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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PROFILE
公司简介

威林的愿景

威林的使命

威林的核心价值观

威林视讯是专注于显示控制一体化解决方案的科技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长为国内显控领域的知名品牌，拥有多项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

自成立以来，威林视讯连续推出多个创新产品，包括纯硬件图像处理器，到图像综合管理平台，从分布式处理器到可视化分布式系统，从 46 寸液晶拼

墙到 70 寸液晶拼墙，从高清到 8K 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威林视讯的每一次创新都引导着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威林视讯提出的所见即所得，所得即可操

作的理念，已经成为显控系统的行业标准。

威林视讯有拥有强大的研发实力和方案设计服务能力，核心团队均具备 10 年以上的行业经验，与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建立产学研合

作关系，在掌握图像算法，具备产品设计能力的基础上，对于客户的订制化需求能够快速响应，从研发到制造，从设计到施工，建立了一整套的客户服

务体系。

威林视讯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成都，南昌，乌鲁木齐等国内主要城市均设有分支机构，具备国内省会级城市的快速响应能力。

威林视讯的团队成功完成多个典型案例，包括北京新机场，北京公安局合成作战指挥中心，天津市委宣传部，国家气象局，火箭军某基地，上海联通，广

州移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滴滴出行等标志性项目，均为所在领域的标杆项目。

共同成长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公司，威林愿意帮助客户成长，努力给客户提供技术培训，商务支持等各种支持，希望客户在竞争中取胜，威林的体系对客户保持开

放，愿意帮助客户建立认证体系和获得各种知识产权。同样，威林也希望能够跟员工一起成长，公司鼓励员工参加各种学历或者非学历教育并承担部

分学费，公司内部也会不断建设良好的分享，培训和晋升的体系，希望能够鼓励每一位员工都能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

成为全球专业显控领域的领导者

视频与设备更便捷的互连　　人与显示更智慧的互动

客户优先，员工第二，股东第三
时间遇到冲突的时候，优先处理客户的事情，其次处理员工的事情，最后处理老板的事情。

利益遇到冲突的时候，优先保证客户的利益，其次保证员工的利益，最后考虑老板的利益。

诚实守信
威林尊重每一次跟客户和员工互动的机会，对客户的技术和商务上的承诺，威林保证 100% 的实现，对于设备使用的问题，威林会诚实的跟客户沟通

每一个细节，对于员工，威林所有的激励政策都会以公司文件形式下发，对员工薪酬和其他激励政策，威林都会及时兑现，威林依法缴纳社保，公积金

以及各种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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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STYLE
企业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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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台

