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告厅/礼堂音视频系统解决方案〗





航天十大音视频产品

⚫ 航天高速公路广播
⚫ 航天楼宇大厦广播
⚫ 航天高铁地铁广播
⚫ 航天公园景区广播

⚫ 航天数字网络广播系列产品
⚫ 航天会议音响扩声系统
⚫ 航天校园高清录播系统及电视台系统
⚫ 航天多媒体中央矩阵系统
⚫ 航天无纸化多媒体会议系统
⚫ 航天远程视频会议系统
⚫ 航天视频处理及拼接屏墙系统
⚫ 航天VR情景教学/AR虚拟系统
⚫ 航天演播室/舞台灯光音响系统
⚫ 航天智慧校园/电子班牌系统

航天八大网络广播产品

⚫ 航天校园网络广播
⚫ 航天银行对讲广播
⚫ 航天监狱紧急广播
⚫ 航天平安城市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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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公司介绍



南昌航天广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高科技型、专业型的系统集成公司，公司总部位于南昌昌北经济开发区，占地面积

12000㎡，专业从事计算机网络、智能楼宇控制系统、智能化小区项目建设，涉及多功能报告厅系统、专业扩声系统、智能中

央控制系统、音响灯光系统、机房监控系统、大屏拼接系统、公共广播系统、安防监控系统、综合布线系统等多系统的集成。

公司介绍



控制

全系列兼容的智能化控制设计，会议、
报告、表演等各类场合模式一键控制

航天广电多系统一体化：影像显示系统、扩声系统、灯光系统、会议表决系统、同声翻译系统、录播摄像系统、数字智能化广播系统、矩阵切换系统、远程视频

会议、智能中控系统全局一体化解决设计，定制化智能软件平台

综合解决方案



02 项目概况



项目概述

项目概述

报告厅音视频系统方案设计

综合用户需求，现将此会会议室设计定位：大型报告厅。

主要应用于召开各类会议、学术讨论、报告、演讲、新闻发布、

产品演示、培训、小型舞台表演使用。

中主要设计：显示系统、专业扩声系统、数字会议系统、矩阵

切换系统、集中管理系统、同声传译系统、现场录播、远程视

频会议系统。



项目概述

报告厅长度24.5米、宽度18米、，会议

室总面积为441平方。

报告厅主席台采用长方形布局方式，共用

座位席6个，在报告厅上方为主席位。

报告厅设计有音频控制室，一般在主席台

两侧其中一个机房，设备安装在音控室。



03 方案设计



01 02 03 会务管理简单化

为实现内部高效办公而配置，针对

高频率的开会，选会议室难，时间

安排难，参会难等问题提供了解决

会议安排解决方案。

系统控制智能化
更便捷

通过中央控制系统，使用IPAD实

现会议进行中声光电设备的控制操

作，场景切换，实现高效，稳定，

快速的运行。

分布式使会议
互联互通互控

流行的可视化分布式管理实现

多会议室的互联互通互控，全

网络化管理方式。

04 
最HIFI的音视频
设备应用

以实用为原则，充分使用网络、流媒

体、智能控制技术，运用流行的声光

电设备，提高办公效率同时呈现了一

场视觉盛宴。

航天广电音视频解决方案



会议预约

会议通知

会议日程

管理信息

数据统计

用户端

安卓客户端 IOS客户端

⚫ 使用智慧云会务管理系统用户端预约会议，选择相应的时间段、空闲的会议室，

将相关的会议信息填写好即可预约会议室

⚫ 添加会议议程，会议主题一目了然

⚫ 用户端支持安卓客户端、IOS苹果客户端等

改进作风 规范化 合理化 简化流程 人员安排 会议议程

用户端预约会议—清晰的界面、简约流程

★使用手机APP随时随地预约会议室，发送会议通知。

会务管理系统



数据分析与统计功能 会议资产管理报修维护功能

会务管理系统



分布式综合信
息管理系统

可视化ipad “矩阵” 拼接 中控 传输 KVM 存储

分布式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具有采集、分配、传输、交换、显示、处理、控制功能；一个系统即可实现中控主机、高清矩阵、

拼接处理器、局域网视频会议、KVM坐席协作、会议录播等众多设备，系统的功能、性能和稳定性大大提高。

预览视频 场景任意调用与控制 会议室间互联互通 坐席协作 融合录播设备自由拼接漫游开窗 集中控制

分布式综合管理系统



LED小间距显示系统

室内高清LED屏，采用P2.5类型LED表贴技术，清晰度高、

亮度适中，适合此次项目。结合可视化分布式展示大屏，

可将任何视频资源融合呈现



矩阵切换系统

混合矩阵是一款高性能的高清视频信号交换设备，支持多路信号的输入和输出。该矩阵用于各类高清晰数字/模拟信号切换处理，任

何一路信号的输出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路信号源而不会干扰其它的输出，使信号传输衰减降至最低，图像和声音信号能高保真输出。



