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功能报告厅视音频解决方案 
一、 前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个现代多功能报告厅系统除了要满足传统简单

的会议要求外，还应具有优美的音质、清晰的图像演示，并且可以根据要求发言

讨论功能以及会议视频系统。它由大屏幕显示、多媒体音视频信号源、音响、切

换以及舞台灯光组成。为此，我们根据多功能报告厅的实际应用和需求，采用最

新的多媒体视音频产品和先进设计手段，提出本系统方案供用户选择和参考。 

我们此次的方案是根据多功能报告厅所提出来有关系统的具体应用需求，结

合我们以往同类项目的工作经验，依据现有的国家标准、规范，并参照国际上通

用规范进行的。在系统设计过程中，我们按以下的思路进行设计： 

 突出先进性、实用性、可靠性系统特点数字化的高集成度可控制能力： 

 多功能的应用性灵活的扩展性： 

 完善的售后服务保证体系。 

根据一般多功能报告厅的功能要求，我们将整个厅堂的功能做如下定位： 

 满足会议报告、讨论等方面的需要； 

 满足演讲、讲座、培训、学术交流等方面的需要； 

 满足小型文艺汇演、电影放映等功能。 

二、 需求分析 

多功能报告厅主要以教学活动、学术报告、讲座、会议、小型文艺汇演等功

能用途为主，设计时应以多媒体教学功能、视频展示等内容为主。安装要考虑制

对现有空间的形体的要求，报告厅内其主要空间是以会议坐席及主席台（舞台）

为主，所以大屏幕设备要尽量的安装操作简单，对空间的占用尽量要少。同时也

要考虑长时间观看的舒适性、对抗环境光的的能力，从而能够确保在舒适、宜人

的环境中使用功能；另外多功能报告厅使用时人员密集，使用环境比一般的会议

室要恶劣，所以要求大屏幕具有防水、防潮、防尘等特点。 

多功能报告厅的声学吸音系统要求的音质主要是“语言清晰、可懂度高，其

次是良好的丰满度”，应合理控制混响时间和本底噪声； 在主要使用条件下，具

有相应于拾音要求的混响时间频率特性，抑制影响拾音音质的声缺陷，如回声、



颤动回声、低频嗡声等；多功能报告厅声场效果符合国家要求之规定 

三、 系统设计思路 

3.1  系统设计依据 

多功能报告厅采用世界先进的技术和专业设备进行精心设计，充分体现报告

厅现代化、高效率的办公特点，符合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经济与形象要求，并且

所采用的技术将在 5-8 年内不会被淘汰。 

设备配置属于中高档级别，无论是视频、音频系统，所选关键设备的品牌都

为该领域知名品牌，这些设备都在众多的类似项目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以及长时间

的考验。 

系统设备的配备简洁合理，无重复累赘，操作方便，每个设备都能充分发挥

其作用，且具有相当的持久性，高性价比，充分体现了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型报

告厅的特点。 

3.2  系统设计原则 

 实用性和先进性：采用先进成熟的技术，满足举行各类型会议和活动的

使用要求，并兼顾其它相关的管理要求，使系统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技术的先

进性，并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 

 安全可靠性：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音频系统设备必须具有高可靠性，

避免发生故障。在采用硬件备份、冗余等可靠性技术的基础上。 

 灵活性和扩展性：为适应音频系统技术和设备的不断更新与发展，系统

必须具有良好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能够根据不同使用需要，兼容不断更新设备

及技术功能，方便扩展。同时具备支持多种通信媒体、多种物理接口的能力，提

供技术升级、设备更新的灵活性。 

 互连性：具备与多种影音、会议系统及计算机系统互连互通的特性，确

保系统作用可以充分发挥。 

 经济性：完成后的系统应以较少的人员投入来维持运转，提供系统的高

效能与高效益。 



3.3  设计标准规范、安全要求 

SJ/T 11281-2007《LED显示屏测试方法》 

SJ/T 11141-2012《LED显示屏通用规范》 

JG/T16-92《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GB50371-2006《厅堂扩声系统设计规范》 

