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䡠�デ
01-06经典案例&展会

A-1 无纸化多媒体会议
模块化触屏无纸化系列
11.6寸无纸化桌面会议终端  VIS-PMU-T
11.6寸无纸化桌面会议终端  VIS-PMU-TR
11.6寸无纸化桌面会议终端  VIS-PMU-F
模块化话筒扩声组件  VIS-MDSP
模块化话筒IC卡组件  VIS-MDIC
模块化投票评级组件  VIS-MVOT
模块化投票IC卡组件  VIS-MVIC
模块化扩声扬声组件  VIS-MSPK
升降式触屏无纸化系列
15.6”无纸化会议升降触摸屏  VIS-15/17/18/21LSSC
15.6”无纸化会议升降触摸屏（10”背面桌牌）  VIS-15/17/18LDSC
升降式触屏无纸化系列（同异步麦克风）
15.6”无纸化触屏升降（同升降麦克风）  VIS-15/17/18/21LSSCM
15.6”无纸化触屏升降（同升降麦克风、10”背面桌牌）  VIS-15/17LDSCM

无纸化会议服务器   VIS-Server-E
无纸化会议网络交换机  VIS-SWITCH24
内嵌功能软件模块  VIS-PMU

A-2 5GWiFi无线会议系统
5GWiFi无线会议系统主机（无线专用）	 VIS-DCP2000-W
5GWiFi无线触屏会议单元	  VIS-MAW-T
5GWiFi无线主席/代表单元（讨论）V	 IS-WDC-T/VIS-WDD-T
5GWiFi无线主席/代表单元（讨论、投票）V	 IS-WVC-T/ VIS-WVD-T
5GWiFi无线主席/代表单元（讨论、投票、IC卡）V	 IS-WVCIC-T/ VIS-WVDIC-T
5GWiFi无线加密接入点	  VIS-AP4C
无线会议单元电池充电箱	  VIS-WCH1
无线会议单元专用电池组	  VIS-WBTY1

A-3 全数字网络DSP会议系统				
CLEACON T桌面系列
全数字网络DSP会议系统主机（有线专用）	VIS-DCP2000-D
5.0”多合一触屏会议单元	  VIS-DMD-T
5G触屏会议单元（有线）V	 IS-MAU-T
全数字网络主席/代表单元（讨论）V	 IS-DCC-T/VIS-DCD-T
全数字网络主席/代表单元（讨论、投票）V	 IS-DVC-T/VIS-DVD-T
全数字网络主席/代表单元（讨论、同传）V	 IS-DIC-T/VIS-DID-T
CLEACON F嵌入系列
嵌入式纯讨论主席/代表单元	  VIS-DCC-F/VIS-DCD-F
嵌入式数字同传通道选择器（63+1通道）V	 IS-CSU-F
嵌入式投票单元带非接触式IC卡	  VIS-DVU-FS1
嵌入式投票单元	  VIS-DVU-FS2
嵌入式喇叭单元	  VIS-SPK-F
嵌入式主席/代表单元+投票+通道选择器	  VIS-FFC-F1/VIS-FFD-F1
SONICON阵列系列
全数字网络会议系统主机多协议（有线、无线）V	 IS-DCP2000-R
全数字阵列话筒主席/代表单元（讨论）V	 IS-DAC-T/VIS-DAD-T
全数字阵列话筒主席/代表单元（讨论、同传）V	 IS-ACC-T/VIS-ACD-T
嵌入式全数字阵列话筒主席/代表单元  VIS-DAC-F/VIS-DAD-F

全数字会议扩展主机	  VIS-EXM
数字会议网络分路器	  VIS-CNB
会议控制软件  CLEACON SYSTEM
内嵌功能软件模块  VIS-DMD

A-4 全数字经典会议系统				
网络经典会议系统主机（有线专用）	VIS-DCP1000
网络纯讨论主席/代表单元（触摸按键）V	 IS-DEC-T/VIS-DED-T
网络纯讨论主席/代表单元（实体按键）V	 IS-DOC-T/VIS-DO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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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数字红外IR语言分配系统				˕
数字IR红外发射主机	  VIS-VLI700A-4/8/16
数字IR红外接收机	  VIS-VLI703A-4/8/16/32
数字IR红外辐射面板	  VIS-VLI701A
全数字网络翻译单元（63+1通道）V	 IS-INT64
模拟音频扩展主机	  VIS-AD16
接收机充电存储箱	  VIS-TC50A
3.5mm头戴式耳机	  VIS-HPD
3.5mm头戴式耳机带麦	  VIS-HPI