视频会议室
会议室#2

会议室#1礼堂/报告厅

管控平台

办公大楼

管控中心

…… ……

中控管理平台集中管控

• 分布式中控系统是通过网络进行部署，通过管理平台对多间会议室进行单独、或统一的控制管理；

• 可以对项目里所有中控进行分时，定时等集中管理；而且还自动整合相关数据资料给到用户分析，例如工作时长，使用情况等。

• 系统支持自定义编程，通过PC、ipad、手机等控制终端对会议室设备进行智能化的统一管控。

中控控制系统



录播储存系统

现场录播系统是针对远程视频、多功能会议、会议培训、数字法庭等行业音视频记录、管理和发布等需求而研发的全高清录播系统，

全高清录播系统采用嵌入式一体化设计，集高清视频编码、录制、点播、直播、导播及录播平台一体的专业录播设备。

考虑到后期可能升级扩展多种设备，我们为此实现了高清、标清视频并存的录播功能。另外实现本地录播同步云服务器存储，实现单

点信息汇集，云服务器资源存储及共享，是一套真正针对“智能多功能录播”综合系统而研发的信息记录平台。

视 频

音 频

直播

点播

下载



视频会议（摄像拍摄）

壁挂安装

壁挂安装

吊杆升降
安装

报告厅录播视频采集，设置3台高清摄像机。在

舞台两侧安装两台摄像机，采用壁挂安装方式，分别

采集两边观众的视频信号。中间的摄像机安装于离舞

台8米处，采用吊杆升降安装方式（ ），采

集主席台上的视频信号。



远程视频会议

视频会议服务器 主会场终端

网络

分会场会议室

后台管理电脑

MCU服务、GK服务、录播服务、直

播服务、注册服务、中心管理服务

核心交换机

路由器

IP网络

分会场会议室 分会场（软终端）

平板 手机

……

大容量 多模式 高安全性 部署简单

远程视频会议系统拓扑图

• 航天广电视频会议系统，单机服务器支持160用户

接入，级联MCU可达1000用户接入，云架构模式

无限量接入；

• 支持多种会议形式，可灵活管理会议；自由模式，

主席模式，导演模式，广播模式等；

• 系统架构安全、稳定、可靠，在传输层与应用层，

实现信令+流媒体+操作管理全加密保护方式，保

障会议安全；

• 支持公有云或私有云方式部署，网络部署简单，会

场和出差人员可轻松入会。



产品特点

160*32的LCD显示屏，对比度可以自调，具多种语言菜单自由选择，（中

文简体、中文繁体、英文）

麦克风发言按键及发言指示灯，可控制及显示麦克风开启/关闭

主席优先控制按键，可启动系统提示音提醒所有出席人员注意，可设定永

久终止或暂停终止所有发言代表麦克风单元动作

可插拔式鹅颈可绕性麦克风杆，并具有发言指示灯环

可以发言与聆听(带喇叭系列)

单元由系统主机供电。输入电压为DC24V，属于安全范围

两组3.5mm立体声输出插座，可作录音及连接MIC用

内置高保真扬声器及外接耳机插孔。

话筒杆具有加长型可供选择

麦克风有双色灯环

投票/表决/评议功能（脱离电脑可以由ID编码为001的主席单元控制实现表

决功能）自动视像跟踪功能

产品特点

广视角高对比度128*64，采用OLED显示屏弧形触摸界面，具备签到结果，

投票结果，音量大小，话筒状态，发言时间显示，信号强度和电池电量等信

息清晰显示；

24小时持续发言,电量可使用时间少于1小时，单元自动进入节能模式，确保

正常发言，并在显示屏提示更换电池。

每个会议单元具备独立的IP号，避免IP重复，WiFi传输技术，严格的数字化

保护，确保会议的私密性，避免窃听和恶意干扰；

电容式心型指向性麦克风，并带双色指示灯圈；发言为红色，等待发言为绿

色；

两路3.5mm立体声耳机插口，并具备音量调节功能；

采用专业会议话筒，接头采用带螺帽旋钮式接头连接，可自由插拔；

具有内磁式扬声器、耳机插口；

主席单元具有全权控制会议秩序的优先功能，单元的连接位置不受限制，支

持签到功能

会议带表决IC卡签到话筒
wifi无线话筒会议带彩屏

数字会议系统



专业扩声设计依据

〔文化部WH0301—93〕歌舞-娱乐场所扩声标准：一级

* 〔文化部WH0301—93〕

歌舞-娱乐场所

一级标准：声压≥103db；传声增益125~4000HZ

的平均值≥-8db；不均匀度100Hz≤10db，

1000Hz≤8db，6300Hz≤8db

2
1 3

二级标准：声压≥98db；传声增益125~4000HZ的

平均值≥-10db；不均匀度1000Hz≤8db，

6300Hz≤8db

三级标准：声压≥93db；传声增益125~4000HZ的

平均值≥-10db；不均匀度1000Hz≤8db，

6300Hz≤8db



会议室、报告厅、体育馆均采用专业声学模拟设计软件EASE 4.3完成设计。

ease 4.3

报告厅选用F系

列主扩声箱体

体育馆选用L线阵主

扩声箱体含次低音

体育馆选用S

系列超低音箱体

体育馆选用SN

系列返听箱体

体育馆选用R系

列补声箱体

中大型会议室选用F

系列补声箱体

小型会议室选

用OK系列主扩

声箱体

中大型会议室

选用R系列主

扩声箱体
报告厅选用S系

列超低音箱体

专业扩声系统



系统架构



系统架构

品牌
优势

2

4

6

5
3

1

产品齐全，可以提供一

站式系统解决方案：专业扩声

设备、中控矩阵设备、数字会

议系统等。

行业一流的矩阵系统，

最大支持144路输入，144路

输出。

数字会议系统，既有手拉手也有

无线会议系统，施工布线简单、管理

方便，性能稳定。

中控系统，一键式操作，一个无线触

屏在手，无需专业人士，即可对整个会议

系统进行操作。

多款专业音频处理设备，可以解决

各种啸叫、飞麦等现象。

可以实现几个会议集中管理，

相互控制，人性化管理。

7

款式多样的专业音箱，满足不同会

场需求，高保真音箱，人声

还原性好。



04 案例分享



职业学校大型报告厅



南昌理工学院报告厅



信丰县第二中学报告厅



1000总部事业合伙人
10000全国渠道事业合伙人

【中国航天广电欢迎您】

一握航天手·永远是朋友！
全国招商加盟服务热线：400-685-9998



一握航天手·永远是朋友！

【谢谢大家观看】
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关心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