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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会议系统

综述

       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使全世界各行业都受到了极大冲击。传统的面对面会议在疫情影响下难以开展，远程

在线会议日益普遍，然而远程视频会议中常见的技术难题——音质不佳、视频卡顿、频频掉线、远程会议平台与本地会

议系统无法融合联动等等，极大影响了参会者的会议体验。

       

       在此特殊时期，深圳台电（TAIDEN）基于其在音视频行业耕耘二十余载的专业技术储备，利用最新的云视讯技术，

重磅推出混合型会议解决方案，深度融合本地会议与云端视频会议，有效解决了拾音距离受限、音质不佳、部署使用复

杂、兼容性不够等问题，轻松实现多终端、全平台、跨系统的互联互通，随时随地可高效开启的本地远程混合型会议，

为后疫情时期的会议通讯提供了一站式完美解决方案。

       

       深圳台电（TAIDEN）混合型会议系统可根据应用场景大小及具体使用需求，进行基于公有云或私有云服务器的部署，

为用户提供包括视频会议平台（个人电脑端/手机端）、云视讯一体化终端（小型会议室）、云视讯会议系统主机（大中

型会议室）等在内的全场景应用方案。

线上+线下   沟通零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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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会议与远程会议完美结合，轻松享受专业级会议声效

■   接入TAIDEN专业级会议系统，有效解决传统远程视频会议中拾音受限、音质不佳、回声、啸叫、 音量小等问题

  与会人员可以一人一唛，充分保证安全卫生的距离■ 

高清视频沟通，身临其境的会议享受

■   信噪比可高达100dBA的广播级音质，1080P分辨率的高清视频和内容协作，提高视频使用率

  自动适应网络带宽，无论1路还是N路视频，仅需2M带宽便可低延时高清传输与显示，轻松实现身临其境的高清远■ 

    程视频会议

本地会场+线上会场的混合型会议场景，

虚拟与实体的结合尤能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效果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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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协作，思维碰撞更高效，成果展现更直观

■   电子白板，触摸书写，流畅至极；扫码分享，会议纪要“码”上带走

  双码流1080P高清传输，支持视频及协作内容同时展现 ■ 

专业会议设备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结合，打造非同凡“响”的

全栖会议模式

私有化部署，安全放心

■   可提供私有云部署方案，让客户享有自己专属的视频会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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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国际会议的混合型方案

系统方案

公有云

或

私有云

HCS-8600KMX 会议专用千兆网交换机

1000M以太网交换机

HCS-9365

云视讯会议控制器

翻译间 1

HDMI信号

HCS-8685

全数字化64通道翻译单元

EP-960AN

HCS-8665MON

多通道视频监视器

HPA-2080B 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 

HCS-9000MA 云视讯会议系统主机

TMX-0808MX(4K高清混合矩阵主机)

HCL-2800

音柱

HCS-5300MA/80A

数字红外无线会议系统主机 

HCS-5300TD/80

数字红外收发器 

 

HCS-5300/80  数字红外无线会议单元 

显示屏

控制PC 平板手机移动端

HCS-9385

全数字远程翻译单元

远程翻译间

HCS-8668BD

无纸化多媒体会议终端

HCS-8668

HCS-8668

HCS-1082S_W/20

E-ink 电子名牌

HCS-9318

云视讯一体化终端

HCS-8600MEA2 全数字化会议系统扩展主机

HCS-8600POE 会议专用POE交换机

HCS-8600MA 全数字化会议系统主机

分会场

HCS-9316HD
高清视频会议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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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表决、同传方案

HDMI信号

显示屏

HCL-2800

音柱

HDMI信号

全向麦克风

远程会议室

HCS-9338

全数字远程会议单元

PC

远程参会代表

HCS-9385

全数字远程翻译单元

远程翻译间

PC

远程翻译间

PC

HCS-9338

全数字远程会议单元

PC

远程参会代表

HCS-8668

HCS-8668

显示屏

HCS-9385

全数字远程翻译单元

HCS-9318

云视讯一体化终端

主会场

翻译间 2 翻译间 3

HCS-9316HD
高清视频会议摄像机



配置功能

系统方案

主会场

■   远程视频会议功能，集无线投屏、远程视频、电子白板、远程协作于一体

  一键参会入会，方便快捷，自适应网络能力■ 

  HCS-9365桌面式14”云视讯会议控制器，可实现对会议的控制功能■ （如：开始会议，加入会议，设置会议室信息等）

  交互式会议控制管理功能（发言、表决）■ 

  同声传译功能，最多可实现63+1种语言的有线同声传译■ 

  高清摄像机自动跟踪功能■ 

  完美的译员间视频显示解决方案（HCS-8665MON）■ 

  无纸化会议功能（文件管理、讲稿导读、文件查看与编辑、备忘录、桌面共享、代表信息和会议日程显示、拍照等）■ 

  视频内部对话功能■ 

  E-ink电子名牌显示■ 

  多种视频服务（多通道视频点播、多通道视频广播、视频播放等）■ 

  会议服务功能（短信息、服务呼叫、随员呼叫）■ 

  （n+8）x26 音频矩阵处理器功能 (其中n为系统中开启的话筒数量)■ 

  每支话筒均可独立调节增益和均衡■ 

  专业线阵列音柱扩音，覆盖范围更广且不易啸叫■ 

  TAILINK私有云部署■ 

分会场

■   会议讨论发言功能

  摄像机自动跟踪功能■ 

  集中控制功能（话筒开关，音量调节，周边及环境设备控制），可通过网页端进行控制，支持iPad等设备■ 

  全球首创数字红外无线会议系统，保真、保密、无干扰■ 

  云视讯一体化终端远程参会功能，部署简单，可无线投屏■ 

远程参会会场

■   远程代表独立参会功能，可远程异地签到、表决、发言、收听同声传译等功能

  远程翻译员独立参会功能：翻译员在家或办公室即可提供高质量的远程翻译，专业的设备，高保真的音质■ 

    超凡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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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产品配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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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HCS-8668 无纸化多媒体会议终端 HCS-8665MON 多通道视频监视器 HCS-9365 云视讯会议控制器