产品展示中心

开敞办公区公司会议室



DCS 可视化分布式坐席协作管理系统

DCS 是基于先进的网络化编码算法而开发的一款专业可视化分布

式控制管理系统，凭借其在专业显控领域的独特优势，为各领域专

业化显控系统搭建提供全面的、系统的、专业的图像处理系统。DCS 

结合“神经元网络”算法，摒弃传统的“集中”结构，将多个子系统有

机集合，打造一款专业化、网络化、综合化、多功能的平台化的处理

系统，并可根据具体环境应用制定完全匹配的专业化解决方案。

DCS 系统是一套全功能的平台一体化解决方案，适用于多种互联互

通、多地、多会议室结合应用的显控一体化环境，可广泛应用于公安

大楼指挥调度中心、政府应急控制中心、大型多媒体会议中心、智慧

校园网络化互联控制方案、智能交通管理中心等多种环境。

VISUAL DISTRIBUTED COLLABORATION 
MANAGEMENT (DCS) SYSTEM 

+



DCS 应用背景 YINGYONG
BEIJING

传统控制设备当前所面临问题

设备分散，数量众多

包含信号源、拼接处理、矩阵切换、音频、中控、

录播、显示等多种输入输出设备分散在多个地

点，又多又乱

传输布线，故障增多

在传输布线过程中，涉及输入、输出、控制、音

频等应用线缆的类型、数量特备多，增加故障

点和过多的转换

扩展扩容，铺张浪费

传统系统受自身因素影响，通常设备的槽位数

量规模等因素已经固定，如果需要扩容就需要

新增加设备，系统扩容性差

楼宇智能，难度增加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楼宇化、智能化等应用

增多，多地、多会议室、多楼层等综合会议、互

联共享应用增多，传统系统结构难以满足

信息孤岛，难以交互

受传统架构的限制，在信息共享、结合应用、数

据交互、协同应用方面难度较大，交互难度大，

信息孤岛现象严重

外围控制，难以把控

具有包含电源开关、灯光、音响、升降设备、云

台等多种外部控制设备较为分散，外围控制搭

建难度较大

外部对接，困难增加

传统的系统在外部对接方面存在很大问题，例

如与录播系统、视频会议及其他网络编码应用

设备对接难度较大

综合管理，可控性差

通常多个会议室就需要多台控制设备，系统整

体管理比较复杂繁琐，互联互通及数据共享能

力差，难以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可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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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 技术特性 JISHU
TEXING

DCS 系统结构 XITONG
JIEGOU

区分于传统的集中式架构，采用开
放的分布式结构，信号的接入不在
受局限性，可按照所需随意接入扩
展⸺开放

支持采集 3840×2160@60Hz、
1920×1200@60Hz、
1920×1080×60Hz@ 等多种格
式、多种接口形式的图像、音频、控
制信号⸺采集

全系统采用网络布线传输方案，音
视频信号传输、控制、交换、管理统
一通过网络方式完成，简化系统结
构⸺传输

一套系统集成了图像拼接处理、
KVM 切换、音视频切换、录播存储、
中控管理、可视化管理等全部方
案⸺应用

集成中控内核，支持 RS232、
RS485、I/O、RELAY、IR 等中控管理，
如窗口调整、切换、拖动及云台、音
量、升降台、远程开关等智能控
制⸺控制

集成可视化管理，定制化科技感控
制界面，通过触摸屏、移动端系统对
系统进行一体化管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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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 应用领域 YINGYONG
LINGYU

政府会议、企业办公网络化控制解决方案

  

DCS可视化
分布式控制管理系统

音频系统

云台控制

电动窗帘     

灯光控制     

弱电开关

视 频
音 频
坐 席
控 制
网 络

网络交换机DCS综合管理服务器

DCS-1000T接入接口机

服务器（SEVER）

控制线

CAT5/6

CAT5/6

CAT5/6CAT5/6

CAT5/6

DCS-1000T接入接口机

环境控制接口机

CAT5/6

DCS-1000T接入接口机

CAT5/6

便捷式电脑会议摄像机 视频会议 4K信号输入流媒体服务

DCS-1000T接入接口机

CAT5/6

DCS-1000T接入接口机

CAT5/6

DCS-1000T接入接口机

CAT5/6

可视化分布式控制管理系统图

DCS-Win终端控制软件

DCS-IOS可视化平板

32″

DCS-1000R输出接口机 DCS-1000R输出接口机 DCS-1000R输出接口机 DCS-1000R输出接口机 DCS-1000R输出接口机 DCS-1000R输出接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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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行业应用需求，DCS 可适用于公安大楼、政府应急指挥、楼宇智能化显示控制、会

