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NY PROFILE

关于 ATEN 宏正

始于 1979 年，经过 40 年的行业积淀与持续性研发创新，ATEN 宏正已经成为全球信息设备

连接管理方案领导厂商之一，可提供整合性的 IT 架构管理解决方案、专业影音解决方案、

绿能电源解决方案，通过全球超过 1800 项的产品组合和 525 项全球专利，让家庭、办公室、
商务、企业、政府等多元环境内的 IT 设备的运维管理变得更加高效安全。

在中国市场，ATEN 宏正是“智慧连接整体解决方案”的领导者，并引领 AV 与 IT 技术融合
之趋势，面向政府、能源、金融、交通、制造业、教育、医疗、通信、广电等行业提供 IT

基础设施集中管控、数据中心智能化运维、绿色能源管理等行业整体解决方案。ATEN 宏正
在中国市场拥有 20 家分支机构，服务网络覆盖中国。 截止目前，ATEN 宏正已经成功实施

了上万个用户成功案例，在音视频行业中，ATEN 宏正 Vancryst 系列多款产品荣膺红点设计
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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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市场占有率

产品组合

600+
产品创新

家分支机构服务
网络覆盖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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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连接整体
解决方案领导者

525+
全球专利

20+

10

大行业智慧连接解
决方案全覆盖
政府、能源、金融、
安全（军工及公检法等）、
交通、制造业、教育、
医疗、通信、广电

大类产品

40
10

年行业积淀

为什么选择 ATEN 宏正

智慧连接解决方案领导者

客户定制服务

全国服务网络

降低运维成本

行业方案多样

国内生产制造

40 年行业积淀

产品稳定可靠

产品品类丰富

3天极速响应(RMA)

提高经济效益

安全管理可控

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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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 高清信息发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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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省卫健委
应急指挥中心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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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 IT 基础设施管理核心

Unizon 影音系统管理平台

CC2000

CCVSR

CCKM

eco Sensors

eco DC

展厅系统解决方案

音视频行业解决方案

多媒体广告解决方案

主题乐园解决方案

教学系统解决方案

智能会议室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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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趋势

文旅产业高速发展

随着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文旅产业吸引海量资本投资建设。专业视听解决方案在主题乐园、
特色小镇、多媒体广告系统、多媒体展厅、博物馆与文化馆、数字电影等领域的应用将迎来爆
发式的增长。

此外，在智慧安防、智能家居、智能会议室等领域的应用也将得到提速发展。
多行业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中央政法委以及公安部联合推进“雪亮工程”建设，视频图像系统在社会治理以及应急保障领
域的应用不断深入，海量数据需要与各级指控中心实时对接。

此外，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机场、空管、电力系统对指控中心应急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这些都为专业可视化系统解决方案带来了发展机遇。
AV 与 IT 融合

在专业视听行业最显著的行业趋势就是用于交付的 AV 工具将演变成用于控制服务器和网络设

4K 高清传输将成为标配

5G 环境下，酒店和主题乐园的数字标牌、主题乐园、智能会议室、多媒体广告系统、应急指

备的 IT 管理工具。同时，IT 和 AV 部门会彼此靠拢，共享一个共同的基础设施来实现各自的目标。
挥中心系统等应用场景对于高清信号的无缝连接切换的需要将会越来越高，4K 高清视频信号
无损传输与分配将成为 5G 时代的标配。

问题与挑战
智能会议室要满足视频流汇入汇出，多信号源之间的无缝切换。一个智能终端集中管控的会

智能会议室

议系统产品相当繁多，比如，视频会议终端、投影仪、投影幕布、LED、摄像机、灯光、窗帘、
时序电源等，都要保证稳定工作。对于大型企业集团来说，其会议室众多，保证每个会议室

都全天无故障运行，对产品的稳定要求极高。而且，会议室周边设备众多，需要多接口转换，
EDID 精准识别，保障每个显示器都以最优的显示，还原最逼真视频。此外，各会议室距离跨
度较大，对高品质视频传输提出了更高要求。

多媒体广告
系统

指挥控制中心
坐席管理系统

酒店、写字楼等地产项目的展厅建设以及高清数字标牌，需要把信息无延时发送到显示屏，
并且确保无损、无失真的传输高清信息，尤其是对于某些重要敏感的信息，必须要根据客户