HCS-8600M系列 全数字化会议系统主机 HCS-5300M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会议系统主机 HCS-8600MEA2 全数字化会议系统扩展主机

HCS-9318 云视讯一体化终端 HCS-5300TD/80 数字红外收发器 

 

HCS-1082S_W/20 E-ink 电子名牌

TMX-0808MX 4K高清混合矩阵主机

HCS-8600KMX 会议专用千兆网交换机

HCS-8600POE 会议专用POE交换机 HCS-9000M系列 云视讯会议系统主机

HCS-9338系列 全数字远程会议单元
HCS-8685 全数字化64通道翻译单元

HCS-9385 全数字远程翻译单元

HCS-5300/80系列&HCS-5381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会议单元 

HPA-2080B 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 HCL-2800 音柱 HCS-9011S系列 云视讯通信服务器

 



大中型会议的混合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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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机房

电脑端

显示屏

HCL-1200

音柱

HCS-5300系列数字红外无线会议单元 

HCS-5300M 数字红外无线会议系统主机 

1000M以太网交换机

HCS-9000MA 云视讯会议系统主机

HPA-2045 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 

HCL-1200

音柱

HCS-5300TD/80

数字红外收发器 

 

公有云
或

私有云

平板 手机移动端

远程参会代表

HCS-9338

全数字远程会议单元

PC

远程参会代表

HCS-9338

全数字远程会议单元

PC

HCS-9365

云视讯会议控制器

HCS-9010S TAILINK云视讯业务服务器

系统方案

会场一

HCS-9316HD
高清视频会议摄像机

机房

HCS-9600MAV系列

全数字混合型会议系统主机

显示屏
1000M以太网交换机

TMX-1616MX

4K高清混合插卡矩阵主机 

HPA-2045 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 

HCL-1200

音柱

HCL-1200

音柱

HCS-9365

云视讯会议控制器

HCS-4890N/80系列全数字会议单元

会场二
HCS-9316HD
高清视频会议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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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S-5300M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会议系统

主机 

HCS-9000M

云视讯会议系统主机

HPA-2045

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 

HCS-5300/80系列

HCS-5381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会议单元 

HCS-5300TD/80

数字红外收发器 

 

HCS-9365

云视讯会议控制器

HCL-1200

线阵列音柱

HCS-9600MAVL/S 

全数字混合型会议系统

主机

HCS-4890N/80系列

全数字会议单元

HCS-9338系列

全数字远程会议单元

TMX-1616MX

4K高清混合插卡矩阵

主机 

会场一&会场二

■   会议讨论发言功能

  高清摄像机自动跟踪功能■ 

  集中控制功能（话筒开关，音量调节，周边及环境设备控制），可通过网页进行控制，支持iPad等设备■ 

  全球首创数字红外无线会议系统，信号传输保真、保密、无干扰■ 

  远程视频会议功能，可一键参会入会，方便快捷，自适应网络能力，保证会议高效流畅地进行，给用户极致的体验■ 

  HCS-9365桌面式14”云视讯会议控制器，可实现会议控制功能（如：开始会议，加入会议，设置会议室信息等）■ 

  会议室扩声系统，音质自然高保真■ 

  投票表决功能，非接触式IC卡签到功能，签到信息及表决结果等可在会议单元LCD屏上显示■ 

  同声传译功能，最多可实现63+1种语言的同声传译■ 

  与会代表可以调节通道选择器，采用监听耳机可以收听多种语言，会议单元LCD/OLED显示屏可显示语种通道■ 

  可插OPS电脑的会议系统主机，无需额外接线，即可实现远程视频会议功能■ 

远程参会会场

■   远程代表独立参会功能，可远程实现签到、表决、发言、收听同声传译功能

  电脑、平板、手机应用平台参会■ 

配置功能

方案产品配置表

发言、表决方案

HCS-9316HD

高清视频会议摄像机



小型会议的混合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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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方案

部署操作简便，即插即用，随点随会

■   高度集成的HCS-9318云视讯一体化终端，集远程视频会议、远程协作、电子白板、无线投屏于一体

  连网后自动配置接入TAILINK云视频会议系统，开机即可召开多方高清云视频会议■ 

  双码流传输功能使通信画面与协作内容同时呈现，高效互动，无需频繁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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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讨论方案

HCS-9318 云视讯一体化终端

远程视频会议

无线投屏

电子白板

远程协作

打造全新会议体验



HCS-9318 云视讯一体化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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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中小型会议室及个人视频会议应用，深圳台电内置TAILINK云视讯会议功能的HCS-9318云

视讯一体化终端，集远程视频、无线投屏、电子白板、会议录制、远程协作于一体，集成1080P高性

能摄像头，12倍光学变焦，满足不同类型的视频会议场景需求。 

       

