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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必驰智能会议解决方案，针对企业会议、政务会议、演讲培训、对话访谈等多行业场景，应用前

端信号处理、智能语音识别等自研全链路语音语言交互技术，提供通话降噪、收音扩音、实时语音

转写等服务 ，致力于为政企提供更清晰、更高效、更安全的会议体验。 场景多样，搭配灵活
针对小型、中型、大型、超

大型以及高保密政企会议室

等多场景均可提供产品及服

务。

高准确率，视听流畅
应用语音识别及智能降噪、实

时转写等技术，搭配摄像头硬

件产品，提供高效的音视频会

议体验。

高效部署，兼容性强
连接快，可快速部署。适用于

腾讯会议、Teams、Zoom、钉钉

、飞书，WebEx、企业微信、微

信等各类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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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优势方案简介
INTRODUCTION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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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实时语音转写，普通话转写准确率平均可达98.17%以上。实时记录，边说边转，智能纠错， 
快速出稿；字幕实时投放，多种字幕样式，满足不同会议场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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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亮点
TECHNICAL HIGH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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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语音识别

采用传统信号处理+VDCNN极深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的方法，在噪声标准数据集Aurora4上WER 
3.09%，还原出干净的语音原声,有效避免会议时的背景杂音干扰，保证会议效果。

前端信号处理

① 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提供专业检测，报告编号V21Y00005

中文普通话转写准确率可达98.17% ①

高准确率
声纹区分发言人，精准筛选指定参会人发

言内容

声纹识别

智能语义纠错，通过上下文语义输出最优

文本结果

智能纠错
内置训练引擎，人名、专业术语、管理名

词等秒级生效，提高识别准确率

自主训练

业内专业的智能回声消除技术（AEC），能

有效地消除通话中产生的回声�

360° 全向拾音，精度偏差±5°

声源定位 回声消除

基于数万小时会议场景噪声模型学习和研

究研发的新一代智能降噪技术，能有效抑

制会议室多种背景噪声及啸叫

噪声抑制

技术专利
PATENTS

15年专业AI语音技术

《用于音频采集设备和用户终端的会议记录方法和装置》 《语音会议记录方法及系统》

《用于会议记录的语音识别方法及系统》 《会议语音实时转写方法及系统》

《用于单通道语音设备录制音频的降噪方法及系统》 《声源定位方法和装置》

会议场景下支持5-8 米远场交互，远讲媲

美近讲

多麦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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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会议系列产品
PRODUCT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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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级会议麦克风音箱M12 转写一体机T2

适用于中小型企业会议室，支持视频实时字幕

1080P视频会议摄像头C20

适用于大中型企业会议室，支持视频实时字幕适用于大中小型企业会议室，提供高品质拾音和放音体验 适用于高端企业会议室，提供离线会议转写服务

企业云会议场景

4K视频会议摄像头C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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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麦克风音箱M12

AIMIC-M12是集拾音、扩音、语音转写、字幕同传于一体的智能会议麦克风音箱。适

用于小型会议室，中型会议室和大型会议室。

CONFERENCE MICROPHONE SPEAKERS

���� 12麦全向拾音

单台可覆盖10人左右会议场景，若声

学环境较好，最远支持8米半径拾音

5台PoE有线级联，星状组网，高可靠

大中小型会议室无忧通话体验

搭载2个8W高性能扬声器以及被动振膜

低音单元和低音反射系统，带来极致的

音频会议体验

根据人与麦克风的距离自动调节音量

无论距离远近音量始终保持一致

内置智能回声消除算法

有效消除远程会议中的刺耳啸声

会议内容实时录音+文字记录，会后

随时定位回听相关录音，会议纪要

一键分享

基于对会议场景常见的噪声模型学习

和研究，有效抑制 95% 的背景噪音

标准版（无蓝牙） 增强版（有蓝牙）

搭载 12 单元全向 MEMS 麦阵

360°全方位拾音，坐哪儿说都行

深度降噪

5米有效拾音半径 人声增强

5台有线级联 回声消除

高保真音质 实时语音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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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会议摄像头C20/C40

AIVIS-C20、AIVIS-C40，适用大中小型会议室，可搭配思必驰智能会议硬件使用，

高清摄像自适应调节，支持会议实时字幕，给用户面对面般的会议体验。

CONFERENCE CAMERA

C20（1080P） C40（4K）

超高信噪比的全新 CMOS 图像传感器可有效降低在低照度情况下的图像噪声，同

时应用 2D 和 3D 降噪算法， 大幅降低了图像噪声，图像信噪比高达 55dB 以上

搭配思必驰会议麦克风音箱和思必驰语音转写平台，支持视频实时字幕，提升云

视频会议效率

采用12倍高清无损光学变焦镜头，并支持16倍数字变焦，可清晰地看到沟通对

象、白板内容和其他细节，即使远在房间尽头也能清晰呈现

10个摄像头预设位，自动对焦

12X

低照度，图像采集强鲁棒

视频实时字幕，会议沟通更高效

12倍高清无损光学变焦

最多可为摄像头设置10个预设位（预设 1~9 和主位置），并可使用摄像头一键

预设位之间切换

机械控制平移（ ±170° ）和俯仰（ +90° / -30° ）与70°以上视野，顺畅的电动PTZ

可在预设位之间顺滑的切换镜头，最大化的覆盖会议空间。同时采用70°以上高品

质镜头，为您带来无畸变的开阔会议室景观

超大视角，开阔会议体验360°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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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会议室

