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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专业视听和集成体验技术正影响着每一个行业。虚拟现实技术(VR)和增强现实技术(AR)

广泛用于主题公园、博物馆和旅游景点，创制让游客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而最新一波
的潮流趋势是VR和AR技术应用于劳动资源培训，以帮助员工、技术人员更有效提升技术技
能。其他应用方案还包括了企业自动化和智能家居系统，如酒店员工或住客、业主可以通过
集中界面控制客房内所有设备和装置。在安全、监管和指挥与控制中心，现在可通过专业视
听和集成体验技术，创建远程数字监控塔，让终端用户进行远程监测并控管等关键的任务。
随着技术的进步，更多未知与未想的革新应用和创新方案将继续增加，涌现市场，这趋势更
会日益显着，引领着市场推进。但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今天独特而令人印象深刻的集成
体验，到了明天也许已成为常规之现象。因此，保持最前线创新、时时更新企业的专业视听
和信息技术能力尤为重要，是在这个环球的商业市场中保持关联性和竞争力的最佳战略。

专业视听和集成 
体验方案引领市场  

创新潮流

I n f o C o m m  C h i n a  2 0 1 8  

精彩回顾
上届
北京

• 38,809名参观者

• 超过350家参展商

• 72款亚洲新品

• 5,456名高峄会议与会代表

• 60,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

北京InfoComm China展会能助力各大企业提升
业务，同时帮助各细分领域的各级人士，利用创
新技术和创意集成方案，实现从优秀卓越到超群
出众的重大跨越。作为亚太地区最具规模的专业
视听和集成体验技术商贸展会，北京InfoComm 
China展会自2007年创办以来，一直为国内的视
听行业竖立行业标杆，作为行业的领航标，不断
致力于提升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展会每年汇聚
来自全球各地的视听制造厂商和行业代表，展示
前沿创新的技术方案和设备产品，同时预示行业
未来一年的发展趋势。展会参观者除了能在现场
见证市场上最新，甚至是尚未面市的技术产品和

集成方案之外，还可以借助展会同期举办的知
识交流与学习平台——InfoComm China高峰会
议，学习新的技术和技能，更新专业技术认知。
北京InfoComm China展会是一个极具综合性和
多元性、同时呈献深度和阔度的商贸展会。其展
示的专业视听和集成体验技术横跨多个不同的垂
直行业，包括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
娱乐、酒店、零售、教育、医疗、政府、交通、
智慧城市、建筑楼宇等等。因此，它是专为各行
业的AV/IT专业人员、系统集成商和商业领袖而
设的商贸平台，让各位学习并提升行业知识和了
解新技术。

利用技术创新实现  从卓越到超群的跨越

InfoComm China 2019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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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一款激光显示光学屏幕自发声系统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推出全球第一款激光显示光学屏幕自发声系统，名为家
用三色4K激光影院，除了提升了画质，自发声系统更解决了高品质的音响系统与
屏幕的一体化的设计阻碍，从此再也不用布线、留位，摆放传统音箱，实现音画一
体化。这激光显示光学屏幕自发声系统采用电磁驱动器将电信号转换成机械振动，
以机械方式激励屏幕产生平面波，发出声音。系统特点包括面声源发声，声场扩散
性好，全频带无指360度传播，音质听感无死角，也无需额外低音炮；声音随距离
的传播衰减小于传统扬声器，声音传播距离远。系统更设有人工智能，语音交互，
摆脱繁琐的操作，想看就说，三秒即播。

新一代激光显示技术 
RGB纯激光一体工程投影机 
杭州中科极光科技有限公司的LEP-60X全密封RGB纯激光一体工程投影机源自
中科院的新一代激光显示技术。它具有高亮度、高色饱和度、长寿命、低功耗 
等优点，其再现的色彩空间符合最新的ITU-R BT.2020最新国际标准，颜色深度支
持10bit，可实现色彩总数10亿色，色域覆盖率NTSC150%，完美还原大自然真实
色彩，色彩细腻精准，适用于各种户外环境。LCP-60X激光投影机采用全2K分辨
率，并可升级为4K。光学引擎使用DLP芯片，能够支持输出高达60,000流明的亮
度，高效的冷却系统能大幅提高引擎寿命。机内采用镜头、光学组件、光源系统
一体式全密封设计，可直接在户外安装使用，防护等级达IP54。激光光源高能效
比，耗电仅相当于同等亮度氙灯的1/3，显着降低总拥有成本。

激光投影机
展示世界先进SOLID SHINE激光光源技术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PT-SMZ77C系列产品结合了松下久经考验的LCD成像 
技术及世界先进的SOLID SHINE激光光源技术，可有8,000流明的亮度，使企业、
教育机构等场所的安装更加灵活便捷。SOLID SHINE激光光源结合3LCD光学引擎
呈现明亮、生动、清晰的图像，高精度激光功率输出调制实现3,000,000:1的高对
比度并降低功耗，在明亮和黑暗的场景中都可以完美地呈现生动的图像。产品节能
环保功能实现低成本维护：激光光源可实现20,000小时的连续运行，且可重复使
用的ECO过滤网更换周期延长至20,000小时。

RUBY系列数字音频处理器
细算诠释完美音质 
深圳市东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RUBY系列数字音频处理器配合自研TDOS微
龙系统，4核1.5G外理核心与强大而又灵活的音质处理工具完美结合，让性能提升
5倍。1台RUBY可通过网线发送和接收多达16通道的数字音频信号。其50X42超大
音频全功能矩阵，便捷管理每一路信道的音频信号，同时处理每个输入通道的均
衡、压缩、扩展、自动增益控制以及每个输出通道的音箱管理器。处理器支持多种
控制方式：面板、手机、PC、GPIO与第三方控制系统无缝对接，极致体验和稳健
操控，友好的软件界面管理维护高效便捷。

亚洲新品
走在技术前线的创新精神

单片投影机
体现更真实饱满的色彩 
Digital Projection的M-Vision Laser 21000 WU内置色彩增强技术，同时红色激光
光源的助力为单片投影机带来了更加真实和饱满的色彩，颜色表现直逼三片投影
机。双色激光及专门设计的色轮技术呈现出比以往单片投影机更加生动、饱满、
栩栩如生的画面。这款投影机使用了最先进的100%密封光引擎，并使用液冷技
术。该光学系统，从激光光源到镜头都是完全密封的，可达到IP 60等级。这确保 
了亮度和颜色性能不会因为灰尘的进入而降低。此外，该投影机为无滤网设计，增
加了进风量的同时又减少了设备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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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技术前线的创新精神
每一年，众多专业视听和集成体验设备制造商以及解决方案提供商均借着北京 
InfoComm China展会推出新研发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在一个齐聚行业技术专家和各 
垂直市场的终端用户的平台上，新产品首度在展会上亮相，不仅让参观会众在第一时
间目睹市场上新技术，同时也借助跟潜在受众和顾客用户的交流与沟通当中，收集反
馈和意见，从而对产品科研进一步调整，创造更精准符合商用和市场需求的集成产
品。这就是展会为行业提供的创新平台，同时更是行业不断进取，走在技术前线的极
佳体现！敬请莅临北京InfoComm China 2019，发掘更多精彩新品及集成解决方案！

BRIGHTSIGN XT4播放器 
最先进的技术和DOLBY VISION™企业级性能 
南中国科技国际有限公司的BrightSign系列XT4播放器凭借强大的4K视频引擎、
最快的HTML和图形引擎以及功能最强大的CPU，为企业应用提供无与伦比的性
能。先进的数字标牌安装技术支持H.264和H.265解码、杜比视界和HDR10+媒体
配置文件、全高清和4K播放，包括自定义分辨率模式。它提供硬件加速的HTML5 
渲染引擎，可以完美地播放多个模块化HTML5资源、包括Javascript、CSS动
画、WebGL甚至擦动/手势交互。

4K超高清四画面分割器 
同步显示4路高清数字图像信息 
凯新创达(深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推出的MVP-4100PLUS是一款4K超高清四画面
分割器，是专业的图像处理、视频处理与控制设备，能够在1台显示设备上以四窗
口模式同时显示4路高清数字图像信息，可任意选择单画面，四画面等多种显示模
式。MVP-4100PLUS四画面处理器采用纯硬件结构设计，无需装载复杂的操作软
件和系统，无死机和病毒感染，开机约3到5秒即可使用，系统稳定便捷高效。

CONVERGE® Huddle音频数字信号处理器
解决拥挤空间和小型会议室的音视频需求 
ClearOne Inc.的CONVERGE® Huddle是一个专业的音频数字信号处理器，它可以
解决当下拥挤空间和小型会议室的音视频需求。通过CONVERGE® Huddle，只需 
一根线就能成功将音频和视频协作应用连接到用户的BYOD设备上，比如笔记本
电脑、平板设备和智能手机，这些设备上可以运行诸如Spontania®，Skype®， 
Skype for Business等应用程序。

佳能LCOS激光工程投影机  
支持曲面投影长寿命机身轻
佳能 (中国 )有限公司推出的4K600STZ，是一款具有4K(4096X2400)高分辨 
率、6000流明亮度和约40000小时长寿命的激光工程投影机。该机采用了分辨率 
为4096×2400的4K LCOS面板，不仅可点对点显示几乎无栅格的4096×2400高分 
辨率影像信号，还可显示细腻的DCI(数字电影倡导联盟)标准4K(4096X2160)影像
信号。4K600STZ使用了蓝色激光光源和黄色荧光轮，配合佳能自有的“AISYS” 
小型光学照明系统，能够生成覆盖99% sRGB色域的丰富色彩，并且支持HDR投影 
和BT.2020色彩空间。该机型的镜头采用了佳能L级4K广角变焦镜头，投影比为
1.0-1.3:1，具有出色的边缘对焦特性，支持曲面投影和短焦投影。4K600STZ支持
+/-60%的大范围镜头位移，还支持包括360°和竖直安装在内的多种安装方式；机
身紧凑，尺寸为559mm(宽)x201mm(高)x624mm(深)，重量仅为26公斤。集4K高分 
辨率、LCOS投影技术、长寿命激光光源以及紧凑轻量的机身于一身的激光工程投
影机4K600STZ，可广泛适用于模拟仿真、学术研究、美术馆、天文馆、博物馆、
设计规划等多种安装环境。

