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UAWEI DP300 会议电视终端 

 

产品概述 

 

 

文档版本 01 

发布日期 2015-09-10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文档版本 01 (2015-09-10)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15。 保留一切权利。 

非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文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传

播。 

 
商标声明 

和其他华为商标均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商标。 

本文档提及的其他所有商标或注册商标，由各自的所有人拥有。 

 
注意 

您购买的产品、服务或特性等应受华为公司商业合同和条款的约束，本文档中描述的全部或部分产品、服务

或特性可能不在您的购买或使用范围之内。除非合同另有约定，华为公司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默示

的声明或保证。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会不定期进行更新。除非另有约定，本文档仅作为使用指导，本

文档中的所有陈述、信息和建议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华为总部办公楼     邮编：518129 

网址： http://e.huawei.com 

 

 

 

http://e.huawei.com/


HUAWEI DP300 会议电视终端 

产品概述 前  言 

 

文档版本 01 (2015-09-10)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i 

 

前  言 

概述 

本文档描述 HUAWEI DP300 会议电视终端（以下简称 DP300 或者终端）的产品定位和

特点、组网应用以及技术参数指标。 

读者对象 

本文档主要适用于以下用户阅读： 

 最终用户 

 代理商 

符号约定 

在本文中可能出现下列标志，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符号 说明 

 

用于警示紧急的危险情形，若不避免，将会导致人

员死亡或严重的人身伤害。 

 

用于警示潜在的危险情形，若不避免，可能会导致

人员死亡或严重的人身伤害。 

 

用于警示潜在的危险情形，若不避免，可能会导致

中度或轻微的人身伤害。 

 

用于传递设备或环境安全警示信息，若不避免，可

能会导致设备损坏、数据丢失、设备性能降低或其

它不可预知的结果。 

“注意”不涉及人身伤害。 

 用于突出重要/关键信息、最佳实践和小窍门等。 

“说明”不是安全警示信息，不涉及人身、设备及环

境伤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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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记录 

修改记录累积了每次文档更新的说明。最新版本的文档包含以前所有文档版本的更新

内容。 

文档版本 01 (2015-09-1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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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定位 

HUAWEI DP300 是华为公司针对个人用户和小型会议室推出的桌面一体化智真终端。

该产品外观时尚高档，拥有 27 寸触控大屏，能发起点对点呼叫，召开多点会议，并且

能作为显示器使用，是一款满足个人用户和小型会议室需求的实时会议高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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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亮点 

一体化设计 

 将编解码器、麦克风、扬声器、摄像头、显示器/触摸屏五合一。 

 27 英寸 16:9 宽屏液晶触摸屏，可以做 PC 显示器。 

 内置 1080p60、3X 变焦、80 度广角、可 PTZ 摄像机，内置物理镜头盖。 

 内置双麦克风和双扬声器，立体声宽频语音，重低音增强声音效果。 

 提供麦克风、耳机插孔。 

成就低带宽极致高清体验 

 最高支持 8 Mbit/s 的会议速率，可提供业界顶尖的视频效果。能在 384 kbit/s 的低

带宽下，提供 720p 30 fps 的高清图像，在 512 kbit/s 低带宽下提供 1080p 30 fps 的

超高清图像，在 1Mbit/s 的带宽下，提供 1080p 60 fps 的极致高清图像。 

 支持标准的 H.264 SVC、H.264 HP、H.264 BP、H.263、H.263+、RTV、H.264.UC

视频编解码协议，最高支持 720p 30 fps、720p 60 fps、1080p 30 fps、1080p 60 fps

等多种高清视频格式，并兼容 4CIF、CIF 等标清视频格式。1080p 图像清晰度是

720p 的两倍以上，边缘处理更为锐利，让你看清无法触及的细节。 

 支持华为专利技术活动视频增强 VME（Video Motion Enhancement），通过视频前

后处理、降噪、对比度增强和边缘增强等性能，同样的光照和镜头条件下，图像

更加锐利清晰；配合最新的硬件处理芯片和优化的 H.264 编解码算法，提高了图

像压缩比，在同样带宽下，可向用户提供更逼真、更清晰、更流畅的画面。 

多种特色功能，智能、简单易用，满足客户多种需求 

 支持 PC 模式和视频会议模式切换。 

 文本摄像机：支持会议中本地手稿演示，及时分享自己的手稿、文件、书籍，提

高信息交流效率。 

 语音呼叫：支持中英文语音呼叫功能，通过说出会场名称，可直接入会，简单方

便。 

 多视：无需 MCU 参与，本地终端将多个摄像机输入的图像，以多画面形式发到

远端，既满足多视角观看需求，又能节省客户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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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的无线接口：内置 Wi-Fi 模块，支持无线网络连接、无线阵列麦克风接入、

无线发送演示等，传输带宽 54 Mbit/s，频率 2.4 Ghz，连接方便，减少网络部署复

杂性。 

 Live 演示：满足多会场同时进行主视频 1080p 60 fps 和演示 1080p 30 fps 全高清数

据共享，任意会场根据需要，随时调看的需求。 

 蓝牙：支持蓝牙耳机无线连接，部署简洁，使用方便，增强通话私密性。 

 无线数据共享：无需 VGA 线缆，只要用户计算机和视讯终端之间的 IP 可达，用

户即可借助无线或 IP 网络，轻松实现数据共享。 

 USB 配置自动导入：U 盘即插即用，无需人工干涉，既可快速实现数据配置，又

能实现配置数据备份，安全、方便、快捷、省力。 

 支持丰富的组合画面模式。 

人性化的界面和遥控器设计，简单易用 

 支持近距离触摸控制和远距离遥控器操作。 

 27 英寸大屏触控界面，所见即所得，还可以做 PC 显示器。 

 遥控器操控：集成最常用按键、小巧简洁、方便实用，全方位随心控制。 

 操作简洁：3D 遥控界面，分角色 UI，人性化设计思路；一键入会，一键呼叫，

简洁易用。 

良好网络适应性和安全性，打造安全稳定视频会议系统 

 独有 SEC 技术，在网络丢包率高达 20％情况下，确保良好的视频图像效果。 

 专有 IRC 技术，自动侦测网络业务占用带宽变化情况，智能选择适合各种网络带

宽的最佳图像分辨率，保持会议良好质量。 

 支持标准 H.460 和独有 SNP 防火墙穿越技术，可使视频通话方通过防火墙实现公

私网、不同私网的安全连接。 

 H.235 媒体流和信令加密、SRTP、TLS、HTTPS 等多重安全加密措施，保障会议

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融合互通，丰富、实用的业务功能 

 互通性：与业界主流标准终端和网络侧设备良好互通。 

 UC 融合：支持与微软的 Lync2010 、OCS2007R2 和 Lync2013 互通。 

 IMS（IP Multimedia Subsystem）融合：支持与 IMS 网络无缝融合。 

 主叫呼集：业界首创，用户通过终端预约或者即时召开多点视频会议像打电话一

样方便易用。 

 丰富的 API 接口：提供丰富的第三方集成开发 API 接口，方便系统集成和定制。 

内置 MCU 功能 

内置 MCU 可以通过逐点呼叫的方式召开会议，或通过会议模板召开会议，会议召开成

功后，普通会场还可以呼叫内置 MCU 终端的号码或者 IP 地址加入内置 MCU 会议，

整个过程简单易用。 

 接入容量：最大 4 个 720p 30 fps 视频会场和 3 个纯语音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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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接入带宽：3 Mbps，每路视频会场 1 Mbps。 