A-6 AUDIOLINK™网络扩声系统		
模拟麦克风连接盒（多功能）	VIS-AIB
嵌入式麦克风底座	  VIS-GSK-F
界面麦克风嵌入式可隐藏（模拟XLR、兼容数字）V	 IS-BDY-F
阵列式麦克风（模拟XLR、兼容数字）V	 IS-PTA-T
会议手持麦克风（模拟XLR、兼容数字）V	 IS-HM100
全数字会议界面盒	  VIS-CIB
五通道全自动反馈抑制器	  VIS-FS100(无网口)、VIS-FS100-A
全数字音频处理器	  VIS-DSP4/8/12/16
全频线性POE音柱	  VIS-SPK2/4/6/8/12-AL

A-7 摄像自动跟踪与录播系统					
会议自动跟踪录播一体机	  VIS-CRS02/03/05
高清摄像自动跟踪主机（HDMI）	VIS-CATC-A
高清摄像自动跟踪主机（HDMI+USB）	VIS-CATC-B
会议录播高清摄像机	  VIS-CDC-S/30-S/U
会议录播高清摄像机	  VIS-CDC-4K
自动追踪高清摄像机  VIS-TCAMH
会议录播高清摄像机  VIS-HDC/HDC-10/HDC-20-C/W	
三维精准摄像机控制键盘V	 IS-CKB1

A-8 会议系统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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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M5系列无缝模块化矩阵切换器	
无缝模块化矩阵切换器  VW-VL0808
无缝模块化矩阵切换器  VW-VL1616
无缝模块化矩阵切换器  VW-VL3636
无缝模块化矩阵切换器  VW-VL7272
无缝模块化矩阵切换器  VW-VL144144
混合矩阵控制软件  VIS-M5SOFT

B-2 X9系列无缝混合矩阵LED/LCD拼接处理器	
无缝混合矩阵LED/LCD拼接处理器  VW-VW0808
无缝混合矩阵LED/LCD拼接处理器  VW-VW1616
无缝混合矩阵LED/LCD拼接处理器  VW-VW3636
无缝混合矩阵LED/LCD拼接处理器  VW-VW7272
无缝混合矩阵LED/LCD拼接处理器  VW-VW144144
高级控制卡带可视化网页控制  VIS-CON ENT5

B-3 PHD系列4K视频切换矩阵及传输器 	
HDMI高清矩阵  VIS-PHD44
HDMI高清矩阵  VIS-PHD88
HDMI高清矩阵  VIS-PHD1616
嵌墙面板倍线切换传输器	  VIS-HE20
HDBaset延长器传输（七十米接收、发送）V	 IS-HE7
HDBaset延长器传输（一百米接收、发送）V	 IS-HE10

B-4 分布式KVM坐席协作系统	
4K@60Hz分布式KVM输出节点  VIS-KS400-O
4K@60Hz分布式KVM输入节点  VIS-KS400-I
4K@30Hz分布式KVM输出节点  VIS-KS300-O
4K@30Hz分布式KVM输入节点  VIS-KS300-I
2K@60Hz高清分布式KVM输出节点  VIS-KS200-O
2K@60Hz高清分布式KVM输入节点  VIS-KS200-I
2K@60Hz高清分布式输出节点  VIS-DS200-O
2K@60Hz高清分布式输入节点  VIS-DS200-I

C-1 网络型中央控制系统	
网络型可编程中央控制主机  VIS-CTRLⅢ
网络型环境控制器（八路接口） VIS-POWER8Ⅳ
10”手持中控触控面板  VIS-TP10
10”壁挂式有线中控触控面板  VIS-WTP10
13”桌面式有线中控触控面板  VIS-T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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䡠�デ
01-06经典案例&展会