要求，随时任意切断或开启某区域信息的传输。此外，还要对相关的音响系统、视频系统、
灯光系统、电源系统等，进行集中管控，并且支持通过移动端设备进行相关操作。

· 应急指挥中心，分布式节点众多，多数据交互，对整个产品系统包含网络构架的稳定性都
有有极高的要求。

· 会议室周边设备众多，需要多接口转换，EDID 精准识别，以保障每个显示器都拥有最优
的显示效果，还原最逼真的视频信息。

· 用户希望一个管理平台对多个不同操作系统进行集中控制，且操作便捷。
· 可以整合多品牌、多类型、多接口的受控设备，打造极致的用户体验，给专业化的定制编
程带来很高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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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知名游乐园
高清远程可视化系统解决方案

用户背景

某集团品牌已成为中国连锁主题公园第一品牌，是中国旅游领军企业在国内首创

的参与体验型主题公园，也是中国第一个自主创新的主题公园连锁品牌。其承袭
了集团独有的创想文化内核，集成世界领先的高科技游乐设施、国际接轨的都市
演艺精品、深具人文魅力的主题文化体验，用“动感 时尚 激情”的品牌个性与
丰富内涵，向现代都市人提供愉悦身心的多元化旅游休闲方式与都市娱乐产品。

项目背景

经过市场竞争的淘汰与洗礼，主题公园伴随高科技等新兴

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规模化、集团化、多元化的趋向，形
成了以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大城市为中心的主题公

园集中区域。近年，投资巨大的新型主题公园仍不断兴建。

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控制、数字技术、四维动漫、VR 等高
科技手段则成为了当代主题公园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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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求
1. 可视化管理高清视频系统

2. 保证主题乐园互动场景下的 3D/4K 图像
高质量传输。

3. 传输距离不受限制，并且支持音频、视
频、控制信号同步传输。

ATEN 宏正解决方案概述
ATEN 宏正影音信号高清输入节点提供信号源端设备通过一条 Cat 5e 线缆以太或网络传送高分辨率影像至 100m 乃至更远
的显示端设备上。

ATEN 宏正影音信号输入输出节点支持 HDMI（3D，色深）及超高分辨率（4K*2K）并兼容与 HDCP。除此之外，远程
EDID 回传功能可确保屏幕显示最佳分辨率。

可视化所见即所得的管理平台弹性扩充，更加灵活，可传输更多数据。

用户决策
可视化管控

扩充灵活

高安全性和可靠性

节省人力提升效率

用户价值
通过布署 ATEN 宏正高清可视化系统解决方案，实现了将现代娱乐项目中的 3D 电影、动感运动车、灾难仿真、特级表演
等对游客极具吸引力的表现形式集成在一起，在电脑同步控制下呈现出精彩的特效表演。游客通过坐动感运动车，穿梭在
真实装修场景和银幕画面构成的立体虚景之间，经 4-5 分钟的历险，享受无穷的乐趣和刺激。

5

02

某知名物流企业
智能会议室

用户背景
某知名某物流企业，成立于 2000 年，现为国内最大、国际领先的第
三方汽车物流供应商，2015 年实现销售收入 171 亿元，位列国内物
流行业第 13 位、汽车物流行业第 1 位。

项目背景

该物流企业为客户提供一体化、

技术化、网络化、透明化的汽车
物流供应链服务。为适应业务飞

速 发 展 的 需 要， 该 企 业 决 定 将
原有会议室打造升级为智能会议
室，以解决因配套设施陈旧老化
而影响业务发展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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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求
1. 该智能会议室需要实现视频流汇入汇出，多信号之间的无缝切换。

2. 通过简单友好的人机交流界面，整合会议室内众多专业级影音设备。

3. 架设集团影音系统管理平台，改造升级后，集团分支机构的会议室系统
可无缝接入统一的管理平台。

ATEN 宏正解决方案概述
首先，ATEN 宏正独特的 FPGA 架构设计无缝切换 (Seamless Switch ™ )- 可统一视频格式以提供连续信号源、实时切换和
稳定的信号传输。

其次，在 ATEN 宏正标准网络架构下的控制系统可接入并集成众多专业级影音设备，并根据用户要求定制专属且简单友好
的人机交流界面。

最后，通过影音系统管理平台可接管集团（任意位置）所有会议室的专业级影音设备，让集团实现对分支机构子会议室系
统的集中监管控。

用户决策

专为影音信号处理量身打造的 ATEN 宏正无缝影音切换

器，搭配使用 ATEN 宏正 Pro AV 产品，以达到完整的影音整
合效果。

ATEN 宏正控制系统是一个基于网络的标准的管理系统，

可连接众多影音设备，也可接管第三方设备，使集团集中监
管控成为可能，并可通过 iPad 直观的人机界面轻松的集中控

管这些设备，以满足集成度高、图形化使用界面、高可靠性、
平台集中监管控等需求。

ATEN 宏 正 中 控 系 统 整 合 了 VK2100(ATEN 控 制 器 )、

VK6000(ATEN 配置软件 ) 及 ATEN 宏正中控系统 App，连接
多个房间内的所有硬件设备，可以通过 VK6000 软件使用 4

个简单的步骤自定义设备配置。当使用以太网连接 VK2100 后，
ATEN 宏正中控系统 App 允许用户使用移动设备根据个人喜
好来控制不同房间内的多种硬件设备。

