式终端、网络广播话筒、求助报警等产品，能架构大型公共广 
播平台，可满足各场所类型的广播需求。



工控机式高端服务器

IP网络有源音箱

网络调音台/音频采集器

无线话筒

CD播放器

数字调谐器

桌面式网络分控管理中心 桌面式对讲寻呼话筒IP网络消防报警接口

机柜式IP网络音频终端

防水音柱

分控电脑

IP网络有源音箱

草地音响 广播号角

消防信号

无线话筒

播音室

室外分区1 点对点

分控室

网络线

音频线

喇叭线
吸顶喇叭 壁挂音箱 室内音柱

分区3

机柜式IP网络终端
功放

网络音箱

网络终端

定阻音箱

求助终端



应备声压级 声场不均匀度
（室内） 漏出声衰减 系统设备 

信噪比
扩声系统语言 

传输指数

一级业务广播系统

≥83dB

≤10dB ≥15dB ≥70dB ≥0.55

二级业务广播系统 ≤12dB ≥12dB ≥65dB ≥0.45

三级业务广播系统 —— —— —— ≥0.40

一级背景广播系统

≥80dB

≤10dB ≥15dB ≥70dB ——

二级背景广播系统 ≤12dB ≥12dB ≥65dB

三级背景广播系统 —— —— —— ——

一级紧急广播系统

≥86dB

—— ≥70dB ≥70dB ≥0.55

二级紧急广播系统 —— ≥12dB ≥65dB ≥0.45

三级紧急广播系统 —— —— —— ≥0.40



其中，

计算方法：

扬声器的布距（如图）

扬声器的扩散角大小可决定扬声器的布距。

S1=2×（H﹣h)×tan(α/2)

S1: 布局参考值

H: 设备安装的吊顶高度

h: 设定的闻听高度

α: 扬声器的扩散角

计算得到：

S1=2×（3000﹣1500)×tan(165/2)，约22米。

由此可知，每个扬声器最大的辐射直径为22米，半径为11米



由于背景音乐的设置要求扬声器分散均匀布置，无明显声源方向性，分布位置如图：

• 为保证辐射范围内的声音均匀，分布方式最好采用“中心到中心”方式。

• 根据实际经验，背景音乐扬声器的分布一般在8-12米最佳。

中心到中心 最小搭接 边到边



理想情况下，喇叭功率与距离的关系（仅供参考）

喇叭功率（W） 3W吸顶喇叭 6W吸顶喇叭 10W壁挂喇叭 15W仿真草地音响 20W壁挂喇叭

两只喇叭之间距离（米） 5 - 8 8 - 10 12 - 15 25 - 30 15 - 20

喇叭功率（W） 30W壁挂喇叭 45W壁挂喇叭 60W壁挂喇叭 90W壁挂喇叭 30W防水号角

两只喇叭之间距离（米） 25 - 30 30 - 40 45 - 50 55 - 65 50 - 70

喇叭布点的距离：

• 以上列表是在常规理想环境下，通过达到广播声压级得出的数据，具体环境还需要参考现场的环境噪声， 

即使是同一款喇叭型号，在不同场所的布置也是不一样的；



实际应用：

• 定压：常规计算扬声器总功率时取1.5倍左右；要求不低于1.2倍；

• 定阻：常规计算扬声器总功率时取1.5倍甚至更高，但不要高于2倍。

• 定压功放需跟定压喇叭匹配，定阻功放跟定阻音箱匹配，不可混淆；如果功放既有定压输出也有定阻输出，那么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

• 在连接功放与喇叭时，需注意100V与70V的区别，国内常规使用100V

功放的额定功率算法：

• 功放的功率应≥接到这台功放的所有喇叭的功率的总和*1.5

• 例如，上图共有5个T-601壁挂音箱，T-601的额定功率为10W，那么功放应选择≥5*10W*1.5=75W

100V

COM

并联方式将各喇叭连接

一条线：
RVV2芯线

功放

喇 
叭

喇 
叭

喇 
叭

喇 
叭

喇 
叭

10W 10W 10W 10W 10W

120W



国标GB4706.1-19921/1998规定

线截面积 负载电流

1 mm2 铜 线 6A--- 8A

1 .5mm2 铜线 8A---15A

2 .5mm2 铜线 16A---25A

4 mm2 铜线 25A---32A

6 mm2 铜线 32A---40A

广播线材：功放输出到喇叭选用的线材常用的有RVV（常用的电源线）或者RVS（双绞线）两大类。 
线径大小估算法：

例如：

1台1500W定压功放，输出是100V，根据

公式 P (功率）=U（电压）x I（电流)

可得出电流 I=15A，室内的广播线就选用选用 

RVV2*1.5或者RVS2*1.5，室外的就选用 

RVV2*2.5或者RVS2*2.5

(注意：室外比室内的线要粗1 mm2左右）

线径大小公式法：

R (线径)=5 x P(功率) x L（距离） (P为功率，单位kw ; L为距离，单位km)

例如：这路分区的单元总功率为500W（包含损耗），最远那只喇叭的距离为1000米，则 R= 5 x 0.5kw x 1km=2.5mm



负载功率（功放功率） 60W 120W 250W 350W 450W 650W 1000W 1500W

面积/长度 mm mm mm mm mm mm mm mm

100米 0.5 0.5 0.5 0.5 0.75 0.75 1.0 1.5

250米 0.5 0.5 0.75 0.75 1.0 1.0 1.5 2.5

500米 0.5 0.75 1.0 1.0 1.5 2.0 2.5 4.0

750米 0.75 1.0 1.0 1.5 2.0 2.5 4.0 6.0

1000米 1.0 1.5 1.5 2.0 2.5 4.0 6.0 10.0



• 室内有天花板吊顶,宜用嵌 

入式的天花扬声器;

• 室内无吊顶，则宜选用明 

装式扬声器、吊装式扬声 

器或壁挂式扬声器

• 在室外，宜选用室外音柱 

或号角,不仅有防雨功能， 

而且功率较大

• 在园林、草地区域，宜选用造 

型草地音箱,这类音箱防雨、造 

型优美，且音量和音质都比较 

讲究

• 在防火要求较高的场所，宜 

选用防火型的带阻燃后盖， 

全密封型的扬声器

• 在易生锈、腐蚀的场所，宜选 

用塑料或铝合金材料的防水型 

扬声器；

• 在比较潮湿的场所，宜选用防 

水型的扬声器；

• 在易爆炸的场所，宜选用防爆 

型的扬声器，常规是号角，具 

有较强的防爆功能。





扩声系统方案设计



01

02

选音箱
根据国家厅堂标准，不同的 
场所需要满足不同的声压级

功率计算
利用音箱灵敏度数据、传声 
距离、期望声压级等数据计 
算电功率

选功放
根据音箱数量定功放台数，根 
据功能选择选周边处理设备

03

04

方案设计
布点图、设备清单、系统图、方案 
说明书、特殊需求设计



专业扩声系统          包括还原声音的音箱    以及调音台和周边处理设备

足够的声压级：扩声标准

良好的音质效果：无啸叫、无噪声、无电流声、无回声、饱满、清晰、无延时 .