GB/T28049-2011《厅堂、体育场馆扩声系统设计规范》 

SS2112-82《厅堂扩声系统设备互联的优选电气配接法》 

JGGYJ125《厅堂扩音系统的声学特性要求》 

GJB2146-1994《发光二极管固体显示器总规范》 

GBF50254《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8566-88《计算机软件开发规范》 

GBJ16-8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54-95《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J301-88《建筑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四、 设备选型 

4.1  选型标准 

基本上选用同类产品中技术最成熟、性能先进、使用可靠的产品型号，以保

证器材和系统的先进性、成熟性。 

用国内外知名的器材，以及有雄厚实力和绝对优秀技术支持能力的厂家、代

理商，以保证设计指针的实现和系统工作的可靠性。 

选用高度智慧化、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建立系统开放式的架构，以标准化和

模块化为设计要求，既便于系统的管理和维护使用，又可保持系统较长时间的先

进性。 

4.2  系统配置 
显示系统 

根据报告厅实际使用环境设计一套 Voury 卓华 COB 封装 LED 显示系统、一

套 Voury卓华分布式处理系统。主要用于显示信号源的文字、图片、视频画面等

信号，视频接口可随时接入电脑、摄像头、DVD、视频终端等信号源，这些信号



源通过显示设备显示出来。 

 COB 封装 LED 显示系统一套 

 分布式处理系统 

扩声系统 

参考国家厅堂扩声设计标准一级进行设计，语言扩声系统一级标准要≥98dB，声

场不均匀度要做到 1kHz 和 4kHz 时测量≤8dB；传声增益在 125~4 kHz 的平均值

要≥-8dB。 

 设计 2 组左右线阵音箱安装在会场前。 

 设计 2 只辅助音箱安装在会场 

 设计 2 只返听音箱流动安装在主席台前  

 功放功率严格按照音箱功率的 1.5 倍配置。 

 数字调音台、音频处理器（给音频提供接口，处理音色效果）。 

 2 套无线话筒用于移动发言、临时讨论等 

WIFI 会议系统 

由于该会场主席台需要用于文艺表演，会议桌经常移动，所以会议室设计 WIFI

会议系统。WIFI 会议系统采用目前国内知名品牌的 5GWIFI 会议系统，系统采用

WIFI 无线连接方式，发言单元不需要布线，外形美观，安装灵活，使用非常方便，

保密性强，性能稳定。根据会议室布局和需求会议室单间设计如下： 

 WIFI 会议主机 1 台（系统核心，控制、管理单元）； 

 WIFI 主席单元 1 台（具有优先强切权限，桌面式放置安装）； 

 WIFI 代表单元 8 台（桌面式放置安装）； 

 无线会议 AP 发射器 1 只（用于给无线话筒单元的通讯）。 

五、 系统设计 

5.1  LED 显示屏设计 

Voury卓华 COB封装微间距 LED大屏幕拼接显示系统以系统工程、信息工程、

自动化控制等理论为指导，将国际最卓越的高清晰数字显示技术、拼接技术、多

屏图像处理技术、网络技术等融合为一体，使整套系统成为一个高亮度、高分辨

率、高清晰度、高智能化控制、操作先进的大屏幕显示系统。能够很好地与用户

监控系统、指挥调度系统、网络信息系统等连接集成，形成一套功能完善、技术



先进的交互式信息显示及管理平台。 

建设完成后的 COB封装微间距 LED大屏幕显示系统满足以下要求： 

 支持 Windows、UNIX、Linux 操作系统。 

 支持 TCP/IP 等标准网络协议。 

 可根据用户需要在大屏幕上任意显示各种动态、静态视频和计算机/工

作站图文信息。 

 LED 拼接大屏幕系统对网络信号、视频信号、RGB 信号各种信号源的图

形具有相同的拼接能力，达到无缝拼接。 

 大屏幕显示控制系统可实现所有视频窗口任意位置的开窗、缩放、漫游、

叠加功能。 