 智能全适配：高清、标清视频和 VoIP 终端混合接入；支持 H.323 和 SIP 终端混合

接入；不同音视频协议、不同带宽的终端智能接入，会议呈现最佳的音视频效

果。 

 每端口多画面：最大支持 4 分屏。 

 其他丰富的功能：声控切换、申请主席、H.239 双流、BFCP 双流等，并可配套华

为 RSE6500 录播服务器实现多点会议录播，充分满足中小企业投资小、维护成本

低等需求。 

 支持本地主流和演示加入多画面。 

安装简易 

 初次安装，自动配置向导。 

 接口简单、易识别。 

 安装快捷、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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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结构 

3.1 外观 

HUAWEI DP300 拥有 27 英寸宽屏液晶触摸屏，金属质感，外观尽显时尚高档，如图

3-1 和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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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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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后视图 

 

 

3.2 各部件位置 

前视图 

HUAWEI DP300 摄像机指示灯、显示屏、电源键、各触摸按键位置和状态说明如图 3-

3、表 3-1 和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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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前视图示意 

 

 

表3-1 各部件说明 

类别 编号 部件 说明 

部件位

置 

1 内置麦克风 HUAWEI DP300 有左右两个内置麦克风。 

指示灯 2 摄像机状态指

示灯 

用来指示摄像机运行状态。 

部件位

置 

3 摄像机镜头 内置摄像机，内置物理镜头盖。 

4 文本反射镜 拉出文本反射镜，可以在显示屏上看到会议桌面

上的文本。 

5 摄像机镜头盖

滑动按钮 

滑动可打开或关闭摄像机镜头盖，可遮挡和关闭

镜头。 

6 显示屏 27 英寸宽屏液晶触摸屏，也可以做 PC 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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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编号 部件 说明 

触摸按

键 

7 减小音量 减小内置扬声器的音量。 

8 增大音量 增大内置扬声器的音量。 

9 模式切换键 切换为 PC 模式或者视频会议模式。 

10 麦克风开关 打开或关闭本地会场麦克风。 

11 电源键 选择关闭显示屏、休眠会议系统、关闭或者重启

会议系统。当 HUAWEI DP300 休眠时，按下该键

可以唤醒 HUAWEI DP300。 

 

表3-2 指示灯状态说明 

指示灯状态 说明 

电源键 

蓝灯闪烁（2 次/秒） 正在启动。 

蓝灯长亮 正常运行。 

蓝灯慢闪（1 次/10 秒） 处于休眠状态。 

蓝灯快闪（8 次/秒） 正在升级。 

红灯闪烁 出现故障。 

红灯长亮 软件关机。 

不亮 断开电源。 

摄像机 

蓝灯长亮 软件系统正常运行或者点对点会议/多点会议正在进

行。 

不亮 软件系统正常运行，但无会议召开或者摄像机镜头被

滑盖挡住。 

蓝灯闪烁 HUAWEI DP300 正在升级。 

红灯闪烁 摄像机故障。 

触摸按键 

长按 相应按键指示灯长亮。 

只有减小音量、增大音量按键可以长按。 

触摸一次 相应按键指示灯闪烁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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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视图接口 

后视图接口说明如图 3-4 和表 3-3 所示。 

图3-4 后视图接口 

 

 

表3-3 后视图接口说明 

接口种

类 

编号 接口说明 应用场景 

电源 1 外接 150 W 电源适配器，电压

范围 19 V～24 V。 

连接电源。 

功能按

键 

2 复位按钮孔。上电时长按 10 秒

进入小系统；工作中按此按钮

10 秒左右恢复出厂设置。 

用于需要小系统升级的场景；用

于需要恢复出厂设置的场景。 

其它 3 COM 接口，默认为 COM。 用于支持 IP 网络通信；LAN1、

LAN2 互为主备网口，支持网络

唤醒、网络透传。 
4 LAN1\LAN2 网口，2 路标准千

兆网口。 

音频接

口 

5 阵列 MIC 私有接口，阵列 MIC

音频输入。 

用于需使用阵列 MIC（如

VPM220）的场景。只可接入一

个 VPM220 有线阵列麦克风。有

线麦克风和无线麦克风不能同时

使用。 

6 3.5 mm Line In 音频输入接口。 用于外接演示音频输入，例如计

算机、手机等。 

7 3.5 mm Line Out 音频输出接

口。 

用于外接扬声器等音频输出设

备。 

视频接

口 

8 DVI-I OUT 接口，视频输出，支

持 DVI/VGA 高清输出。 

会场演示或主流视频输出接口，

用于连接投影仪或显示屏等设

备。 

当 DVI-I IN 和 HDMI IN 接口同

时接入输入源时，根据界面配置

显示某个接口的输入源。 

9 DVI-I IN 接口，视频输入，支持

DVI/VGA 高清输入。 

会场演示输入接口，用于本地电

脑等设备的演示视频输入或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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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种

类 

编号 接口说明 应用场景 

10 HDMI IN 接口，音视频输入，

最高支持 1080p 60 fps 分辨率。 

接摄像机视频输入。 

 

右视图接口 

后视图接口说明如表 3-4 所示。 

表3-4 右视图接口说明 

接口种

类 

接口说明 接口说明 应用场景 

其它接

口 
 

USB 口，用于连接

USB 设备，对外供电

限流 500 mA。 

用于扩展 USB 设备，

以实现某特殊功能，如

移动硬盘等。 

 

3.5 mm 麦克风接口。 用于主流音频输入。 

 

3.5 mm 混合音频接口

（不支持 OMTP 标准混

合接口）。 

用于主流音频输入、输

出。 

 

整机电源开关。 用于控制整机上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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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场景 

4.1 高清 IP 组网 

DP300 支持 IP 网络接入，可支持最高 H.264 1080p 视频格式的呼叫，并兼容标清终端

的各种视频协议，如图 4-1 所示。与 VP96X0 配套组网，实现全网的高清解决方案；

而且还提供了更加强大的功能，接口也更丰富，还提供了强大的扩展能力；同时对协

议的支持也更加完善，可靠性更加强大，比如支持 AAC-LD、H.235 媒体流和信令加

密。 

图4-1 高清 IP 组网 

 