方便灵活的控制：本地+ PC软件等

HT-L115P

HT-H5203

音箱管理器HT-DSP8800

功率放大器HT-Q6000调音台   HT-RV1642FX



效 果 器(HT-M350)

无线话筒(HT-WM2640)

专业功放专业功放专业功放

会议音频处理器(HT-AL808)

音频处理器(HT-DSP8800)

会议主机HT-M2203

调音台HT-RV1642FX



等级 最大声压级 传输频率特性 传声增益 稳定声场不均匀度 系统噪声级

一级 额定通带内≥98dB

以125Hz～4kHz的

125Hz～4kHz的 

平均值≥－10dB
1KHz、4kHz时≤＋  

8dB NR-20

二级 额定通带内≥95dB

平均声压级为0dB，  

在此频带内允许范围：

－6dB～＋4dB

以125Hz～4kHz的 

平均声压级为0dB，  

在此频带内允许范围：

－6dB～＋4dB

125Hz～4kHz的 

平均值≥－12dB
1kHz、4kHz时≤＋  

10dB NR-20

早后期声能比(dB) 500Hz～2kHz内1/1倍频带分析的平均值≥＋3dB（可选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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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计算公式 SPL=SPL1+20*lg(1/r)+10*lgW  

其中：

SPL：扬声器的特性灵敏度，单位dB;
r ：扬声器在轴向上与听众耳平面的间距，单位m  

W ：扬声器的输入电功率，即分配功率W。

各场所需满足声压级指标：

1、娱乐场所〔文化部WH0301—93〕

2、歌厅〔OK厅〕一级：103 dB， 二级：98 dB, 三级：98 dB,

3、歌舞厅一级：103 dB， 二级：98 dB, 三级：98 dB,

4、迪高厅一级：110 dB， 二级：103dB,

《厅堂扩声系统设计规范》GB50371-2006

1、文艺演出类扩声一级：106 dB， 二级：103dB,

2、多用途类扩声一级：103 dB， 二级：98 dB,

3、会议类扩声一级：98dB， 二级：95dB。



• 调音台主要分为两大类：数字调音台和模拟调音台；常规设计都是以模拟调音台为主，如果个别项目要求高配，亦可配置数字调音台。

• 调音台的选型，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它的接口数量，接口数量根据现场所需要接入的信号源数量挂钩。

• 调音台接口又分为两类，一种是普通的接口，一种是带幻象供电的接口，因此在设计的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各项信号源的接入类型， 

因为每个调音台的接口分配的类型数量各有不同。

• 调音台一般选择带编组的调音台，特别是有远程视频会议的项目，必须采用带编组的调音台。

HT-GL1600FX HT-M24-CFXHT-PM32数字调音台



• 一串线阵音箱的总功率=每只全频线阵音箱*N，灵敏度=每只全频线阵音箱灵敏度

• 主音箱声音必须覆盖全场，辅助音箱的功率、灵敏度不能大于主音箱功率。

• 除了低音音箱可以并排放置外，其它全频音箱尽量不要并排放在一起，因为这些水平角度过大，并排安装声音容易叠 加，效果不好。音箱并排放的

需要音箱水平角度在40-50°以内，并排放的话，也就是80-100°左右。

• 音箱的垂直角度越小，射程越远。



集中布置：

• 扬声器指向：较宽。

• 优缺点：声音清晰度好、声音方向感也好且自然、有引起啸叫的可能性。

• 适宜使用声合：设置舞台并要求视听效果一致者、受建筑体型限制不宜分散布置者。

• 设计注意要点：应使听众区的直达声较均匀，并尽量减少声反馈。



分散布置：

• 扬声器指向：较尖锐。

• 优缺点：易使声压分布均匀、容易防止啸叫、声音清晰度易变坏、声音从旁边或后面传来，有不自然感觉 。

• 适宜使用声合：大厅将高较低、纵向距离长或大厅可能被分隔成几部使用。

• 设计注意要点：应控制靠近讲台第一排扬声器的功率、尽量减少声反馈；应防止听众区产生双重声现象，必要时 

采取延时措施。



混合布置：

• 扬声器指向：主扬声器应较宽；辅助扬声器应较尖锐。

• 优缺点：大部分座位的声音清晰度好、声压分布较均匀且没有低声压级的地方、有的座位会同时听到主、辅扬 

声器两方向来的声音。

• 适宜使用声合：眺台过深或设楼座的剧院等、对大型 或纵向距离较长的大厅堂、各方向均有观众的视听大厅。

• 设计注意要点：应解决控制声程差和限制声级的问题；必要时应加延时措施以避免双重声现象。



名称 面积 音箱数量和对应功率 音箱数量和对应型号

会议室1 50平米以下 4只40W音箱 4只HT-S304

会议室2 50平米到80平米 2只120W音箱 2只HT-S308

会议室3 80平米到120平米 4只150W音箱 4只HT-TF08A

会议室4 120平米到150平米 4只200W音箱 4只HT-TF08

会议室5 150平米到200平米 2只300W，2只150W音箱 2只HT-TF10，2只HT-TF08A

会议室6 200平米到250平米 4只300W音箱 4只HT-TF10

会议室7 250平米到300平米 2只300W，2只200W音箱 2只HT-TF10，2只HT-TF08

会议室8 300平米到350平米 4只350W音箱 4只HT-TF12

会议室9 350平米到400平米 2只450W，4只200W音箱 2只HT-TF12，4只HT-TF08



• 适用于各种KTV包房， 

酒吧，慢摇吧，夜总会 

等

专业音箱

• 适用于高档会议室及多功 能

厅及宴会厅等，与超低 音搭

配可做高性能演出使 用。

工程音箱

• 适用于会议厅，多功能 
厅，企业、学校、部队、 
娱乐业等各种行业和场 
合、体育馆、剧院、及 
户外演出

线阵音箱

• 适用于会议厅，多功能 
厅，企业、学校、部队、 
娱乐业等各种行业和场 
合、体育馆、剧院、及 
户外演出

组合音箱

• 采用中低音单元及优质 
高音驱动器，应用于体 
育馆补声，大型主题公 
园，中大型文化广场， 
室外操场等场合

号筒音箱



音箱类型选择

多功能音箱        声柱音箱           超低音音箱         线阵音箱    

有源、无源；全频、低频；定阻、定压
多功能音箱：常规有8寸、10寸、12寸、15寸、双15寸等，一般为2分频，高音单元和中低音单元，多功能厅
同轴音箱：2分频同轴，结构紧凑，声音更自然，用于中小型档次较高的圆桌会议室； 
声柱音箱：单元呈哑铃状布置，辐射角度宽，中小型一般语言为主的会议室； 
吸顶音箱：对装修要求较高的语言为主的会议室、背景音乐等；
线阵音箱：大型厅堂的扩声，如大宴会厅、多功能厅、体育场馆等大型场合；
低音音箱：常规有12寸、15寸、18寸、双15寸、双18寸等，用于多功能厅、影视欣赏、演出等场合用于增加低频震撼力；

HT-N3 LAP
HT-N3A LAP

HT-L10

HT-LA10
HT-LA18S

HT-0412
HT-0824

HT-S308
HT-S316

HT-215R/HT-15R/HT-12R HT-S218



功放

功放全称是功率放大器，用于增强信号功率以驱动音箱发声的一种电子装置，作用就是将较弱的音频信号放大后输出给音箱，推动音
箱工作。按不同的方式可分为

• 模拟功放和数字功放；
• 2通道功放、4通道功放、8通道功放等；
• 纯后级功放、合并式功放；
• 定压功放、定阻功放等

功放 HT-DP350

功放 HT-Q2000/3000/6000/9000

功放 HT-IM2600D



调音台

调音台又称调音控制台，它将多路输入信号进行放大、混合、分配、音质修饰和音响效果加工，是现代电台广播、舞
台扩音、音响节目制作等系统中进行播送和录制节目的重要设备。
调音台可分为：模拟式调音台和数字式调音台

音箱管理器

数字音频处理器通常包括如路由、参量均衡、分频、延迟、混音处理等功能。
常见的规格有2进4出、2进6出、3进6出、4进8出等几种

数字媒体矩阵、数字音频处理器

数字音频媒体矩阵就是将传统音响器材中的调音台,均衡器,分频器,延时器,激励器,
分配器,压缩限幅器,扩展器,噪声门,电平表,信号发生器,测试仪等众多设备
都用数字音频矩阵系统(软件+硬件)来取代

均衡器

均衡器通过对各种不同频率的电信号的调节来补
偿或衰减扬声器和声场的缺陷，补偿和修饰各种声源及其它特殊作用

反馈抑制器

反馈抑制器消除回授啸叫现象，同时保持足够音量和良好音质的方法

调音台 HT-RV1642FX 数字调音台 HT-M32

音箱管理器 HT-DSP8800

音频处理器 HT-AL808DA

反馈抑制器 HT-FB1000



话筒

典型的拾音设备，其功能都是拾取说话人的声音，将在空气中传播的物理声音信号转换成
电子信号。形式包括各种话筒，如手拉手会议系统、普通普通鹅颈话筒、无线话筒、界面
话筒、录音话筒等。
 
