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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VYSUN会议室配置原则

会议系统特点：稳定可靠，操作简单，高效协作，扩声清晰可懂。

先进性：本系统选用先进、实用的技术和功能完善的产品，在技术上适度超前，整个系统体现当今技术的发展水平，符合

今后的发展趋势。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保持其技术的领先地位。

成熟性与实用性：各子系统应采用先进的，已使用过并成熟可靠的产品，同时具有实用性，充分发挥每一种设备的功能和

作用。本系统可充分满足会议管理的要求，操作方便，维护简单，便于管理。

灵活性和开放性：在满足业主当前要求的基础上，面向未来5-10年，系统应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可以与未来扩展的设备

具有互联性与互操作性。

集成性和可扩展性：系统设计中充分考虑会议室会议系统的集成性，确保总体结构的先进性、合理性、可扩展性和兼容性，

使用不同厂商，不同类型的先进产品，使整个系统可以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得到充实和提高。

配置原则



YIVYSUN会议室配置原则

标准化和模块化：严格按照国家和地区的有关标准进行系统设计和设备配置，并根据系统总体结构的要求，将各子系统进

行结构化和标准化，综合体现当今世界的先进技术。

安全性与可靠性：深刻理解各会议室内运作的设备和系统安全可靠的重要性，因此在设备选择和系统设计中安全性和可靠

性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

服务性与便利性：为适应会议的各种功能需要，所采用的系统应能充分体现对管理者和使用者各个方面的安全、先进、可

靠、方便和高效等。

经济合理性：设备选型和系统设计要确保满足用户的需求，具有技术上的先进性、可行性和实用性，丢掉附在其上的“泡

沫”，并达到功能与经济相统一的优化设计。

配置原则



YIVYSUN会议室设计目标

大会议室：

会议室音视频系统是智能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必须能够满足各种会议及其他不同需

要，为了能更充分发挥其功能，采用先进

的、现代化的电子设备，利用多种高科技

手段，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会议所需要的

多种格式的图文及视、音频文件。应具备

图文、视频显示、多媒体接入、会议发言、

讨论、无纸化办公、同声传译、舞台灯光、

智能集中控制、视频会议、会议录制和扩

声等功能。

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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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VYSUN大屏显示系统

大屏显示系统

大屏显示系统概述：
视频系统是整个会议视频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会场信号源
进行完善的处理，包括采集、传输、解码、存储等，达到信号
资源共享的目的，使会场能轻易地获取任意一个或多个所需的
信号，满足各种不同功能的需要。它是整个多媒体会议系统灵
活性、安全性的有力保证。

大屏显示系统组成：
本方案视频系统主要由拼接屏、大屏控制软件、拼接处理器、
无线投屏器组成。



YIVYSUN大屏显示系统

大屏显示系统

大屏显示系统方案说明：
配置12块55寸液晶拼接屏作为显示设

备，可整体显示或者分屏显示，屏幕拼接
后整体尺寸为宽4m*高2m；

大屏拼接框架用于组装和固定12块液
晶拼接屏；

大屏控制软件用于视频信号的拼接管
理设置等，软件安装于电脑主机或者中控
平板内；

高清拼接处理器连接大屏与控制电脑，
用于液晶拼接屏的控制管理，拼接具有多
种输入、输出接口，可接入多种视频信号，
通过高清液晶拼接处理器的切换可把信号
源自由的显示在显示设备上；

无线投屏器与拼接控制器相连，作为
视频信号的无线接入。



YIVYSUN中央控制系统

中央控制系统概述：
全自动智能化设备中央集中控制系统可通过触摸式有线/

无线液晶显示控制屏对几乎所有的电气设备进行控制，包括投
影机、屏幕升降、影音设备、信号切换，以及会场内的灯光照
明、系统调光、音量调节等。简单明确的中文界面，只需用手
轻触触摸屏上相应的界面，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实现你所想做的
功能，它不仅能控制DVD、录像的播放、快进、快倒、暂停、
选曲等功能，而且可以控制投影机的开关、信号的切换，还有
屏幕的上升、下降，白炽灯调节、日光灯开关等等功能，免去
了复杂而数量繁多的遥控器。