 

组网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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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P300 会议电视系统多点控制单元（MCU）或终端内置 MCU 配合，组建纯 IP 高

清组网，采用标准 H.323 或 SIP 协议组建的多点高清会议。 

 512 kbit/s 带宽实现 1080p 30 fps 的高清会议，AAC_LD 高保真音频等，完美体现

高清的会议效果。 

 提供 512 kbit/s 以上 720p 60 fps 满帧图像体验，在低带宽组网下保持优质图像效

果，网络带宽条件已不是高清组网的限制。 

 提供 1080p 多画面、1080p 及以下格式混速混协议的适配会议，全新体验高清会

议，并兼容标清系统。 

 提供超强的网络适应性，保障 IP 高清网络图像效果，体现组网的先进性、可靠

性。 

4.2 内置 MCU 组网 

DP300 内置 MCU 组网如图 4-2 所示。 

图4-2 内置 MCU 组网 

 

 

组网说明： 

 DP300（内置 MCU）最大带宽 3 Mbps，最多支持 4 个高清视频会场（包括内置

MCU 终端本身）+3 个纯音频会场的接入，可以满足中小企业或其他客户小范围

召开视频会议的需要。 

 支持预定义模板一次或逐个呼叫各入会会场，或各会场呼叫内置 MCU 等会议方

式。新增加会场后，内置 MCU 可以自动调整多画面格式显示新入会会场，并支

持每个会场设置观看不同格式的多画面模式。 

 支持 H.323、SIP、纯音频会场的同时接入，支持发送 H.239 演示或 BFCP 演示。 

 支持高标清混合会议，每点最高支持 1 M 带宽以及 720p 视频格式。 



HUAWEI DP300 会议电视终端 

产品概述 4 应用场景 

 

文档版本 01 (2015-09-10)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 

 

 支持自动调整多画面格式显示新入会会场。默认不显示本地会场。例如终端呼入

两个视频会场时，多画面格式为二分屏 ，呼入三个视频会场时，多画面格式

为三分屏 ，并且支持三分屏画面下，说话的会场在最大的子画面上显示。 

 DP300（内置 MCU）支持允许与禁止主席、会议锁定、结束会议等会议控制功

能。 

4.3 内置 MCU 终端与 RSE 组网 

具有内置 MCU（又称 miniMCU）功能的 DP300 支持与 RSE 单独组网，采用内置

MCU DP300 与 RSE（Recording & Streaming Engine）组网方案，可以不借助 SMC 和

MCU，在 DP300 上独立实现录播会议，如图 4-3 所示。 

图4-3 内置 MCU DP300 与 RSE 组网 

 

 

组网说明： 

 内置 MCU DP300 与 RSE6500 部署在同一 IPv4 或 IPv6 子网，支持通过 IP 地址呼

叫 RSE6500。 

 内置 MCU DP300 与 RSE6500 进行媒体流交互，实现会议视频、音频、演示同时

录制，可以分别在内置 MCU DP300 或 RSE6500 上进行录播控制。 

 用户不仅能通过 DP300 进行视频会议点播与直播，也能通过计算机、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点播或直播。 

 

该组网为内置 MCU DP300 与 RSE 的最简组网，不借助 GK 服务器或 SIP 服务器，仅借助

DP300 和 RSE 的 IP 地址即可完成组网配置。若您想要借助会场号码进行呼叫，请预先在内置

MCU DP300 上配置 H.323 或 SIP 参数，配置过程请参考《HUAWEI DP300 会议电视终端 

V500R002C00 管理员指南》的“配置 H.323 参数”或“配置 SIP 参数”章节。 

4.4 MSUC 融合组网（Lync） 

MSUC 融合组网如图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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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MSUC 融合组网 

 

 

组网说明： 

 通过 SIP 协议注册到 Lync 服务器上，实现与 Lync 客户端互通音视频。 

 呼叫 Lync 客户端。具体说明如下： 

− 支持 LDAP 地址本，可以在线查找 Lync 客户端用户，并可将该用户加入到

DP300 的本地地址本中。 

− 从本地地址本中查找对方，发起视频呼叫。 

− 输入对方 SIP URI 或者号码发起呼叫。  

− 在地址本中可看到对方在线状态（在线、忙碌、离线）。 

 Lync 客户端呼叫 DP300。具体说明如下： 

− 通过联系人列表查找对方，直接发起视频呼叫。 

− 输入对方 SIP URI 或者号码发起呼叫。 

− 如果通过联系人列表或者 SIP URI 发起呼叫，可看到对方在线状态（在线、

忙碌、离线）。 



HUAWEI DP300 会议电视终端 

产品概述 4 应用场景 

 

文档版本 01 (2015-09-10)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6 

 

4.5 华为 IMS 高清融合组网 

华为 IMS 高清融合组网如图 4-5 所示。 

图4-5 IMS 融合组网图 

 

 

IMS 使用基于 3GPP 标准化 SIP 应用的 VoIP 应用，承载在标准 IP 协议上，为运营商提

供移动和固定多媒体业务。在华为 IMS 解决方案中集成 MCU，提供高清视频会议功

能。 

组网说明： 

 通过 SIP 协议注册并接入到 IMS 网络中，可以在 IMS 网络上加入或发起高清视频

会议。 

 同时支持 2 路视频输入，同时提供主视频图像与演示图像。可以将宣讲材料的

“静”图像和宣讲人的“动”图像完美结合，给用户逼真的临场感。 

 加入 IMS 融合会议后，可以实现与多种客户端的设备进行视频与音频业务，使用

户交流变得更加方便与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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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软终端组网 

DP300 可以与 TE 软终端通过 MCU 双注册组网方式进行互通，如图 4-6 所示。 

图4-6 MCU 双注册组网 

 

 

组网说明： 

 MCU 同时注册到 SIP 域的 SIP 服务器和 H.323 域的 GK 服务器上。 

 MCU 召集会议时可以同时把 SIP 域中的 TE 软终端和 H.323 域中的 DP300 加入同

一会议，实现 TE 软终端与视讯终端的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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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业务特性 

5.1 文本摄像机 

会议中可以及时将自己的手稿、文件、书籍等内容分享给远端会场观看。图像画幅达

到 A4 纸张大小。摄像内容自动反转，确保远端会场获取正向视频。 

5.2 多语言界面 

DP300 实现了全球化，用户操作界面（包括触控界面、遥控器界面、Web 界面），除了

英语、简体中文外，还支持以下语言：德语、西班牙语、法语、挪威语、意大利语、

波兰语、俄罗斯语、葡萄牙语（欧洲）、巴西葡萄牙语、匈牙利语、芬兰语、罗马尼亚

语、捷克语、瑞典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希腊语、泰语、日语、荷兰语、印度尼

西亚语、马来西亚语、繁体中文（台湾）。 

DP300 还支持时区设置与应用，支持夏令时设置与应用，支持根据本地习惯和喜好设

置时间日期格式和支持根据当前国家选项，显示该国家默认偏好的数字格式，满足了

各国用户本地化的使用需要。 

5.3 中、英文语音呼叫 

将 DP300 从 PC 模式切换到视频会议模式后，通过语音识别技术，支持中英文触控界

面和遥控器界面下的点对点语音呼叫，也支持通过会议模板发起多点会议，能识别出

用户所说的会场名称、会议名称或预定义会议名称，并自动呼叫会场、加入会议或发

起主叫呼集召集会议，简单方便，提升终端体验，如图 5-1 和图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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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语音呼叫（触控界面） 