话筒按工作原理可分为电容式和动圈式2种。
会议话筒根据安装方式不同，可分为便携式和嵌入式两种。
无线话筒根据使用方式不同，可分为鹅颈式、手持、头戴、领夹四种

小振膜话筒   HT-W220 真分集一拖一无线话筒  HT-RY108

一拖四无线会议话筒 HT-5560



波束指向控制（正面和侧面频率响
应对比、、-22db到-36db的衰减
侧面抵消、利用的是MIR处理器的
分频、把侧面的100-500hz的低频
进行抵消

MIR 处理器，综合 IIR（普通dsp）
和FIR（滤波器）结合 、延时 2ms，

FIR处理器延时,抽样阶数达到1024
阶时，延时达到8ms，

侧面双8寸低音喇叭，，





会议系统方案设计



01

02

选传输方式
有线/无线（U段/2.4G/5G/红外）

选功能
发言/表决/跟踪/同传

选外观
长、短咪杆、拾音距离

03

04

方案设计
布点图、设备清单、系统图、方案 
说明书、特殊需求设计







全数字会议主机HT-M2203/HT-M2202/HT-M2201

发言单元 发言单元

翻译单元高清摄像机

音频处理及扩声系统

管理电脑

u摄像跟踪：

数字会议主机具有控制一只摄像机进行摄像跟踪，通过预设摄像机的预置位通过调用摄

像机预置位的方式实现对发言人员画面进行特写。需要多个摄像机跟踪时可配合跟踪主

机进行使用

u同声传译：

数字会议主机具有11+1同传通道，通过翻译单元进行语言翻译，音频传送至数字会议主

机，有会议主机传输至会议单元，通过会议单元的通道按键进行选择通道收听翻译的语

言

u会议管理：

数字会议系统可以通过电脑连接局域网对数字会议主机进行访问，可以对会议话筒模式

，参数设置，音量控制，投票、表决等进行控制和管理

u音频传输：

会议单元通过单元扩展盒进行扩展，采用网线进行通讯传输音频、电源、控制信号，会

议单元的音频通过网线传输至会议主机，从数字会议主机音频输出接口输出至扩声设备

，或从光纤接口和dante网口输出进行远距离传输





        由于礼堂（报告厅）有时用作会议、有时用作文艺演出，舞台上的会议桌子不是固定的。根据这个情况方案采用WIFI会议系统，布线简单，方便移动。

l 超长续航能力快速充电
l WiFi单元标配有大容量锂电池
l 可使用充电宝为WiFi单元供电
l 可使用电源适配器为WiFi单元供电
l 可使用锂电池为WiFi单元供电

发言
可持续8小时

WiFi话筒单元HT-DSP6102/HT-DSP6104

工作
可持续24小时

WiFi会议主机HT-DSP6100

l 强大的功能和保密性好
l 采用128位AES加密技术，支持 WPA/WPA2 无线安全

技术，防止窃听和非授权访问，提供更高的会议系统
机密性可使用。

l 摄像联动、发言跟踪，可定义全景预置位、跟踪预置
位等，无需人工干预，完全自动跟踪

l 具有消防报警连动触发接口，提供火灾报警信息，第
一时间提醒会场人员紧急撤离，确保与会人员安全



• 可根据不同的外接方式， 控制多种设备。

• 当接收到外界的信号/电平，或者是某路输 
入与地短路时， 触发系统的一系列指令/动 
作。

红外*8路

调试

远程控制

路由器
移动端控制

摄像机、电视机、DVD机、空调、投影机、视频终端等

音视频切换设备、摄像机、投影机、电源管理器、视频终端等

串口*8路

弱电继电器*8路

触发电源时序器、投影机吊架升降等

灯光

声音

开关

升降

I/O输入输出控制口*8路
NET 总线通信接口

智能中控主机HT-NP6300B

• 方案设计前期跟用户沟通具体项目需求，包括需要控制设备、设备类型、数量、平板类型等



信 
号 
输 
入

输入板卡

信 
号 
输 
出

输出板卡

输入1

输入2

输入3

输入4

输入5

输入6

输入7

输入8

输出1

输出2

输出3

输出4

输出5

输出6

输出7

输出8

在会议室中，往往会有大量的视频信 
号源接入，例如电脑、DVD视频、无 
纸化同屏、视频会议画面、摄像机、 
监控等

在会议室中，往往需要显示大屏、辅助 
显示屏等来放大画面，或者观看直播、 
视频等，例如使用LED大屏、电视机、 
投影机等设备

• 配置高清混合矩阵时需确定输入、输出信号接口类型、数量，确定好信号分辨率，同时考虑信号传 

输距离，超过距离需增加延长器（VGA/DVI/HDMI传输距离不超过15米）。

• 矩阵配置是线材必须采用部门规定标准线材（品牌、规格）；





• 视频会议终端要求、是否对接、功能要求、网络状态

• 视频会议MCU容量，不能超过视频终端的数量，包括硬视频终端、软视频终端、手机APP等。

• 思路一：需要与其它品牌的视频会议对接，需配置我们的MCU，而且要多配一台视频会议硬 终端跟其它品牌的视频会议对接；

• 思路二：与其它品牌的视频会议对接，可以不需要配 我们的MCU，但是需要满足标准H.323、SIP双协议；

• 全向麦克风用在50平米以下的视频会议室，可以通过增加扩展麦克风（不能单独使 用，不能超过2台），增大拾音距离；全向麦不能和

本地专业扩声混合使用；

• 主会场显示设计采用拼接大屏做主显示设备，分会场采用液晶高清电视作为显示设备



多点控制单元MCU 主会场端

分会场端 分会场端 出差办公（软终端） ……

……

网络

分会场端

后台管理电脑



一级建设

一级备MCU 一级主MCU
热备 终端后台管理电脑 一级主会场

网络

网络

二级MCU 终端后台管理电脑

网络

二级MCU 终端 后台管理电脑

二级建设

分会场 分会场 分会场 分会场 分会场 分会场

三级建设

……

……



小型会议室中小型会议室 小型会议室 PC端 移动端

主会议室（内置MCU）

专线/专网

……



视频会议效果与带宽对应说明：
① 在网络设备层面，保证视频会议的有足够固定的带宽

② 在标清（720P）视频效果的情况下，建议每个会场带宽建议不小于512K，在高清（1080P/30帧）视频效果的情况下，建议每个会场带 
宽建议不小于1M；在高清（1080P/60帧）视频效果的情况下，建议每个会场带宽建议不小于2M。

③ 在主会场MCU所需带宽根据注册远程视频会议终端数量所占用带宽需求总和的1.3倍。

④ 远程视频会议系统可以采用专网专线或者ADSL进行传输，采用专网专线传输效果更佳，保证良好的网络质量，丢包率要求不超过8%。

⑤ 视频会议效果与带宽对应表（协议：H.264HP）：

上传带宽（上行带宽） 下载带宽（下行带宽）

分辨率（单路） 最小带宽Kbps 建议带宽Kbps 建议带宽倍数
（1.2-2倍） 分辨率（单路） 最小带宽Kbps 建议带宽Kbps 建议带宽倍数

（1.2-2倍）

1080P60 2048 4096 2 1080P60 2048 4096 2

1080P30 1024 2048 2 1080P30 1024 2048 2

720P30 512 1024 2 720P30 512 1024 2

4CIF 256 512 2 4CIF 256 512 2

CIF 128 256 2 CIF 128 256 2

纯音频 64 128 2 纯音频 64 128 2



网络环境要求：

1、在机房必须要预留1个网络接口（RJ45）给1台视频会议MCU，必须要预留1个网络接口（RJ45）给1台视频会议终端。

2、对于MCU设备的网络要求要接入千兆以太网交换机，配置全双工模式。

3、业务网络独立划分：在使用视频会议终端的各个局域网上使用局域网交换机代替集线器HUB，避免无优先机制对实时 业务破坏，并视频会议系统所在网络和
其他网络（如：办公网）隔离。

4、由于视频的对网络的要求较高，因此应该尽量减少网络路由跳数（小于3跳），以免过多传输影响视频传输。

5、视频会议系统的设备应连接至主交换机设备。

6、在数据网络满负荷使用时，严格保障视频会议系统能够顺利的保持通讯或建立呼叫。

7、在H.323域内，终端的数目和使用的速率严格按照设计执行。

地址划分：

在配置前，必须做一个总体的安装规划:包括终端名称、终端 IP 地址、网关 IP 地址、服务器 IP 地址、终端安装的物理位 置，并且把这些信息做成标签贴在终端上，
以及在制做网线时，都要做好网线的标注等，保证安装的顺利实施。请将该 规划方案做成电子文档保存，以便日后维护查阅。

