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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达音视频会议功能特点

企达音视频会议是国内少数采用Google最新研发的WebRTC技术的企业一站

式实时沟通 SaaS 云平台，它直接将语音和视频模块构建在浏览器中，通过我们

研发的企业级实时流媒体云平台，实现一个完整的企业一站式沟通协作解决方

案。通过这个云平台，你还是你的客户都无需安装任何客户端或插件，直接通过

浏览器就可以立刻进入在线沟通。

企达音视频会议私有部署可为广大企业用户提供丰富的会议功能，其中包括

音视频互动、协同功能、扩展功能、会控功能和管理功能。

类别 功能

音视频功

能
视频分屏

视频轮

循

同屏多

显
多屏多显

音视频检

测

协同功能 电子白板
白板标

注

文件上

传/下载
屏幕分享 文件共享

媒体共

享

扩展功能 点名 投票 签到 文字公聊 文字私聊

会控功能
会议模式

管理

远程会

议控制

会议室

加锁
一键静音 请出会议

解散会

议

管理功能 登录管理
权限管

理

部门管

理
用户管理 会议统计



企业音视频私有化部署专家

4

1.1 会议管理功能

（1）在线预约会议

（2）创建即时会议

（3）创建云会议室，包括公共云会议室和私有云会议室

（4）多种入会方式，会议邀请码或会议邀请链接，邮件入会

（5）支持云会议文件上传、下载及预览会议文件

（6）邮件及短信提醒

（7）多种类型：网络会议、在线培训、远程招聘

（8）公司会议执行统计，包括会前、会中和会后的统计分析

1.2 会议音视频功能

（1）支持 1080P 分辨率、高清、标清和流畅视频会议

（2）支持 48KHZ 高保真会议声音，支持回音消除，噪音抑制和音量自动增益

（3）会议室多路音频混音

（4）声音自动检测和当前演讲者显示

（5）支持多摄像头手动切换

（6）支持摄像头及麦克风打开及关闭

（7）支持 RTSP 视频流接入会议室

（8）支持 20 路视频图片流展示

（9）支持 2路，3路，4路，6路，9路视频同频显示

1.3 会议控制功能

（1）声音触发视频、轮循视频切换、翻页

（2）画中画/2 分屏/3 分屏/4 分屏/6 分屏/9 分屏/20 分屏/25 分屏

（3）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音视频及桌面录制

（4）支持主持人申请和移交

（5）支持屏幕分享及特定桌面应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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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支持电子白板、允许参会人员同时在白板书写

（7）一键会场静音，只保留主持人声音

（8）会议室锁定，防止其他人进入房间

（9）踢人、举手、会议点名、投票、签到及纪要

（10）支持云会议显示，包括 PPT、Word、Excel、PDF 和各种图片在白板上的演

示及标注

（11）支持主持人关闭或打开参会人员的摄像头及麦克风

（12）支持焦点模式

（13）支持播放视频文件

1.4 会议用户管理功能

（1）支持企业用户注册（每个企业只需要注册一个管理员账号）

（2）企业内部员工由管理员单个或批量创建、并设置员工账号权限

（3）员工账号可自行修改头像、密码及其他相关信息

（4）用户密码找回

（5）用户好友列表管理

（6）企业信息设置

（7）企业云会议入口设置及管理

（8）

1.5 网络配置

为了让不同用户都能享受到最优秀的音视频会议体验，企达音视频会议设置

了三种视频分辨率，流畅、标清和高清视频会议分辨率。用户可根据自身网络情

况选择相应的分辨率会议体验，具体参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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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图像分辨率

视频画面分辨率解析 建议帧数 单路最低带宽 单路建议带宽

320*240 30 帧 256 Kbps 256 Kbps

640*480 30 帧 512 Kbps 512 Kbps

1280*720 30 帧 1 Mbps 1 Mbps

屏幕共享应用 3帧 100 Kbps 300 Kbps

企达音视频会议系统及设备连接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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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会议室设备连接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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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达音视频会议视频会议业务报价单

