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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海德音视频场景解决方案



多媒体教学是学校精品教育的重要举措之一，学校通过多媒体教学系统的建设，能完善课
程建设过程性评估与教学质量监督管理、校本优质资源建设实现“常规化与便捷化”，能
轻松实现与其他学校的互动教学，能形成同步化校本教学资源延展学生的学习。维海德推
出的高清系列录播摄像机，与众多多媒体集成商和教育录播厂家，很好的解决了学校精品
教育问题。

VHD-JX1801K学生机

录播主机

VHD-JX1801K教师机

教室音、视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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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优势：

常态化录播方案全景实时记录教学场景， VHD-JX1801K教师机和学生机搭配录播主机
录制包括教师全景、特写及跟踪，学生全景、特写及跟踪。不仅能够解决学校普及录播
课室的需求，还能够帮助学校建立资源存储平台，有效实现跨教室、跨校区远程互动教
学，同步教学，课堂实时交流和互动。

① 常态化录播解决方案



② 互动录播解决方案

互动屏

有源音箱

互动终端

控制PAD

学生机

教师机

阵列麦克风
（主讲教室）

• 能解决教学薄弱地区师资发展不均衡问题
• 低成本解决偏远学校开课不齐的问题，满足1+1,1+N互动教学
• 有效地利用教学资源促进教育公平
• 以“高清互动”为核心，同时具备课件录制，高清直播，视频会议能力，覆盖专递课堂，名

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线上培训等应用场景

听课教室（带学生跟踪功能）

T632

学生摄像机

显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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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ms超无感延时，是目前市面上延迟最
低的阵列麦克风之一。

• 解放双手，比传统扩音解决方案部署简
单，性价比高。

• 远距离清晰拾音，摆脱束缚，解放教师双手
• 免调试，即装即用

远程互动解决方案

本地扩声解决方案

维海德音频解决方案，可系统解决目前市面上手持麦、头戴/领夹麦、鹅颈麦造成的佩戴不适、
双手束缚、活动空间限制和部署复杂，安装成本高的一系列问题，快、稳、准。

③ 维海德教室音频解决方案



广西桂平教育局集采

听讲端1800K学生机
常态化录播1800SWK学生机&教师机

山东淄博大学城项目

常态化录播1800K教师机&学生机

常态化录播1800SW 学生机&教师机

云南省厅1+N同步课堂集采 广西凤山教育局项目

常态化录播1800SW学生机&教师机

4000+ 260+

600+ 300+

教室音、视频解决方案项目落地



政务视频会议解决方案

政府内部部门众多，组织结构复杂，内部沟通需求高，导致会议较为频繁。为提升政府
沟通效率，节省会议开支，针对政府会议需求，维海德远程视频会议系统以高清、安全
的会议为目标，推出了政府视频会议解决方案。为政企用户提供超出传统沟通方式的丰
富应用，实现功能包括远程视音频会议、内部培训、指挥调度、及时沟通等等，是构建
政府信息化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云视讯平台

省级主会场

大屏

会控平板

市县级会场

乡镇级会场

CW30高清会议终端

CW10高清会议终端

村级会场

CW10高清会议终端

显示设备

CW10高清会议终端

远程随机调研平台
可视化
调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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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外网/互联网

GB28181、SIP双注册



• 终端严格遵循云视讯规范研发，能够与云视讯平台深度对接

• 支持SIP/H.323标准协议以及云视讯扩展协议

• 支持双路1080P30或60fps分辨率和32KHz宽带音频

• 支持企业通讯录、专业抗丢包、云视讯网管、会议直播、媒体播报等功能

• 终端支持GB/T 28181协议，能够与随机调研平台无缝对接

• 支持GB/T 28181注册、音视频实时预览、语音对讲、语音广播、7x24小时录像及调阅

维海德方案优势

云平台

全高清

双注册

• 快速部署、无缝扩容

• 灵活接入专业硬件终端、移动客户端、PC

客户端、电话

• 整个系统各会场均使用云视讯的专业硬件高清视频会终端设备

• 省、市、县主会场采用CW30机架式高清视频会议终端，标配12倍广角摄像机

• 县级分会场、乡镇、村级会场采用CW10一体式高清视讯终端，内置12倍广角高清摄

像机

维海德高清视频会议系统提供高清视频会议终端、MCU等全系列产品，整体解决方案
具有高清晰、低带宽、安全稳定、互联互通、超大容量接入等特点，满足政府分支机构、
出差人员随时随地零距离沟通，助力政府智慧沟通，高效决策。

本方案采用IP 网络进行网络承载，组织召开会议。IP技术具有实用性、经济性和灵活
性，且经过了大量的网络应用实践和考验，已经成为技术发展的主流。同时结合目前
H.264 High Profile等技术，实现在IP网络的HD高清1080p及以上高清视频，实现
H.239双流技术，以及静态、活动双流以及多种显示方式。