 整个 LED 显示屏具有高灰度、高亮度、高对比度等特点，色彩还原真实，

屏幕能够显示清晰明亮的图形/图像效果。 

 系统具有二次开发能力，可提供二次开发接口，满足开发应用软件的需

求，并可根据用户需求提供定制，满足用户指定的特别控制需要。 

 LED 拼接大屏幕显示系统软硬件连接简单，无需对集成的计算机系统做

任何调整和改动。不管计算机系统的软件及网络硬件有何改变，大屏幕

显示系统均可正常使用，确保整个系统的通用性及可任意扩展。 

整套系统的硬件、软件设计上已充分考虑到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可维护

性和可扩展性，存储和处理能力满足远期扩展的要求。 

系统组成 

根据项目需求，本方案提供的 LED大屏幕拼接显示系统包括拼接单元组合墙

体、网络分布式处理器、大屏控制管理软件、专用线缆等，由以下部分组成：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1 微间距 LED 显示屏 1 套 

2 网络分布式处理器 1 套 

3 大屏控制管理软件 1 套 

4 配电箱 1 台 

5 安装支架 1 套 

6 专用工程线缆 1 宗 

 



 

系统结构示意图 

 

 

显示墙安装效果图 



5.2  扩声系统设计 

多功能报告厅扩声系统主要由扬声器、功率放大器、音频处理设备、调音台、

话筒、音源等设备组成。根据不同声压级的设计可以满足会议及演出的扩声要求。 

扩声系统根据会议室的面积和使用功能，参考国家扩声厅级标准一级进行设

计。会议室扩声系统的音响效果应能符合以上 GYJ125 厅堂扩声系统设计的声学

特性指标中的语言扩声一级标准演讲时应能达到语言清晰、无失真、声压余量充

分、声场分布均匀、无声反馈啸叫，声像定位正确。整个系统选用同类产品中音

色优美的高档次音响器材为主组成音响系统，选用同类产品中技术最成熟、性能

先进、使用可靠的产品型号，通过计算会议室的音响场地系数进行设计，保证会

议室每个角落的声场听觉均匀，没有出现失真、偏音、混音、回响等不良音响效

果。 

扬声器的布局是会议室内扩声系统设计的重要一环，几项重要的扩声系统声

学特性指标将直接与此有关。扬声器布局的一般原则是：  

 全部听众区内的声压分布均匀；  

 听众区上的声源方向感良好，即观众听到的扬声器的声音与看到的发言

者在方向上一致；  

 扬声器的位置在建筑上应当是美观安全，不影响其他设备的使用  

 控制声反馈和避免产生回声干扰。 

系统组成 

1 2分频线性阵列音箱 只 8 
左右线阵列音箱 

2 超低频音箱 只 2 

3 专业功放 台 4 驱动左右线阵全频 

4 专业功放 台 1 驱动左右线阵低频 

5 专业音箱 只 4 辅助音箱 

6 专业功放 台 2 驱动辅助音箱 

7 专业音箱 只 2 主席台返听音箱 

8 专业功放 台 1 驱动返听音箱 

9 调音台 台 1   

10 音频处理器 台 1   



5.3  WIFI 会议系统 

无线 WIFI数字会议系统采用 5GHz的通信频段，拥有更强的抗干扰能力，提

供更大的带宽和传输速度，并不受移动电话和其他蓝牙设备干扰，确保实现最佳

的信号接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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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无线和有线会议发言、会议

签到、投票表决、自定义表决、同声传译、摄像跟踪、消防联动等会议功能， 同

时具有双机备份、网络管控等功能，功能高度集中，系统架构简单。 

系统组成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说明 

1 会议系统主机 台 1  

2 会议主席单元 台 1 无线会议主席单元 

3 会议代表单元 台 8 无线会议主席单元 

4 发射器 台 1  

5 充电箱 台 1 会议单元话筒充电 

 

 
 

系统结构示意图 

 

 