        操作界面简洁，轻松建会入会。设备联网后即可快速召开高清视频会议，可以与电脑、手机、智

能平板等云会议终端共同使用，带来方便快捷的会议体验。还可外接全向麦克风或TAIDEN台电会议

系统搭建小型会议系统应用，高效开会。

1080P高清视频会议

内置云视讯

会议功能

广角无畸变镜头

先进的聚焦技术

一体化设计

产品介绍



■   精巧设计：采用一体化紧凑型设计，内置摄像头以及多种接口，体积小，接口丰富，连线方便，安装维护简单

  优异的平台兼容性：支持用户定制开发如H.323/SIP等协议栈，可以与业界主流标准终端及MCU实现良好互通，方便■ 

    客户进行扩容或升级改造

  本地存储：支持U盘存储，存储空间可达32G■ 

  1080P全高清：采用1/2.8英寸207万高品质图像传感器，最大分辨率可达1920x1080，输出帧率高达30帧/秒■ 

  广角无畸变镜头：采用72.5°超广角、无畸变摄像机，光学变焦达到12倍，并支持10倍数字变焦■ 

  先进的聚焦技术：先进的自动聚焦算法使得镜头快速、准确、稳定地完成自动聚焦■ 

  低噪声高信噪比：低噪声CMOS有效地保证了摄像机视频的超高信噪比。采用先进的2D、3D降噪技术，进一步降低了■ 

    噪声，同时又能确保图像清晰度

  多种视频压缩标准：支持H.265/H.264视频压缩■ 

  低功耗休眠功能：支持低功耗休眠/唤醒■ 

  超级静音云台：采用高精度步进电机以及精密电机驱动控制器，确保云台运行平稳、无噪声■ 

  双码流传输：会议视频可同时传输两路码流，一路传输会议视频信号，另一路传输会场展示PPT,文档等会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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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LAN                          100/10BASE-TX

HDMI输入/输出              1路HDMI输入，1路HDMI输出

USB接口                          2路USB2.0接口，可接TAIDEN会议主机，支持外接鼠标、键盘、存储设备等

音频输入/输出                  Mini XLR线性输入输出；3.5mm线性输出

                                        HDMI接口视频格式:

                                        1080P60/50/30/25，1080I60/50，720P60/50/30/25 

视频压缩格式                   H.265、H.264

                                        12倍光学变倍

                                         f=3.9～46.8mm

                                        6.3°（窄角）

                                        72.5°（广角）

光圈系数                          F1.8 ～ F2.4

数字变倍                          X10

数字降噪                          2D&3D数字降噪

水平转动                          -110°～+110°

俯仰转动                          -30°～+30°

水平控制速度                   0.1 ～100°/秒

俯仰控制速度                   0.1～80°/秒

尺寸（长×宽×高）          226mm×150mm×164mm

重量                                 1.6kg

视角

镜头光学变倍

视频信号

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HCS-9316HD 高清视频会议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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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P高清视频会议

高清摄像跟踪

一体化设计

广角无畸变镜头

先进的聚焦技术

应用广泛

产品介绍

       HCS-9316HD高清摄像机基于先进的自动聚焦算法，采用1/2.8英寸207万像素的高品质CMOS图像

传感器，支持12倍光学变焦，具有72°小畸变宽视角。接口丰富，可通过HDMI、SDI、网络接口同时输

出视频，图像清晰逼真、亮度均匀、色彩还原度高。支持PoE供电，一条网线即可完成音视频信号传输。

打造全新会议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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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图像还原效果

  配备207万像素高品质CMOS图像传感器，最大分辨率可达1920×1080，输出帧率高达60帧/秒■ 

轻松玩转各类应用

  ■ 可对接各种视频会议软件进行中小型规模的视频通话

多达255个预置位，可连接多达16台摄像机，配合专业会议设备用于大中型会议应用，轻松实现多人摄像跟踪与混合插■   

    卡视频矩阵使用，可无缝交叉切换

应用场所多：会议、教育、医疗、政务、云视频、协同办公、多媒体融合、应急指挥、广播、司法、公安、军队等系统■   

支持多种网络协议，远程管控更方便

  支持ONVIF、GB/T28181、RTSP、RTMP、VISCA协议，支持远程升级、重启或复位■ 

多种遥控方式可选

  标配红外遥控器，支持RS232级联控制■ 

丰富的视频输出接口

  ■ 支持HDMI、SDI、LAN支持音视频同时输出；LAN接口支持POE供电、SDI支持在1080P60格式下传输达100米

低噪声 高信噪比

  ■ 低噪声CMOS有效地保证了摄像机视频的超高信噪比。采用先进的2D、3D降噪技术，进一步降低了噪声，同时又能确

    保图像清晰度

12倍光学变倍镜头

■   12倍光学变倍镜头，具有72°小畸变宽视角，可覆盖会议室和演讲厅等整个场景

产品特点

HD/SDI：1080P60/50/30/25/59.94/29.97；1080I60/50/59.94；720P60/50/30/25/59.94/29.97

SD：576i  480i

视频信号



HCS-9338系列 全数字远程会议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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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

发言 同声传译

表决

       在视频会议中，仅使用手机、平板等设备远程参会，首先音质不佳，其次对于一些重要的会议更欠缺严肃性。深圳台

电凭借多年高端会议服务经验，开发设计出此款远程会议单元，有效解决了上述问题并弥补了市面上同类产品的缺口。

       HCS-9338远程参会会议单元是供远程参会代表轻松接入混合型会议的专业会议话筒。专业级音质表现，轻松解决了

使用平板、手机时拾音与扩声效果不佳的困扰。即插即用式操作，通过USB接口连接电脑即可接入会议，与本地参会者高

效沟通互动，还支持专业会议的相关应用，包括投票表决、同声传译、代表身份识别签到等。 

       参会人员在家、办公室甚至是咖啡厅即可远程参与会议，既可解决疫情期间会议室参会人数的限制问题，也可以节省

差旅费用，避免参会人员旅途劳顿。

HCS-9338DVS

可扩展指纹识别模块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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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   精巧的台面式设计，体积小，便于携带 