中央控制系统组成：
中央控制系统主要由集中控制主机、无线路由器、平板电脑、
继电器和中央控制系统软件组成。

中央控制系统



YIVYSUN中央控制系统

中央控制系统方案说明：
配置1台集中控制主机、1台智能控制触摸屏结合中央

控制系统软件用来控制音频处理器、高清混合矩阵、音频
矩阵的信号切换；也可通过控制音频处理器来调节整个会
场的音量大小；

中控与高清拼接处理器结合可控制拼接屏的信号切换
和各种显示模式的切换；

配置1台电源继电器，中控与电源控制器结合，可以
控制灯光、电动窗帘、电动玻璃的开启和关闭；

中控通过RS232口或红外接口控制摄像机的旋转和放
大缩小对焦等，也可以控制视频会议终端信号的选择。

中央控制系统

中央控制系统方案连接图：
中控触摸屏通过无线连接中控主机用于控制各个设备；
中控主机通过控制线连接投影机用于控制开关；
中控主机通过控制线连接高清混合矩阵、投影融合器用于
实现信号的切换；
中控主机通过控制线连接灯光控制器用于控制灯的开关。



YIVYSUN发言扩声系统

发言扩声系统概述：
绝大多数的音响系统工程设计中，建筑声学和电子声学相
比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因为即使是再好的电子音响设备，
在一个建声比较差的环境里面也无法发挥它的优势。因此，
扩声系统设计要想达到好的音质，必须要满足一些必要的
条件，这是整个音响系统声学指标的基本要求。结合本项
目的实际应用情况，我们在方案设计和设备选型过程中重
点兼顾了多个系统的功能特点和不同用户的不同级别服务
要求，从系统的组成到厅堂音质的设计，都兼顾到了各种
需求的特性要求。如以听语言为主的场合，重点突出清晰
度；而听音乐为主的场合，重点突出声音丰满，优美动听。

发言扩声系统

发言扩声系统组成：
音频系统主要由无线话筒、手拉手会议主机、调音台、音
频处理器、功放和音箱组成。



YIVYSUN发言扩声系统

发言扩声系统方案说明：
会议发言系统设置会议中控器1台，主席机和其他所需的代表单元用于与会成员和相关人员的发言及管理。该

系统在无人职守的情况下都能自如运行。主席可根据现场情况对发言的人员进行控制，以保证会议正常进行。在会
场设置话筒接口，代表机可以从任何一个插口连接，通过手拉手的方式互连2台、3台，直至n台，实现灵活的会议
布局形式。多种主会议模式可选：配置了1条8芯主机连接线和11个代表单元和1个主席单元，用于会议使用；
配置1套无线话筒，供与会者移动临时发言；

为获得更高的声压级和较强的指向性，该多功能厅我们设计配置2只12寸全频音箱，于主席台两侧吊挂安装，
采用左右声道立体扩声方式，有效的降低了声像失真，从而使与会人员获得更好的听觉效果；

由于多功能厅长度太长，因此中后排与会人员不在主扩声扬声器的直达声覆盖区内, 为提高整个多功能厅的声
场均匀度同时又起到拉声像的作用,我们在多功能厅中后部两侧设置4只全频补声音箱，负责向中后排与会人员扩音，
以达到良好的整体扩声效果；

配置与音箱匹配的功放用来驱动音箱发声；
配置1台10路的调音台，调音台它的主要作用是将来自各种周边设备的音频信号按要求进行混合处理；对各路

声信号进行一定的修饰、补偿；按要求将声信号分成多组输出。调音台的技术指标和调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声音的
质量和系统的噪声；

配1台8进8出的音频系统处理器用来处理声音和提高音质。音频处理器是集成了和系统客观工作状态有关的音
频处理设备的功能的一种综合音频处理设备。其中的分频功能用于按照音箱的实际工作频段提供对应频段的信号，
延时功能用于校正不同音箱之间的传输时间，均衡功能用于弥补系统的频响特性缺陷，限幅功能用于控制输出信号
的的强度；