 

 

图5-2 语音呼叫（遥控器界面） 

 

 

语音呼叫后，如果识别结果只有一个，则自动发起呼叫。  

识别结果有两个及以上，则会显示在列表中，用户再选择所需要的记录发起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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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多视 

DP300 能将本地两路视频输入组合，将组合后的图像作为一路主流图像发送给远端会

场，可以同时组合摄像机输入的图像和计算机桌面。支持动态配置，即在开会中也可

以配置，且即时生效。  

多视的图像显示模式可以是画中画（子画面可在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显

示）、二分屏。子画面源可以选择本地任意物理输入源，但不能选择远端源，且子画面

源可以选择重复的输入源。 

5.5 Wi-Fi 接入 

DP300 内置 Wi-Fi 模块，支持无线 Wi-Fi 通信方式，传输带宽达到 54 Mbit/s，频率 2.4 

Ghz，可同时作为 Wi-Fi 客户端和服务端，也支持单独启用客户端、单独启用服务端。 

启用 Wi-Fi 客户端后，支持自动扫描和连接无线接入点，支持动态获取和静态设置客

户端 IP 地址。适合有线网络部署不方便，需要通过无线路由器连接网络的场景。 

作为服务端时，用户可以直接通过 Wi-Fi 连接一个 VPM220W 无线阵列麦克风，免受

线缆连接束缚。 

当作为服务端时，用户无需用 VGA 线缆连接计算机，只要用户计算机和 DP300 在同

一局域网内，即可借助 Wi-Fi 网络，使用无线数据共享客户端，轻松实现数据共享。 

使用场景如图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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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Wi-Fi 组网 

 

 

5.6 蓝牙接入 

DP300 支持蓝牙 2.1，只能作为主端发起连接，不能被其他设备扫描到，同一时刻只支

持连接一个蓝牙耳机，保证通话私密性。 

5.7 无线数据共享 

当您想将计算机桌面作为演示发送时，不需要通过 VGA 线缆连接计算机和 DP300，通

过无线数据共享客户端即可完成发送，解除传统的发送演示时视频线缆的束缚，方便

会议室的部署和客户的使用。 

无线数据共享客户端在有线网络或无线 Wi-Fi 网络环境下均可以使用。 

无线数据共享客户端支持编码发送的分辨率为 720p 和 1024×768，支持的最大帧率为

15 帧。 

在 DP300 内置 Web 登录页面下载无线数据共享客户端，如图 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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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下载无线数据共享客户端 

 

 

无线数据共享客户端启用后，能自动搜索当前网络中的终端。如图 5-5 所示。 

连接到 DP300 时，支持两种认证方式： 

 通过无线数据共享客户端输入 DP300 侧配置的认证密码。 

 当有接入请求时，DP300 的触控界面或者遥控器操作界面、Web 界面会自动弹出

提示框，直接接受。 

通过 IP 网络，将运行了无线数据共享客户端软件的计算机桌面发送到 DP300，作为一

路演示输入，进行演示共享和观看，如图 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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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自动搜索和连接 DP300 

 

 

5.8 USB 自动配置 

DP300 支持 USB 设备自动导入系统配置，实现开机零配置。初次使用时，您可以向代

理商或运营商获取带有配置文件的 USB 设备，通过 USB 设备导入配置文件，自动完

成设置向导配置，极大地提高配置效率，界面配置简单易用，无需您具有专业产品知

识。 

5.9 IMS 无缝融合 

支持与 IMS 无缝融合，通过 SIP 协议注册并接入到 IMS 网络中，可以在 IMS 网络上加

入或发起高清视频会议。 

5.10 Live 双流、演示锁定 

两方会议和多方会议中均可以同时传送主视频图像、演示这两路独立的视频流。也能

同时传送本地两路视频源的图像或同时看到远端两路图像。 

双流模式分别有 Presentation（如 PPT）和 Live（如活动图像）两种： 

 Presentation：切换主视频图像时，演示内容不会随之变化。Presentation 模式下，

会议中只能有一个会场发送演示。 

 Live：各个会场看到的演示内容跟随主视频图像一起切换。Live 模式下，会议中

可以有多个会场同时发送演示。 

在多点会议中，主席会场可以限制单个会场或整个会议发送演示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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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定会场演示：主席会场对某一会场执行锁定演示操作后，只有该单个会场才可

以发送演示。 

 锁定会议演示：主席会场对某一会议执行锁定演示操作后，某一会场可以在没有

其他会场发送演示的时候发送演示，该会场发送演示后，其他会场不可以发送演

示。 

5.11 主叫呼集 

华为独有的召开会议的方式，当配套华为设备时，在 DP300 上即可召集多方会议，方

便快捷，且满足用户更多使用场景。主叫呼集的操作简单便捷，通过触控界面遥控器

或 Web 界面都可以创建会议，配置会议名称、会议速率、与会会场等参数，即可发起

呼叫。DP300 支持 H.323 主叫呼集和 SIP 主叫呼集。 

5.12 Web 会议控制 

会控能使会议系统更加灵活和实用，提升可用性和系统价值。包括主席会议控制和非

主席会议控制，拥有主席身份的会场可以进行丰富、实用的会议控制操作。非主席身

份的会场也可以进行简单、实用的会议控制操作。 

Web 界面主席会控如图 5-6 所示。 

图5-6 主席会控列表 

 

 

5.13 高清图片快照 

启用远程视频监控功能后，开会过程中，登录 Web 页面，可以选择您想要查看的视频

源，可以实时观看本地和远端的视频图像，如图 5-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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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查看视频图像 

 

 

 

会场监控功能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保护，在使用时请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5.14 多种屏幕布局 

您可以通过调整屏幕布局从而在一个显示设备上观看多个图像的组合。 

 按遥控器的 键，或者在触控界面主菜单点击 ，可以在全屏、画中画、二

分屏之间切换。 

− 画中画：显示设备上以一大一小画面叠加方式分别显示两个视频源的图像，

小画面可以显示在大画面的右下角、左下角、右上角、左上角。缺省值为右

下角，小画面约为大画面的 1/16。 

− 二分屏：在一个屏幕上显示 2 个画面，画面可以是图像，也可以是演示。 

如果配置了 Layout 策略文件，您还可以自定义组合画面。 

 您也可以在菜单界面工具条上选择 ，按遥控器的 键，选择您需要的画面

布局模式，如图 5-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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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屏幕布局示例（遥控器） 