感谢贵公司对企达音视频会议的信任与支持，我们将继续秉承真诚、专业、

高效的服务理念，为客户提供安全稳定，清晰流畅的视频会议服务！

根据贵公司现有设备的完全化利用和对稳定高效的视频会议需求，我们特制

定此配置清单及报价，该套系统能够完全满足贵公司的中长期远程视频会议需

求，并可极大地提高贵公司的工作效率，极大地降低贵公司的差旅成本及时间，

具体应用场景如下：

 可同时接入贵公司所有会议室，实现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实时远程视频会

议需求

 满足销售培训、业务培训、团队建设及公司年会等应用需求

 增加公司上下级沟通频率，极大地减少差旅费

 有效避免上传下达所造成的信息遗漏；下属没有理解到位,执行出现偏

差等情况

会场硬件配置清单如下：

场景 方案 图片 参数

分体式标

配

云盒终端

系统：安卓 5.1

CPU:RK3288

内存：2G

存储：16G

摄像头

分辨率：1920*1080P

接口：USB2.0

最大帧率：30FPS

对焦方式：自动对焦



企业音视频私有化部署专家

9

全向麦

全向麦克风

内置扬声器

回音抑制

分体式中

配

三倍变焦摄

像头

分辨率：1920*1080P

接口：USB2.0

最大帧率：30FPS

倍率：三倍变焦

对焦方式：手动对焦

无线全向麦

克风（5米

吸音）

蓝牙连接

全向麦克风

内置扬声器

回音抑制

云盒

系统：安卓 5.1

CPU:RK3288

内存：2G

存储：16G

分体式高

配

十二倍变焦

摄像头

分辨率：1920*1080P

接口：USB2.0

最大帧率：30FPS

倍率：十二倍变焦

对焦方式：手动对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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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全向麦

克风（8米

吸音）

全向麦克风

内置扬声器

回音抑制

滤波处理

噪音抑制

云盒

系统：安卓 5.1

CPU:RK3288

内存：2G

存储：16G

Windows一

体机套件

Windows 一

体机

（I3/I5/I7

）

有线全向麦

克风（8米

吸音）

4K 一体机 4K 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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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售后服务

3.1 售后服务体系

3.1.1 服务内容

企达音视频会议产品售后服务主要包括：产品安装、产品培训、产品升级、

技术支持及会议在线保障等工作。确保客户在使用过程中顺利进行。

3.1.2 联系方式：

全国统一售后服务电话：0571-56072702

客服 QQ 在线：3279351560

售后服务电子邮件：qd@qidainfo.com

3.2 售后培训体系

3.2.1 培训方式：

（1）远程培训

企达音视频会议专业讲师，通过远程视频会议的形式对企业人员进行远程培

训。

（2）现场培训

由企达音视频会议派遣专业讲师，到客户公司进行现场演示培训。（注：期

间产生的差旅费由客户承担）

3.2.2 培训内容：

培训项目 培训内容

设备安装 设备安装、网络环境设置

使用操作
账号注册、会议室登录、创建/参加会议、预约会议、创建云会

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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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界面介绍、功能使用说明、音量调节

管理员后台管理：新增部门、新增帐号和权限管理

维护检测

常见问题解答：声音常见问题、视频常见问题、文件共享、屏

幕共享常见问题

网络故障检测：网络测试、网络故障检查

4. 部分案例

党政、事业单位 教育、培训

濮阳党建、江西电信、镇江消协、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

互联网信息服务、电子商务 运动休闲、旅游娱乐、住宿餐饮

民安（麻城）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展

宏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楚星连锁酒店有限公司、四川怡家

酒店

建筑建材、房地产、装潢业 金融业

中建一局、常州市华江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泰州分行、农业银行景德镇分

行、中国银行盘龙支行、深圳市佰仟金

融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梧桐树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医药 其他

上海市儿童医院、山东新华医疗、湘雅

医院、康龙威康复医疗工程有限公司

三九药业集团、广东达元绿洲食品安全

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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