屡获殊荣的协作解决方案
CynapCore实现智能手机屏幕无线共享 
沃府视讯的CynapCore演示和协作系统提供了高效无线协作所需的核心特性和功
能。该企业级系统非常紧凑、灵活、易于使用，是教室、会议室及团队协作空间的
优秀解决方案。CynapCore支持AirPlay、Chromecast和Miracast投屏功能，是当
前市面上唯一一款支持所有智能手机、手提电脑和平板电脑实现屏幕无线共享，而
无须下载应用、无需加密码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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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新品

4K超高清编码器
各种数字电视播出系统中广泛应用 
南通市智勇电子有限公司ZY-EH401 4K超高清编码器(采集盒)是专业高清音视频编
码产品，占用较小的带宽，即可获得高清晰度的视频信号。采用H.264编码格式，
产品可同时对视频音频进行编码，输出TS双码流设计，可根据不同需要设置每一
路的输出码流分辨率。该设备具有高集成，低成本的优势，可广泛应用于各种数字
电视播出系统中。系统支持3U结构，一台机箱可插入16张采集卡，双电源冗余结
构，系统更稳定，完美支持VLC解码。

UT系列音视频综合处理主机
打造高度集成的一体化方案 
北京视通科技有限公司的UT系列音视频综合处理主机以ALL-IN-ONE的设计理念，
软件可视化操作界面平台、硬件插拔模块化设计，旨在为用户提供行业一体化的
解决方案，AVCRTM六合一：将音频处理器A、视频无缝混矩V、可编程中控C、
录播编解码R、视频会议终端T、多方互动MCU综合于一体。产品主要面向科技法
庭、车载指挥舱系统、数字化手术室、多媒体会议室等场所，为各种行业可视化集
中管控打造高度集成的一站化解决方案。

CONFERX数字自动混音器
展现最真实的声音风格 
力卡电子全新的CONFERX系统是一套64信道输入，16信道输出，支持Dante 
协议的数字自动混音器。系统的64通道Dante输入，1-32通道使用DSP算
法自动混音，33-64通道支持模拟输入转换；16通道独立输出，互不影响，
其 中 8 个 通 道 模 拟 信 号 输 出 ，8 个 通 道 D a n t e 数 字 信 号 输 出 。 4 路 线 性 输 入 
(RCA莲花插座)功能可在33-64通道任意切换，不可重复设置。混音器采用40 bit 
floating-point，工作主频是大于450MHz的高速DSP芯片，搭配Relacart核心技术
团队自主研发的数字音频自动混音算法，始终保持着展现出最真实声音的风格，并
支持Dante麦克风混音功能。

阵列模块扬声器
带来极佳的音质体验 
博士视听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的ShowMatch™ DeltaQ™阵列扬声器适合固定安装及
流动使用，并支持现场更换导波管，能够为整个听众区域带来极佳的音质体验。全
新ShowMatch™ DeltaQ阵列扬声器具有与其大小规格相对应的最高声压级全频输 
出，四个Bose EMB2S钕磁铁压缩单元和两个8英寸钕磁铁低频扬声器最高可提供
145 dB峰值的阵列输出。在较小的阵列中，能提供较多的低音能量。为增强音质
和话音清晰度，DeltaQ阵列技术提供了可选择的覆盖模式，通过改变每个阵列模
块的指向性或“Q”值，可以将更多的声能量直接面向听众。

SLPD激光荧光光源技术
实现红绿蓝三基色激光 
无锡视美乐激光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的SLPD激光荧光光源技术，采用短波段蓝色激
光照射到蓝光荧光粉上产生长波蓝光荧光，这样“全激发激光荧光技术”实现了激光
荧光光源的“红、绿、蓝”三基色全部为激光激发荧光，彻底解决了激光荧光光源中
因蓝色激光直接透过而存在的辐射安全问题、散斑问题与蓝色偏紫问题。同时也采
用无机材料涂层或玻璃涂层取代传统的有机材料涂层，避免了传统有机材料封装技
术中遇到的硅胶老化、荧光粉发光性能衰减老化及出光不均匀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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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InfoComm China展会多年来已成为国内外众多视听厂商、集成商和最终用户齐聚的商贸平台。2019年的展
会将再次迎来多家首次参加这场视听行业盛会的展商，他们将携带公司旗下最前沿革新的专业视听和集成体验技
术设备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现场还会有资深设计顾问、工程师和集成专家为会众解答疑问和对各种技术展示品
加以演示和讲解，欢迎您到来了解视听技术和集成应用解决方案，或是进一步与厂家和技术专家交流。

欢迎新展商
加入北京InfoComm China展会!

定位精确的自动追踪系统
ASIAVOILA CO. LTD.的Vaddio RoboTRA自动追踪系统是Vaddio的第四代实时自
动追踪系统。这系统定位精确，具有平滑流畅的转动追踪效果。系统先进的红外线
技术能覆盖更广阔的区域，增加摄像机可视角度，而无需摄像机操作人员。这套强
大的解决方案包括：从RoboSHOT PTZ产品家族中选择的IR追踪摄像机、视频摄像
机，以及供使用者佩戴的Lanyard追踪挂绳。

支持灵活切换功能的高清混合矩阵
DXP系列是武汉华瑾科技有限公司的一款专业增强型高清混合矩阵，此系列矩阵采用
了高性能的硬件插卡式设计，可灵活配置，支持各类高清数字/模拟信号切换处理，
支持强大的音频加嵌和解嵌功能，具有无缝切换、拼接处理、中控控制等功能，为各
种应用场景的视频切换和控制信号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

Paradigm中央控制服务器
一个命令中心掌控一切
杭州亿达时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将带 来 Paradigm中 央 控 制 服 务 器 (PCCS)。该服务器为
ETC的Unison Paradigm®建筑线释放更多能力和功能，极大地扩展其灯光控制范围。通
过集成原生的BACnet®通信系统并加入ETC新的虚拟触摸屏，Paradigm中央控制服务器
将 Paradigm系统扩展为可控制更复杂的灯光场所的系统。Paradigm中央控制服务器的内
部子系统可在最精细的层级上独立行动，它只用一个命令中心来监控所有行动—同时记
录、改写、驱动和管理组件。

新一代车载信息显示系统
一体化实时多媒体资讯发布
车载信息显示系统是车地一体化乘客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奥特维科
技有限公司的车载信息显示系统通过中央播控服务器、车站或车辆显示终端为乘客
发布各类重要信息，提高服务质量。这套依托于多媒体网络技术的车载信息显示系
统，可播放列车运营信息、出行信息、政府公告、公益广告等实时多媒体资讯；在
火灾等紧急情况下，可迅速、直观的播放紧急疏散、防灾等文字和图像信息以及疏
散指示信息，起到辅助防灾、救灾的作用。

打破扬声器设计局限
Teibar隐形音箱
安美莱(上海)影音设备有限公司带来英国Teibar隐形音箱，英国 Teibar经过一百多年的
经验传承，是隐形音响革新的引领者，其专家团队依靠先锋工艺及前沿平面声学技术
而享誉盛名。Teibar Surface Sound TechnologyTM创新地将源于自然的沉浸式声场与
极度灵活的箱体设计结合，切实打破了传统扬声器的设计局限。无论是隐置于空间之
中，还是隐藏于空间结构，Teibar始终执着于追求极致的现代生活的简约之美。

更轻松更清晰更高效的会议体验
深圳市音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会议方案使用其第二代智能语音处理技术，其中包括动
态降噪处理、256ms回声抵消、全双工语音通话和360°全方位拾音，使会议沟通变
得更加轻松、清晰和高效，让用户体验一个高品质的会议。视频处理方面，该公司
的系统运用画质增强技术，支持USB2.0、USB3.0、1,080p、30FPS、60FPS、自
动/手动变焦等，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如同面对面般的会议体验。



利用技术 
升级业务

实现从卓越到 
超群的跨越

打造全新办公智能会议体验
Jomard无纸化智能会议系统
上海精仪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无纸化会议系统 (简称PMS)、 
投影升降器等产品成功被位于深圳市福田CBD金融中心区的南方
博时基金大厦选用。集现代通讯技术、音视频技术、软件技术于
一身的PMS，不但可以将会议文档、视频等文件进行加密和电子
化处理，更具备文档浏览同步。其他功能包括本地屏幕共享，三
方视频会议接入，流媒体视频同步，交互式电子白板，个性化呼
叫服务，一对一、一对多交流提示，统一入会、统一会标、统一
显示桌签，网络开关机等。PMS系统使得传统会议的纸质信息记
录载体转化成以mini主机电脑、平板电脑等其他移动终端上，适
用于多平台、多设备统一协作的的无纸化会议应用场景，为企业
节约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形成一个“以人为本”的智能化会议
体验。使会议准备工作量减轻50%，会议效率提高30%。

为EAGLE HILLS展厅量身订造
交互式视频墙看城市发展之路
北京旗云领视科技有限公司(Ventuz)助力城市开发商Eagle Hills在
其位于阿布扎比的总部搭建新Eagle Hills展厅，打造了一个巨大的
交互式视频墙，向参观者展示了五个国家的城市发展之路。交互
式LED视频墙宽度超过12米，利用实像素内容展示和直观便捷的
交互方式，使用者只要用手指轻轻地碰LED显示屏上的图符或文
字就能实现对内容的操作。有了这个“得力助手”，Eagle Hills
公司可以将他们的数据及信息内容以高端3D可视化的形式展现给
他们的客户。此外考虑到访客观看的便捷性，视频墙上可以同时
为两组访客进行两个不同的演示，屏幕的第三部分专门设计了供
小朋友视频和游戏的区域或提供Eagle Hills的新闻源和社交媒体信
息，这对于带有儿童的访客而言，绝对是一个福音。