VM5404H 4x4 矩阵式视频切换器可连接 4 组 HDMI 来源

设备，同时能输出至 4 台 HDMI 屏幕显示设备或投影仪上，
高兼容性的 EDID 选择模式、支持远距离信号传输、轻松切
换来源端与显示端设备及矩阵式连接。

用户价值
智能会议室建成使用后，达到了产品线完整、丰富的需求，且满足集团各会议室需求，既可单独管理，也可纳入平台集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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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知名办公楼宇
智能会议室

用户背景

某世界 500 强公司旗下著名粮油品牌，作为中国小包装食用油行业

的开创者，上市 28 年来，秉承诚信、创新、品质、服务四大经营理
念，坚守“温暖亲情大家庭”的品牌诉求，专注粮油食品，把中国
人的厨房作为自己的事业，严把产品质量关，不断研发满足市场需
求的产品，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的选择。

项目背景

该大厦由 1 号高层办公楼和 2 号裙房组成，两

用户需求

栋建筑通过共享大厅互相连接。建筑分为地上

整幢大厦会议室众多，每个会议接待室都是全天超

用房，地下为车库及设施设备用房，大厦底层

生，要求产品的稳定极高。

和地下两个部分，地上二至十三层为商务办公

为挑空大堂设计，局部配有商业用房，总建筑

面积为 40255 平方米。项目投入使用后，其集
团公司需要建立智能会议室系统以方便不同区
域间的沟通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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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运行，需要保证三十多间会议室全天无故障发
此外，会议室周边设备众多，需要多接口转换，

EDID 精准识别，保障每个显示设备都以最优显示
还原最逼真的视频影像。

ATEN 宏正解决方案概述
各会议室距离较远，需要用高品质的视频延长器进行视频传输；ATEN 宏正提供的产品，支持 UHD(3840 x 2160) 与

DCI(4096 x 2160) 的 4K 分辨率，还原最真实的视频影像资料。支持 Dolby True HD 与 DTS HD Master 音频，支持流畅的
4K 影像输出。

· 应用产品

VM1600A、VM0404HA、VM0808HA、VS1818T、VE801、VE2812T、VK 系 统， 应 用 ATEN 宏 正 EDID Expert ™ - 可 选 择

EDID 设定的模式，能确保不同屏幕拥有高分辨率的流畅画面显示。采用可支持多重操作方式的方案，通过前面板按键、IR
遥控器、RS-232 控制器以及以太网络 (Web GUI) 连线进行操控。

用户价值
该大厦智能会议投入使用后，用户反馈 ATEN 宏正提供的智能会议室系统安装维护简单，产品性能优异，无故障发生，且
服务响应快速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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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期货公司高清信息发布系统
——无延时解决方案

用户背景

期货作为金融业一种产品，在金融市场也一直处于特殊地位。而期货市

场（future market）包括期货交易所、结算所或结算公司、经纪公司和

期货交易员。某期货公司是国内较大的专注于研究贵金属及大宗商品投
资服务的资讯平台。同时具备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大连再生资源交易所
两大交易平台的会员资格。

项目背景

由于业务扩展，需要建立期
货高清信息发布系统，把交
易所的交易信息无损耗、无

延时发送到各个交易大厅的
显示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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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求
各个交易大厅的显示屏幕上需确保无损、无失真的传输高清交易信息，
而且对于某些重要敏感交易信息，能够根据要求任意切断或开启某区域
信息的传送。

ATEN 宏正解决方案概述
·
·
·
·
·

ATEN 宏正高清信息分配系统是采用非 IP 架构的模式，保证交易信息实时发送至各个交易屏幕上。
该系统采用 HDBaseT 传输技术，无损、无失真传输 4K 级交易信息。