 

 

 您也可以在触控界面主菜单点击 ，选择您需要的画面布局模式，如图 5-9 所

示。 

图5-9 屏幕布局示例（通过触控界面主菜单） 

 

 

如果本地会场已连接演示源，远端会场已入会，或者远端会场成功发送演示，按

住触控界面进行手势缩放操作，也可以进入屏幕布局界面，如图 5-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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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屏幕布局示例（通过手势缩放操作） 

 

 

5.15 网络地址本 

网络地址本中保存各会场的信息，管理员可以下载，快速、批量地更新地址本记录。 

 以 FTP 服务器存储的网络地址本：DP300 上电启动时自动同步下载地址本，也可

以通过管理员手动下载和更新地址本。 

 以 LDAP 服务器存储的网络地址本：DP300 通过访问 LDAP 服务器并在 LDAP 服

务器中搜索会场，搜索到的会场可以保存到本地地址本中。当 LDAP 服务器中的

会场信息与终端本地地址本中信息重复时，可以选择是否替换本地地址本中的会

场信息。 

5.16 支持第三方集成开发 API 接口 

DP300 提供基于 HTTP 的第三方集成开发 API 接口，根据这些接口，可以实现呼叫会

场、召集会议、会议控制等业务功能。用户可以根据实际场景，选择对应的 API 接

口，实现特定的功能，可以方便地将 DP300 的业务功能集成到其他产品或特定应用

中。 

5.17 呼叫保持 

呼叫保持与恢复可以避免用户频繁进行挂断与呼叫操作，极大提高了用户的会议效

率。 

呼叫保持状态时，本地和远端会场相互看不到对方的图像，听不到声音；恢复后，可

以看到对方的图像，听到对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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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会场 A 正在和远端会场 B 召开点对点会议，当有一个新的会场 C 呼叫 A 会场时，

A 会场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接受&保持当前：接听会场 C 的呼叫，同时将当前和会场 B 的通话进入通话保持

的状态。 

 接受&挂断当前：接听会场 C 的呼叫，同时将和会场 B 的通话挂断。 

 忽略：忽略会场 C 的呼叫，关闭呼叫提示对话框，继续当前和会场 B 的通话。 

 拒绝：拒绝会场 C 的呼叫，继续当前和会场 B 的通话。 

对正在通话中的会场可执行保持与挂断，对保持通话的会场可执行恢复通话与挂断操

作。 

5.18 录播 

配套 RSE，满足更多场景的录制，支持本地会议录制、内置 MCU 多点会议录制及基

于 MCU 的多点会议录制。 

 本地会议 

DP300 和 RSE 都不需要注册 GK 服务器，需在 DP300 上配置 RSE 地址，只能填

写 IP 地址。 

 通过 SMC2.0 召开的多点会议 

统一由 SMC2.0 进行具体 RSE 资源的分配，并将 RSE 会场信息下发给 MCU，由

MCU 自动将 RSE 呼入会议，支持通过 SMC 启动录制、配置 RSE、自动开始录

制。 

 通过 DP300 主叫呼集方式召开的多点会议 

DP300 和 RSE 都需要注册 GK 服务器，并且需要在 DP300 上配置 RSE 的 IP 地址

或者 URL 地址。多点会议中，主席会场和内置 MCU 会场都可以进行录制操作。 

 通过内置 MCU 召开的多点会议 

不依赖 MCU，直接通过 RSE 录制，DP300 和 RSE 都不需要注册 GK 服务器，

DP300 直接呼叫 RSE 的 IP 地址入会，RSE 自行进行录制资源的分配与录制处

理。应用更加简单、灵活、方便。 

5.19 Lync 融合互通 

Lync2010 和 Lync2013 是微软公司发行的企业级统一通信平台，可通过 PC、手机等移

动设备实现语音、视频和数据等通信服务。DP300 基于微软协议流程，实现与

Lync2010 或者 Lync2013 双向 H.264 互通，最大 720p30 的视频通信。对于已经部署了

Lync 平台的企业客户，能够通过 PC、手机及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广泛接入视频会议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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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特性 

DP300 提供了一些安全特性，如调试口令安全、Web 用户口令安全、Web 鉴权、协议

防攻击等。 

操作系统安全 

系统层安全维护的目的是保障操作系统可以正常运行，以支撑应用层各个应用软件的

运行。DP300 采用 Linux 操作系统，提供比 Windows 操作系统更高的安全性及病毒免

疫能力。 

网络层安全 

DP300 安全组网如图 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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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DP300 安全组网 

 

 

DP300 通过私网连接到 MCU（Multipoint Control Unit），MCU 通过不同的网口连接到

不同的网络，无需改动 H.323 协议和原有防火墙设置（如开放端口等）就可以实现公

私网上的 DP300 共同加入会议。 

防火墙安全（NAT 技术） 

防火墙通过隔离内部和外部网络数据的通信来保护您的 IP 网络。通过公私网协议的信

令交互及 NAT 接入技术，可实现异地不同局域网之间的通信，真正实现异地零距离视

频会议。NAT（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网络地址转换技术是指对内部 LAN 网络

的某设备使用专用的内部 IP 地址，同时使用一个外部 IP 地址以使该设备能够与外部网

络的其他设备进行通信。NAT 映射，只要少量 IP 便可使整个私有网络连接 Internet，

通过防火墙的端口控制，可使私有网络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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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诊断 

网络诊断工具支持对路由信息，端口是否被防火墙过滤，当前网络的延时、丢包率、

乱序率、抖动监测，NAT 设备类型，ALG 设备对 H.323、SIP 消息修改是否正确进行

诊断。保持建立良好的呼叫进行专业的诊断，帮助用户尽快疏通网络，建立通话。 

网络诊断工具连接 DP300 时，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并且经过加密后传输到

DP300。 

Web 鉴权 

 对于每一个需要授权访问的页面或 Servlet 的请求都必须核实用户的会话标识是否

合法、用户是否被授权执行这个操作。 

 对用户的最终认证处理过程放在服务器上执行。 

 用户产生的数据在服务端进行校验，数据在输出到客户端前必须先进行 HTML 编

码，以防止执行恶意代码、跨站脚本攻击。 

 使用 Web 安全扫描软件扫描 Web 服务器和 Web 应用，不存在高级别的漏洞。 

协议防攻击 

 产品对外发布资料中配套提供通信端口矩阵，未在通信端口矩阵中列出的服务和

端口不会开启。 

通信端口矩阵中记录如下信息：该产品开放的端口、该端口使用的传输层协议、

通过该端口与对端通信的对端网元名称、该端口使用的应用层协议及应用层服务

的描述、应用层服务能否关闭、该端口使用的认证方式、该端口的用途（如控制

数据流量）等。 

 RTP（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媒体流加密和 TLS（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信令加密，终端支持在语音业务中的媒体流加密和 TLS 信令加密，保证了用户的