1、固定IP地址：提供给视频会议终端及MCU设备的网络IP地址，必须使用固定的 IP 地址，不能自动获取，而且IP地址 不能随便改变。

2、IP地址库：MCU需要申请固定IP地址1个，每台视频会议终端均需要申请固定IP地址1个，及需要用到的管理电脑IP地 址1个。



无纸化客户端

网络交换机

无纸化服务器

流媒体服务器

摄像机 投影仪 拼接大屏
视频会议终端

会议服务APP

无纸化会议室

管理控制电脑

中心机房



• 升降器安装位置：

两个升降器的开孔边沿之间相距：300mm-600mm（注：具体情况看桌子尺寸分布）。 

升降器开孔离桌子边沿距离：400mm-500mm。（注意开孔落在挡板之内）

无纸化升降器布局示意图 无纸化升降器布局效果图



• 嵌入式话筒安装位置：

建议距离桌子边上300mm-400mm，座位中心点离麦克风杆座位置150mm-200mm，安装在左边。具体情况看桌子尺寸分 

布，以不阻挡或影响正面视野、拾音距离恰当为原则。如下图所示：

嵌入式话筒布局示意图 嵌入式话筒安装效果图



• 安卓版硬件要求：操作系 
统：安卓操作系统5.0及 
以上；

• IOS版硬件要求：安装环 
境：IOS操作系统8.0及以 
上

• 无纸化终端平板：推荐 
Surface Pro 4 Intel i5  8G，
或联想 Miix5 i5 8G；

• 无 线 AP: TP-LINK TL-  
WVR1750G双频无线企 
业级VPN路由器；

交换机
• 无纸化会议系统的交换机 

放在会议桌下，机房也需 
要配置一台交换机，配单 
的时候注意交换机的数量 
和接口数量

• 如果无纸化升降一体机的 
网线都拉到机房，需要考 
虑机房的交换机数量和接 
口数量即可

流媒体服务器
• 无纸化信号需要在大屏或投 

影进行显示时必须配置流媒 
体服务器（TS-8308）

• 一套无纸化会议系统中，只 
配一台流媒体服务器TS-  
8300。

电子桌牌
• 电子桌牌供电的POE交换 

机，是非标24V，品牌深 
圳步唯，电子桌牌配了 
POE交换机，就不能配电 
池一起使用。

• 配了适配器，也配了电池， 
可以不配充电箱，因为可 
以用适配器给电池充电。

• 电子桌牌需要加密狗配套 
使用



录播系统方案设计



录播教室出于常态化教学的需要，因此采用拾音话筒拾音。因此在录播教室的选择上应达 

到以下要求，以便获得好的图像拍摄效果和混响效果。

1 选择高楼层；

2 教室周边环境安静，门窗具有良好的隔音效果；尽量选择远离公路、操场的教室。

3 标准的课室，面积不大于120m2；

4 建议长宽为：10m×8m矩形教室，教室高度不低于3.2m（吊顶后，高度不低于2.8m）

5教室呈矩形设计，教室前后等高，规则的平面矩形教室，中间、墙面无立柱及明显障 碍

物；不为阶梯式教室；

6 教室吊顶后层高不低于2.8m。



 环境系统

录播教室的环境建设部分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设备最终的拍摄、录制效果，同时环境建设也会部分影响到学生的健康，为了达到较好的效果，对学校而言，需要在以下的几点

予以考虑。

 教室环境：教室内摆放有录播系统等多种设备，对温度、湿度都有较高的要求，保持室内的合适温度、湿度是保证系统可靠稳定运行的基本条件。为保证室内的合适温度、合适湿度，室内需安装

空调，以达到加热、加湿、制冷、去湿、换气的功能，室内的温度能控制在15～25℃的室温，60％～80％湿度。教室的环境噪声级要求为40dB(A)，以形成良好的使用环境。建议教室配备UPS稳

压电源。

 声学处理：声学方面的问题，是教室改造的重点。主要的工作是外隔、内吸，外隔是阻止教室外部的声音干扰。如果每个教室都是录播教室， 教室的位置没有办法选择，可以采取较简单的办法，

例如挂厚重的窗帘，教室的门密封好一些，仅此而已。教室内部主要是减小室内的混响时间，以吸音为主。

在学校的教室里，共有6个面，屋顶、地面、黑板面、教室后墙面、窗户面和对应的墙面。实践证明这6个面，只要处理2个面，录制的声音就可以接受了。这2个面，一个是天花板，一个是窗户。

对于学校来讲是可以做到的。天花板使用矿棉吸音板吊顶，这对于装修工程来说是很简单的。下面要讲的灯光照明也需要吊顶，才能安装格栅灯。在窗户一面使用较厚重的窗帘，一方面遮光，一方

面吸音。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墙壁和地面的吸音处理，墙面吸音有很多方法，如吸音涂料和吸音材料等。地面的吸音处理要复杂一些，在教室使用地毯不是最佳的选择。虽然吸音效果很好，但是在

人多的环境不太适合。现在有一种塑胶吸音地板，很适合在教室里使用，效果也比较好。教室里面的机器设备都应采用静音级的，比如空调、投影机、计算机等风扇的噪音要特别注意。

建筑声学指标要求（声学装修要求）:

A  背景噪声：小于或等于35dBA。

B  隔声、隔振措施：厅内一般有良好的隔声隔振措施，隔声隔振指标按GB3096-82《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居民文教区执行即：昼间50dBA，夜间40dBA。

C  建筑声学指标：①共振、回声、颤动回声、房间驻波、声聚焦、声扩散，各厅内建筑门窗、吊顶、玻璃、座椅、装饰物等设施不得有共振现象，厅内不得出现回声、颤动回声、房间驻波和声聚

焦等缺陷，声场扩散一般均匀。②混响时间是声学装修中要控制的首要指标，是进行声学装修的精华所在，厅堂音质是否优美，这项指标占决定因素，也是唯一可以用科学仪器加以测量的厅堂声学

参数。

灯光设计

灯光照度是教室拍摄的基本必要条件。教室避免采用自然光源，采用人工光源，在使用人工光源时，“三基色灯”冷光源(R、G、B)效果最佳,灯光系统分路控制，所有控制开关在控制室内统一控制。

主播教室的照度，对于摄像区，诸如人的脸部应为500LUX，为防止脸部光线不均匀(眼部鼻子和全面下阴影)，三基色灯可旋转适当的位置在录播主机安装时调试确定。对于监视器及投影电视机，

它们周围的照度不能高于80LUX，在50～80LUX之间，否则将影响观看效果。为了确保文件、图表的字迹清晰，对文件图表区域的照度应不大于700LUX。

建议采用漫反射灯盘，采用飞利浦TLD865 18W灯管，色域85%以上，色温6500K。灯光的方向比灯光的强度更为重要，为灯光安装漫射透镜，可以使光照充分漫射，使与会者脸上有均匀光照，

因此，建议使用漫反射透镜的灯盘。安装位置具体现场指导。



5机位录播主机 3机位录播主机 班班通录播主机 便携录播主机

教育云平台（高级版）  教育云平台  

导播台教学摄像机 专业扩声系统



显示部分

• 安装在讲台处，显示教师 教学

视频，以及教学课件 文档

• 用于老师手写板书

摄像系统

• 摄像机跟踪距离不得超过 12

米，超过12米不建议 对12米

后学生进行跟踪；

音频系统
• 常规考虑设计1套无线话筒 (一

手持一头带），如果观 摩室和
录播教室之前是实体 墙考虑配
置无线话筒天线;