A-1 无纸化多媒体会议
模块化触屏无纸化系列
11.6寸无纸化桌面会议终端  VIS-PMU-T
11.6寸无纸化桌面会议终端  VIS-PMU-TR
11.6寸无纸化桌面会议终端  VIS-PMU-F
模块化话筒扩声组件  VIS-MDSP
模块化话筒IC卡组件  VIS-MDIC
模块化投票评级组件  VIS-MVOT
模块化投票IC卡组件  VIS-MVIC
模块化扩声扬声组件  VIS-MSPK
升降式触屏无纸化系列
15.6”无纸化会议升降触摸屏  VIS-15/17/18/21LSSC
15.6”无纸化会议升降触摸屏（10”背面桌牌）  VIS-15/17/18LDSC
升降式触屏无纸化系列（同异步麦克风）
15.6”无纸化触屏升降（同升降麦克风）  VIS-15/17/18/21LSSCM
15.6”无纸化触屏升降（同升降麦克风、10”背面桌牌）  VIS-15/17LDSCM

无纸化会议服务器   VIS-Server-E
无纸化会议网络交换机  VIS-SWITCH24
内嵌功能软件模块  VIS-PMU

A-2 5GWiFi无线会议系统
5GWiFi无线会议系统主机（无线专用）	 VIS-DCP2000-W
5GWiFi无线触屏会议单元	  VIS-MAW-T
5GWiFi无线主席/代表单元（讨论）V	 IS-WDC-T/VIS-WDD-T
5GWiFi无线主席/代表单元（讨论、投票）V	 IS-WVC-T/ VIS-WVD-T
5GWiFi无线主席/代表单元（讨论、投票、IC卡）V	 IS-WVCIC-T/ VIS-WVDIC-T
5GWiFi无线加密接入点	  VIS-AP4C
无线会议单元电池充电箱	  VIS-WCH1
无线会议单元专用电池组	  VIS-WBTY1

A-3 全数字网络DSP会议系统				
CLEACON T桌面系列
全数字网络DSP会议系统主机（有线专用）	VIS-DCP2000-D
5.0”多合一触屏会议单元	  VIS-DMD-T
5G触屏会议单元（有线）V	 IS-MAU-T
全数字网络主席/代表单元（讨论）V	 IS-DCC-T/VIS-DCD-T
全数字网络主席/代表单元（讨论、投票）V	 IS-DVC-T/VIS-DVD-T
全数字网络主席/代表单元（讨论、同传）V	 IS-DIC-T/VIS-DID-T
CLEACON F嵌入系列
嵌入式纯讨论主席/代表单元	  VIS-DCC-F/VIS-DCD-F
嵌入式数字同传通道选择器（63+1通道）V	 IS-CSU-F
嵌入式投票单元带非接触式IC卡	  VIS-DVU-FS1
嵌入式投票单元	  VIS-DVU-FS2
嵌入式喇叭单元	  VIS-SPK-F
嵌入式主席/代表单元+投票+通道选择器	  VIS-FFC-F1/VIS-FFD-F1
SONICON阵列系列
全数字网络会议系统主机多协议（有线、无线）V	 IS-DCP2000-R
全数字阵列话筒主席/代表单元（讨论）V	 IS-DAC-T/VIS-DAD-T
全数字阵列话筒主席/代表单元（讨论、同传）V	 IS-ACC-T/VIS-ACD-T
嵌入式全数字阵列话筒主席/代表单元  VIS-DAC-F/VIS-DAD-F

全数字会议扩展主机	  VIS-EXM
数字会议网络分路器	  VIS-CNB
会议控制软件  CLEACON SYSTEM
内嵌功能软件模块  VIS-DMD

A-4 全数字经典会议系统				
网络经典会议系统主机（有线专用）	VIS-DCP1000
网络纯讨论主席/代表单元（触摸按键）V	 IS-DEC-T/VIS-DED-T
网络纯讨论主席/代表单元（实体按键）V	 IS-DOC-T/VIS-DO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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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数字红外IR语言分配系统				˕
数字IR红外发射主机	  VIS-VLI700A-4/8/16
数字IR红外接收机	  VIS-VLI703A-4/8/16/32
数字IR红外辐射面板	  VIS-VLI701A
全数字网络翻译单元（63+1通道）V	 IS-INT64
模拟音频扩展主机	  VIS-AD16
接收机充电存储箱	  VIS-TC50A
3.5mm头戴式耳机	  VIS-HPD
3.5mm头戴式耳机带麦	  VIS-HPI