5台M12级联和2台4K视频摄像

头，满足大型会议室需求，确

保每个参会者最佳收音距离内

都可以有一台麦克风音箱，说

话和听音更清晰。

M12*5 C40*2

中型会议室

2~3台M12级联和1台1080P视

频摄像头，满足中型会议室需

求，确保每个参会者最佳收音

距离内都可以有一台麦克风音

箱，说话和听音更清晰。

M12*2 C20*1

小型会议室

1台M12和1台1080P视频摄像

头，可满足10人以内的小型会

议室说话和听音需求。

M12*1 C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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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会议助理，企业沟通数字化
INTELLIGENT ASSISTANT,  DIGIT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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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记录

音视频+会议转写

多种部署方式

重点内容搜索

字音对照回听

会议内容导出

实时音频转文字，边开会边整理纪要，会后回看/存档更方便

一键分享，可多人共享查看。

麦耳会记是一款语音实时转文字、实时字幕同传的转写客

户端软件。

转写一体机T2专为企业会议室打造的离线转写主机，提供

会议场景下语音实时转文字和会议记录留存的能力。

•搭配麦耳会记离线版本软件，兼容macOS、Windows

•支持实时语音转写、实时字幕同传等功能

•会议记录本地存储，会议数据更安全

•软件兼容macOS、Windows、iOS、Andriod

•实时语音转写、实时字幕同传，设备固件升级等功能

•会议记录存在在云端，随时随地可回看或分享

麦耳会记 

云端便捷 离线安全

转写一体机T2

会议大屏 / 投影仪 / 电视机PC

HDMIUSB

WIFI/ 有线网络

企业级 M12企业级 M12

最多 5 台

摄像头 AIVIS-C20/C40

离线语音转写服务 云语音转写服务

或

会翻译
中英文实时字幕同传，多种字幕样式，满足不同会议场景

需求。

实时视频字幕叠加
摄像头输出实时视频加字幕，让远程沟通如同面对面，提升远程会议沟通效率。

你那边项目进展如何
How is your project going



15/16沟通万物，打理万事

思必驰会议转写系统是面向企事业单位推出的一站式会议系统，提供智能语音转文字功能。可满足日常会议、演讲访谈

发布会等一系列需要进行语音转文字的场景。

思必驰转写一体机是针对会议记录、演讲培训、对话访谈、审讯问询等场景推出的便携一体式智能语音转写设备，满足

对数据安全要求较高行业的语音转写需求。

思必驰转写系统 思必驰转写一体机

政务会议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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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
CORE FUNCTION

更多功能
MORE FUNCTION

实时语音转文字

支持同步编辑校正、语气词、重复词过滤

支持声纹、多通道等区分说话人

会议结束支持AI精转

沟通万物，打理万事

REAL-TIME SHORTHAND

实时速记
RECORDING THE TRANSCRIPTION

导入1小时音频最快5分钟出稿

支持多种音频格式

支持声纹聚类区分说话人

支持批量导入、多路并发转写

录音文件转写
SUBTITLES CAST SCREEN

支持全屏、叠加屏、视频流

叠加等字幕投屏方式

支持字幕中英文同步翻译

投屏结束支持AI精转

字幕投屏

亮 点 功 能
BRIGHT FUNCTION

数据安全有保障
支持私有云部署，使用时无需连接外网。

转写一体机全离线环境转写。

转写记录实现物理隔离、权限管理。

安全水印防截图。

多种方式
无感知登记声纹，实现声纹识别区分发言人。

快捷键F1-F12可实现手动区分发言人。

多通道对接分布式麦克风，根据麦克风区分发言人。

思 必 驰 转 写 系 统 还 有 热 词 敏 感 词 维 护 、 转 写 稿 英 文 翻 译 、 A I 精 转 提 高 准 确 率 、 多 账 号 协 作 共 享 等 功 能 。

一键启动转写
小蓝键一键启动/暂停/结束转写。

搭配AIMIC-M12，直接一键启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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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型会议
会议音频及转写

转写文稿自动记录归档

自动/手动区分发言人

涉密会议
会议音频及转写文件自动记录、归档

数据本地离线化处理，完全隔离外网

支持信创平台

主题演讲
PPT播放叠加字幕

视频播放叠加字幕

支持中文中双语字幕

外出会议
外出参会、学习录音和手稿自动记录

支持录音文件转写并自动区分说话人

重量轻、启动快，2分钟完成会议准备

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

产品形态-私有云

音频线

笔记本电脑

会议室1

音频处理器

流媒体服务器 LASR服务器 转写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

音频线

笔记本电脑

会议室N

音频处理器

思必驰转写系统

文字 音频

产品形态-转写一体机

音频线

音频线
音频处理器

思必驰转写一体机显示大屏

会议室

HDMI

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

产品系列-主要参数

参数 便携式 T1-S2

英特尔 i7-10750H /2.6GHz

六核

Windows 10 家庭中文版

15.6 英寸 /1920*1080

64GB/DDR4

SSD 固态硬盘 /512GB

独立显卡 /4GB

外置双通道声卡

英特尔 i7-9700/3GHz

八核

Windows 10 家庭中文版

15.6 英寸 /1920*1080

64GB/DDR4

SSD 固态硬盘 /512GB

集显

内置声卡

便携式 T1-S3

CPU

核心数

操作系统

屏幕

内存

硬盘

显卡

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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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MEETING CASES OTHER CASES

思必驰是一家国内专业的对话式人工智能平台型企业。公司以“沟通万物、打理万事”为使命，基于公司自主研发的全链

路智能对话系统定制开发平台和人工智能语音芯片，围绕“云+芯”进行布局，提供软硬件结合的人工智能技术与产品服务，

实现普适的智能人机信息交互。

在智能家电、智能汽车、消费电子等物联网领域，以及以数字政企类客户为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治理领域（涵盖金融

服务、交通物流、地产酒店、政务民生、医疗健康等行业场景），公司提供智能人机交互软件产品、软硬一体化人工智

能产品以及对话式人工智能技术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