• 配置2-4只全向电容拾音麦 和1
台数字噪声拟制器；标 准教室
采用2只全向电容拾 音麦，大
型教室根据实际情 况选定

音频系统
• 扩声使用专业扩声音箱和专 业

功放，专业音箱选用2只
；

• 功放功率配置按照全频音箱 额
定功率1.2-1.3倍进行计算；

• 配置交换机时必须采用千兆交
换机，WIFI路由器配置百兆路
由器

数字音频处理器

功放



LED屏方案设计



01

02

了解客户需求
根据客户需求确定LED屏的 
长宽高，确定LED间距，安 
装尺寸显然是要小于环境限 
定尺寸

确定安装方式
壁挂安装需要确定墙体的承 
重能力；落地安装，落地安 
装一般要预留维修通道

了解屏的用途
主要用来做什么，比如是播放 
电影还是播放一些图片，了解 
动力机房到控制机房之间的距 
离多远

03

04

方案设计
布点图、设备清单、系统图、方案 
说明书、特殊需求设计



视频前端处理器

DVI 光纤(单模/多模)

Cat5/cat5e/cat6

发送卡

配电柜

屏体

接收卡

温度检测器

管理控制电脑

音视频矩阵

视频源信号

USB线

LED屏体户内全彩
P1.25  P1.45   P1.5625   P1.583   P1.667   P1.875   P1.904   
P1.923   P1.935  P2  P2.5  P3  P4   P5  P6
LED屏体户外全彩：
P4   P5   P6  P8  P10  P16
P2.0以下的统称为小间距



out1
out2

out3

out4
    无论是拼接器拼接大屏，还是控制卡（发送卡和接收卡）拼接LED单元（一

般情况下是以模组为单元），其实都是把实物的实际位置，用拼接器或者控制卡

给定相应的序号，从而将显示屏拼接起来，显示连续的画面。拼接器以发送卡为

单位拼接，而控制卡则是以LED单元为单位拼接，由多个单元拼接成由接收卡带

载的箱体，再由多个箱体拼接成一个发送卡能带载的大屏，最后多个发送卡通过

拼接器拼接成超大屏。

一家之言：led屏因为控制主机和屏幕的距离需要根据实际安装环境确认，一般

距离都超过VGA的最大传输距离。还有个最关键的是LED屏是数字信号，VGA是模

拟信号，LED屏的信号时通过DVI口出来，然后再转成网络信号传输的。发送卡方

负责调制信号，发送信号，接口卡接到信号后要解调，再把相关信号给单元板

4K发送卡：带载 4096X2160



• 从理论上讲，最小视距*3为最佳P值，但这不实际，甚至最小视距=P值，也较为勉强。一般在最小视距的数值上稍加上一点点，为推荐P值；

• 屏体尺寸特别是高度，会对点间距推荐有影响；因为如果纵向像素点太少，会影响视频播放效果。一般要播放常规视频，需保障 纵向像素点≥240点，要播

放高清视频，要保障≥720点，要播放HD1080P的最好效果，则同样保障屏体纵向≥1080点；p值：点间距，室内P4以下

最远视距=屏体高度*30

最佳视距=P值*3

最小视距=P值



最佳视距: 是能刚好完整地看到显示屏上的
内容，且不偏色，图像内容最清晰的位置
相对于屏体的垂直距离。
最小视距: 对于具有一定形状、亮度、距离
的两个光点，无法分辩该两点的位置点到
该两点的最小垂直距离。

     最佳可视距离=点间距/(0.3-0.8)，这
是一个大概得范围。例如，点间距16mm
的显示屏，最佳可视距离就是20-54米，
站的距离比最小距离近了，就能够分辨出
显示屏的一个个的像素点，颗粒感比较强，
站得远了呢，人眼就分辨不出细部的特征。
    对于室外led显示屏，距离近的，一般
采用P10或者P12，远一点的用P16或者
P20,而对于室内显示屏，一般P4-P6皆可，
远一点的用到P7.62或者P10



设计时，客户不知道想要多大的屏体；我们尽量按16：9的比例去推屏。

• 屏体离天花完成面至少预留20公分；

• 屏体离地面完成面至少预留80公分；

• 左、右两边至少预留1米空间(如果横向特别短，可以适当增加长席，

单独做显示使用）。

5.5m

3.2m？m

？m

如果客户知道屏体的面积20平方：

设屏体的高度为X(<3.2m)；屏体的长度为Y (<5.5m) 。

X:Y=9:16  

X*Y=20



1. 25机：1匹；
2. 35机：1.5匹；
3. 50机：2匹；
4. 60机：2.5匹；
5. 70机：3匹；
6. 120机：5匹。

• 室外LED屏需考虑降温，降温常规采用控制制冷，室外算空调，简易箱体（20平/1P),标准箱体(15平方/1P)

• LED屏在计算供电时候还需要考虑空调功率，空调空间的功率1P按800W来算



单双色512K点：4096*128 2048*256 单双色1024K点：8192*128 4096*256 2048*512

客户想要配一个F3.75双基色，长度7米，高度0.75米的屏？
长度的单元板个数：7000/304=约23个  实际长度6.992米
高度的单元板个数：750/152=约5个 实际长度0.76米

那屏体的长度为6.992米，高度为0.76米，面积为5.3平方；
6992/4.75= 1472，760/4.75= 160，分辨率为：1472*160
总分辨率像素为：235520万像素

根据前面计算出来的箱体：
长度的箱体个数：7000/304=约23个 高度的箱体个数：750/152=约5个 按一箱一卡来算，
接收卡就是：23*5=115张

根据前面计算出来的箱体：
分 辨 率 ：  6992/4.75= 1472
760/4.75= 160
根据发送卡的参数



41.5=16x*9x    x=0.5368

16*0.5368===8.5888    /0.32   ====  26.84

9*0.5368====4.8312    /0.16   ====  30.19

27*0.32   *   30*160  =   41.472（实际面积）

27*128 *  30*64   =    3456  *   1920=6635520（实际像素）

需要的发送卡接口：6635520/650000=10.2

模组 27*30=810块\\\   256*512   1块接收卡带 16块模组(2*8  或  4*4  都可以)

810/16=50.625     对方配了54块，（32扫可以按照128*1024  就是1卡带15张模块、1列2张 共27列），

接收卡带载 是 256*512像素的     模组是27(横向)*30（纵向）  

【用的是320*160的模组  2.5的，，像素是128*64】     接收卡现在配多少数量合适

横向7（27÷（512÷128））*纵向8（30÷（256÷64））=56块

电源模块：200W  1块带6个模组最多，，810/6=135



LED   P值 点间距 像素点之间的距离   室内屏
最小视距：P值   （无像素点，能够完整成像）P2 两米   2.5 两米半   3 三米
最优视距：P*3    （最优距离，效果好）     P2  六米   P2.5 七米五   3 九米
最远视距：屏高*3  （最远距离，以内效果好）  4m  十二米
十万个像素点
尺寸比例   16：9    4：3（主屏）  一主两副
屏幕高度   5.6  离地0.8m 上预留0.2m  4.6M   4.5m    
4.5/9*16=8m   （左右各预留一米）
屏幕的长度：8m
LED理论面积：8m*4.5m     
单元模组板 P1.25   400*300  
P2.5   320*160    
高4.5m/160mm=28块  28
28*160 =4.48m                 25块*28块
长：8m/320mm= 25块 
LED实际面积：8m*4.48m（P2.5）   3200*1792（分辨率）    8000/2.5    4480/2.5
发送卡（接收卡）
3200*1792（分辨率）     
4K = 3840*2160   4096*2160
数字电影领域4K分辨率介绍
4096×2160，由“数字影院创导(DCI)”组织提倡，成员包括迪斯尼、二十世纪福克斯、米高梅、索尼娱乐、环球、华纳兄弟等。
数字电影领域4K分辨率：4096×2160
 
显示屏领域4K分辨率介绍
3840x2160，是由国际电信联盟(ITU)拟定的一个关于超高清电视（UHDTV）规格的推荐草案，该草案规定了4K（3840x2160）和8K（7680x4320）
超高清显示屏的技术标准。
显示屏领域4K分辨率：3840x2160
 
一张卡：1920*1200（1920*2*1080*2）  四张卡     3200  1920*2     1792  1080*2    横向2*2纵向     四张卡



综合案例模拟

客户咨询：我在xx学校有个项目，礼堂用的，中间一块大的，两边各一块小的。用P2.5的屏，都做一样高2米72，中间的大屏宽度5米12，两边的小屏都是2米
24。一般用来开校园大会会，文艺活动的时候也需要用，用用笔记本，电脑什么的，有时候要用摄像机或摄像头。麻烦给我配个方案