贵州广电项目

• C9 一体化高清视频会议终端

• V610 广角型高清视频会议摄像机

• C10高清视频会议终端

• JX1702C 1080P高清摄像机

西安蓝田财政局视频会议系统

6700台+ 2主会场+23分会场

政务视频会议解决方案项目落地

• C9S 一体化高清视频会议终端

• M982 视频会议麦克风

• MCU  视频会议多点控制单元

• V61 高清视频会议摄像机

甘南迭部县视频会议系统

1主会场+22分会场

• C9S 一体化高清视频会议终端

• M982 视频会议麦克风

• MCU  视频会议多点控制单元

• V61 高清视频会议摄像机

四川省岳池县视频会议系统

1主会场+18分会场

• C9S 一体化高清视频会议终端

• M982 视频会议麦克风

• MCU  视频会议多点控制单元

• V61 高清视频会议摄像机



维海德远程医疗视频解决方案，可以有效解决上级医院与下级医院之间资源不平衡问
题，可以提高各个医院之间的共享医疗资源，提供实时的多专家医疗意见，为患者提
供更多的医疗建议与方案、为医学继续教育提供更多的优秀资源，以及为重症病人提
供全天候的实时监护。

远程医疗视频会议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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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管理系统

远程医疗管理系统
移动推车 卫计委指挥中心 专家会诊室

专家办公室 医生桌面 家属

远程探视
分级诊疗

（远程指导基层首诊）

手术示教
（远程交流培训）



远程会诊业务在下级医院向上级医院之间展开。远
程医疗视讯平台支持本地远地两地，或多地多位专
家进行清晰流畅的远程会诊交流，这需要高清双流
编码。高清主流帮助本远两地医生实现眼对眼、面
对面的高临场感医学交流，还能实现远端专家清晰
观察本端患者的气色和体态，实现亲临患者现场一
样的诊疗效果。高清辅流配合专业医疗仪器对接高
清编解码器，让远端专家能够实时观看患者医学影
像。

远程会诊

应用场景

传统模式的手术现场示教，受限于手术室空间，
观摩人数受众较少;受限于观看角度，手术细
节观看不清晰;而且考虑到手术卫生和病人权
益，手术示教经常受到病人和家属抵制。基于
远程医疗的新手术示教方案，解决了上述弊端。
通过远程医疗视讯平台下的高清编解码器可实
现对手术全景、手术细节、以及病人医学体征
进行全方位的清晰直播和录播，学员不进入手
术室，就可以观看全面的手术过程，既可以与
手术现场实时对话，也可事后重新观看复习。

手术示教

在重症监护病房，部署移动医疗推车系统，可
实现远程监护功能，远程监护点与病房建立视
频会议，病房的全景信息如病人神情状态，以
及病人的监控检测数据可实时的传送到远程监
护点，使所有病人和病房信息能全面地展现在
监护点上，取得有效监护的同时也减少了对病
人的打扰等。

远程监护

通过维海德会议系统，将“互联网+医疗”融合在医、教、研、防一体化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中，
打造远程会诊，分级会诊，视频查房，远程探视等业务应用，实现优质医疗资源高效联动，线
上线下协同就诊服务，帮助医疗机构解决各项难题，打造一个便捷，高效的的就诊环境，发挥
远程视频对基层卫生能力建设的推动作用。



云协作视频会议解决方案

04

维海德VHD为视频云协作提供整套的硬件解决方案，可让员工和团队轻松随时随地的进

行协同工作。为不同场景的解决方案提供 Zoom®️、腾讯会议®️、Teams®️ 认证的硬件外

设，联合云协作软件服务组成完整的生态系统。轻松部署，简便易用，还能大规模扩

容，为您打造高质高效的混合式办公空间。

随时随地，协同办公



大型会议室

在大型会议室里，维海德凭借优异的工业设计和行

业领先的音视频技术为您提供超高清音视频会议系

统，VX71UVS摄像头可为您的高端会议室提供高达

4K的超高清影像。先进的光学技术支持12倍光学变

焦， M700全向麦克风的音频性能更不凡，集成多

达7个阵列麦克风，8米有效的超大范围拾音，结合

内置音频3A算法提供超高音质、极低噪声、零回声

的语音通话体验，并且极易于部署。

中型会议室

维海德为中型会议室提供一整套高清音视频

会议系统解决方案，V71US摄像头可提供

最高1080P分辨率下的清晰锐利的视频，真

实自然的色彩和高达12倍光学变焦的特写画

面。CM800一体化会控平板更是将会控和

音频系统集成在同一台设备上，可为会场带

来清晰干净的语音效果和超便捷的会议控制。

小型会议室

借助维海德USB音视频一体机M1000B为您提供优

质的音频和视频体验。极简的布线和多种灵活的安

装方式让IT团队轻松进行大规模部署。用户可在电

脑（Mac mini或NUC）上安装云协作的Rooms客户

端。配合维海德CP100触摸控制器，能够实现一触

式加入会议和全方位的会议控制。

家庭/个人协作

为了保障个人工作空间进行音视频通话避免被

干扰，同时还要顾及音视频的采集效果， 便携

易用性，成本控制上均需要得到满足。无论是

在家办公，还是在办公室办公，甚至在户外空

地上，维海德VHD个人视频协作解决方案可将

任何工作区转变为您的专属协作空间。

应用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