控制室需要实时观察监听多功能厅的活动，以便做出相应调整，为此配置1套监听音箱；
配置1台8路电源时序开关保护器，用于按时间顺序打开或关闭多个设备，起到保护功放和音箱不被损坏。



YIVYSUN发言扩声系统

发言扩声系统连接图：
27个话筒通过手拉手方式连接到会

议主机，会议主机输出1路音频信号接
入调音台的输入端用于发言扩声和音频
录取；

计算机声卡输出音频信号接入到调
音台输入端口用于扩声和音频录取；

调音台输出2路立体声信号，通过
音频线接入硬盘录像机，用于声音的录
取；

调音台AUX输出端口输出6路音频
信号接入6台原有功放，驱动原有音箱
发声；

调音台输出端口输出2路音频信号
及视频会议主机的2路音频信号统一接
入音频处理器，进行回声消除处理。



YIVYSUN同声传译系统

同声传译系统方案概述：
同声传译系统采用红外线传输使传送更具保密性，
只要在红外线能达到的范围，可随意配置接收单元
的数量， 对于多种语言以上的国际性会议，而且与
会的人员比较多的时候，传统的翻译方式不能满足
要求。配置同声传译设备，每位代表佩带一副接收
器和耳机选听，不管发言的代表是何种语言，都基
本有一个与之对应的翻译员作出指定语言的翻译。

同声传译系统

同声传译系统组成：
同声传译系统主要由红外线同声传译主机和红外
线同声传译翻译单元、红外线同声传译发射单元、
红外线同声传译接收单元、红外线同声传译充电
箱组成。



YIVYSUN同声传译系统

同声传译系统连接图：
翻译单元是同声传译系统里必不可少的组成
部分，用于翻译人员对会议发言进行同步翻
译。使用时，只需将翻译单元与主控机连接，
翻译后的语音即可通过翻译单元传输到主控
机，再经过系统的处理和传输，与会者就可
以通过接收单元收听到各个语种的会议发言。
具有间接翻译开关（REPLAY）。当翻译人
员听不懂发言者的语言时，可通过监听其他
翻译人员的译音再进行第二次翻译。当发言
者发言速度过快时，可以按下请求按键
（SLOW）要求发言者放缓讲话速度。采用
耳罩式耳机监听发言。

同声传译系统的方案说明：
配置1台红外线同声传译主机，用来连接翻译单元和发射单元；
配置2台红外线同声传译翻译单元，用来进行翻译讲话；
配置2台红外线同声传译发射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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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60台红外线同声传译接收单元，用来接收翻译语音；
配置2台红外线同声传译充电箱，用来给接收单元充电。



YIVYSUN视频会议系统

视频会议系统

视频会议系统概述：
远程视频会议系统利用通信线路实时传送两地或多
个会议地点与会者的形象、声音、以及会议资料图
表和相关实物的图像等，使身居不同地点的与会者
互相可以闻声见影，如同坐在同一间会议室中开会
一样。

视频会议系统组成：
视频会议系统主要由多点控制单元、摄像头和视频会议
终端组成。



YIVYSUN视频会议系统

视频会议系统方案说明：
配置1台多点控制单元，可以实现多点信号的接入；
配置1台会议终端用于进行视频会议的传输；
配置2台摄像机吊装用于视频会议信号的输入。

视频会议的系统连接图：
27个话筒通过手拉手方式连接到会议主机，会议主机输

出1路音频信号接入调音台的输入端用于发言扩声和音频录取；
计算机声卡输出音频信号接入到调音台输入端口用于扩声和音
频录取；

调音台输出2路立体声信号，通过音频线接入硬盘录像机，
用于声音的录取；

调音台AUX输出端口输出6路音频信号接入6台原有功放，
驱动原有音箱发声；

调音台输出端口输出2路音频信号及视频会议主机的2路
音频信号统一接入音频处理器，进行回声消除处理；

视频会议系统



YIVYSUN高清录播系统

高清录播系统

高清录播系统概述：
高清嵌入式一体化智能录播系统是集图像分析技术、
流媒体传输技术、声音降噪技术，视频防抖技术、
视频编码技术于一体的先进录播系统，实现了人工
智能与自动控制的完美结合，是一款集成度很高的
录播产品，简单易用。在一台录制主机上实现了自
动跟踪、智能导播、课堂直播、课程录制等功能，
产品稳定，技术先进，最大限度的满足用户需求，
降低成本。