通过USB线缆接入电脑，即插即用 ■   

可实现多达64(1+63)通道的同声传译功能，64通道频率响应均可达80 Hz ~ 20 kHz ■   

配置相应的软件模块可进行多种形式的投票表决 ■   

支持按键签到、IC卡签到，可扩展指纹识别模块实现指纹签到 ■   

话筒杆可以拆卸，方便设备携带和维护 ■   

内置高保真扬声器，打开话筒后自动静音，不易产生啸叫 ■   

超强抗手机干扰能力 ■   

会议单元有唯一的序列号 ■   

1个 3.5 mm的立体声耳机插口可连接耳机，且音量可调 ■   Ø 

1个Type-A型USB接口，可连接指纹签到模块■   

单节软管话筒杆，长度330 mm ■   

单元连接：Type-C型USB接口连接电脑■   



HCS-9385 全数字远程翻译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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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远程同传的基石

       针对远程参会翻译员个人专业应

用，量身打造了便于携带、内置麦克风

与扬声器的专业级全数字远程翻译单元

HCS-9385， 可 通 过 USB接 口 连 接 电

脑，轻松接入混合型会议实现高质量的

远程翻译。专业级的音质表现，轻松解

决了使用平板、手机时拾音与扩声效果

不佳的困扰，既可以节省差旅费用，也

可避免旅途劳顿。翻译员无论在家里还

是办公室，均可轻松参与国际会议。

应用更灵活

随时随地进行翻译

还原译员间环境

界面熟悉，操作灵活

使用简便

通过USB轻松连接电脑

人性化设计

听力保护与实体按键操控

无缝连接

可无缝接入各类云翻译平台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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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  广泛征集翻译台使用者（包括EU、UN等机构翻译人员及管理员）的使用要求，应远程会议需求设计而成

 可与TAILINK、ZOOM、KUDO等平台联动，进行输入输出通道调节，视频切换，接力翻译等■ 
 通过USB线缆接入电脑，即插即用■ 
 可同时进行多种语言的远程同声传译■ 
 支持48 kHz音频采样频率，频率响应均可达80 Hz~20 kHz■ 
 支持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 
 可预设3路输入语种通道，并有对应的快捷按键（1/2/3）■ 
 可预设3路译音输出通道，有对应的快捷按键（A/B/C）及指示灯■ 
 驻极体心形指向性麦克风，话筒带有开启指示灯圈，话筒杆可以拆卸，方便设备携带和维护■ 
 Mini型麦克风，内置防风罩■ 
 内置扬声器，并有音量调节旋钮，当话筒都关闭时，播放原音或译音通道语音■ 
 具有“移交”按键和移交过程指示灯，远程翻译员可与合作伙伴完美实现无缝对接，完成接力翻译■ 
 具有静音（消咳）功能，可防止不必要的声音传出■ 
 具有视频切换按键，可循环切换监视器视频源■ 
 所有按键和旋钮配置盲文，方便视弱人士使用■ 
 1个Ø 3.5 mm TRRS接口，连接头戴式耳麦，耳机音量、高/低音可调■ 
 1个Ø 3.5 mm TRS接口，连接头戴式耳机，耳机音量、高/低音可调■ 
 1个Ø 3.5 mm TRS接口，连接外部麦克风■ 
 1个Type-A型USB接口，连接USB耳麦■ 
 内置蓝牙模块，支持蓝牙耳麦接入■ 
 听力保护功能：■ 

    耳机插入时，自动识别阻抗并自动调节音量

   耳机音量达到一定值时，“Protection”指示灯亮起

 全软管话筒杆，长度330 mm■ 
 单元连接：Type-C型USB接口连接电脑■ 

专业设备提供高质量远程翻译语音

轻松开启国际会议



HCS-9000M 云视讯会议系统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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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列表

HDMI(PC)

HDMI输出

HCS-9000MA HCS-9000MB HCS-9000MC HCS-9000MD

HDMI(摄像头)

RCA输入

AVoverIP

Dante

可接云视讯会议控制器

Wifi、5G

RCA输出

4 4 2 1

1111

2 233

2 222

2 222

● ● ● ●

Wifi、5G Wifi Wifi Wifi

USB接口 6 4 4 4

●

●

产品介绍

       支持多达4路高清摄像头输入，可实现会议系统的摄像头跟踪功能，1路PC输入可远程播放PPT；与TAIDEN台电会议

系统通过一根USB线无缝连接，实现高品质音质的双向传输，也可通过模拟音频输入输出兼容其他品牌会议音频系统；

内置WIFI/5G模块轻松连接网络，实现远程视频会议功能；一个RJ45接口可实现网络连接并且具备AV over IP 功能，音

视频通过一根网线即可传输；中小型会议室也可以通过USB接口连接全向麦克风；通过TAIDEN专用8PIN接口连接云视

讯会议控制器，轻松实现远程会议系统的控制功能（呼叫入会、组织会议、预约会议等）；集成Dante接口，与更多专

业的会议设备一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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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ISO22259国际标准

 与HCS-9316HD高清视频摄像机配合使用，可实现1080P/60FPS分辨率图像的视频跟踪■ 
 支持SVC编码标准，接收端根据自身屏幕大小及网络连接情况选择合适的分辨率及传输码率，随时保持画面的流畅清晰■ 
 支持双流显示，可同时显示2路网络视频流信号■ 
  双码流传输：会议视频可同时传输两路码流，一路传输会议视频信号，另一路传输会场展示PPT,文档等会议资料■ 