六、 技术优势 

6.1  COB 封装 LED 产品技术优势 

创新是 2018 年小间距行业的主旋律，新技术的突飞猛进，新应用的方兴未

艾，新理念的茁壮成长，都无不昭示着小间距 LED行业的未来和活力。 

近年来，伴随着小间距 LED在点间距方面的不断下探，遇到一项项难题需要

攻克，随之而来的是COB封装的热度日渐走高，打破了SMD一家独大的局面。Voury

卓华顺应市场需求，积极开拓新品技术，于 2018 年推出了 COB 封装的小间距产

品，攻坚克难，实现量产并应用于各行各业。 

 

COB封装 LED显示屏以其优异的防摩尔纹性能及防水防碰撞的优点，适配于

大型舞台、报告厅等场合，Voury卓华作为业界领先的大屏幕显示及拼接控制整

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提供专业的室内显控解决方案，本次带来了多功能报告厅全

方位视音频综合解决方案。 

COB封装 LED显示屏应用于会议报告厅，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防护性 

作为会议报告厅，由于人流量较大，屏幕位置处于人员可接触范围，极易被

碰触，所以防护性是首要需求，而 COB 封装 LED 显示屏，将像素点封装在 PCB

板上，实现 PCB电路板、晶体颗粒、焊脚和引线等全面密封，表面光滑无裸露元

件，有效防止碰触对屏幕的损伤，并且具有防水性能，可擦洗灰尘。 



 

二、消除摩尔纹 

报告厅具有极强的宣传性，通常需要摄影技术进行摄像，而通常 LED屏产生

的摩尔纹会影响后期影像质量，COB封装微间距 LED显示屏采用高填充因子光学

设计，发光均匀，近似“面光源”，能有效消除摩尔纹。其哑光涂层技术，也是

显著提高对比度，降低炫光及刺目感，有效抵抗蓝光伤害，不仅减轻人眼视觉疲

劳，还能在相机或摄像机拍摄下拍出高清的视频或照片，特别适合于需要长期观

看及对屏幕拍摄的应用场合（如报告厅、演播室等）。 

    

COB 封装微间距 LED 显示屏                    普通拼接屏 

三、NTSC 广播级色域，超宽色温逐级可调 

1、采用 RGB三基色成像技术，色域超广，色彩更丰富，达到广播级标准； 

2、经过逐点亮度、色度校正后，可使屏幕的亮度、色度保持高度一致，无

需二次补偿，色彩高保真； 

3、采用国际领先的逐点校正技术，利用先进的绿色还原及肤色还原功能，

完全适应人眼对颜色的感觉习惯，为用户带来真实感官体验； 



4、色温可调范围达 1000K~10000K，满

足各种显示应用领域对色温的需求，尤

其是演播室及综艺节目等场所。 

 

 

 

 
   低色温                     中色温                    高色温 

三、强弱电分离 

Voury 卓华 COB 封装微间距 LED 显

示屏采用先进的安全可靠的强弱电分

离供电技术，屏体 48V弱电输入，屏体

无强电，保证使用人员安全；采用通讯

级电源，高低压布局合理，屏体运行更

稳定，支持热插拔抢修，无需关屏，安

全快捷；并支持电源备份冗余，保证系

统不因单一电源故障影响正常显示，故

障率极低，安全可靠。 

 

四、超宽视角 

COB封装采用的类面发光，因此视角更广，使得 Voury卓华 COB封装微间距

LED 显示屏具备垂直及水平双向 170°超宽视角，任何角度观看都是中心视角，

任何角度确保颜色、亮度一致，具有更优秀的光学漫散色浑光效果，显示覆盖面

积更大，确保任意角度观看无死角、不偏色，图像始终都能完美显示。 



 