安全性。 

 网管支持 SNMPv3（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v3）协议，具有更强的

适应性和安全性。网管在连接终端时需要输入用户名。 

 使用协议健壮性测试工具扫描协议，不存在高级别的漏洞。 

 缺省采用 FTPS 协议，通过 SSL（Secure Sockets Layer）对数据进行加密，防止数

据被窃取并且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 

敏感数据保护 

 对默认密码及用户修改后的密码进行复杂度检查，支持口令输入框口令显示为

“.”或者“*”，输入的口令不允许拷贝。 

 未使用私有加密算法。 

系统管理和维护安全 

 软件包（含补丁包）发布前，需要经过至少一款主流防病毒软件扫描，保证防病

毒软件不产生告警，特殊情况下对告警作出解释说明。 

 所有用户操作及系统异常均记录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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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操作与维护 

7.1 PC 模式和视频会议模式切换 

触摸显示屏右下方的模式切换按键可以切换 DP300 工作模式。 

 PC 模式：DP300 的 LCD 显示屏作为 PC 显示屏使用，扬声器作为 PC 外放音箱使

用。 

PC 模式下入会时，LCD 显示屏仍然作为 PC 显示器，但是会议画面可以以小画面

的形式在 LCD 屏幕上叠加显示，扬声器声音为会议声音。 

 视频会议模式：在该模式下，可以通过触控或者遥控方式对 DP300 进行会议控

制、多画面设置等操作。 

7.2 PC 显示器界面 

DP300 系统上电 5s 内呈现 PC 显示器画面。桌面整洁有序，低碳环保。召开会议时，

在显示器桌面显示远端会场小画面，并能随意切换小画面位置。 

7.3 触控界面 

采用基于 Linux 操作系统的全新界面触控系统，拥有 27 英寸高清宽屏，用户界面简

约、一目了然；支持手动触控和随意拖动，使用过程中只需点击图标，轻松的实现一

键会控，给您带来超强的技术体验。 

通过触摸操作，可以实现召开会议、会议控制、系统配置、和控制麦克风、扬声器和

摄像机等本地设备。会议中如果远端摄像机允许被远程操作，还可以控制远端摄像

机。触控界面如图 7-1 所示。 



HUAWEI DP300 会议电视终端 

产品概述 7 操作与维护 

 

文档版本 01 (2015-09-10)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3 

 

图7-1 27 英寸触控界面 

 

 

7.4 遥控器操作界面 

支持通过遥控器控制系统，在显示屏上所见即所得，方便快捷，易于使用。 

通过遥控器操作，可以实现召开会议、语音呼叫、控制会议、控制字幕，修改系统配

置、控制麦克风和扬声器、选择和控制摄像机等功能。遥控器操作界面主页如图 7-2

所示。 

图7-2 遥控器操作界面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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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Web 界面 

支持 Web 管理功能，可实现呼叫、会议控制、保存地址本、修改系统配置等功能。通

过 Web 界面控制 DP300，支持多用户同时操作，方便快捷，不受空间局限，管理员可

以远程操作 DP300。Web 界面最多支持 10 个用户同时操作（包括 API 用户），支持多

用户用同一个帐号、密码登录。多用户同时操作时，以后一个操作用户为准。Web 界

面主页如图 7-3 所示。 

图7-3 Web 界面主页 

 

 

7.6 日志 

支持用户操作及系统异常时记录相关日志信息，可协助管理员维护系统和定位故障。

日志以文件形式保存在 DP300，最多可记录 10 万条日志信息，用户可以查询、导出、

删除 DP300 记录的所有日志。 

用户可通过 Web 界面或遥控器界面查看记录的日志，同时可以查询指定日期的日志信

息。通过 Web 界面还可以将日志信息以文件的形式导出到本地查看，或者删除所有保

存的日志。 

7.7 升级 

支持两种升级方式：手动升级和自动升级。通过升级，更新最新的软件包，可以修补

以前功能特性的漏洞，让用户体验最新的功能特性。 

手动升级：用户使用升级工具触发升级，此外还可以通过 Web 界面升级。 

自动升级：依据用户设置的自动升级周期自动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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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技术指标 

本章介绍产品的整机参数，对外接口，系统的性能容量及遵循的标准。 

8.1 物理参数 

表8-1 物理参数 

子项 指标 

电气特性 

电源规格 差模 2 KV，共模 4 KV。 

工作电压 19.5 V/7.7A DC 

最大功耗 120 W 

工作状态环境要求 

温度 0℃～40℃ 

触控屏表面温升不超过 12 度，顶部及背部出风口温升不超过 18

度，背板温升不超过 15 度。 

相对湿度 10%～80% 

周围噪音 小于 46 dBA SPL 

EMC CLASS A 

海拔 5000 米以下 

非工作状态环境要求 

温度 –40℃～+85℃ 

相对湿度 0%～95% 

物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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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 指标 

终端尺寸（长×

宽×高） 

653.5 mm×218 mm×565.3 mm 

重量 净重 18.3 kg 

内置摄像机特性 

镜头 

镜头规格 200 万像素 1/2.8 英寸 CMOS 成像传感器 

视频输出像素 1080p 50/60 fps 

视频 

镜头变焦 最大支持 3 倍光学变焦 

焦距 F＝3 mm（Wide 端）～9 mm（Tele 端） 

光圈 F1.8 

最大水平视角 80° 

最大垂直视角 49° 

平移/俯仰角度 +/-80°（平移）、+/-49°（俯仰） 

最小照度 7l ux 

推荐照度 大于 300 lux 

PTZ 调节 左右 15°、上 5°、下 15° 

预设位数量 最大支持数：远端 6 个 

图像模式 

图像模式 标准、鲜艳、自然和风景 

自动调节 

自动白平衡、自动曝光和自动聚焦 

特色功能 

内置摄像机 支持手动关闭摄像机，内置镜头盖，带运行指示灯。 

降噪调节 支持降噪调节 

文本摄像机特性 

拍摄范围 A4 纸大小，297 mm × 210 mm。 

蓝牙耳机特性 

推荐使用蓝牙耳 推荐使用三星、捷波朗和缤特力的蓝牙耳机，其他品牌蓝牙耳机



HUAWEI DP300 会议电视终端 

产品概述 8 技术指标 

 

文档版本 01 (2015-09-10)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7 

 