成

功

案

例

IT渠道与企业IT
在 科 技 飞 速 发 展 的 数 字 新 纪 元 中 ，
技 术 是 这 个 信 息 化 过 程 的 最 佳 催 化
剂 。 AV 和 I T 的 融 合 更 是 彻 底 改 变 了
所有行业，从教育到医疗保健，再到
企业界，专业视听和集成体验广泛的
创新应用都为行业带来了不少冲击。  
 
物联网在工作场所的自动化，通过集中
式界面控制照明、空调和遮帘等；通
过应用程序，员工可以预订会议室，或
是监控会议室的使用状态。能够节能
省电更完善地利用资源，大大帮助提
高生产力，也使企业的运营变得更高
效，并随时做好准备，紧抓市场机遇！  
 
欢迎莅临北京InfoComm China 2019 展 
会，发现在当今的会议应用环境中，一
台可以处理多个话筒通道的混音器，如
何无缝地汇入其他媒体的信号，并将其
全部输出到各种终端的良好控制。展会
将展出更多先进技术和集成方案，帮助
各行业应用创新的科学技术解决传统和
新数字时代的技术难题，成功跨越到新
的境界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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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HUB打造新时代
高效会议平台新标签 
广州视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MAXHUB高效会议平台正打造新时
代下的高效会议新模式，让团队在会议中更加高效地激发智慧，产
出成果。MAXHUB集成触摸书写、无线传屏、多屏互动、扫码分
享、兼容开放等功能。MAXHUB让碎片化的零散会议资源整合起
来，兼容华为、宝利通、思科、小鱼、中兴等软硬件办公应用，实
现“软实力”和“硬实力”有机融合。通过不断升级的智能会议协
同系统，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机构的会议效率。而通过远程协作，助
力企业提升异地沟通成效，以及跨区域的业务协作能力，更能提升
企业整体的运营管理效益。MAXHUB高效会议平台重新定义企业
的效率管理模式，令诸多需求高效展示和交互方式的会议得以实
现，从而使企业高速发展增添全新动力。

人机分离的新工作模式
UniStation 坐席管理系统 
UniStation坐席管理系统是北京小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坐席
人员推出“人”和“机器”分离的工作区解决方案。系统可使操
作员摆脱于多台显示器间的来回移动，而所有服务器统一放置在
机房，既可减少工作区空间，降低环境热量，也可提高服务器数
据的安全级别。操作员只需在一个工作台上，利用一套键鼠，通
过鼠标级OSD界面，可在显示器上直接调出菜单界面，对多台
服务器画面进行可视化查看，快速准确地实现信号切换、模式配
置、场景预案等功能，完成业务的工作。多个工作区之间可以进
行协作，也可推送至大屏，高效提升操作员的工作效率。

新一代数字会议系统ATUC-50
全功能有线数字会议系统
北京铁三角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有线数码会议系统ATUC-50不
但能够处理多个话筒通道的混音器，还能无缝地汇入其他媒体的
信号，并将其全部输出到各种终端的良好控制。系统可连接多
达300台的会议发言装置，每个发言议席装置内，均配置有反馈
抑制器和优秀的音频处理器，使发言更为清晰。同时亦设有3种
语言的同声传译，能对应现今会议的需要。系统中的网页控制界 
面(Web Remote)是一个带有多种语言用户界面的应用程序，允许 
使 用 标 准 的 网 页 浏 览 器 从 计 算 机 或 移 动 设 备 上 ( 包 括 M a c , 
Windows，iOS与安卓的平板电脑)配置和操作ATUC-50系统，而
无需加载其他软件。在应用程序的主屏幕上，可以配置系统的详
细设定，以便在开始会议之前能够调用和调整预设。

产

品

信

息

更多精彩内容，请参阅第21至26页

主题
AI人工智能在会议室上的应用

新型工作空间的技术革新

颠覆传统 开启9AM智慧办公之旅

演讲者
洪志临，卡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启元，快思聪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

黄蓉，站坐(宁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智慧办公品牌方

高峰会议
精彩介绍

ShareLink™ Pro 1000
无线和有线协作式网关 
爱思创电子(上海)有限公司的ShareLink™ Pro 1000无线和有线协
作式网关，可以方便地将与会者的个人电脑，平板电脑或智能手
机内的演示内容共享至显示器，实现轻松协作。ShareLink™ Pro
可同时显示4台设备的内容，含本地HDMI连接的设备。并能够随
着信号源的接入和移除，动态更新画面布局。HDMI输入可支持
各种有线连接的信号源。分辨率高达4K的计算机及视频信号源
均可通过无线和有线的方式连接至4K显示屏。为满足更广泛的 
应用需求，ShareLink™ Pro具备协作及主持人模式，灵活的适应 
于开放及可控制的会议场景。搭配Extron GVE – GlobalViewer 
Enterprise软件，可实现对整个企业或校园内多台设备的控制管
理。ShareLink™ Pro的专业能力可将视音频及移动设备轻松集成
至会议室和紧凑型会议室、交互式协作空间以及大型演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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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技术升级 
活动现场和场地

实现从印象深刻 
到震撼人心的跨越

娱乐活动与舞台
各种创意应用、端到端的专业视
听和集成体验技术解决方案，包
括3D光雕投影、全息投影、互动
投影、大型球幕投影等，在今天
的文化旅游、娱乐现场演出等领
域里越来越重要，这些应用助力
不同的主题游园、歌影剧院和娱
乐休闲场地，提升竞争力并吸引
更多观众和游客。 

北京InfoComm China 2019展会
将展示更多精彩技术设备产品和
集成解决方案，亲临现场借鉴各
参展商的技术方案演示和成功案
例分享，了解如何利用技术升级
娱乐，呈现多场视觉饕餮盛宴。

横店圆明新园水幕投射 
视听盛宴让游客流连忘返 
横店圆明新园欢乐夜福海景区是横店最让人期待的夜景之一。欢乐夜
福海位于新圆明园(春苑)的福海，看台能容纳9,600人。北京赢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于本次项目中将4台科视Roadie HD+35K投影机投影于
宽约60米，高约25米的3个水幕，配合激光、火焰、雾森、喷泉、舞
台灯光等手段，为游客讲述一系列中华玄妙的传统故事，呈现一场极
具震撼的视听盛宴。

人脸追踪投影技术
国内舞台首度亮相
2018年浙江卫视春季盛典暨OPPO R15发布会上，深圳恩维传媒有限 
公司在《体面》节目舞台视觉设计中融入电影和歌词里的象征元素作
为画面意象，并运用人脸追踪投影、沙发投影、纱幕等进行视觉呈
现。这是人脸追踪投影技术在国内舞台首度亮相。通过3D动画技术生
成面部艺术效果，实时脸部追踪投影让影像与歌手的面部、动作、嘴
形契合，形成与人脸完全贴合的“影像面具”。

投影画面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巨型魔幻剧场大型沉浸式光影秀
备受瞩目的淄博玉黛湖光影秀已拉开序幕，火焰与喷泉交相辉映，灯
光在夜空下幻化出奇特的影像。整个湖面流光溢彩，时而缥缈梦幻，
时而酷炫华丽，并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光影完美融合，让观众能置身剧
中。本次光影秀采用了深圳市帅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奥传媒联
合研发的高流明段激光工程投影机，其首屈一指的色彩可定制控制技
术，可以针对不同的行业和应用进行精准的色彩调校和设定。光影秀
利用拼接融合的方式投射出炫酷多彩的巨幅3D画面，丰富的色彩模式
让光与影的结合更生动完美，进而让整个画面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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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E助力中山纪念堂
打造26Mx13M下卷工程幕
ACME于本次项目助力广州中山纪念堂的下卷工程幕，产品规模高
达26米x13米，专注于细节的处理，打造出了一个标志性视听系统
解决方案。广州中山纪念堂是广东省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广州市大型集会和演出的重要场
所。ACME作为国内专为大型会议厅、演出展示厅提供视听解决方案
的银幕商，顺利为广州中山纪念堂解决了巨型幕的诸多技术难题。轻
质高强度铝合金外壳、超大口径转管、大扭力低噪音电机，再配合精
心设计限位、刹车、冲顶、防坠等多重安全保护，使幕面平整、收放
平稳。

打造青岛上合组织峰会主场馆
灯光焰火艺术表演《有朋自远方来》 
易科国际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打造青岛上合组织峰会主场馆及灯光
焰火艺术表演《有朋自远方来》。为项目提供音响系统搭建、调试及
运维等全方位服务，给整个听众区提供丰满的包围感与真实的空间立
体声效果。欢迎宴会《有朋自远方来》的扩声系统选用美国户外扬声
器领军品牌Community最新推出的IV6全天候线阵列扬声器，系统包
含12英寸的全频模块IV6-1122WR05和次低频模块IV6-118SWR。整
套系统共采用四组IV6阵列，其中两组作为主系统落地堆叠安放在观
众席左右两侧，另外两组作为子系统安放于观众席左右正前方，四组
阵列采用左右左右的立体声方式进行信号配置。表演区域还选用了防
水、体积小巧且音色出众的Community R.15作为返听扬声器，分别以
5米或8.5米的间隔安装，分布式均匀覆盖表演区，帮助演出人员掌控 
舞台效果。所有演出扬声器由Powersoft X系列DSP+Dante数字功放 
驱动，调音台选用Allen&Heath dLive数字混音系统。为保证信号传输 
万无一失，系统各分区均配备了含光纤模块主备交换机，信号传输采
用Dante和模拟双备份实现主备调音台及音源系统自动切换，既解决
了远距离传输问题，同时也保证了系统稳定性及信号传输的安全性。