A-6 AUDIOLINK™网络扩声系统		
模拟麦克风连接盒（多功能）	VIS-AIB
嵌入式麦克风底座	  VIS-GSK-F
界面麦克风嵌入式可隐藏（模拟XLR、兼容数字）V	 IS-BDY-F
阵列式麦克风（模拟XLR、兼容数字）V	 IS-PTA-T
会议手持麦克风（模拟XLR、兼容数字）V	 IS-HM100
全数字会议界面盒	  VIS-CIB
五通道全自动反馈抑制器	  VIS-FS100(无网口)、VIS-FS100-A
全数字音频处理器	  VIS-DSP4/8/12/16
全频线性POE音柱	  VIS-SPK2/4/6/8/12-AL

A-7 摄像自动跟踪与录播系统					
会议自动跟踪录播一体机	  VIS-CRS02/03/05
高清摄像自动跟踪主机（HDMI）	VIS-CATC-A
高清摄像自动跟踪主机（HDMI+USB）	VIS-CATC-B
会议录播高清摄像机	  VIS-CDC-S/30-S/U
会议录播高清摄像机	  VIS-CDC-4K
自动追踪高清摄像机  VIS-TCAMH
会议录播高清摄像机  VIS-HDC/HDC-10/HDC-20-C/W	
三维精准摄像机控制键盘V	 IS-CKB1

A-8 会议系统配件	

43

43

43

41-46

47-52

44

44

45

45

45

49

49

50

49

50

50

51

51

51

55

55

55

56

56

57

57

59-60

53-58

56

27

27

27

28

28

28

29

29

30

31

32

37-40

35

31

39

39

39

30

B-1 M5系列无缝模块化矩阵切换器	
无缝模块化矩阵切换器  VW-VL0808
无缝模块化矩阵切换器  VW-VL1616
无缝模块化矩阵切换器  VW-VL3636
无缝模块化矩阵切换器  VW-VL7272
无缝模块化矩阵切换器  VW-VL144144
混合矩阵控制软件  VIS-M5SOFT

B-2 X9系列无缝混合矩阵LED/LCD拼接处理器	
无缝混合矩阵LED/LCD拼接处理器  VW-VW0808
无缝混合矩阵LED/LCD拼接处理器  VW-VW1616
无缝混合矩阵LED/LCD拼接处理器  VW-VW3636
无缝混合矩阵LED/LCD拼接处理器  VW-VW7272
无缝混合矩阵LED/LCD拼接处理器  VW-VW144144
高级控制卡带可视化网页控制  VIS-CON ENT5

B-3 PHD系列4K视频切换矩阵及传输器 	
HDMI高清矩阵  VIS-PHD44
HDMI高清矩阵  VIS-PHD88
HDMI高清矩阵  VIS-PHD1616
嵌墙面板倍线切换传输器	  VIS-HE20
HDBaset延长器传输（七十米接收、发送）V	 IS-HE7
HDBaset延长器传输（一百米接收、发送）V	 IS-HE10

B-4 分布式KVM坐席协作系统	
4K@60Hz分布式KVM输出节点  VIS-KS400-O
4K@60Hz分布式KVM输入节点  VIS-KS400-I
4K@30Hz分布式KVM输出节点  VIS-KS300-O
4K@30Hz分布式KVM输入节点  VIS-KS300-I
2K@60Hz高清分布式KVM输出节点  VIS-KS200-O
2K@60Hz高清分布式KVM输入节点  VIS-KS200-I
2K@60Hz高清分布式输出节点  VIS-DS200-O
2K@60Hz高清分布式输入节点  VIS-DS200-I

C-1 网络型中央控制系统	
网络型可编程中央控制主机  VIS-CTRLⅢ
网络型环境控制器（八路接口） VIS-POWER8Ⅳ
10”手持中控触控面板  VIS-TP10
10”壁挂式有线中控触控面板  VIS-WTP10
13”桌面式有线中控触控面板  VIS-T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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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杜马会议

经典案例

01 02

堪察加半岛德俄论坛

研究机构

西班牙会议 联邦会议俄罗斯管理部门 美国住房管理局 迪拜大学

市政局 越南怀德 科威特大学 科威特公共工程部

经典案例



俄罗斯杜马会议

经典案例

01 02

堪察加半岛德俄论坛

研究机构

西班牙会议 联邦会议俄罗斯管理部门 美国住房管理局 迪拜大学

市政局 越南怀德 科威特大学 科威特公共工程部

经典案例



03 0

中非论坛合作峰会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一带一路合作论坛 湖北公安 中国电信 南京中医药大学