子项 指标 

机型号 不建议使用。 

 三星：HM1300 和 HM1100。 

 捷波朗：Jabra WAWE+，Jabra MOTION 和 Jabra BT2046。 

 缤特力：PLT - M70 

通信距离 10 米 

扫描时间 12 秒 

连接时间 小于 5 秒 

同时连接蓝牙耳

机数目 

1 

内置麦克风特性 

3 米拾音距离和 180°拾音范围。 

外接麦克风数量 

VPM220 和 VPM220W 不能同时使用。 

VPM220 1 个 

VPM220W 1 个 

PC 显示器特性 

显示器尺寸 27 寸 16：9 可触摸显示器 

显示器参数  可配置显示器参数，包括亮度、图像模式、对比度、清晰度、

色温、色调和饱和度。 

 显示器左右视角 170°，上下视角 170°。 

 

8.2 性能和容量 

DP300 的性能和容量指标如表 8-2 所示。 

表8-2 性能和容量 

项目 指标 

呼叫带宽（IP） 64 kbit/s～8 Mbit/s 

活动图像分辨率  1080p 60 fps、最低带宽 1 Mbit/s（可选） 

 1080p 30 fps、最低带宽 512 kbit/s（可选） 

 720p 60 fps、最低带宽 512 k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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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指标 

 720p 30 fps、最低带宽 384 kbit/s 

 4SIF/4CIF、最低带宽 128 kbit/s 

 SIF/CIF、最低带宽 64 kbit/s 

 SQSIF/SQCIF/QSIF/QCIF、最低带宽 64 kbit/s 

演示图像分辨率  输入分辨率：VGA (640×480) 60/72/75/85 fps、SVGA (800×

600) 56/60/72/75/85 fps、XGA (1024×768) 60/70/75/85 fps、

1152×864 60/75/85 fps、1280×600 60 fps、WXGA (1280×

768) 60/75/85 fps、WXGA (1280×800) 60/75/85 fps、1280×

960 60/75/85 fps、SXGA (1280×1024) 60/75/85 fps、1360×

768 60 fps、1366×768 60 fps、1440×900 60 fps、XGA+ 

(1400×1050) 60 fps、720p 60/75/85 fps、1080p 60 fps、1600

×900 60 fps、1600×1200 60 fps、1680×1050 60 fps、1920×
1200 60 fps 

 输出分辨率：800×600 56/60/72/75/85 fps、1024×768 

60/70/75/85 fps、1280×1024 60/75/85 fps、720p 60 fps、
1080p 60 fps 

 编解码分辨率：800×600、1024×768、1280×1024、1280×

720、1920×1080 

其他图像特性  最大支持 1080p 60 fps 双流 

 VME 活动视频增强（Video Motion Enhancement） 

 图像效果增强（VideoIntensifier） 

 图像前后处理（ViewProcessing） 

 超强纠错（Super Error Concealment） 

音频特性 快速回声消除（AEC）、自动噪声抑制、自动增益控制、语音清

脆化（VoiceClear）、语音增强（AudioEnhancer）、唇音同步 

内置 MCU 能力 4 路 720p 30 fps 视频会场+3 路纯音频会场 

蓝牙特性 2.4 GHz ISM 频段、速率 2 Mbit/s。 

Wi-Fi 特性 传输带宽 54 Mbit/s、频率 2.4 Ghz。 

 

8.3 接口和协议 

表8-3 DP300 接口描述 

接口类型 数量及描述 遵循的规范和协议 备注 

视频输入

接口 

 1×HDMI（最高支

持 1080p 60 fps） 

- HDMI 支持音频输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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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类型 数量及描述 遵循的规范和协议 备注 

 1×DVI-I 

视频输出

接口 

1×DVI-I - - 

音频输入

接口 

 1×HD-AI 阵列

MIC 接口 

 1×3.5 mm RCA 

 1×3.5 mm MIC 

-  阵列麦克风接口用

于两个麦克风不

够，需使用阵列麦

克风的场景。只可

接入一个 VPM220

有线阵列麦克风。 

 RCA 接口和 MIC

接口用于主流和演

示音频输入。 

音频输入

输出混合

接口 

1×3.5 mm RCA - 用于主流音频输入和

输出。 

音频输出

接口 

1×3.5 mm RCA 

蓝牙音频输出 

内置音箱 

- RCA 接口用于扬声器

音频输出。 

USB 接口 1×USB 2.0 USB 2.0 - 

网络接口  2×10/100/1000 M 

RJ45 LAN 

 1×Wi-Fi（内置） 

 1×蓝牙（内置） 

- - 

串口 1×RS232 COM - - 

红外遥控

接口 

红外遥控接收 NEC 码制标准 - 

 

8.4 遵循的标准 

DP300 遵循的标准如表 8-4 所示。 

表8-4 遵循的标准 

项目 指标 

视频编解码协议 H.264 SVC、H.264 HP、H.264 BP、H.264.UC、H.263、

H.263+、R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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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指标 

音频编解码协议 AAC-LD、G711A、G711U、G72248K、G72264K、G728、

HWA-LD、G.7221C、G.719、G.729A 

多媒体框架协议 ITU-T H.323、IETF SIP 

双流协议 ITU-T H.239、BFCP 

网络传输协议 TCP/IP、RTP、RTCP、FTP、FTPS、DHCP、SNMP、

Telnet、HTTP、SSH、HTTPS、PPPoE、SNTP 

其他通信协议 H.225、H.235、H.241、H.245、H.281、H.350、H.460、T.140 

IP 协议 支持 IPv4 和 IPv6 双协议栈 

Wi-Fi 标准 IEEE 802.11b/g/n，WEP、WPA、WPA2、WPS 认证 

加密协议 H.235、TLS 和 SRTP 

H.323 远端摄像机控

制 

H.281、H.224 

蓝牙协议 蓝牙 2.0 + EDR 



HUAWEI DP300 会议电视终端 

产品概述 A 术语 

 

文档版本 01 (2015-09-10)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1 

 

A 术语 

数字  

3G 见 3rd Generation; 第三代。 

3rd Generation (3G); 

第三代 

ITU 定义的第三代数字无线技术，3G 技术将以 144kbit/s~2Mbit/s 的速度传输数

据，而 2G 技术的数据传输速率仅为 9.6kbit/s~19.2kbit/s。 

4 x Common 

Intermediate Format 

(4CIF); 4CIF 格式 

分辨率为 704x576 的图像格式。 

4 x Source Input 

Format (4SIF); 4SIF

格式 

分辨率为 704×480 的逐行扫描图像格式。 

4CIF 见 4 x Common Intermediate Format; 4CIF 格式。 

4SIF 见 4 x Source Input Format; 4SIF 格式。 

  

C  

CIF Common Intermediate Format; 通用图像格式 

  

D  

DVI Digital Visual Interface; 数字视频接口 

DVI-I Digital Visual Interface-Integrated; DVI-I 接口 

地址本 地址本中可以存储远端会场的 IP 地址、号码、会场类型、带宽等信息。 

  