该系统可对任意端口（区域）进行管理，并搭配 ATEN 宏正的控制系统，实现任意管理和控制，解决用户特殊需求。

ATEN 宏正提供的 VS1818T+VE811R 解决方案，将实时的商品期货价格同步发送到每个显示大屏。VS1818T 负责 HDMI
视频信号的分配和延长，每个显示大屏都配有 VE811R 负责信号的接收并将 HDMI 输入至大屏显示。

ATEN 宏正 VS1818T 是 8 端口的 HDMI Over Cat 5 影音分配器，提供快速且有效率的方式将输入来源的 HDMI 多媒体内
容传送至 8 组显示设备，传输距离最远可达 100 米。搭配使用 HDBaseT 接收器为一组完整的解决方案适用于任何能将
多媒体内容传送至多个目的地的理想解决方案。

ATEN 宏正 VE811R HDMI 影音信号接收器提供 HDMI 来源端设备通过一条 Cat 5e 线缆传送高分辨率至 100 米外的
HDMI 显示端设备。

用户价值
投入使用后系统稳定，能将实时、无损的高清交易信息有效无延时分配，而且操作便捷，可实现轻松扩容和平滑升级，满
足了任意切断、开启某区域信息传送的特殊需求，且服务响应及时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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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产公司
展厅多媒体系统解决方案

用户背景

某商业地产集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不动产企业，截至 2016 年 6 月，该

集团已在全国开业 139 座广场、92 家酒店，持有物业面积 2632 万平方米。
该用户拥有全国唯一的商业规划研究院、酒店设计研究院、全国性的商
业地产建设和管理团队，形成商业地产的完整产业链和企业的核心竞争
优势。

项目背景

该地产集团下属一商业地产

用户需求

项目开盘，全面进入预售工

必须高清呈现各区展厅需要展示的内容，并且能集中管理和控制展厅内

统解决方案，以达到楼盘特

调同步。

作，急需一套展厅显示屏系
点、项目优势更完美的呈现，
提升销量。

12

音响系统、视频系统、灯光系统、电源系统等，使展厅内各展示系统协
除此之外，该客户要求通过移动端设备操控整个展厅系统，使接待人员
可引导观众按标准流程或任意流程参观整个展厅。

ATEN 宏正解决方案概述
·
·
·
·
·
·

ATEN 宏正视频切换器 +ATEN 宏正视频延长器能打造完美的展厅高清多媒体视频系统。此外，应用 ATEN 宏正标准网络

架构下的控制系统及电源管理系统可管控展厅内影音、灯光、电源系统，使展厅多媒体系统协调同步。而且 ATEN 宏正
定制化的人机交互界面及对视频源 PC 的管理工具，使展厅的客户接待流程更人性化、场景化。
采用 ATEN 宏正控制系统专业级影音解决方案并搭配绿色能源解决方案。

ATEN 宏正控制系统是一个基于网络的标准的管理系统，整合了 VK2100(ATEN 宏正控制器 )、VK6000(ATEN 配置软件 )
及 ATEN 中控系统 App。

VK2100 作为中控主机可连接房间内所有类型的硬件设备。连接硬件后，您可以通过 VK6000 软件使用 4 个简单的步骤

自定义设备配置。当使用以太网连接 VK2100 后，ATEN 宏正中控系统 App 允许用户使用移动设备根据个人喜好来控制
不同房间内的多种硬件设备。

利用上述系统，连接展厅内众多声光电设备，并可通过移动端设备友好的交互界面，掌控展厅参观流程和展示内容，使
接待人员以更专业的方式接待观众。满足了高清晰、高集成度、界面友好、高可靠性、实时场景可管控等需求。
该系统控制 12 台投影机及 7 台液晶显示器，投影机控制通过 PJLINK，液晶显示器通过红外控制。

用户价值
该系统投入使用后，使展厅内大屏更加清晰完美地呈现展示内容。另外 ATEN 宏正丰富的产品线可满足展厅多样化、定制
化需求，使得展厅接待工作更加高效、有序的开展，置业顾问能轻松实现专业化全流程的客户参观接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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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投资公司旗下
酒店项目 4K 高清信息发布系统

用户背景

某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注册资本 2.68 亿元。公司专注于海岛

旅游地产及海岛旅游开发，着力打造“浪漫珠海”海岛旅游产业。该公
司投资建设的酒店项目是玲玎海岸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将建设滨海娱