5.12m 2.24m2.24m

2.72m

当然，一般客户不会用详细的尺寸和点间距来询问，我们省略这一步



第一步：根据尺寸计算屏幕分辨率

5.12×1000÷2.5=2048
2.24×1000÷2.5=896
2.72×1000÷2.5=1088

可知屏幕总分辨率为3840×1088=4177920像素点

2048 896896

1088



第二步：计算发送卡数量需求以及网线排布

两侧屏分辨率为896×1088=974848像素点

根据发送卡参数与单网口计算，我们可知两网口发送卡S2能满足单个侧屏的分辨率带载需求

主屏分辨率为2048 ×1088=22282224

根据发送卡参数与单网口计算，我们可知2张两网口发送卡S2或者一张4网口发送卡S4能满足主屏的分辨率带载需求

需要布8根网线



两网口131万带载
01
S2支持两网口输出，单卡可完成
131万像素的显示屏带载，最宽
4000像素，最高2000像素。

立体声音频输入
02
S2支持一路立体声音频输入，与多
功能卡MF630配合使用可实现音频
传输。

数据回读修复
04
S2支持数据回读与修复功能。

使用回读配置功能，用户在更换发
送卡时可快速从接收卡上读取到正
确的配置参数，无需重新配置参数。

使用配置重发功能，用户在更换接
收卡时，此功能可帮重发在设备中
存储的配置完成系统修复，无需重
新配置参数。





第三步：选择处理器型号

屏幕总分辨率为3840×1088=4177920像素点

根据处理器参数，我们可知KS920P能满足此屏幕的分辨率带载需求

根据画面需求，3画面可分可合，KS920P满足

根据信号需求，有时需要用到摄像机或者摄像头，需要给KS920P选配SDI输入接口

因此，选配KS920P-HS处理器可满足此项目

KS920P-HS有4个DVI输出接口，此时我们可
以确定下来发送卡适用型号为两网口发送卡S2、

共计4张

第四步：选择接收卡型号

模组为P2.5模组，一般尺寸为320*160mm，接口为75E接口

所以我们直接可在G612与G616之间选择

根据屏幕高度分辨率：1088

可知高度上需要1088÷64=17张模组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下来使用G612接收卡





KS920Plus

★四口拼接， 520万像素自定义，水平最大15360像素，纵向最大7680像素

★三画面任意布局，轻松完成舞台主屏、侧屏的集中控制

★支持信号回显，可通过软件实时查看输入输出信号

★支持4K超高清信号处理

★多组可编辑全局图文叠加

★支持信号及模式无缝切换，提供十余种过渡特效

★可同时进行多画面预览及输出监视

★支持亮度抠像、图像透明度调节及边缘羽化

★支持多级输入信号热备份，多机级联同步输出

520万像素自定义拼接KS920 Plus拥有4路拼接输出，支持横向、纵向及田字形拼接，520万像素自定义拼接。允许客户自由改变分辨率的长宽比及刷新频率

横向：15360*330  纵向：640*7680   田字拼接:3072*1680



多格式信号处理及4K输入  灵活的多格式信号处理

KS920 Plus拥有多路高标清输入信号：DVI×1，HDMI×1，VGA×2，CVBS×2，扩展槽×1。扩展槽标配为2路DVI，也可由用户指定配置，搭
载HDMI 1.4，HDMI1.3、CVBS等各种信号。

4K超高清输入

KS920 Plus可搭载HDMI1.4的4K信号输入，输入分辨率可高达4096×2160，轻松实现大型LED显示屏的超高清显示

三画面图文任意显示

图文叠加系统
KS920 Plus可在一个显示屏上最多同时显示3个相同或不同的信号画面，每个画面的大小、位置以及层级关系均可独立调节。

并且KS920 Plus可以生成独立的图文叠加图层，无需接入外部信号。 用户可以使用KYSTAR控制软件在信号画面上叠加图
片或文字，并为它们设定运动轨迹。

集中控制三块屏
KS920 Plus可同时控制三块显示屏，每块显示屏可独立显示不同的信号，也可组合显示完成单幅画面。轻松完成由主屏、
侧屏构成的舞台显示场景控制



无缝特效切换
05
无论是单个信号的切换还是整个场
景模板的切换，KS920 Plus均可完
成无缝的过渡，切换过程中不会出
现黑屏、闪烁、延迟等现象；并且
KS920 Plus拥有十余种切换特效供
用户选择，可适应不同的使用环境

信号实时回显
06
用户可以在计算机上通过KYSTAR
控制软件获得KS920 Plus的实时信
号内容，包括输出的画面和输入信
号的预览。

藉此，用户可完成可视化的显示模
板编辑，实现所见即所得的软件操
作。

本地预览和监视
07
使用外接显示器对接KS920 Plus的
监视输出，可选择三种观看方式：
1.输出监测，监视画面与大屏幕内
容一致；2.输入预览；3.同时进行
画面预览和输出监测，监视画面为
输入信号及当前输出画面

输入信号热备份
08
用户可为信号源指定备份信号。当
前信号若发生故障，系统将自动检
测并立即调用其备份信号，若信号
恢复正常，系统可智能调回原信号。
应用此功能构建平行系统，可有效
保障现场的可靠性

画面特效处理
09
图像透明度及羽化
KS920 Plus允许用户对画面窗口进
行透明度设定，甚至达到逐点调节。

并且用户可以对画面进行边缘羽化
设置，使多画面叠加时更加和谐生
动。

独立调节输入色彩

KS920 Plus不仅可对整个输出画面
进行全局的色彩调整，还允许用户
对单路输入信号进行调节，有效改
善不良输入信号的画面效果



第五步：计算接收卡数量

宽度上，我们推荐带载128宽，正好为单张模组宽度

所以侧屏宽度上需要896÷128=7张卡

主屏宽度上需要2048÷128=16张卡

屏幕高度需要：2张卡

可知整屏需要需要（7×2+16）×2=60张G612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下来使用60张G612接收卡

128

576

512



方案设计：P2室内屏，，共26平方，，设计方案

P2尺寸为256*128       1张单元板的像素点为128*64       

根据26平方的面积可换算出   长6.78，高3.84,

宽：6.78÷0.256=26.4张        高：3.84÷0.128=30张    （宽，高 单元板张数）

宽：26*128=3328    高：30*64=1920          3328*1920=6389760（整屏像素点）

26*30=780÷4(P2一块电源带4张单元板）=195        此屏一共需要195块电源板

195*0.2=39*1.2（扩容1.2倍）=46.8                配电柜需要47-50千瓦

6389760÷1300000=4.91                          共需要5张发送卡

26个宽，30个高的单元板     使用16接口的接收卡    30-16=14    
故一排需要2个16接口的接收卡 ，  26*2=52       
共需要52个16接口的接收卡  

186（元/张）*30.51（张/平方）=5674.8        蓝普P2平方单元板价格为5674.8元

接收卡分：G608(8接口，不常用） G612（12接口、输出24组，128*768） G616（16接口、
建议带载128*1024像素，16个接口，输出32组RGB数据，最大13万）

一张16接口的接收卡可带一个P2.5单元板的宽度，16个P2.5的高度  

例：P2.5  320*160尺寸，单元板有20个宽，19个高，选择多少接口，需要多少张接收卡？

选择12接口，将19个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带9个高，一部分带10个高  一排需要2张12接口的接收卡，20排*2＝40
（此屏一共需要接收卡的数量）
   