寓教育于娱乐的沉浸式教育娱乐场地
新加坡科学馆全天域影院
新加坡科学馆全天域影院是全球最高亮度的8K数字天文馆系统之一，
也是东南亚最大的无缝穹顶银幕。属科学馆热门景点的全天域影院作
为沉浸式教育娱乐场地，可提供多种风格的数字全穹顶电影，还可播
放科学馆科学教育家制作的现场天文影片，每年吸引15万名游客。影
院配备的Evans & Sutherland (E&S) Digistar 58K数字全穹顶系统，安
装了五台科视Christie® Mirage 304K 3DLP®投影机，其中三台安装在
影院穹窿至上，而其他两台则安装在影院上层的放映室内，满足对亮
度、清晰度和2D/3D双功能的全部要素，在23米径长的穹顶之上投影
出绚丽的无缝画面。

更多精彩内容，请参阅第21至26页

主题
多媒体艺术对舞台视觉的创新发展

基于PC控制技术在舞台娱乐行业的优势及应用

主题乐园项目中的AVC系统特点及应用

演讲者
于迪，深圳恩维传媒有限公司视觉导演

贾岗，毕孚自动化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产品供应商

杨英俊，北京赢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副总经理

高峰会议
精彩介绍

讯号
北京InfoComm China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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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创新技术 
升级教育

实现从传统教学到 
现代化教学的跨越

集中式部署和管理技术
将教学时间最大化
快思聪有限公司为中佛罗里达州大学(UCF)打造大学城里超过750个空
间，包括演讲厅、活动空间、实验室和互动学习教室等。随着校园内
不断将普通授课型教室改造为互动学习空间，DigitalMedia™ NVX系列
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它是唯一一个安全通过标准千兆以太网传输
4K视频信号的解决方案，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能在现有
基础上不断扩展和部署其他科技。DM®NVX采用集中式的部署和管理
技术，基于快思聪的标准化设计确保学生和教师在每个房间和空间的
使用方法与体验是一致的，使得教学时间得以最大化。Crestron占用
感应器与企业管理软件Crestron Fusion结合使用，收取的使用数据帮
助优化房间和设备，有助降低能耗。

5000支数字红外麦克风
实践 “一师一麦” 的多媒体教学服务
深圳市台电实业有限公司为武汉大学打造全球最大规模的“一师一
麦”多媒体教学扩声项目，在近500间教室配备装置中，为学校约
5,000位老师配备了每人一支数字红外无线麦克风，打造一个“保真
无辐射，卫生零管理”，“一师一麦”的顶级教学环境，造福广大师
生。红外线传输方式不受无线电干扰，教室之间也不会串频互扰；绿
色环保的红外技术不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射频辐射，准妈妈教师们也
完全不必为此担忧。“一师一麦”方案为每位教师配备个人专属的红
外麦克风，避免交叉配戴，高效又卫生，教师们佩戴红外麦克风后可
在任何一间教室使用，无需对频，即开即用，便于老师上课。

教育与培训
根据瑞银证券的报告分析，中国的电
子 学 习 市 场 将 日 益 增 长 ， 预 计 将 在
2025年扩大至7,140亿元的总市场值。 

演讲录拍、高质量录音设备等专业视
听解决方案，将对未来的电子学习起
着关键性的作用。市面上使用增强现
实和虚拟现实AR/VR技术，彻底改变
教育和培训方式，更已迅速成为新趋
势。包括像用于体验学习的3D环境、
军事训练和安保场景的模拟仿真，已
比比皆是。 

想见证这些创新和颠覆性的专业视听
和集成体验技术，如何普遍应用于教
育 和 培 训 行 业 等 领 域 里 ？ 千 万 别 错 
过一年一度的北京InfoComm China 
2019展会。亲临展会现场发现更多精
彩技术设备产品和集成解决方案，借
鉴各参展商的技术方案演示和成功案
例分享，实现从传统教学到现代化教
学的跨越。

讯号
北京InfoComm China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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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附属小学
光纤入室音视频互联互通
北京天翼讯通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北京大学附属小学项目，学校有近百
间教室通过光纤入室，让俱备多媒体教学一体机的教室都可以音视频
互联互通，允许每个班级的学生看到不同的多媒体内容，学生可以
不用去体育馆就能看演出或比赛。天翼讯通的光矩阵TYOMX144144
和光端机TY-HFS301/HFH321产品既能实现不用更换现有已装备的
硬件设备，又能达到音视频传输零延时、画面质量无损，信号调度
切换的方式简单灵活，使产品在使用时能顺畅的给学生带来完整的 
画面。

KVM 4K分布式解决方案
助教育学府实现科技校企
广州长图量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全球领先的KVM 4K音视频分布式
系统搭建新云网和中南大学校企合作平台。使用行业领先的KVM 4K 
分布式节点，快速且便捷地收集与备份视频监控、图像分析处理、教
研信息记录、数据存储及数据分析等信息资源，助力新云网完美蜕 
变成为科技校企。KVM 4K兼容各种操作系统，快捷键、OSD菜单及 
鼠标可直接跨屏切换操作，可进行PC资料互传、U盘拷贝存储等操
作，支持权限管理，系统自动记录所有操作行为。图像以4K@60Hz
高画质输出，输出分辨率可任意设置，字幕、透明台标、跑马灯。除
此之外，无信号LOGO叠加等炫酷UI可根据用户的需求设置，用户可
在任意屏幕上进行开窗、叠加、漫游、缩放、跨屏等操作。系统能加
快成果转化为应用的速度和力度，从而达到零延时、零抖动，传输品 
质高。

突破时空限制千人同时学习
荷兰培训中心远程视频课堂 
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视频会议解决方案，优化荷兰
Educenter培训中心的远程视频课堂，让上千名学员突破时空和地域
限制同时在线学习。该中心也由此扩大了授课范围，招收生源不再受
地域限制，实现了全荷兰的学员在家上课的愿望。

BXB FCS-6300会议系统
进驻沙特阿拉伯Mawhiba教育机构 
卡讯电子为沙特阿拉伯非营利教育组织Mawhiba的三间会议室打造了
FCS-6300会议系统。拥有许多创新功能与应用的FCS-6350数字会议
主机，采用TCP/IP通讯技术，让用户可透过智能型手机APP装置或网
页版控制软件，作会议的管控与设定。系统内配备的FUN麦克风内建
DSP声音处理芯片，即使会议主机串接了最大值1009支会议麦克风，
声音输出依然保持优异清晰。FUN声控启动功能在精准侦测发言者人
声后，将会自动启动麦克风；发言完毕后，可自动关闭，达到自动化
会议的需求。布线方面，只需使用1公尺Cat5E线，经SW-003分线盒
串接各支会议麦克风，无论是环状布线或树状布线，皆可弹性建置。

更多精彩内容，请参阅第21至26页

主题
设计着眼现在，面向未来的TEAL教室

教育：无线协作教室大大提高教学效率

演讲者
张烨，爱思创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技术销售经理

陆建光，克莱默电子北方区技术支持经理

高峰会议
精彩介绍

讯号
北京InfoComm China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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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城市运行管理系统” 大屏显示系统
全球最大智慧城市成就小间距LED显示系统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为“城市运行管理系统”打造一整
块面积达166.9平方米，间距低至1.27mm，总像素超过1.03亿点的
小间距的超大弧度LED显示屏。其指挥中心有应急、城管、公安、消
防、安监、环水、医疗、交通等17个单位进驻，总共需接入公安监
控、安防监控、视频会议、决策席、部门坐席等共计181路信号。作
为智慧城市大脑最核心的子项目之一，本项目根据客户需求，显示系
统的LED大屏上可点对点同时显示40路FHD(1,920x1,080)全高清信
号，105路HD(1,280x720)高清信号，所有的信号不仅支持在不同分
辨率和不同信号类型下进行混合开窗，还可同时在大屏任意的位置和
区域进行独立显示和控制，且互不干扰。

视听技术和 
集成体验方案

助力政府部门 
和国防安保

政府与安防
一个智能高效的应急指挥中心不仅
能够实时管控所管辖区域内的所有
音视频信息，还要满足实时业务处
置、数据整合、会议决策、应急处
理、现场指挥、图像处理、可视化
触控显示、人机交互控制等多方面
的需求，实现突发事件时的应急指
挥系统。 

今天，创新和颠覆性专业视听和集
成体验的技术应用在政府机构、军
防安保、司法院室和指挥控管中心
等环境中，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全天候地努力着，确保所有
系统一切正常运行，帮助各单位和
组织时时处于防范未然的戒备状态
中。北京InfoComm China 2019 展
会将呈献更多精彩技术设备产品和
集成解决方案，亲临展会现场借鉴
各参展商的技术方案和成功案例，
了 解 专 业 视 听 和 集 成 体 验 技 术 方
案，如何帮助您利用技术升级，随
时做好准备。

北京市公安局合成作战中心 
“一站式” 指挥大数据可视化平台建设解决方案
北京威林视讯科技有限公司为北京市公安局的合成作战中心“一站
式”指挥大数据可视化平台建设提供专业解决方案。基于显示及控制
应用，结合现场的实际调研及用户沟通，最终在合成作战中心的设计
中采用了72块液晶屏，以6×12拼接方式进行显示，提高信号的显示
划分能力。在显示屏后端设计以DMS系列音视频显控一体化平台为
基础，此专业控制平台能够完成多种数据采集管控及综合处理功能。
后端DMS系统可实现4K图像采集处理、KVM坐席管理、中控管理、
音视频切换、可视化管理等多种应用。

台达助山钢集团迈向转型升级 
台达为山钢集团日照精品基地打造了3套分布式DLP大屏幕显示系统
整体解决方案。三套DLP大屏幕显示系统，包括：67寸3行x15列弧形
拼接的DLP显示拼接墙主屏，左右各一套67寸3行x6列的DLP显示拼
接墙辅屏，与主屏紧密配合、协同显示；同时，在远程计量中心也安
装了一套2行x3列单屏67寸的DLP显示拼接墙。其中最大的主弧形拼
接墙面积近63平米，总数87块的大型显示系统的背后，配备了一套台
达DVCS分布式图像显示控制系统，与全厂区域的生产车间、监控中
心实现数据的实时对接显示。为山钢集团打造了具有分散安装、统一
监管、网络传输和超高分辨率显示等优势的整体解决方案，为生产调
度提供智能管理的可靠平台，实现转型升级。