 4路HDMI摄像头输入接口，可实现视频跟踪■ 
 1路HDMI PC输入接口■ 
 1路立体声RCA音频输入■ 
 USB接口用于连接外部鼠标、键盘、5G模块、TAIDEN会议系统主机■ 
 通过USB线缆与TAIDEN会议系统主机音频互联，实现本地会议功能与远程会议功能的完美结合■ 
 3路HDMI输出接口，可同时连接多个本地显示屏■ 
 1路立体声RCA音频输出■ 
 1路8P-DIN接口用于连接HCS-9365云视讯会议控制器■ 
 1个LAN接口用于连接网络，并支持AV over IP■ 
 支持Dante协议，实现与周边设备的数字化无损音质连接■ 
 具备RS-232接口，用于连接中控系统■ 
 系统电源可通过中控系统进行集中控制管理■ 
 可安装在19英寸标准机柜■ 

产品特点



HCS-9600MAVL/S 全数字混合型会议系统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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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DEN台电会议系统集成远程云视频会议系统功能，为大型本地会场引入远程参会功能。配置OPS电脑并安装

TAILINK云视讯会议平台后，无需额外接线，本地会场会议音视频信号直接接入远程会议系统，实现多方远程视讯功

能。系统部署简单，即插即用，无需其他硬件即可实现远程投屏功能。还可支持私有化部署，为有需求的用户量身定

制。

2.8"LCD显示状态和配置信息

OPS电脑安装区域

连接中控系统

实现集中控制

支持Dante协议，实现与周边

设备的数字化无损音质连接

6通道分组输出，可实现6路

独立音频输出及分组录音功能

2路会议单元输入输出

2路线路输入，2路线路输出

采用光纤或Cat.5线缆，连接扩展主机

产品介绍

HCS-9600MAVL 适用OPS

尺寸(宽×深×高 mm)：180×195×30

HCS-9600MAVS 适用OPS

尺寸(宽×深×高 mm)：180×1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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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ISO22259国际标准

TM  基于全球首创的CongressMatrix 会议矩阵技术，内置（n+8）×26音频矩阵处理器功能(n=系统中开启的话筒数量)： ■ 

    ◆ 最大支持26路音频输出及分组录音，包括：

        ● 线路输出1~2：31段图示均衡+压限器+延时器，可设置图示均衡为窄带、正常、宽带，可设置最大延时为1 s 

        ● 分组输出1~6：15段图示均衡+压限器+延时器，可设置图示均衡为窄带、正常、宽带，可设置最大延时为1 s 

        ● USB输出1~2：8段参量均衡+压限器

        ● Dante输出1~16：8段参量均衡+压限器

    ◆ 可连接多路独立的扩声系统，每路扩声系统可以得到完全独立的音频信号，每个话筒的信号可以按任意的比例输出

       到会场中的任意一路扬声器上，实现 "Mix-Minus" 功能，从而有效提高会场的传声增益而不发生啸叫

    ◆ 麦克风可以独立调节增益和均衡（5段），可针对不同的发言者声音特点调节不同的音量和频响，直至达到完美效果

    ◆ 内置2级语音增强和3级啸叫抑制功能

    ◆ 2路音频线路输入或1路音频线路输入+1路麦克风输入(+48 V幻象电源，可直接连接电容麦克风)，2路USB输入，4路

       Dante输入，可独立调节各路增益和均衡，最大可支持8路Dante输入

    ◆ 三种音频模式可设置：普通模式、远程会议模式、外部处理器模式

  基于TAIDEN独创的MCA-STREAM数字音频处理及传输技术，完全数字化的会议控制主机，与会议单元之间采用数字■ 

    传输技术

  音频信号采用专用的高性能DSP进行处理，支持48 kHz音频采样频率，64通道频响均可达30 Hz ~ 20 kHz ■ 

  具备Web页面控制功能，可通过Web页面访问会议主机，支持更详尽的主机参数设置■ 

  预留OPS电脑接口，无需额外接线实现OPS电脑接入TAILINK云视讯会议系统■ 

  内部通话功能■ 

  配合TAIDEN台电其它设备可实现多种方式的会议室合并/拆分功能■ 

  通过连接多台扩展主机，可连接：■ 

    ◆ 4096台发言或者表决单元

    ◆ 378台翻译单元（可以设置63个翻译间，每间最多6台翻译单元）

    ◆ 任意数量的通道选择器

   “环形手拉手”连接技术，一台分机的故障或更换不会影响到系统中其它分机的工作，分机间出现一处连线故障也不■ 

    会影响到系统工作，从而使系统具有更高可靠性

  完全兼容TAIDEN HCS-4800全数字会议系统，可接入HCS-4800系列会议单元使用■ 

  可实现多达64 (1+63) 通道的同声传译功能，配合通道选择器和/或红外语言分配系统，可容纳更多的听众参与会议■ 

  无需电脑和操作员，作为一套基本的会议系统，具备发言讨论、表决投票（赞成/反对/弃权）及1+63通道同声传译功能■ 

  连接电脑配合用户选购的系统控制软件，可实现多种会议管理功能，如话筒管理、多种表决形式的投票表决等■ 

  具备双机热备份功能，可将一台会议控制主机设置为备份主机并连接到系统中，当会议控制主机出现意外时，备份主机■ 

    会自动启用，保证会议无间断顺利进行

  系统中控制电脑发生故障时，会议控制主机自动切换到独立控制状态，实现基本的会议管理控制，保证会议继续进行■ 

  可与周边设备整合，实现摄像机自动跟踪、网络集中控制等功能■ 

  可安装在19英寸标准机柜 ■ 

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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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列表