室内P2.5-E LED显示屏报价清单

类型（型号） 点间距 每平方米分辨率 单元板尺寸 单元板像素 像素组成 扫描方式 最佳观看距离

室内p2.5-E全彩 2.5mm 160000点/㎡ 320 ×160mm 128 ×64点 1R1G1B 1/32 ≥2.5 米

净屏长：18张× 0.32m= 5.76m 净屏分辨率： 2304× 1216= 2801664点

净屏高：19张× 0.160m= 3.04m 净屏显示面积： 5.76× 3.04= 17.510㎡

参考边框面积： 5.86× 3.14= 18.4004㎡

整屏最大功率： 11.38KW 单元板数量： 18张× 19张= 342张

整屏平均功率： 7.40KW

1.1   LED电子显示屏清单

序号 名     称 规   格 数 量 单位 单 价 合   计 备 注

1 室内P2.5全彩 320*160 18 平方 4023 70444

2 电源 200W40A5V 57 台 包含

3 播放软件 HT 1 套 包含

4
控制系统

接收卡HT-V312 36 张 包含

5 发送卡HT-V9 3 张 600 1800

6 视频处理器 HT-VX1 1 台 2130 2130 必备

7 控制电脑
i5CPU 双核4g，500G硬盘  
2G独显 22寸液显

1 台 自备

8 工程布线 超六类网线4MM2铜芯电缆、音频线 1 项 0 自备

9 配电柜 0 台 0 0

10 安装费 定制 18.4004 平方 200 3680.08

11 钢结构 定制 18.4004 平方 300 5520.12

12 未税合计 保质期1年，含税需另加7个点 ￥83,574.54







led
发
送
卡

led发送卡



类型（型号） 点间距 每平方米分辨率 单元板尺寸 单元板像素 像素组成 扫描方式 最佳观看距离

室内p3-E全彩 3mm 111111点/㎡ 192 ×192mm 64 ×64点 1R1G1B 1/32 ≥3 米

净屏长：32张× 0.192m= 6.144m 净屏分辨率： 2048× 1152= 2359296点

净屏高：18张× 0.192m= 3.456m 净屏显示面积： 6.144× 3.456= 21.234㎡

功率： 参考边框面积： 6.244× 3.556= 22.203664㎡

整屏最大功率： 13.80KW 单元板数量： 32张× 18张= 576张

整屏平均功率： 8.97KW

1.1   LED电子显示屏清单

序号 名     称 规   格 数 量 单位 单 价 合   计 备 注

1 室内P3-e全彩 192*192 21 平方 2941 62448 

2 电源 创联200W40A5V 96 台 包含

3 播放软件 灵信 1 套 包含

4
控制系统

灵信接收卡V312 32 张 包含

5 灵信发送卡 1 项 包含

6 视频处理器 VV-2 1 台 2080 2080 必备

配电柜 20KW 1 台 1100 1100

7 控制电脑
i5CPU 双核4g，500G硬盘  

2G独显 22寸液显
1 台

自备

8 工程布线 超六类网线4MM2铜芯电缆、音频线 1 项 0 包含 自备

安装费 22.203664 平方 200 4440.7328

11 钢结构 9045型材 22.203664 平方 300 6661.0992



产品类型尺寸
以下是海
佳报价

基本参数 项目名称
参考尺寸
（m）

单元板
数量

显示尺寸
（㎡）

外框尺寸
（㎡）

整像素点
（点）

序号 货物名称 品牌/厂家 数量
单
位

单价
（元）

小计
（元）

规格 D2.5 宽 8.59 26 8.32 8.42 3328 屏体部分 海佳彩亮3.75双色显示屏 海佳彩亮3.75双色 5.4
平
方

900 4860

使用环境 室内 控制卡 飞控 1 套
总价包

含
总价包

含

单元尺寸
320*1

60
高 4.83 30 4.8 4.9 1920 电源

5V40A200W/（海
佳彩亮/百纳）

1 套
总价包

含
总价包

含

单元像素
128*6

4
LED播放软件 LED演播室10 1 套

总价包
含

总价包
含

物理密度
8192

点
合计 41.4897 780 39.936 41.258 6389760 安装调试 人工费+调试 5.4 ㎡

总价包
含

总价包
含

清单明细 显示屏全包部分费用合计 4860

序号
项目类

型
项目名称 规格/参数 数量 单位 单价（元） 价格 备注 显示屏费用合计（含税） 5248.8

1
屏体部

分
模组 320*160 790 张 113 89270

10张备
用板

备注: 1、以上报价为南昌交货不含税价,

2
短接线，排

线
790 套 0 0

2、自备/代备中可根据客户需要自选，
如果不需要，可自行增减。

3 磁珠 3160 个 0.25 790 3、本报价单有效期限15天；

4
百纳全彩电

源薄款
135 台 39 5265

5台备用
电源

7
控制系

统
接收卡 凯视达 54 张 93 5022 2张备用

8 视频处理器
凯视达
SV16

1 台 10800 10800

9 播放软件 凯视达 1 套 赠送 赠送

5
显示屏
辅材

网线 0.8*51 51 根 1.8 91.8

6 长排线 0.4*270 270 根 0.6 162





HC ZH QL

户内LED全彩显

示屏
41.5 M2 HT-P2.5

1.像素间距：2.5mm；2.像素组成：1R1G1B；3.灯珠类型：SMD2121；4.像素密度：160000点/㎡；5.屏幕亮度：800cd/㎡；6.

模组点数：64点×64点7.模组尺寸：320mm×160mm8.拼接缝隙：1mm9.最佳视距：2.5米10.可视角度：水平140°，垂直

140°11.刷新频率：1920Hz；12.平均无故障时间：≥10,000小时。

2400 2600 2998

电源 135 台 HT-200W 50

图像处理器 1 套 HT-X16

1.支持接口包括1路HDMI2.0、4路DVI、2路SDI；2.最大输入分辨率4096×2160@60Hz，支持分辨率任意设置；3.最大可带载880

万像素，最宽或最高可达8192像素；4.支持6画面显示，位置、大小可自由调节；5.支持HDCP 2.2；6.双USB 2.0高速通讯接口，

用于电脑调试和主控间任意级联；7.支持亮度和色温调节；8.支持低亮高灰；9.视频控制设备可支持250N恒定作用力，外部防护

罩可承受250N+10N的恒定作用力持续5S；10.视频控制设备具有抗电强度，避免电磁干扰；11.视频控制设备可支持EUT的连接方

法。

12000 11000 9700

接收卡 54 套 HT-5A-75E

1.控制系统软件可检测电脑系统，快速检测电脑运行环境，解决软件运行时异常问题，确保软件的正常运行；2.控制系统软件支

持多语言，支持中文，英文、法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葡萄语、俄语、瑞典语等多种语言；3.控制系统软件支持实时监测

发送卡网口带载面积，支持网口显示，并有预警显示；4.控制系统软件可设置只读模式，支持不同权限设置，防止误操作；5.软

件支持播放编辑节目，支持视频、音频、图像、文字、Flash、Gif等形式文件播放；6.为保证软件所需的安装环境、驱动是否正

常工作，控制软件需具有环境自检功能。

120

HT-S1825 70

90.5

控制软件 1 台 HT-L3000

1.支持视频、音频、图像、文字、Flash、Gif等形式的媒体文件播放；2.支持Microsoft office的Word、Excel、PPT显示；3.

支持时钟、计时、天气预报显示；4.支持外部视频信号（TV、AV、S-Video、复合视频）播放；5.支持多页面多分区节目编辑；6.

软件提供了丰富灵活的视频切换功能、分区特效，以及三维特效动画，让显示屏的显示效果得到完美展现。

配电柜 1 台 HT-40AW

1.安装方式：放在显示屏内固定，壁挂式，室内环境；2.手动控制方式：屏体一键启停 3.远程控制方式：PLC电脑控制4.控制模

块：PLC5.通讯方式：网口、485可选，可第三方控制6.警告方式：语音、喇叭7.输入接线方式：国家3相5线8.输入电压（V）：3

相380V9.输入频率（HZ）：50/60Hz10.输出接线方式：单相，3线输出，L、N、PE11.输出路数：12路12.输出电压（V）：交流

220V；13.单路输出功率（KW）：每路3.5KW(MAX)14.材质：1.0mm冷轧钢；15.尺寸：650*500*200mm。

5500 2000 1800

LED钢结构+安

装调试
47.6 M2 宝钢 采用国标40mm*40mm角铁焊接，厚度3mm,焊点做防锈处理，采用不锈钢包边。 1100

LED钢结构 47.6 400

LED钢结构 47.6 300

LED显示屏安装

费用
47.6 300

会标屏 5.4 M2 HT-P4.75
1.屏体显示尺寸：11.9m×0.45m；2.物理点间距：4.75mm，物理密度：44321点/m2 ；3.发光点颜色：1R；4.屏幕亮度：

400cd/㎡；6.模组点数：64点×32点；7.模组尺寸：304mm×152mm；8.表面平整度：1mm；9.包含边框结构，电源，发送卡等。
3000 900 1100