讯号
北京InfoComm China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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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KVM联动指挥中心
为 “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护航 
广州魅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安保期间为
上海徐汇区分局指挥中心、上海体育场临时指挥中心、世界人工智能
大会指挥部、特警支队指挥中心，4大指挥中心安保系统搭建互联互
通平台。在保障期间严格按照大会安保整体需求，从系统搭建方案规
划、现场执行、调试，再到完成对大会指挥部相关工作人员的系统及
设备操作培训，在最短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工程，全程仅耗
时48小时。实现大会4大主力安保指挥中心的多个第三方系统完美对
接并做到跨区域、跨平台互联互通；确保和助力大会举办期间常规和
突发应急状态下各项安保工作的规划、组织、协调、检查、指导、实
施、处置等重任，护航“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圆满成功举办。

大庆市应急指挥中心全天候运作
确保提供清晰准确的信息判断险情
广州市天誉创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大庆市应急指挥中心项目中，为
110指挥中心配备1台PRO7272、数个分布式节点和PGMIII，完成该
项目的核心光网备份系统的建设。其中1台PRO3636和PGMIII装备于
决策室，1台PRO3636和PGMIII装备于情报指挥中心。全套系统具有
对指挥中心音视频信号的传输、切换、拼接处理、KVM坐席管理和
安全备份等功能，同时对重要业务数据的音视频信号线路和智能控制
系统的操作进行热备份，增加指挥中心音视频系统平台的可靠性和稳
定性。2018年7月下旬受台风安比影响，大庆市应急指挥中心在持续
暴雨中启动应急预案，系统支持4K单屏输出和拼接输出显示，满足
在应急指挥中需采用高清视频的需求，将受影响的现场视频调度到指
挥中心，清晰准确的判断险情。经过24小时的连续奋战，使城市内
涝情况得到缓解，群众生活得以有序进行。

中国东方航空运行控制中心指挥调度方案
上海寰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东航运行控制中心(以下简称AOC)提
供了一整套的指挥调度方案，无缝对接AOC的主流平台及在业务处
理中所涉及到的海量第三方IPC流，并兼容全品牌IPC设备。将东航
的业务大数据平台做统一的整合接入并以图形化形式呈现，最终以
超高分点对点的形式呈现在AOC大厅的4*13超长大屏上，供多路4K
信号任意自由缩放、跨屏显示。各业务系统的数据由16台图形工作
站实现图形化直观展示，整合后形成24960*4320超高分辨率图形，
与AOC大厅内的超长大屏物理分辨率一致，实现“点对点”完美显
示。各类预案、底图、可视化操作控制提升了操作度、独有的大屏节
能模式让整个指挥控制方案更加环保可控、基于分布式的构建基础允
许后续扩容扩展，综合智慧指挥控制中心的解决方案深获客户的高度
好评。

长龙航空公司运行控制中心控制台
信息集中、指揮容易、運行效率高
2018年长龙航空公司运行控制中心项目中，照彰实业(东莞)有限公司
为该公司的指挥核心打造了一个高端大气，能满足各项繁重任务，亦
能确保运行安全的中枢。整个产品系列采用灰兰撞色搭配，配以灯
带和导光板，形状有长台和半圆的变化，按功能分区排列。大屏正
下方，是面向大厅的长条指挥席，中心是正对屏幕的三排长台，左
右两边相对三排竖列的长条台，大厅中后区是三组圆形组合台，成 
“品”字排列。整个大厅严整而富于变化，宛如一幅图画，工作时灯
光亮起，美仑美奂。并可轻松实现各子公司、各类业务信息的集中、
整合、管理及统一调度指挥，合理、有效、运行效率极高。

湖北电网后勤管理监控中心项目
借助 DANACOID 分布式系统实现全网络化
国家电网公司下属公司湖北电网后勤管理监控中心，负责整个湖北省
的电力供应和电网维护工作。上海大因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在本次项
目中采用 DANACOID分布式传输系统，实现5路控制电脑信号进入平
台系统和50路高清监控摄像机通过IPC解码软件进入平台系统。通过
3x4的55寸拼接云屏显示，1台IPAD时序实时监控，远程控制。屏显
示亦自带系统，将矩阵、拼控和处理器等众多设备集成到云屏内部，
仅用一根网线即可进行传输与控制。屏显示更可支持IPC网络接入，
支持1080P/720P/D1/CIF/QCIF等视频流格式。环境控制主机支持可
视化编程，实现智能联控；主机采用嵌入式硬件架构，具有各种信息
状态显示的液晶面板，其分布式部署亦可任意扩展。这么一来，管理
监控供电设备的监控平台，各监测点画面实时显示、会场显示大屏模
式，系统电源、摄像机、摄像跟踪、音频控制等模块，都能够方便统
一集中控制管理，即使面对庞大的电网和用电负荷，仍能快速的发现
问题，成为电网维护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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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新兴技术  
融合新元素

打造新智慧酒店 
与零售环境

海康LED透明屏助力BMW经销商 
让橱窗更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橱窗作为对外展示的窗口，是吸引客流的重要手段。商家对于
橱窗的设计和布置费尽心思，希望在众多橱窗中脱颖而出，
成为焦点，进而吸引客流入店。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结合多年的LED开发经验，研发出了适合橱窗展示
的“LED透明屏”，助力BMW经销商打造新的“橱窗经济”。
透明屏安装在橱窗背后，当屏幕点亮时画面犹如浮在玻璃上一
般，科技感十足，博人眼球；当屏幕熄灭时，远看就是普通的
橱窗玻璃，隐于无形。透明屏的通透率能达60%–95%，显示
画面的同时不影响店内采光。

智能多媒体商品展示系统 
助力永辉超市开启零售新模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永辉超市打造智能多媒体商品展
示系统，在全国门店的货架及重点位置上，部署29、37寸条形
广告屏，32寸、43寸、55寸壁挂广告屏，播放商品介绍、促销
打折等多媒体信息，让永辉超市更生动、更准确地服务广大顾
客。同时，项目团队在福州总部部署了大华高性能服务器及多
媒体广告发布平台，集中管理全国门店所有多媒体广告设备，
由专业团队制作宣传内容，统一审批和下发到各个门店。该系
统可为企业提供各种数据、图表用于业务分析，提升企业的管
理效率、宣传企业的经营理念、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为企业
打造智能新零售模式，同时实践现代超市的新体验。

酒店与零售
玩转新兴技术、融合新元素，专业视
听和集成体验助力酒店、零售及餐饮
服务行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打造新的
智慧酒店和零售环境。

综合各垂直行业当下的自身发展趋
势，外加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
和“互联网+”等颠覆性新兴技术的快
速发展。不仅让酒店、零售及餐饮行
业迅速走向智能化、个性化和多样
化，更为这些行业添加了新的娱乐元
素，帮助品牌打造和实现更丰富的说
故事手法，提升整体格调和消费体
验，增强市场竞争力。

更多精彩技术设备产品和集成解决方
案，恭请亲临北京InfoComm China 
2019展会，进一步了解各参展商的新
技术方案，见证展会现场的技术演示
和成功案例的分享。

全息餐厅投影融合 
提升饕餮味视听觉 
餐饮体验 
上海迪东实业有限公司利用
投影融合大屏，将厦门上九
天全息餐厅打造成为沉浸式主
题餐厅，让消费者在候餐或用
餐的时候，能够体验投影融合
元素带来的乐趣，完善餐饮
个性化服务，为餐饮行业再添
新气息。该项目使用了11台
DU6100激光投影机再搭配3台
DS405拼接处理器，在餐厅的
墙面上实现立体式投影，搭配
互动新元素，打造丰富多彩﹑
极具观赏性的画面场景，营造
浪漫的用餐氛围，让客户产生
强烈的身临其境感，大大提升
了用餐时的味觉、视觉与听觉
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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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IPTV系统 
打造希尔顿酒店IPTV系统的升级改造工程 
传统的IPTV电视前端设备存在整体造价高、安装维护复杂、系统集成
低等问题，并不适用于酒店业务。伟乐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IPTV
系统OMP150则完美解决了酒店用户所关注的这些痛点问题，并率先
助力广东、广西等地的多家希尔顿酒店完成IPTV系统的升级改造工
程。OMP150简单易用、实施方便，1台设备基本上即可满足酒店的
IPTV业务需求，而价格相比传统IPTV系统则大幅降低。系统亦具备完
善的节目采集功能，支持UDP/RTP等多种协议输入，配合专门为酒店
业务开发的APP应用，为酒店住户提供良好的直播和点播观影体验。

遵义开元名都大酒店 
声光电视讯一体式系统方案
广州市保伦电子有限公司为遵义开元名都大酒店打造的声光电视讯集
成系统方案，集多媒体会议扩声系统、舞台灯光系统、LED显示大
屏系统、远程视频会议系统、同声传译系统、无纸化会议系统、WiFi
无线数字会议、云会务管理系统、精品录播系统、分布式综合管理平
台、中控矩阵系统等于一体，一体式满足了酒店各个不同环节的使用
需求，集成系统让客户更省心、安心、放心，并为不同大型项目提供
了稳固的保障，获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望京凯悦酒店的高质量  
无压缩高端扩声系统 
佛山市天创中电经贸有限公司为北京望京凯悦酒店共六层的建筑设计
了背景音乐系统和会议扩声系统的集成方案，为整个酒店提供扩声服
务。该项目中，扩声覆盖区域包含8个公共区域、B1层5个包间、2层
8个会议室、1个报告厅和3层一个行政酒廊会议室，所属区域及所有
会议室在没有开会时都需要提供背景音乐。此外，由于会议室房间具
备分割合并的功能，扩声系统需互连互通，并根据不同会场的需求灵
活调整。天创采用了三台BIAMP Audia CM主机，通过CobraNet传输
协议实现背景音乐扩声; 会议室扩声采用BIAMP NEXIA CS主机实现扩
声，至于会议室背景音乐扩声则通过BIAMP Audia CM相应的网络扩
展盒通过模拟音频线传输给会议室NEXIA CS主机实现背景音乐扩声。