F  

防火墙 设置在不同网络或网络安全域之间的一系列部件的组合。它通过监测、限制、

更改跨越防火墙的数据流，尽可能地对外部屏蔽网络内部的信息、结构和运行



HUAWEI DP300 会议电视终端 

产品概述 A 术语 

 

文档版本 01 (2015-09-10)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2 

 

状况，以此来实现对网络的安全保护。 

  

G  

G.722 采用自适应差分脉冲编码调制（ADPCM）的语音编码标准。数据速度为

48kbit/s、56kbit/s 或 64kbit/s。 

  

H  

H.239 ITU-T 推荐的关于允许在一个视频会议中同时发送视频和计算机桌面等数据内

容的标准。 

H.263 基于低速率下会议电视视频编码标准，提供 SQCIF、QCIF、CIF、4CIF、

16CIF 五种格式。 

H.264 H.264 通过仅为 H.263 一半的码率提供同样高质量的图像，具有较强的抗误码

特性。 

H.323 协议 由 ITU 制定的通信控制协议，用于在分组交换网中提供多媒体业务。呼叫控制

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用来建立点到点的媒体会话和多点间媒体会议。 

HD High Definition; 高清 

HTTP 见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超文本传输协议。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HTTP); 超

文本传输协议 

客户端浏览器或其他程序与 Web 服务器之间的应用层通信协议。HTTP 采用了

请求/响应模型。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一个请求，请求头包含请求的方法、

URL、协议版本以及包含请求修饰符、客户端信息和内容类似于 MIME 的消息

结构。服务器以一个状态行作为响应，响应的内容包括消息协议的版本，成功

或者错误编码加上包含服务器信息、实体元信息以及可能的实体内容。详细请

参见 RFC2616 协议。 

  

I  

IM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信息管理系统 

IP Internet Protocol; 互联网协议 

IPv4 见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第四版互联网协议。 

IPv6 见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第六版因特网协议。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IPv4); 第

四版互联网协议 

互联网协议（IP）的当前版本。IPv4 使用 32 字节用作主机地址，每个地址属

于 A、B、C、D、E 五类中的一类。地址为 32 位编码，通常用 4 个点分十进

制数表示。每个地址由一个网络码、（可选）子网码、主机码组成。网络码和

（可选）子网码用于路由，主机码用于在网络或子网内部寻址到一台具体主

机。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IPv6); 第
Internet 工程任务组（IETF）设计的一套规范，是 IPv4 的升级版本。它是网络

层协议的第二代标准协议，也被称为 IPng（IP Next Generation）。IPv6 和 IP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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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版因特网协议 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就是 IP 地址的长度从 32 位升为 128 位。 

  

L  

LAN 见 Local Area Network; 局域网。 

Local Area Network 

(LAN); 局域网 

由处于同一建筑或方圆几公里范围内的个人计算机和工作站相连接而组成的网

络，具有高速和低错误率的特点，Ethernet、FDDI、令牌环是 LAN 的三种主要

实现技术。当今的局域网一般都建构在交换以太网或 Wi-Fi 技术上，以

1000Mb/s（即 1Gb/s）的速度运行。 

  

M  

MCU 见 Multipoint Control Unit; 多点控制单元。 

Multipoint Control 

Unit (MCU); 多点控

制单元 

会议系统的数据连接设备，实现终端接入、视频交换、音频混合、数据处理和

信令交换的功能。 

媒体流 不同的承载网络之间的音频、视频、传真等数据流。 

  

N  

NAT 见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网络地址转换。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NAT); 

网络地址转换 

互联网工程任务组的一项标准。它允许一个 IP 地址远远少于其内部网络节点

的组织进入互联网。网络地址变换技术将路由器、防火墙或个人电脑在内部私

有网络上的私有 IP 地址（如 192.168.0.0 范围内的地址）转换成一个或多个互

联网公共 IP 地址。它将包头转换成新地址，并通过其内部平台来监控它们。

当信息包从互联网上反馈回来时，网络地址变换用这些平台对用户主机的 IP

地址进行反向转换。 

内置 MCU 会议终端的一种内置单元。终端可以通过内置 MCU 召集多点会议，完成会场

接入、视频交换、音频混合、数据处理和信令交互等功能。 

  

R  

软终端 一套运行在 PC 平台上的软件，配合耳麦和摄像头，可以实现语音和视频通

信。 

  

S  

SNMP 见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RTP 见 Secure 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 安全实时传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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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H 见 Secure SHell; 安全外壳。 

SSL 见 Secure Sockets Layer; 安全套接层。 

SVGA Super Video Graphics Array; 高级视频图图形阵列 

Secure 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 

(SRTP); 安全实时传

输协议 

在 RTP 协议基础上增加了安全加密机制的实时传输协议。 

Secure SHell (SSH); 

安全外壳 

一套标准和网络协议，允许在本地计算机和远程计算机之间建立安全渠道。用

户通过一个不能保证安全的网络环境远程登录时，SSH 特性可以提供安全的信

息保障和强大的认证功能，以保护网络不受诸如 IP 地址欺诈、简单口令截取

等攻击。 

Secure Sockets Layer 

(SSL); 安全套接层 

工作于套接字层的安全协议。该层位于 TCP 层和应用层之间，用于数据的加

解密以及相关实体的认证。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SNMP); 简单网络管

理协议 

TCP/IP 协议簇中的网络管理协议。该协议允许远程用户查看和修改网元的管理

信息。其目的是保证管理信息在任意两点间传送。采用轮询机制，提供最基本

的功能集。在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中，软硬件代理均能监视网上多种设备

的活动并将这些活动报告给网络控制台工作站。关于每个设备的控制信息用一

种结构（称为管理信息结构块）来维护。 

声控切换 用于讨论或辩论，声音大的会场图像被广播。 

双流 可同时发送或者接收两路独立的视频流，一路称为主流（主视频图像），一般

是活动图像，另一路称为演示（辅视频图像），一般是计算机桌面内容。两路

图像可以分别输出在两个监视器上。 

  

T  

TCP/IP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 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协议 

TLS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传输层安全 

  

W  

Wi-Fi 见 Wireless Fidelity; 无线保真。 

Wireless Fidelity (Wi-

Fi); 无线保真 

一种短程无线传输技术，能够在数百英尺范围内支持互联网接入的无线电信

号。 

  

X  

信令 通信网络中为了实现连接的建立和控制以及网络的管理进行的信息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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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演示 一般是会议中本地会场给远端会场展示的本地计算机桌面内容，如电子表格、

图表、幻灯片等。 

  

Z  

智真 华为公司视讯产品线远程呈现系统，能够为用户提供舒适的会议室环境，让用

户拥有真人大小、面对面的远程会议体验。 

逐点呼叫 具有内置 MCU 的会议终端逐一呼叫其他终端，以形成多点会议。 

主席会场 具有主席控制权的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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