议协作管理应用、智慧学校网络化控制、政府会议及企业办公网络控制等系统中多地

区、大楼、楼层间信息共享、互联互通、协同控制、数据共享等应用环境。

根据业务需求，例如 : 指挥中心 / 电话会议室 / 大礼堂 / 多媒体中心 / 展厅 / 培训室 /

多功能会议室 / 活动中心 / 报告厅 / 大小会议室等任意一个操作室均可以可根据相关

业务需求，随意将整个大楼内部的音视频信号调用和共享，并实现互联互通及数据切换

等多种功能应用。

根据需求，平时普通的工作，指挥大厅的同事负责调度，调度过程中，需要将会本地的 

各种视频、音频、控制等信号及部门应于信号进行统一调度管理，根据不同的需求，各个

科室的工作内容，需要接入到指挥中心，作为基本的素材。

级别较高的调度，需领导参与的，领导可以在办公室直接调取各操作室信息及指挥中心

信息，领导可以把重要内容直接分发到各个操作室，可以协调不同操作室的工作，可以

参与指挥中心的指挥。

控制管理采用移动端进行管理，任意一个操作室具备视频、音频信号的切换及调度，并

可根据本操作室的需求，随意调用本地及远端的信号，并结合实际应用控制本地包括包

括音视频切换、灯光、开关等系统的中中控管理。

I.
II.

III.
IV.
V.

DCS 定制方案 DINGZHI
FANGAN DCS 定制方案 DINGZHI

FANGAN

音频控制

弱电开关

灯光控制     

尊视互联

会商室

决策室

大礼堂

2通道融合

液晶拼接显示系统

液晶拼接显示系统

平安城市监控

     车载/无人机图传

  专业应用平台

         公安报警专用平台

DCS可视化分布式协作系统

云台控制

电动窗帘     

输出节点

输入节点

输出节点

输入节点

报警联动

输入节点

输入节点

输入节点 输入节点

输入节点输入节点

输入节点

调音台

会议主机

功放

功放

音箱

调音台

无线控制终端

音箱

输出节点
  (KVM)

输出节点

编码器

系统机柜

IP监控 流媒体 控制键盘 录播系统
服务器

服务器 服务器 服务器

监看席位 监看席位 监看席位 监看席位 监看席位 监看席位

监看席位监看席位监看席位监看席位监看席位监看席位

服务器笔记本笔记本

输出节点 输出节点 输出节点
输出节点 输出节点 输出节点

输出节点

输出节点

输出节点输出节点

输出节点 输出节点输出节点

输出节点输出节点输出节点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out

in in

输出节点

输出节点

管理平台

服务转发平台

输出节点

输出节点

输出节点

功放

音箱

调音台

无线控制终端

输入节点

礼堂电视机 礼堂电视机

汇聚交换机应用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应用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会议摄像机 会议摄像机 会议摄像机 会议摄像机 会议终端会议终端

输入节点 输入节点
无纸化办公系统 无纸化办公系统

输出节点输出节点输出节点输出节点调音台

调音台

功放

音箱

监听耳机

会议室

图控中心

汇聚交换机

汇聚交换机

汇聚交换机

汇聚交换机

核心交换机

Fiber

FiberFiberFiber

FiberFiber

FiberFiberFiber

Fiber Fiber

小点距LED显示系统

小点距LED显示系统

in in in in in

in

in

in

in

in

液晶拼接显示系统

无线控制终端 无线控制终端

无线控制终端

无线控制终端



DCS 产品优势 CHANPIN
YOUSHI

开放式网络互联互通

多画面开窗显示

支持接入的多种显示信号画面开窗、漫游、叠
加、缩放等功能，单屏可支持 16 个画面开窗
显示，满足各种视频显示需求

一套系统兼具多种应用功能

利用网络化互联互通概念，一套系统可集成多平台信息接入、音视频处理、编码算法、录播管理、中控管理、KVM 坐席协
作、可视化管理等

4画面 9画面

12画面 16画面

全屏显示 分屏开窗 任意组合 

漫游、叠加、缩放 单屏16窗 窗口复制X16 

系统应用不在局限于传统的传输布线方式，而是
采用开放的网络方式，适用于音视频专用网、办
公局域网、无线互联网、广域网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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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可视对讲

节点内置视频会议模块，可直接
呼叫远程视频会议终端，一键拨
号，文档同屏演示，同步录制

坐席 KVM 协作切换等应用管理

敲击键盘热键，弹出 OSD 菜单，选择信号源即可快速获
得信号
一个工位配备多台显示器，一套键鼠，鼠标可在几台显
示器上任意漫游，并操作电脑
多工位、多坐席之间资源共享，坐席协作

IPAD/SUFACE 等移动设备控制

基于 WINDOWS/IOS 客户端及移动端可视化触控平台应用，支持信号的可视化预览及实时监视功能，通过视音频、声光
电的可视化操作，让用户的管控更易用、更可靠

DCS 产品优势 CHANPIN
YO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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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 系统规格 XITONG
GUIGE