更多精彩内容，请参阅第21至26页

主题
零售模式促进定制安装进入智能新时代

演讲者
冯光宇，圣谛影音智能机构总经理

高峰会议
精彩介绍

边缘融合图像处理器
呈现出场景逼真
深圳市创凯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为南方君临酒店提供边缘融合图像处理
器，打造多功能会议厅。投影机与画面融为一体，4K的细腻画质，呈
现出场景逼真、色彩真实的超大画面。视觉上的完美体验,使君临酒店
更具档次感。此外，该系统采用全硬件DSP架构，模块化设计，可支
持系统处理模块热插拔。其可靠性、灵活性、实时性为南方君临酒店
会议、婚礼等重要场合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其他主题
• 中国住宿业新动能－－人工智能的转换
• 酒店智能技术改变客户体验和期望
• 探讨人工智能与酒店对宾客需求以促酒店升级

• 人机协同发展 改变酒店未来
• 机器人酒店实践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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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直观、智能的专业视听和集成
体验技术，涵盖了海量的创新和颠覆
性应用，在公司大楼、教育机构、医
院、零售空间、司法院室和指挥控制
中心等环境中全天候地努力着，确保
一切正常运行，使建筑楼宇和运行操
作上更加灵活、高效，助力建筑商和
物业管理企业跨越到新的发展与竞争
空间。   

北京InfoComm China 2019展会将展
示更多精彩技术设备产品和集成解决
方案，亲临展会现场借鉴各参展商的
技术方案的演示和成功案例的分享，
了解专业视听和集成体验技术方案，
如何应用到您的空间里，或是在建筑
行业及各个相关的细分领域里，如何
帮助企业加速数字信息化过程，加强
市场竞争优势。

建筑与智慧城市

乘“电梯飞船”遨游“外层空间”  
全球首座全景声光电梯落户深圳
全球首座全景声光电梯正式在深圳市的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展示交易中
心(CEEC)运行！该全景沉浸式声光体验电梯由深圳市光峰光电技术
有限公司使用背投反射镜投影融合5面CAVE显示系统打造出来。光
峰为此项目专门定制了全球最短焦距的投影镜头投影机，0.233投射
比，在电梯井狭窄的50cm极限投影距离布置激光投影机，单台电梯
一共采用了8台超短焦激光工程投影机来完成显示画面融合，背投反
射镜投影融合5面CAVE显示系统，实现了全景沉浸式画面效果。置
身电梯中，仿佛瞬间进入了时空隧道，按下楼层后，“电梯飞船”快
速冲破“天际”，向“外层空间”飞升， 55秒后抵达楼宇中的“空间
站”，体验逼真情境。

将视听技术和 
集成体验方案

应用到您的 
物理空间里

先进LED显示视频墙  
助力香港高铁西九龙站靓丽开通
联接广、深、港的交通动脉广深港高铁，其香港段于2018年9月22日
正式开通，其中香港西九龙站占地约11公顷，总建筑楼面积达40万
平方米，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底车站。车站内多面先进的LED显示视频
墙均由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建设，为车站提供了公共信息显
示，也成了车站时尚与未来感的象征。该公司的LED显示系统达到BS 
476及EMC Class B标准，单屏firesize小于1MW，集聚高密度无缝拼
接，色彩精准还原，其24bit处理深度、超大视角和HDR显示等一系
列行业领先的视频处理技术，使得整体画面清晰细腻。游客及市民无
论是远眺窗外还是站内近赏都能获得无与伦比的视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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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云音视频交互管理系统  
助力打造贵阳市大数据人才培训中心的中控管理 
广州捷思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贵阳市大数据人才培训中心打造的云音视频交互管理系
统能支持不同信号源输入、无缝切换、大屏拼接显示、可视化管理、POE供电、视频同
步录制与播放，以及节点之间各系统的远程集中控制管理等功能。系统将音视频采集、
传输、控制和显示都通过数字化网络连接起来，同时可以把地理上分散的各节点统一控
制管理，实现灵活和扩展性高的中控功能。

福田文化馆无线便携录播系统
玩出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新时尚
深圳市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内设
梦工场数字体验空间推广“嘻哈文化”。
深圳锐取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该文化
馆打造yNews新闻发言室，以逼真的虚
拟场景，实现文化馆内各种原创性文体活
动的创作。yNews运用全新的互动式虚
拟多场景发布系统，可随时为表演者添加
2D、3D、动态视频等多种场景作为拍摄
背景，录制趣味性传播视频；文化馆亦同
时搭配使用锐取的yCat无线便携录播，实
现全馆室内外活动的高清录制与互联网直
播分享，开启了场馆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的
新时尚。

HDMI固化式矩阵确保精确像素 
超长距离传输仍保持稳定性
大望京CBD核心区域的北京美瑞泰富大厦使用了
莱威视觉亚洲有限公司的HDMI固化式矩阵于其
各类的会议室当中。此矩阵具有精确像素时基重
建功能，有效避免了各类接入信号源出现的信号
不匹配，以及信号在较长线缆中传输产生的信号
时基偏斜和信号不稳定。矩阵提供的信号分析功
能，同时也为会议室视频系统的安装和后期运维
提供了极佳的检测和维护手段。项目中还使用了
大量Lightware的TPS双绞线矩阵以及延长类产
品，提供了多格式信号超长距离传输的同时，也
提供了信号分析以及传输线缆诊断功能，从而有
效的解决了传统双绞线传输系统中普遍存在的不
可持续性系统的稳定问题。

联动多种控制设备的中控系统  
入驻中国孔子研究院
深圳市鸿哲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打造了位于山东省曲阜市的中国孔子研究院总部的中
央控制。研究院内选用鸿哲自主研发生产的LineLink CR PRO I中央控制器，实现对电
脑播放、投影显示系统、灯光、空调、自动感应等控制设备之间的联动。CR PRO I中
控综合管理主机使用多个模拟和数字格式，是专门为控制AV系统和智能建筑系统而设
计的可编程网络设备。通过提供内置交换机、PoE功能、220V交流和直流双供电系统， 
CR PRO I中控主机为复杂控制环境提供了对整个系统的灵活管理。

更多精彩内容，请参阅第21至26页

主题
如何助力城市实现智慧化？

演讲者
韩小龙，维图斯(中国)有限公司CEO

高峰会议
精彩介绍 其他主题

• 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带动智慧出行巨变和机遇
•  城市智能交通建设中涉及的智能网联汽车、车联

网、车载信息服务的融合与创新的全新机遇
 •  人驾驶在城市中的商业应用机会

•  新型智慧城市与服务型数字政府建设
•  数字化政府在广东的建设经验与最佳实践
•  数字政府的云服务支撑
•  可视化通信推动政府数字化建设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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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的技术市场正蓬勃发展，中国正是
实现亚太地区市场潜力的最佳竞争赛场。

于物联网市场发展里，2018年整个亚太地
区2,917亿美元总区域支出当中中国就占领
了64.2%，约有1,872亿美元。而在人工智
能(AI)方面，中国政府于 2017年正式宣布了
详细计划，在无人自动驾驶、智慧城市解决
方案、智能医疗诊断，以及语音和面部识别
等领域创建一个价值1万亿人民币的行业。
在机器人技术发展领域上，中国目前占据了
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机器人(包括无人机)
市场的重要份额。业内预计中国在2022年
的机器人技术支出将达到770亿美元，占亚
太地区机器人预计支出的超过60%。除此
之外，中国的市场受到增强现实/虚拟现实
(VR/AR)游戏激增的推动，亚太地区(不包括
日本)在这两种技术上支出总额在2018年达
到了111亿美元，在整个区域范围，中国便
占据了AR和VR总支出的91.3%。在不同的
数据里都可显示，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潜力实
在不容忽视。 

想了解更多关于智能专业视听和集成体验 
“黑科技” 技术，如何在不同的产业和细分领 
域里，进行创新和获得颠覆性应用，利用技 
术助力企业更加灵活、高效，跨越到新的发 
展与竞争空间? 亲临北京InfoComm China 
2019展会，将为您展示更多技术方案的精
彩演示和成功案例的分享。

IoT、机器人与AR/VR

人工智能视听 
技术和集成体验

引领科技前沿 
催化细分领域转型

国画激光投影黑科技
虚拟现实高端体育训练系统 
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运动的对抗性和技术难度也越来越
高。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虚拟动作实验，参与者在虚拟实验
环境中，可以放心地去做各种高难度的动作。例如，高难度的
高空扣篮动作、空中翻滚动作、高技术含量的拉球动作等。中
航国画(上海)激光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投影机性能优异，完美打
造了虚拟现实高端体育训练系统解决方案。通过3台LP80UL
投影出弧长12米高度达4米的弧形视景，系统可以营造出各种
真实的体育运动的现场环境，辅以高速运动相机的数据捕捉装
置，配合专门开发的算法及软件，该训练系统可为多个体育运
动项目提供训练支持。由于投影是唯一可以将环境作为显示屏
的显示技术，可以完全复现所虚拟的现实场景，既不受实体显
示屏的障碍，也无需佩戴任何辅助显示设备，可以说是虚拟现
实的最佳搭档。