五、智能化亮度调节，自适应环境 

Voury卓华 COB封装微间距 LED 显示屏采用独有的智能亮度调节技术，亮度

0-1000cd/ ㎡无级可调（支持手动/自动/软件方式调节），可根据周围环境明暗

变化，自动调节亮度，这些特性使得该显示屏在任何亮度环境下，画面依然舒适

柔和，长时间观看不疲劳，无论是在白天或是黑夜，晴天或是阴天，也无论是在

相对封闭的控制室、会议室、或是光线明亮的展览场馆、大堂等，Voury卓华 COB

封装微间距 LED 显示屏均能以最恰当的显示亮度给观众带来最舒适的观感体验。 

 
        有灯光                                  无灯光 

六、被动散热超静音设计，告别噪音烦恼 

COB封装技术是芯片级封装，由于 COB封装是颗粒晶体直接紧密接触 PCB板，

所以可充分利用“基板面积”实现导热和散热。加之 Voury卓华独特的箱体内部

部件布局和散热结构，利用铸铝外壳被动散热方式，无风扇设计，使显示屏散热

快、温升低，使得 LED显示屏正常使用达到热平衡后，屏体结构金属部分温升不

超过 45K，绝缘材料温升不超过 70K。同时无风扇的设计使得显示屏噪声低至 10dB；

即使贴得再近也听不到任何噪声，设备运行静悄悄，让用户彻底告别噪音烦恼。 



 

 

会议报告厅具有全方位音视频结合的需求，以满足综合会议的使用，Voury

卓华的网络分布式系统可以满足视频的播放、音频的同步输出、灯光幕帘的综合

中控等操作功能，一套系统可以支撑整个报告厅的所有设备的串联，极大的简化

了会议报告厅复杂的音视频环境，可视化的极简风格操作软件，方便了操作员的

操控。 

6.2  网络分布式系统技术优势 

一、显示分辨率自适应 

LED 作为显示屏，因为各种原因，并不能很好的打造标准分辨率进行显示，

尤其报告厅这样的超大规模拼接，分辨率往往即大又达不到标准，所以需要支持

分辨率自动适应，工作站界面默认以等分辨率（一对一像素）在大屏幕上以窗口

形式显示，也可等比例或任意放大缩小显示，能在屏上点对点显示超高分辨率底

图，避免由多次缩放引起的图形失真与像素缺失，底图关机后不丢失。 

二、海量信号源独立处理 

 

 

各种音视频信号采用全硬件处理，

各个模块通过网络进行点对点通信，项

目规模大小完全不影响运行效能。单个

信号输入或输出处理模块出现问题只

影响该路信号或某一单元，不影响系统

正常工作，不会影响其他信号或单元正

常显示，有利于整个大屏幕系统的应急

处理显示，具有高度的系统可靠性。 

 



三、音视频同步功能 

输入处理模块具有

音频及视频同时输入处

理能力，输出处理模块

具有音频及视频同时输

出处理能力，支持单个

处理模块音视频同步或

独立处理与传输，任意

输入模块接入的音频可

从任意输出模块输出播

放，支持多路混音输出。 

 

 

四、画面无撕裂感、精确切换无黑场 

采用共用时钟控制，确保所有输出通道在同一时刻输出画面，使各单元间信

号窗口显示达到 0 误差同步，保证整个显示墙的画面同步性，从根本上消除了

因信号不同步造成的图像撕裂现象，达到系统全同步效果，在播放高速动态视频

时达到图像同步、画面流畅。输入信号切换实时、无缝，无黑场现象，任意信号

切换 时间≤0.5S，单个信号开窗操作瞬时执行，运行 256 个窗口模式开窗执行

时间＜0.5S。 

 

五、会议辅屏同步镜像 

可以实现显示墙与显示墙画面的互相镜像功能，可实现拼接大屏与应急会商

室/ 决策室显示屏之间的全屏同步镜像显示，使决策室领导与指挥中心人员可在



同一时间同时查看全部相同信息，将分处两地的指挥室融合为一体，有利于领导

准确判断、决策指挥，有助于指挥中心人员准确接受指令，同时可实现在控制终

端界面和第三方触摸屏上同步显示，实现多屏同步显示。 

 

 

六、信号预览与同步回显 

支持各类信号源预览及快速调用，操作员可在各类信号上屏显示之前，同时

对若干信号进行开窗预览，并用鼠标快速将信号窗口拖移上屏显示。支持 10 路

信号源实时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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