乐、蜜月婚庆、健康养生等特色主题功能区，成为珠海全域旅游的重要
组成部分。

项目背景

酒店度假村餐饮和娱乐场必须能提

用户需求

供完美的客户体验，为了通告资讯

该酒店拟建设一个沉浸式主题餐厅、一个多功能宴会厅和一面融合拼接

套合适的音视频连接解决方案以突

瞬间产生置身于海洋，森林，草原的现场感。

和取悦消费者，该大酒店急需一整
显酒店的主题和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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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以实时发布资讯。当客户步入餐厅时，沉浸式的科技设备能让客户

ATEN 宏正解决方案概述

ATEN 宏正 VS1814T 支持的 HDBaseT 技术可通过一条 Cat 6e 线缆将丰富的多媒体内容从 HDMI 来源设备实时传送至
HDMI 显示设备。并支持高达 4K 分辨率及提供 EDID 选择模式确保 HDMI 来源端设备稳定可靠的 EDID 数据以有效优化
视频分辨率。

MDS 搭配信息发布系统和高清数字标牌，可以在屏幕上呈现从品牌到促销、社交媒体即时旅行提醒等内容。使墙面空间转
变为吸引用户关注的焦点。

应用产品

VS1818T

|

VE811R

|

VE811

|

VS0108HA

|

VS184A

|

VS138

用户价值
通过部署 ATEN 宏正解决方案为酒店营造了热情洋溢的氛围，当客人步入餐厅，沉浸式的科技设备能让客人瞬间产生置身

于海洋，森林，草原的现场感。ATEN 宏正 4K 高清信息发布系统融合信息发布和数字标牌应用，将墙面空间标准式的图
像和视频转化为吸引注意力的焦点，增加客人的停留时间，并助力零售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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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某省卫健委
应急指挥中心解决方案

用户背景
该卫计委负责研究并提出该省人口发展战略，拟订人口发展规
划和人口政策，研究并提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
调可持续发展，以及统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项目背景

为简化政务流程，提高政务效率，提升
对突发卫生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该用户特此委托 ATEN 宏正为其应急指
挥中心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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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求
该项目配有两个分会场和一个大会议室，用户需求是将所有会议室视频

源通过分布式系统统一调配管理，并在大屏显示，视频的分配切换、灯
光音响系统、无纸化办公系统等，都需要通过中控系统集中统一管理。

ATEN 宏正解决方案概述
使用 ATEN 宏正进阶视频无失真压缩技术，

达到优质视频质量，技术上完全可传递分辨
率高达 1080p @ 60 Hz 的高质量影音信号。

另外，EDID Expert ™选择最佳 EDID 设定，

可以呈现高质量显示，并在不同屏幕上显示
最佳视频分辨率。

ATEN 宏正进还提供了多重解决方案和设备，

例如 : 信号延长器、分配器、矩阵切换器、
电视墙和串接应用等。

应用产品

·
·
·
·
·

VE8950

|

VK2100

|

VK224

|

配置软件 VK6000

|

使用 ATEN 宏正中控系统 App

支持 8 x 8 的电视墙 (64 台显示设备 ) 以及嵌入 / 解嵌音频，并可将独立音频信号嵌入至 HDMI 信号中。

可通过以太网络或面板按钮管理系统，支持 USB 连接端口 (USB 2.0) 连接键盘、鼠标、磁盘、打印机与其它 USB 周边设备，
采用 RS-232 通道，双向 RS-232 串行端口允许连接周边设备，如触控屏幕及条形码扫描仪。

VK6000 直 观 式 的 GUI 界 面， 让 用 户 通 过 简 易 步 骤 即 可 完 成 设 定 配 置。 此 外，VK6000 定 制 化 的 控 制 界 面 可 在 iOS、
Android 或 Windows 等移动设备使用，内建数据库产生器用于设备驱动程序安装和整体设备管理，支持 Telnet、TCP、
ONVIF 和 PJLink 协议，可通过网络控制网域中的设备。

该系统设定档上传至 VK2100 控制主机前，可通过内建测试工具验证指令动作并可通过内建仿真器仿真并验证客制的 GUI
界面。

ATEN 宏正中控系统 App 可自 VK2100 控制主机导入多个设定文件至移动设备或平板电脑，用以管控多个房间内的设备，
并可同步多重移动设备或平板电脑的控制信息。此外，ATEN 宏正中控系统 App 提供密码验证功能以管理用户权限，还支
持任何 iOS、Android 或 Windows 移动设备。

用户价值
通过部署 ATEN 宏正解决方案，用户的多个视频源实现了在同一大屏上的高清显示。同时，ATEN 宏正的中控系统统一管

理视频分配切换、灯光音响系统、无纸化办公系统等。此外 ATEN 宏正解决方案与设备安装维护简单，服务响应及时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