智能电力巡检机器人
自动化巡检的最佳解决方案
清投智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电
力巡检机器人是一个可实现自主移动、
自我管理、自动避障以及自动充电的智
能机器人；可以实现连续不间断的巡视
巡检作业，是一个通过智能机器人对广
区内设备状态进行自动化巡检的解决方
案。该机器人系统功能广泛，不仅能自
动按照设定的巡视计划，完成机器人导
航行走，云台旋转定位，还可以透过
相机变倍调焦、录像、抓图、红外测温
等自动采集数据。其内置强大的算法工
具，可以自动对高温区域定位，对表记
图片进行识别分析，对噪音文件进行
频谱分析，对历史数据进行纵向对比，对同类设备进行横向对比等。机器
人对于识别的结果可以按照专家知识库的经验自动进行分类报警，报警形
式有语音报警、后台自动生成报警记录，还可以添加报警灯，做到更明显
的提示作用。系统更可以对历史数据进行汇总比对分析，综合环境数据，
历史数据，形成曲线和可视化展示报表，还可以自动生成故障报表。配
备远程管理平台，管理人可以在集控调度中心，对机器人进行远程调度管
理，实时查看机器人采集上传的数据，以及分析汇总后的报表，方便调度
管理。机器人本体搭载高性能红外和可见光双路视频服务器，无线通讯系
统，实现在厂站观察周围环境、监控设备运行状况以及检查设备热故障、
自动识别表及读数和噪音故障检测的相关功能要求。巡检机器人能够实现
厂站全天候、全自动巡检，有效降低劳动强度和变电站运维成本，提高自
动化和智能化的管理水平，高效完成巡检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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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CommAsia研讨会
InfoComm Asia研讨会是一系列为增强视听专业人
士的技能和专业知识而设的专题研讨会，着重于探
讨专业视听和集成体验领域里的各种应用技术如何
影响行业，并且塑造行业未来的发展。

科技论坛
探讨时下最热议科技发展和技术性话题，听专家分
享技术发展趋势对行业的影响和冲击，获取技术更
新和行业最佳实践等宝贵知识。

行业实践研究讲座
帮助不同垂直行业各级专业人士和从业人员掌握技
术发展趋势，同时利用在各垂直行业中的创新应
用，提升竞争趋势，驾驭市场潮流。

随着北京InfoComm China展会继续扩大其在区域以至全球的影响力，在
帮助各行业和企业借助展会平台扩大市场版图的同时，展会同期举办的高
峰会议也迅速成为众多展会参观者，包括集成商、工程商行终端用户等
行业代表，高度重视的学习平台。 每年，北京InfoComm China高峰会议
呈献多场与行业深具关联性和发展热议话题，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代
表参加，与业内权威人士和专家交流的同时，汲取技术养分，开启数字思
维！前来北京InfoComm China 2019高峰会议的参会代表可通过三个主
要的学习平台，分别为「InfoCommAsia研讨会」、「科技论坛」，以及 
「行业实践研究讲座」，获取宝贵的市场分析和见解。

汲取技术养分， 开启数字思维

北京  
InfoComm China 2019  

高峰会议

峰
会
议
程
一
览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科技论坛
• 数字标牌
• 人工智能应用

行业实践研究讲座 
• 智能城市，智能交通

• 数字标牌
• 物联网应用

科技论坛 • 教育 
• 现场活动
• 企业 
• 酒店

行业实践研究讲座

研讨会

研讨会

研讨会

• 如欲了解更多高峰会议信息及有意预先注册者，请登录infocomm-china.com或ifcshow.com。
• 主办机构保留对节目调动之权利而无须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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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 Kane Zhang
Biamp Systems 
亚太区高级应用工程师   
Kane Zhang，CTS, CCNA, ENS高级工程师，于2010
年加入Biamp并移居到香港。Kane负责在亚太区的技
术支持。在音视频领域里拥有多年的丰富经验，擅长
包括会议系统，背景音乐系统以及公广系统在内的不
同类型的音频系统的设计和集成。另外，Kane在香港
负责BIAMP亚太区的技术认证培训工作。Kane专注
于DSP编程，网络设计以及与之相应的第三方控制应
用编程。曾经参与过许多亚太区的大型项目的前期设
计和后期调试工作，例如：澳门的银河酒店，香港会
展中心以及韩国釜山乐天(Lotte)塔等项目。Kane非常
关注当前的音视频新技术趋势，并非常期待为Biamp
的客户提供优质的技术支援服务。

InfoCommAsia研讨会部分讲座议题和讲师简介
讲题:《音视频系统集成领域中的 
 增益结构》
增益结构在音频系统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为了可
以获得系统最佳信噪比和动态范围,各级设备之间的
信号一定要匹配。DSP处理器越来越被广泛地用于各
类集成项目，正确地理解增益结构对我们交付系统已
经变得尤为重要。

业内权威云集 
分享技术心得

一如既往，高峰会议将广邀业内知名专家权威和意见领袖，
为各场讲座与会谈增添声色，让峰会更具丰富多元性。各场
讲座和会谈采取交流、分享方式，供现场观众进行更深度的
互动，从中获取更大收益。参会代表出席多场精彩的论坛与
讲座，向行业权威学习的同时，也将与其他参会代表搭建商
业网络，一 举多得！

讲题:《零售模式促进定制安装进入智能 
 新时代》
如今智能家居已经走下神坛，高性价比产品比比皆是，
但是产品分档是不可避免、不可忽视的，品质追求更高
的客户必然追求高品质的产品。商业零售时代不断发
展，人们的消费和购买方式产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价
格消费向价值消费迁徙，厂商创新求变，谋划全新零售
产业布局。发挥了在高端智能集成领域的丰富技术优势
重构商业要素，创造新的智能零售体验新模式，推动定
制安装进入智能新时代。

讲师: 冯光宇 
圣谛影音智能机构 
总经理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上海有线
电视台、SITV等多个电视机构担任要职。成为华人领
域第一批获得THX认证、ISF认证、HAA认证，并最
早加入CEDIA协会。冯光宇先生同时身兼THX培训中
文讲师、HAA培训中 文讲师、CEDIA定制安装培训中
文讲师，KNX高级培训中 文助教等多项影音智能集成
行业重量级培训导师要务。

讲题:《分布式即是产品为核心的  
 Service、Solution、Support》 
讲述生态中的各方需求拉动了分布式的需求，分别从用
户、设计公司、集成商、分销商、厂家角度分析需求，以
及分布式产品开发的难点，再近一步分析成功分布式系统
应该具备的功能等。

讲师: 李厚鹏 
北京小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办人及CTO
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本科学
历。2002年7月至2003年4月，任交大铭泰(北京)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研发部工程师；2003年4月至2004
年5月，任北京博睿联创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工程
师；2004年5月至2008年12月，任北京淳中科技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研发部经理；2009年4月创建小鸟科
技，任小鸟科技董事长、总经理；2016年7月至今，
任股份公司董事长、CTO。

讲题:《AI与专业音视频行业的融合》
AI已经不是未来，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将AI引入到AV既是趋势也是必然，它也将音视
频行业引入到另一片新天地，无论是针对安装工程的
应用，亦或是现场演艺系统的提升，未来都将不可避
免的加入越来越多的AI要素。

讲师: 兆翦 
Media Networking Alliance@AIMS
大中华区首席代表   
兆翦，QSC的亚太区商务经理，同时也是MNA(AIMS)
的大中华区首席代表。他在这个行业已经有超过20年
的经验，既做过用户，也做过顾问、集成商和厂家。
他曾经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担任录音工程师达7年。
兆翦曾主持设计了中国最大的数字化广播机场——北
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还设计过国家航天飞行控
制中心及系列发射中心的全数字化广播和通信系统。
目前和国际顶尖的主题公园紧密合作，有环球影城、
迪士尼乐园和万达主题公园等。兆翦也是中国演艺技
术协会的专家委员，在大中华区为专业DSP和网络系
统设计领域培训超过8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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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创新应用论坛
边缘计算 
成就万物智能

“
”

• 边缘计算+云计算，使能万物智能
• 智能制造可视化，为中国智造赋能
• 更适合物联网的边缘计算
• 物联网需要什么样的基础设施？
• 高峰对话：边缘计算与物联网和5G

第二天

这是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

Gartner预测，到2020年，无所不在的物联网(IoT)将连接全球 
200亿台设备。万物互联，万物智能，将带来新的商机与挑战。 

随着物联网的快速发展，边缘计算也逐渐成为当下最热门的技
术之一，引得华为、阿里、ARM、英特尔等行业巨头以及大量
厂商纷纷入局。 

边缘计算是在靠近物或数据源头的网络边缘侧，融合网络、计
算、存储、应用核心能力的开放平台，其价值在于将计算任务
从云计算中心迁移到产生源数据的边缘设备上。

IDC预测，未来超过50%的数据将在网络边缘侧进行存储、处理
和分析，实时分析、边缘智能将大行其道。边缘计算可以就近
为用户提供智能互联服务，助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未来，边
缘计算将如何助推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更好地实现边缘智能？
这一市场值得期待。 

“物联网创新应用论坛” 将深入探讨边缘计算、物联网之间的关系 
及其未来的发展，为物联网的落地找到正确的途径，同时也为
企业用户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帮助和建议。

人工智能创新应用论坛
《智慧新“视”界》

视频应用今天已经无处不在。在城市的交通路口，视频监
控已经成了交通管控的 “哨兵” ；在制造流水线上，视频监
控成了产品质量的 “安检员” ；在数据中心里，视频监控成
了保证机房安全的 “卫士”。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安防产业飞速发展，政府、企
业、机关、城市、社区都纷纷配合国家的安全工作部署，同
时得益于平安城市、智慧城市的打造，安防产业始终保持高
增长态势。预计，2020年安防市场规模将接近1万亿元，年
增长率保持两位数。这还只是视频应用的一个场景。 

从技术的角度讲，视频监控再加上AI、大数据的智能分析，
将如虎添翼。“人工智能创新应用论坛” 将结合视频监控的各 
个应用场景，探讨AI、大数据技术如何让视频监控的 “眼睛
更亮” ，保证人们生产生活的安全。

• Big Data Analytics on Video
• AI+视频，安防市场的变迁
• “城市大脑” 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 智能制造与视频
• 当人工智能遇到视频

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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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市场统计依旧需求强劲
• 如何规划动人的建筑光影