黄埔海关世界500强企业沈阳仙桃国际机场亚信峰会 人民日报 天河公安

经典案例 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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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论坛合作峰会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一带一路合作论坛 湖北公安 中国电信 南京中医药大学

黄埔海关世界500强企业沈阳仙桃国际机场亚信峰会 人民日报 天河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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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引荐展示 欧洲全城巡展意大利引荐展示2018 广州国际专业灯光音响展览会

2019欧洲ISE视听展2019北京Infocomm视听展2020北京Infocomm视听展2021北京Infocomm视听展 2020欧洲ISE视听展2021欧洲ISE视听展

2020 广州国际专业灯光音响展览会2021 广州国际专业灯光音响展览会

展会 展会



0 0

法国引荐展示 欧洲全城巡展意大利引荐展示2018 广州国际专业灯光音响展览会

2019欧洲ISE视听展2019北京Infocomm视听展2020北京Infocomm视听展2021北京Infocomm视听展 2020欧洲ISE视听展2021欧洲ISE视听展

2020 广州国际专业灯光音响展览会2021 广州国际专业灯光音响展览会

展会 展会



07 08

A1

政府部门 中大型企业
教育工程

应用场景

无纸化多媒体会议系统
用线缆共通未来，建造环保无纸会议，全球都在使用的快
速Web标准的开发协议，自研调用技术让会议资料展示更
为快速，延迟低、增加安全保障。

VISSONIC议朗无纸化会议是一款采用网络互通的多媒体会
议设备，可取代繁杂的传统纸质会议，为用户提供更为智
能，高效、环保、的使用体验。

使用模块化装卸设计，为用户带来功能更多更智能的无纸
会议体验，采用手拉手网络链接结构，即使任意席位出现
突发故障均不影响会议的正常运作。

会议不是匆匆忙忙，会议是有"备"而来，全新模块化装卸设
计，可将会议场景 大化，装配多用户模块，可多人共同
使用设备。

VIS-PMU 让会议更高效、环保！

会议预约 智能签到 议程查看 表决/投票 会议服务 会议保存

会前灵活预约，会中引导和辅助，会后总结导出
许多企业与政企会议非常注重会议的信息安全与参会体
验，采用VSCON-Giga传输协议可将所有资料进行加密传
输，文档不泄露，提供会后一键清理功能，让文档仅存在
会议现场！

传统无纸化少有的手拉手网络环状结构将为使用者提供硬
件安全，"双备份供电"可让设备免于线缆故障而导致地突发
事件，双重保障为会议保驾护航！

会前、会中、会后管理系统，用户前后台采用图形化操作
逻辑界面,无需培训也可快速上手!

使用者可根据会议场景选择对应模块，如"发言与NFC签到"场景
选择对应的发言模块，需要"多人共用与NFC签到"场景中进行模
块更换即可，模块将持续开发，用户在后续使用过程可自行购
买模块组件进行替换。

模块化设计（功能可升级）

全高清电容式触摸屏，为用户提供显示、交互、等一系列操作
指令，配备心形指向鹅颈麦克风与隐藏式阵列麦克风拾音更
强，还支持与Audio Link音频协议进行互联管控，常用功能：
投票表决、铭牌显示、全局同屏、同声传译、会议白板、会议
引导、资料保存、NFC签到、文档批注、修改、演示与茶水申请
等多种实用功能，让会议不仅停留于讨论。

功能齐全，操作更简单

会议可保密、有"备"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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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MDSP
模块化话筒扩声组件

VIS-MDIC
模块化话筒IC卡组件

VIS-MVOT
模块化投票评级组件

09 10

模块化触屏无纸化系列

VIS-PMU-T
11.6寸无纸化桌面式会议终端

11.6英寸高清电容式触屏；
模块化设计结构，模块可进行组合；
桌面立置使用形态，可自由装卸模块；
双63+1同声传译与投票评级可两人共用；
USB接口可用于更新固件与链接电子铭牌；
底部背部隐藏式布线，桌面整洁符合施工需求；
通过认证的RFID卡身份认证，签到，讨论，投票。