USB

RJ45

HCS-9010S/10 HCS-9010S/25 HCS-9010S/50 HCS-9010S/100

HDMI(显示器)

HCS-9318

HCS-9000M

并发会议

移动端/电脑端

1

4

50 1002510

100

产品特点

HCS-9010S 云视讯业务管理主机

■  设备状态监控

 云视讯业务管理主机对添加的硬件终端进行统一管控■ 
 支持查询、添加、修改硬件终端■ 
 支持硬件终端召开会议并可邀请主机管理的任意硬件终端加入会议■ 
 支持硬件终端加入主机管理的任意硬件终端召开的会议■ 
 支持所有硬件终端同时召开视频会议并且硬件终端与移动端、windows客户端进行视频会议■ 
 支持查询云视讯业务管理主机所属的会议室、终端并发容量■ 
 1个HDMI输出口连接显示器，用于查看设备信息，进行终端管理和本机的网络设置■ 

111

4 4 4

1 111

301562

502510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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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S-9020G 融合通信服务网关

产品特点

■  用于将支持SIP协议的第三方远程视频会议系统加入到TAILINK云视讯会议系统

  用于将TAILINK云视讯会议系统加入到支持SIP协议的第三方远程视频会议系统■

  IP信息：当前网络状态查询；■

  云配置：云视讯服务器配置，包括公有云服务器配置或私有云服务器配置■

  SIP配置：配置第三方服务器地址、端口和账号信息和媒体端口■

  会议配置：将第三方会议室号于TAILINK云会议室号绑定■

  高级配置：配置HDMI输出、语言等■

  1 个HDMI输出口连接显示器，用于查看和进行上述配置■

  2×RJ45接口用于接入以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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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HCS-9011S系列云视讯通信服务器

功能列表

型号 
处理器 内存 

性能 
单会议室

最大容量

 8G 200方

300方16G

300方32G

32G

HCS-9011S/25 

HCS-9011S/50 

HCS-9011S/100 

HCS-9011S/400 

8核8线程 支持10路1080P/ 25路720P/ 200路移动端 

配置 

 16核32线程 

 双CPU，16核32线程 

 双CPU，20核40线程 

支持20路1080P/ 50路720P/ 400路移动端 

支持40路1080P/ 100路720P/ 800路移动端 

支持100路1080P/ 400路720P/ 1200路移动端

■   支持全适配并发高清终端并发接入

单个会议室最大容量200方■   

内置云视频会议资源调度系统、CloudMS，支持单机独立部署和大容量分布式组网■   

支持CloudMS资源池管理和调度■   

支持SIP中继功能，与语音及视频网关互联互通，实现音视频融合■   

与会议录播服务器组网支持会议录制■   

支持终端账号、会议室自动分配、网管分配和用户注册，支持会议室容量管理，支持终端独享会议室■   

支持企业/团队通讯录，支持企业团队共享会议室■   

支持TAIL INK移动端、PC端和HCS-9318云视讯一体化会议终端之间无缝投屏■   

支持预约会议、即时会议、主动邀请在线终端入会，支持会议统一接入号■   

支持入会密码和会控密码，支持管理员主持会议，会议组织者进行会控，支持会控权限转移■   

支持主席模式/讨论模式，支持双流■   

支持电脑屏幕共享、电脑应用窗口共享、多方批注、多方白板互动等■   

支持1/2/4/7+1/8+2/12+1/16分配模式，支持管理员拖拽调整画面布局，支持画面轮播■   

支持Web系统参数、会议参数配置、会议管理和会议控制■   

支持NAT穿越、DCC域名功能Web browsing■   

产品特点

300方



HCS-9365 云视讯会议控制器

■   通过网线连接HCS-9000M系列云视讯会议系统主机使用，

    可实现对TAIL INK远程会议系统的控制功能（如：开始会

    议、加入会议、设置会议室信息等）

精致典雅的结构设计，符合人体工程学，极具现代气息 ■   

配备14英寸1920×1080高分辨率LCD触摸屏，16:9显■   

    示比例提供更好的使用体验 

电容式触摸屏，支持多点触控，提升操作体验 ■   

USB接口用于扩展存储和系统升级，或连接外部鼠标、■   

    键盘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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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S-9102 USB传屏器（三合一）

■   支持三种接口的无线传屏，插拔式结构

整体化设计，外观时尚高档■   

除了部分HDMI 接口需要额外供电，大部分情况不需要额外供电■   

支持接口全面，TYPE-C/HDMI/USB 全覆盖，满足大多数投屏■   

    需求

1080P/60 FPS，投屏效果优，流畅不丢帧■   

支持触摸回传■   

HCS-9101 USB传屏器

■   高清无线传屏器，即插即用，免安装设置

启动时间短，插入10秒即可投屏■   

无需电脑处于管理员模式■   

通过USB接口连接电脑，即可实现高分辨率无线投影■   

Win7/10 均支持扩展屏，有效保护演讲者隐私，支持■   

    PPT 演讲者模式

操作系统为Win10或更早版本，CPU为Intel i3及以上版本时，■   

    投屏效果可达1080P/60FPS，流畅不丢帧

支持触摸回传■   



本地会场无纸化会议系统解决方案

29

解决方案

HCS-8600KMX 会议专用千兆网交换机

HDMI信号

HCS-8685

全数字化64通道翻译单元

EP-960AN

HCS-8665MON

多通道视频监视器

HPA-2080B 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 

HCS-9000MA 云视讯会议系统主机

TMX-0808MX(4K高清混合矩阵主机)