• 购物天堂的天幕秀
• 机场的旅客服务创新作法

• 大型空间的建筑多媒体美学

• 大型酒店宴会厅的魅力
• 新零售的数位多媒体

• 大型水族馆导览与多媒体
• 如何做好独特的活动媒体显示

• 数位化亮点与创新案例分享

第一天

第二天

• 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带动智慧出行巨变和机遇
• 城市智能交通建设中涉及的智能网联汽车、车联网、车载信息服务的融合与创新的全新机遇
• 人驾驶在城市中的商业应用机会
• 新型智慧城市与服务型数字政府建设
• 数字化政府在广东的建设经验与最佳实践
• 数字政府的云服务支撑
• 可视化通信推动政府数字化建设创新发展

第一天

会长Nick Cheng
Digital Solutions 
Multimedia Asia

第四届亚洲数字标牌论坛
数字多媒体应用未来
迎合未来数位化、科技化、文创化趋势，Digital Solutions 
Multimedia Asia作为推动台湾地区乃至于亚洲区数位看板与
多媒体数字产业的先驱者，希望能透过参与国际展会、论坛
让更多专业人士了解数位多媒体创新应用与解决方案，以及
数位看板能为各式场域带来甚么样的商业创新价值。2019
年再度与北京 InfoComm China共同打造「第四届亚洲数字
标牌论坛」(The 4th Digital Signage Asia Forum)，希望透过
举办水平跨界垂直整合数位媒体论坛，聚焦在使用的需求、
管理的经验及客户体验，激荡出新的销售模式或话题性、体验性的经验。期待能集结业
主代表、设计团队、多媒体企划商、户外广告媒体运营商、系统整合商、硬体供应商、
文创策展统合商，希望提高各行业零售、教育、酒店、交通、医疗、博物馆、银行、 
户外传媒对未来的营运高度，以期达到开发、营运、管理、消费、多赢的发展目标。

钟东江秘书长
广东省新型智慧城市 

建设服务中心

“智绘城市，数造未来” 
“智能网联智慧交通”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构建全流程一体化的在线服务平台，让人
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指导思想，贯彻《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8]27号）的文
件精神，以 “制度创新+技术创新” 推动 “放管服” 改革向纵深发展，推动各地政府与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的融合创新，为加快城市的智慧化和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供数
字动力引擎。以及就智慧政府推进最迅速、前景极为广阔的智慧交通新应用和新商机为
主要方向，本届北京InfoComm China展会上，将联合广东省电子政务协会和广东省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服务中心共同举办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高峰论坛，以 “智绘城市，数造未
来” 和 “智能网联汽车带来的智能交通城市新机遇” 两大主题，分别从数字政府所需要的
技术支撑和智慧交通面向智能网联汽车所需要的基础建设新机遇着手，为与会观众带来
人、车、城市、政府建设的新商机和新思路。

科技论坛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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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住宿业新动能－－人工智能的转换
• 酒店智能技术改变客户体验和期望
• 探讨人工智能与酒店对宾客需求以促酒店升级

• 人机协同发展 改变酒店未来
• 机器人酒店实践分享第二天

荀亮秘书长
中国智慧酒店联盟

智慧酒店科技论坛
未来酒店，未来已来
为了让更多国内外酒店经营管理者、物业拥有者、酒店科技人士去认知、掌握智慧
酒店的实效价值，北京InfoComm China将联同中国智慧酒店联盟主办 “智慧酒店科
技论坛” 。大会将以前瞻的思维、全新的模式、领先的技术、典型的案例及精彩的互
动，帮助酒店业精英用科技智慧，重新审视现有的酒店运营模式，整合线下、线上
资源，提高酒店客人的满意率和忠诚度，从而达到以传统智慧为基础，以科技智慧
为手段，实现酒店的增收、降本、提品质。同时，会议将邀请国内酒店著名经济学
家、智慧酒店专家、人工智能专家、智慧酒店国家标准组(GB)相关领导出席。更好
地推动智慧酒店的发展。

行业实践研究讲座 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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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着眼现在，面向未来的TEAL教室
当今中国的教育市场中，TEAL型教室已被广泛采用。随着新兴技术不断涌现，
设计一个稳定且易于使用的系统成为一项挑战。在这个讲座中，您将学习如何
选择最合适的技术，以及如何设计一个既能着眼现在，也能面向未来的系统。

 爱思创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技术销售经理 – 张烨
张烨是Extron中国的技术销售经理，参与中国地区重大项目的方案设计和售前支
持工作，同时还参与Extron中国地区的经销商提供产品、应用及技术培训。

行业实践研究讲座议题和讲师简介

AI人工智能在会议室上的应用
近年，AI人工智能已成为科技发展的一大重点，也逐渐渗透至我们的生活。本专题将带您了
解，如何透过AI人工智能让会议更有效率、简单。透过智能影像辨识功能，可在与会者走进
会议室时进行脸部辨识侦测，有利于未来会议的报到程序。会议进行时，可同时录下谈论声
音与影像，并自动转换为文字记录，并透过动作辨识，将与会者的互动、脸部表情与回馈反
映整合成大数据进行分析。此外，AI语音分析功能可将每个人说的话分拆出来，自动分辨谈
话内容的类别如：待办事项、行动计划等，让会后的信息搜寻与追朔更快速方便。

多媒体艺术对舞台视觉的创新发展
结合近年来舞台视觉呈现形式、效果的革新发展以及经典案例，剖析多媒体
技术在舞台上的应用形式，以及设备、技术与艺术、设计的融合表现。到底
如何将舞台视觉设计和多媒体技术有机结合，带来多媒体艺术和舞台、表现
节目和编排形式的和谐统一？不同类型的设计和相应技术设备的选用是否有
一些规律可循？如何通过想要最终实现的效果去反推，从而判断并选用最佳
设计和多媒体方案？我们将在本次 演讲中进行探讨。

卡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 洪志临
卡讯电子总经理洪志临先生已在AV领域拥有20年以上的经历，从制造、设计、研发、
行销、客户服务等，皆有专业的知识与经历，并于教育、政府机关、商业等地有丰富的
应用与销售经验。

深圳恩维传媒有限公司视觉导演 – 于迪 
于迪，新媒体视觉导演，自毕业后正式进入视觉创意行业，从创意、技术、
到整案的策划，不断尝试创新。历年来参与过的项目横跨电视综艺、发布活
动、演唱会、创意视觉秀、旅游演出、实景演出、时尚秀等领域。

教
育

企业

现场活动

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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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00件亚洲首次发布 
新产品

超过400家展商呈献的前瞻 
技术启发

超过50场高峰会议 

60家新展商首度参与展示 
创新技术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北京InfoComm 
China展会。中国是目前最大的硬
件市场，InfoComm China展会又
是所有硬件厂商、系统集成商和
解决方案提供商每年聚集的地方，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寻找市场上最新
的集成产品。展会上走到哪里总有
一些新奇的东西——像基础设施集
成、数字标牌和建筑管理系统等，
我都可以推荐给会议会场、场馆和
机场的客户使用。我还参与了好几
场有关互动技术、数字标牌和人工
智能的峰会。”

Blurr Wong，执行董事
Orange Events

“北京InfoComm China展会我来了 
四次，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
能跟不同的厂家和制造商进行交
流，了解最新的技术。这个行业技
术更新非常快，每年展会都会展示
很多最新的技术和产品，所以来参
观展会能帮助我熟悉市场上最新的
变化，以及不同品牌的产品和各方
面的集成度。客户现在也比较愿意
尝试新的技术集成应用，所以我们
集成商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才
能更好地服务客户。” 

赵学胜，技术总监 
怡东鸿图 (北京) 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InfoComm China我每一届都 
会来，因为这个展会在国内的规
模 最 大 ， 而 且 要 比 国 内 别 的 展
会 更 专 业 。 展 会 上 集 成 系 统 和
应 用 的 展 示 特 别 多 ， 我 可 以 在
一 个 展 会 上 把 所 有 最 新 技 术 都
看 完 ， 了 解 市 面 上 有 哪 些 新 技
术 产 品 ， 以 及 哪 些 创 新 的 技 术 
应用。”  

周云，总经理  
四川迅豪灯光音响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业内人士对展会有什么评价?

北 京 
InfoComm China 2019

展 会 亮 点

立即筹备您的参观之旅！

一如既往，北京InfoComm China 
2019除了将展示多元丰富的技术
设备和集成解决方案。展会同期
也呈献多个活动和交流机会。其
中包括：

亲临展会，从各个精彩节目和活动深深获益。
更多展会详情，请登陆官网：infocomm-china.com或ifcshow.com。

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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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微信

infocomm-china.com 
ifcshow.com

承办单位:主办单位: 国内主办单位:

大会指定合作媒体:

DIGITAL AUDIO VIDEO
数字音视工程网

支持单位:

• 51 CTO
• 中国通信网
• 慧聪教育装备网
• 数字展示在线
• 军桥网
• CA001中国音响第一网
• 中国投影网
• 中国安防展览网
• 中国教育装备采购网

《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

• 中国智能建筑信息网
• 新视听  
• 游乐界
• 中国军工网
• 
• 智能交通网
• ISP Audio & Light
• DS-360数字标牌网
• 音响网

• 数艺网
• 国际演艺
• 至顶网
• 慧聪广电网
• 亚洲专业视听
• 中国数字视听网
• 永泰安防网
• AI中国网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支持媒体

微信扫描二维码，快速预先登记
登记时，请输入预先登记邀请号 A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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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登记后，将会获得确认号，屆时即可免费入场参观展会。
(注意: 此邀请号只供预登记使用，并非您的预先登记确认号)

2019年7月17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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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2019年7月19日
星期五

展会开放时间

参观者登记时间

展会
时间 上午9:30 - 下午5:00 上午9:00 - 下午5:00 上午9:00 - 下午4:00

上午8:30 - 下午4:30 上午8:30 - 下午3:00

有

关

展

会

上午9:00 - 下午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