5A-75E 接收卡 产品概述
5A-75E 接收卡，是卡莱特为更好的帮助客户节约成本、减少故障点、降低故障率，特推出的一款高性价比产品。在充分利用 5A 接
收卡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将市场上最为常见的 HUB75 转接板集成到接收卡上，在保证高品质显示效果的前提下，更可靠，更省
心，更实惠

产品特色
• 集成 HUB75，无需再配转接板，更方便，成本更低；
• 减少接插连接件，减少故障点，故障率更低；
• 支持常规芯片实现高刷新、高灰度、高亮度；
• 全新灰度引擎，低灰度表现更佳；
• 可消除单元板设计引起的某行偏暗、低灰偏红、鬼影等细节问题；
• 支持高精度的色度、亮度一体化逐点校正；
• 支持所有常规芯片、PWM 芯片、士兰芯片和灯饰芯片。

• 支持静态到 64 扫之间的任意扫描类型；
• 支持任意抽点，支持数据组偏移，可轻松实现各种异型屏、球形屏、创意显示屏；
• 支持任意抽行抽列；
• 单卡支持 32 组 RGB 信号输出；
• 支持超大带载面积；
• 支持 DC 3.3V~5.5V 超宽工作电压；
• 支持卡莱特全系列发送设备

按16：9尺寸差不多8.6X4.8米，接收卡54张5A-75E，单价93，处理器用X16，单价10000。www.lednets.com
P2.5室内基本都是32扫，户外可能会有16扫\\
32扫或16扫是模组里面不同的扫描方式\\
1、接收卡到X16之间能过交换机
按尺寸算有30块板子高，27块板子宽
一张卡带1宽15高，就是54张
高刷3840HZ   这个是哪个决定的，驱动芯片，板子用高刷的芯片就可以

控制系统参数

单卡控制面积
全彩：常规：256×512像素，PWM：384×256像素，士兰：
324×256像素

单卡校正区域
常规：256×512像素，PWM：384×256像素，士兰：
324×256像素

显示屏模组兼容性

芯片支持
常规芯片、PWM芯片、士兰芯片和灯饰芯片等所有主流LED驱动
芯片

扫描类型 静态到64扫描之间的任意扫描类型

支持的模组规格 8192像素点以内任意行、任意列组装

排线方向 支持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走线

数据组数 32组全彩数据

数据打折 支持同向对折，反向对折，同向四折等

数据交换 支持32组数据任意交换

模组抽点 支持任意抽点

模组抽行抽列 支持任意抽行抽列

数据串行传输 支持RGB、R16G16B16等形式的串行

兼容设备及接口类型

主控与卡、卡与卡之
间的通信距离

超五类网线≤140M六类网线≤170M光纤线：单模收发器≤20KM，
多模收发器≤550M（利用中继器无限延长）

兼容传输设备 千兆交换机、千兆光纤收发器、千兆光纤交换机

环境监控&远程控制（需配合多功能卡）

监测功能 支持温度、湿度、烟雾等环境信息实时监测

远程控制 支持远程继电器开关设备电源

其他功能
逐点校正 支持

环路备份 支持

异形屏
支持通过数据组任意偏移实现异形屏幕；支持球形屏、菱形屏、
立方体屏、不规则形状屏等各种异形显示屏



产品概述
X16主控是专业级LED显示屏控制设备，具备强大的视频信号接收、拼接和处理能力，
最大可接收4096×2160像素的4K数字信号；支持HDMI、DVI、SDI等数字接口，多路信
号间无缝切换；支持拼接、广播级缩放，最大支持7画面显示。
X16具备16个千兆网口输出，单机可支持最宽8192像素，最高4096像素的LED显示屏。
同时，X16具备一系列丰富实用的功能，提供灵活的屏幕控制和高品质的图像显示，可
完美应用于高端租赁显示屏和小间距LED显示屏。
 
产品特色
• 支持丰富的数字信号接口，包括2路SDI，1路HDMI2.0，4路DVI；
• 最大输入分辨率4096×2160@60Hz，支持分辨率任意设置；
• 最大带载888万像素，最宽可达8192像素，最高可达4096像素；
• 支持视频源任意切换，可根据显示屏分辨率对输入图像进行拼接、缩放；
• 支持7画面显示，位置、大小可自由调节；
• 支持HDCP 2.2；
• 双USB 2.0高速通讯接口，用于电脑调试和主控间任意级联；
• 支持亮度和色温调节；
• 支持低亮高灰；
支持卡莱特全系列接收卡、多功能卡、光纤收发器



产品型号 Q3-E 刷新率 1920HZ 显示屏净面积 9.6m（L) 5.376m(H) 51.6096㎡

产品点间距 3mm 扫描方式 1/32
显示屏含钢结

构面积
9.8m（L) 5.576m(H) 54.6448㎡

单元板尺寸 0.192m（L) 0.192m(H) 像素点/㎡ 单元板块数 50块（L) 28块(H) 1400块

单元板分辨率 64点（L) 64点（H) 111111点 总像素点 3200点（L) 1792点（H) 5734400点

HT-Q3A室内全彩报价方案

序号 产品名称 型号 品牌 单位 数量 单价 复价 备注

1 LED显示屏 HT-Q3A 航天广电 ㎡ 51.6096 3575 184504 净面积

2 视频拼接器 HT-VS3 西安诺瓦 台 1 6765 6765 可带载690万像素

3 外置发送盒 HT-MCTRL600 西安诺瓦 台 3 2470 7410

4 开关电源 4.5V 40A 创联 台 234 0 0 包含

5 配电箱 FY-BZ60KW 沧州福佑 台 1 3250 3250

6
控制系统（接

收卡）
HT-MRV316 西安诺瓦 套 50 0 0 包含

7 控制系统软件、电脑（dvi）、音箱功放 赠送

10

综合布线

16MM2（4+1）电缆 批 1

0 0 具体费用核算按现场距离核算（甲方自备）11
超6类纯铜网线（布12根）建
议多布4根备用

批 1

12 RVV1.0音频线（安普） 批 1

13 钢结构
上下左右包边各10cm，不锈
钢包边

㎡ 54.6448 390 21311



• 配LED专用输出卡

• “4路LED屏DVI输出卡”
• “4路LED屏HDMI输出 卡”

• 分割LED的分辨率不能超过1920*1200

• 配电柜，按最大一平方来算：

配电柜功率=最大功率*屏体面积，同时 需要

预留1.5倍的容量。

1、LED显示屏品牌

l    第一阶梯（价格较贵）：利亚德（有渠道），艾比森，雷曼，联建，三思，洲明（有渠道）

l    第二阶梯（中等价格）：蓝普（洲明旗下全资子公司），强力巨彩（市场占有率最高），山西高

科，华夏光彩，天合

l    第三阶梯（价格便宜）：亮彩，海佳彩亮，海峡彩亮，思科瑞

蓝盾（思琪电源代工），创联，巨能伟业，常州诚联
2、电源品牌

3、控制卡品牌 诺瓦，卡莱特，（前两个市场占有率高），
凯视达，仰邦（银行用的多），灵信

4、视频处理器品牌 凯视达，唯奥，诺瓦，卡莱特，仰邦，灵信

5、配电柜品牌 西安天畅，正泰，德力西

6、电脑品牌 联想，戴尔，组装，要求带DVI插槽的独立显卡

注：以上为做室内屏需要的基础设备，还要加上装饰，框架，线材（电源线，信号线，网线）若顾客需要功
放及音箱也算上

    室外屏需加上空调（1.5匹 20平方内，2匹 30平方内，且都是壁挂）

    室外屏安装时维修通道至少要留60厘米

    会场面积小的不能装空调要装轴流风机（因为LED屏室内前散热，室外后散热）



做165寸的，p1.875，带触摸，20.9万含税(13%增值税票)

小间距：P1.667      显示尺寸：4.4x1.8米=7.92   
触摸方式：10点红外触摸（8mm钢化玻璃，2片）
价格：21万      含税，不含运费，不含安装



专业音视频系统产品制造商与服务商！
HT has more than ten years of design experience. With the design concept of high quality and 
practicability, we design every template with our heart, and try our best to serve our customers!

南昌航天广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欢迎关注中国航天广电 
企业微信公众号

欢迎关注中国航天广电 
企业微信订阅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