HCS-8668BD

无纸化多媒体会议终端

HCS-8668

HCS-8668

HCS-1082S_W/20

E-ink 电子名牌

HCS-8600MEA2 全数字化会议系统扩展主机

HCS-8600POE 会议专用POE交换机

HCS-8600MA 全数字化会议系统主机

HCL-2800

音柱

翻译间 1

HCS-9316HD
高清视频会议摄像机

1000M以太网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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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MI信号

显示屏

HDMI信号

HCS-8668

HCS-8668

HCL-2800

音柱

超高清无纸化体验    超稳定的系统平台

超便捷的安装管理    超经济的功能集成

翻译间 2 翻译间 3

HCS-9316HD
高清视频会议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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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会场无纸化会议系统解决方案

       2010年TAIDEN全球首创无纸化多媒体会议系统引领整个会议系统行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2016年推出的第三

代无纸化多媒体会议系统已成功应用于联合国总部、世界银行总部、亚欧首脑会议、意大利伦巴第大区政府、浙江省人

大常委会议厅、武汉国际博览中心等众多高端会议场所。无纸化多媒体会议系统的概念已在全球会议系统行业内得到广

泛认可和追随。但TAIDEN并未就此止步，2019年度又重磅推出全面升级的无纸化多媒体会议终端，外观高端大气、支

持指纹或刷卡签到、触感更出色，为用户带来更佳操作体验。

  精致典雅的高清电容式触摸屏（1920×1080），支持多点触控，提升操作体验■ 

  多合一无纸化会议功能，包括会议文件管理及查看、交互式会议控制及管理（发言、表决、同传）、视频■ 

    服务、会议服务等

  各会议终端之间，各会议终端与主机之间均采用TAIDEN独创的MCA-STREAM数字音频处理及传输技术■ 

TM  基于TAIDEN首创的多媒体会议 (mMediaCongress )操作平台，永不中毒，不受黑客攻击，安全可靠■ 

  内置800万像素摄像头，独有的视频通话功能■ 

  音质清晰，64通道频率响应均可达30 Hz ~ 20 kHz■ 

  多种会议签到方式可选：指纹签到、按键签到、刷卡签到■ 

  实体操作按键，操作触感更出色■ 

  所有按键均有盲文识别，方便视弱人士使用■ 

  会议终端有唯一的序列号，会议系统可以自动或者手动给会议终端分配ID■ 

  易于与周边设备集成,实现自动摄像跟踪、网络集中控制、报警系统信号接入等功能■ 

  支持PoE供电和DC直流供电■ 

  配置USB接口，可直接连接HCS-1082系列E-ink电子名牌■ 

产品特点

HCS-8668系列

无纸化化多媒体会议终端

HCS-8638系列

无纸化化多媒体会议终端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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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全铝结构，CNC精雕加工，设备轻便、美观、大气

  升降式结构设计，屏幕可自动供电、断电■ 

  屏幕升起后自动后仰，角度可调■ 

  麦克风可独立升降，实现完美收纳（HCS-8678A系列）■ 

  配置可插拔麦克风，话筒杆在休会期间可拆卸■ 

   （HCS-8678B系列）

  配合HCS-8678BX控制盒使用■ 

  配备15.6英寸1920×1080高分辨率LCD触摸屏■ 

  电容式触摸屏，支持多点触控，提升操作体验■ 

  无信号输入时，屏幕自动进入省电模式■ 
HCS-8678系列

无纸化化多媒体升降器

（嵌入式）

产品特点

表决同声传译发言 签到 视频 多媒体



本地会场全数字会议系统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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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X-0808MX 4K高清混合矩阵主机

Cat.5

PC HCS-4345NTK/80

HCS-5100MA/FS/08A 8通道数字红外发射主机

1000M 以太网交换机

HPA-2045 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 

HCS-8600MEA 全数字化会议系统扩展主机

HCS-4800MA 全数字化会议系统主机

HCL-1400
线阵列音柱

HCL-1400
线阵列音柱

翻译间 1

EP-960AN

HCS-5100R/F
新一代数字红外接收机

HCS-5100T/B
数字红外辐射单元

IR TRANSMITTERIR TRANSMITTER

LANGUAGE DISTRIBUTION  SYSTEMLANGUAGE DISTRIBUTION  SYSTEM

IR TRANSMITTER

LANGUAGE DISTRIBUTION  SYSTEM

HCS-5100T/B
数字红外辐射单元

IR TRANSMITTERIR TRANSMITTER

LANGUAGE DISTRIBUTION  SYSTEMLANGUAGE DISTRIBUTION  SYSTEM

IR TRANSMITTER

LANGUAGE DISTRIBUTION  SYSTEM

HCS-4890N/80
全数字会议单元

HCS-4860/80
全数字会议单元

翻译间 2

HCS-8685

全数字化64通道翻译单元

HCS-9316HD
高清视频会议摄像机

HCS-9316HD
高清视频会议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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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最新会议系统国际标准ISO22259■ 