高清录播系统组成：
高清录播系统由高清录播主机、高清摄像头、拾音器等
组成。



YIVYSUN高清录播系统

高清录播系统方案说明：
配置1台高清录播主机，用来处理多功能厅的音
视频录制，以便后期观看。

高清录播系统连接图：
硬件设备为嵌入式架构DSP芯片处理技术，
并具备控制按钮，可通过了B/S端查看及设
置相关参数，设备录制、视频点播和下载等功能。
音视频编解码：5路1080P@30fps编码，1路
1080P@30fps解码，1路8画面合成，H.264 HP高清视频编码算法，AAC/G711音频编码算法；RTSP/RTMP音视频
流传输协议；视频输入接口：4路HDMI/DVI/YPbPr/VGA，3G-SDI用户选配，最高支持1920x1200@60;视频输出接
口：1路VGA输出，1路DVI输出；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4线路高保真音频输入，2路高保真音频输出；存储：用户选配1/2T，支持FTP查询、下载；
视频编码帧率：1-30帧/秒。
音频编码：AAC;音频输入：支持MIC和线性输入，音频采样率: 48K、96Kbps。

高清录播系统



YIVYSUN舞台灯光系统

舞台灯光系统

舞台灯光系统概述：
多功能厅舞台灯光设计是遵循会议为主要功能进行
配置的，同时兼顾中小型演出功能的需要，要求能
适应国内外灯光设计和灯光操作人员的应用和管理，
设计重点要考虑灯光系统全面预留、灵活机动、切
换自如、安全可靠，提供多种形式舞台演出灯光配
置。

舞台灯光系统组成：
舞台灯光系统主要由面光灯、帕灯、光束灯、烟机、
灯光控制台、电源直通箱、信号放大器、各种辅助
设备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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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灯光系统方案说
明：

配备一道面光，面光
采用100WCOB帕灯6台，
作基本光照明使用；

顶光共有两道，一道
顶光配备4个54颗染色帕
灯和4台230W光束灯，二
顶光配备了4个54颗染色
帕灯和4台230W光束灯；

逆光配备了6个54颗
染色帕灯，舞台特效配备
2台1500W烟机和2台大泡
泡机，全场气氛效果配备
4个大魔球；

配备1台8出放大器，
12路8KW电源直通箱；

配备1台灯光控制台
用来控制灯光。

舞台灯光系统



YIVYSUN无纸化系统

无纸化系统

无纸化系统概述：
无纸化交互式会议系统是利用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实现会议流程
管理，对会议资料电子档的管理，包括资料的上传、下载；利用无线
网络技术，实现会议召开过程中，各与会人员能够共享查阅会前准备
的会议资料；利用高清触摸显示系统，方便查阅各种格式电子资料，
阅读方便，系统同时实现会议签到、会议发言、投票表决、电子白板、
同声传译、视频直播、人员信息、资料共享、会议议程等会议的控制
管理和服务，充分利用智能化电脑的特性来展现良好的人机操作界面。
无纸化会议系统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然要求，是高端会议的发展趋
势。

无纸化系统组成：
无纸化会议系统主要由会议显示终端、显示终
端软件、会议服务器、服务器软件、无纸化大
屏投放终端解码器和全千兆交换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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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纸化系统方案说明：
无纸化会议系统主要由会
议显示终端、显示终端软
件、会议服务器、服务器
软件、无纸化大屏投放终
端解码器和全千兆交换机
组成。

无纸化系统连接图：
本系统是会议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本系统基于信
息技术、显示技术平台，
采用自动化模式，来实现
会议终端自动显示就座与
会人员姓名、职务等，能
将几个小时的手工操作缩
短为几秒钟。

无纸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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