DCS8000 系列 8K 输入节点

DCS 系统规格 XITONG
GUIGE

DCS8000T

视频输入 HDMI2.0 x 4 分辨率8K向下兼容

视频环出 HDMI2.0 x 1 分辨率8K向下兼容

音频输入 Line in x 2，HDMI内嵌数字音频

RJ-45 x 1， SFP+ x 1

IR IR x 4

RS232 RS232 x 2

RS485 RS485 x 1

I/0 I/O x 4

RELAY RELAY x 2

座席USB USB2.0 Type B x 1

其他USB USB3.0  Type A x 1

电源 DC24V

工作温度  0-60℃

工作湿度 10%-70%无凝结

MTBF 50000h

尺寸 210*225*45 mm

控制

USB

规格

型号

音视频

网络输出

DCS4000 系列

DCS4000T
视频输入 HDMI2.0 x 1 分辨率3840*2160@60Hz向下兼容
视频环出 HDMI2.0 x 1 分辨率3840*2160@60Hz向下兼容
音频输入 Line in x 2，HDMI内嵌数字音频

RJ-45 x 1， SFP+ x 1
IR IR x 4

RS232 RS232 x 2
RS485 RS485 x 1

I/0 I/O x 4
RELAY RELAY x 2

座席USB USB2.0 Type B x 1
其他USB USB3.0  Type A x 1

电源 DC24V
工作温度  0-60℃
工作湿度 10%-70%无凝结

MTBF 50000h
210* 150.0* 43.6mm

网络输出

控制

USB

规格

型号

音视频

DCS4000R

音频输出 Line in x 2，HDMI内嵌数字音频
RJ-45 x 1， SFP+ x 1

IR IR x 4
RS232 RS232 x 2
RS485 RS485 x 1

I/0 I/O x 4
RELAY RELAY x 2

USB2.0 Type A x 2
USB3.0  Type A x 1

电源 DC24V
工作温度  0-60℃
工作湿度 10%-70%无凝结

MTBF 50000h
尺寸 210* 150.0* 43.6mm

USB

规格

音视频 视频输出 HDMI2.0 x 1 分辨率3840*2160@60Hz向下兼容

网络输出

控制

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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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 系统规格 XITONG
GUIGE

DCS1000 系列输入节点

DCS-1000T

视频输入 1xDVI，最高支持1920*1200@60Hz

视频环出 1xDVI，最高支持1920*1200@60Hz

音频输入 1xLine In，3.5mm音频插头

网  络 网络输出 1xRJ45 10/100/1000Base-T combo

1x3针凤凰端子学习输入

1x3针凤凰端子输出

坐席USB 1x方口USB Type-B母头

1x3pin RS232凤凰端子

1x3pin RS485凤凰端子

电源 DC24V

温度 工作温度：0℃~+60℃，储存温度：-10℃~+70℃

湿度 工作湿度：10%~70%，储存湿度：5%~80%，

MTBF 50,000 小时

尺寸 210.0(L)x150.0(W)x43.6(H)

规  格

型  号

音视频

控  制

红外输出

串    口

DCS 系统规格 XITONG
GUIGE

DCS1000 系列输出节点

DCS-1000R

视频输出 1xDVI，最高支持1920*1200@60Hz

音频输出 1xLine In，3.5mm音频插头

网  络 网络输出 1xRJ45 10/100/1000Base-T combo

1x3针凤凰端子学习输入

1x3针凤凰端子输出

坐席USB 2xUSB Type-A

1x3pin RS232凤凰端子

1x3pin RS485凤凰端子

电源 DC24V

温度 工作温度：0℃~+60℃，储存温度：-10℃~+70℃

湿度 工作湿度：10%~70%，储存湿度：5%~80%，

MTBF 50,000小时

尺寸 210.0(L)x150.0(W)x43.6(H)

规  格

型  号

音视频

控  制

红外输出

串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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