  "环形手拉手" 连接，安装简单又实现了连接双备份功能，保证会议不间断进行■ 

  会议单元之间、会议单元与主机之间均采用TAIDEN独创的MCA-STREAM■ 

    全数字音频处理及传输技术

  支持48 kHz音频采样频率，64通道频率响应均可达30 Hz~20 kHz■ 

  可针对不同发言者的声音特点独立调节会议单元参数，直至达到完美效果■ 

  系统具有自动修复功能，支持线路的 "热插拔"■ 

  可脱离电脑作为基本的会议系统使用，实现发言讨论、投票表决及1+63■ 

    通道同声传译

  通过配置各种类型的会议设备，可满足多样化的用户需求■ 

  多样化的软件模块，极具系统前瞻性，未来可轻松扩展新功能■ 

  易于与周边设备集成，例如自动摄像跟踪、网络集中控制等■ 

  超强抗手机干扰能力■ 

  2.8'' LCD 屏显示状态和配置信息■ 

  步进式旋钮可快速选择和设置 LCD 菜单■ 

  内置音频功放模块可直接连接扩声单元 (HCS-4800MB型号)■ 

  具备Web页面控制功能，可通过Web页面访问会议主机， 实现基本会议设置■ 

  配置 micro USB 接口，可以将流媒体音频信号直接输入到HCS-4800全数字■ 

    会议系统，实现无损音频传输，如实现远程会议音频于本地音频的双向传输

  支持8支话筒同时开启■ 

产品特点

HCS-48U10CVS/80

HCS-4869S系列

HCS-4890NDVS/80 HCS-4891DVS/80 HCS-4838RDS/80 HCS-4860D/80



本地会场数字红外无线会议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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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

全功能会议单元  满足多样化应用需求

保密   保真   无干扰

解决方案

1000M以太网交换机

HCS-9000MA 云视讯会议系统主机

HPA-2045 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 

HCS-5300M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会议系统主机 

会场

显示屏

HCL-1200

音柱

HCL-1200

音柱

HCS-5300TD/80

数字红外收发器 

 

HCS-5300TWN/80

数字红外收发器

(壁挂式) 

 

HCS-9365

云视讯会议控制器HCS-5300系列 数字红外无线会议单元 

HCS-9316HD
高清视频会议摄像机



产品特点

■  全球首创数字红外无线会议系统

   （发明专利号：200710076589.3）

 独创的dirATC 数字红外音频传输及控制技术■ 
 无线会议系统，易于安装和移动■ 
 CD般的完美音质■ 
 可独立调节麦克风灵敏度及EQ■ 
 各同传通道独立录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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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列表

单元类型 发言   表决    同声传译

主席 ●

代表 ●

●

●

●

●

●

单元型号

HCS-5300C/80

HCS-5300D/80

HCS-5302D/80

HCS-5301D/80

HCS-5302C/80

  话筒   颜色

银色

炭灰色可插拔

话筒杆

代表

1+7CHs

1+7CHs

1+7CHs

代表

主席 

HCS-5381C 

HCS-5381D 

主席 

代表

●

●
炭灰色

全金属方

柱形话筒

HCS-5381RC 

HCS-5381RD 

主席 

代表

●

●

■   红外传输技术，确保会议私密性

  避免窃听和无线电干扰，无电磁辐射■ 

  功能完善（讨论、表决、1+7通道同声传译）■ 

  不受无线电频率使用限制■ 

  采用1-8 MHz传输频率，不受高频驱动光源干扰■ 

  超强抗手机干扰能力■ 

  同一建筑物内可安装任意多套红外无线会议系统■ 

HCS-5300系列 HCS-5381R系列HCS-5381系列



TAILINK云视讯在线会议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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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产品特点

    集远程视频会议、互动协作、无线投屏、会议管理与控制等功能于一体，简便易用，自动适应网络带宽，仅需2M带宽

便可低延时高清传输与显示，轻松实现身临其境的高清远程视频会议。

TAILINK云视讯会议客户端软件

 

■   多种会议召开方式：预约会议、即时会议、调取历史记录重开会议、邀请在线终端入会、呼叫未接通会场入会等，可

    使用会议统一接入号

轻松无缝投屏：无需连线，高效传输不丢帧，支持扩展屏模式 ■   

远程互动协作：支持桌面共享、窗口共享、文件共享等方式，可实现多方批注、多方白板互动，批注内容扫码轻松上■   

    传，做到及时保存、方便共享

密码保护：“入会密码+会控密码”组合加持，充分保障会议安全性，由管理员输入会控密码主持召开会议，参会代表持■   

    入会密码加入会议

企业/团队通讯录功能：从通讯录选择参会人一键邀请入会，企业团队间可共享会议室■   

双流传输：可同时展现参会者画面和共享内容如文档、视频、网页等■   

画面布局灵活多样：1/2/4/7+1/8+2/12+1/16等画面分配模式，管理员可拖拽调整画面布局，进行画面轮播■   

便捷控制：可在网页端进行系统参数调节、会议参数配置、会议管理及控制等，本地会场搭配HCS-9365云视讯会议■   

    控制器使用，高效管控会议设备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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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终端远程投屏，异地互动共享

■   无需多余硬件，随时随地轻松实现本地或异地一键无线

    投屏，手机端、电脑端、会议平板端均可远程投屏，让

    远程团队协作更高效、更便捷

  会中还可通过桌面共享功能，共享多种格式文件，实现■ 

    参会方同时批注书写

多终端全平台互联互通，应用场景多样化

■   基于已有网络，无需配备专业IT人员，便可实现会议

    室、个人电脑、移动终端等多方沟通协作，随时随地便捷开

    启高清视频会议

  外出工作、旅行，无论身在何处，通过移动端即可不受■ 

    时间、空间限制加入会议，不错过任何沟通环节

私有化部署
打造您专属的云视讯会议系统

云视讯通信服务器 HCS-9318云视讯一体化终端+

+TAILINK云视讯会议客户端软件

 



www.taiden.cn 

IB009000TD-202109CN

深圳市台电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09月版    保留修订权

荣获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AB

ISO9001: 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认证号: FM85884

产品通过欧洲电磁兼容
认证和安全认证

产品通过美国联邦
通信委员会FCC认证

符合欧盟2011 65 EU指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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