在线升级模块结构 桌面立置 鹅颈咪杆 自由装卸 在线升级模块结构 桌面立置 阵列拾音 自由装卸

VIS-PMU-TR
11.6寸无纸化阵列式话筒终端

11.6英寸高清电容式触屏；
模块化设计结构，模块可进行组合；
桌面立置使用形态，可自由装卸模块；
双63+1同声传译与投票评级可两人共用；
USB接口可用于更新固件与链接电子铭牌；
内置16颗远距离咪芯，无需外接模块即可发言；
通过认证的RFID卡身份认证，签到，讨论，投票。

11.6英寸高清电容式触屏；
模块化设计结构，模块可进行组合；
嵌入式安装使用，嵌入会议桌固定形态；
双63+1同声传译与投票评级可两人共用；
USB接口可用于更新固件与链接电子铭牌；
底部背部隐藏式布线，桌面整洁符合施工需求；
通过认证的RFID卡身份认证，签到，讨论，投票。

VIS-PMU-F
11.6寸无纸化嵌入式会议终端

拥抱智能，享受无纸会议新体验
桌面式设计，快速部署，更快捷；
环形手拉手，会议更可靠。

模块化触屏无纸化系列

在线升级模块结构 嵌入安装 鹅颈咪杆 自由装卸

可移除式咪杆；
内置高保真扬声器；
采用撞针式卡扣链接；
正面柔光LED发言指示灯；
全金属格栅式结构保护扬声器；
硬件功能模块可全数字信号传输；
配合VIS-PMU实现发言与扩声功能。

可移除式咪杆；
RFID卡身份认证；
采用撞针式卡扣链接；
正面柔光LED发言指示灯；
图文标识引导使用者完成签到；
硬件功能模块可全数字信号传输；
配合VIS-PMU实现发言和IC卡签到功能。

三个投票或评级按钮；
阻尼式触觉实体按键；
采用撞针式卡扣链接；
正面柔光LED引导指示灯；
LED闪烁引导使用者完成投票；
硬件功能模块可全数字信号传输；
配合VIS-PMU实现按键投票或按键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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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MVIC
模块化投票IC卡组件

VIS-MSPK
模块化扩声扬声组件

11

VIS-15/17/18/21LDSC
15.6”无纸化会议升降触摸屏（10”背面桌牌）

VIS-15/17/18/21LSSC
15.6”无纸化会议升降触摸屏

RFID卡身份认证；
三个投票或评级按钮；
采用撞针式卡扣链接；
正面柔光LED引导指示灯；
图文标识引导使用者完成签到；
硬件功能模块可全数字信号传输；
配合VIS-PMU实现按键投票IC卡签到功能。

高保真扬声器；
采用撞针式卡扣链接；
全金属格栅式结构保护扬声器；
热拔插设计解决突发扩声故障；
独特的声学优化，音频还原准确；
硬件功能模块可全数字信号传输；
配合VIS-PMU实现本地扩声与远距扬声功能。

升降式触屏无纸化系列

IPS 触摸升降显示屏1080P；
可调节的显示亮度，色彩等参数；
升降屏支持HDMI/VGA信号同时输入；
升降屏面板按钮带HDMI与VGA切换功能；
升降屏上升时自动10°仰角，下降时自动关闭显示；
射频遥控统一控制，RS485/RS232可集中或分组控制；
面板带USB3.0接口，五种按钮控制升，降、停、前、后。

IPS 触摸升降显示屏1080P；
10.1寸背面显示铭牌信息；
可调节的显示亮度，色彩等参数；
升降屏支持HDMI/VGA信号同时输入；
升降屏面板按钮带HDMI与VGA切换功能；
升降屏上升时自动10°仰角，下降时自动关闭显示；
面板带USB3.0接口，五种按钮控制升，降、停、前、后。

模块化触屏无纸化系列

遥控升降智能升降 超薄显示 信号输入 高清显示 遥控升降智能升降 电子铭牌 信号输入 高清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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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SWITCH24
无纸化会议网络交换机

VIS-Server-E
无纸化会议服务器

13

VIS-15/17/18/21LSSCM
15.6”无纸化触屏升降（同升降麦克风）

VIS-15/17/18/21LDSCM
15.6”无纸化触屏升降（同升降麦克风、10”背面桌牌）

遥控升降智能升降 升降麦克 信号输入 高清显示 遥控升降智能升降 升降麦克 信号输入 电子铭牌

IPS 触摸升降显示屏1080P；
独立升降麦克风，支持网线链接；
可调节的显示亮度，色彩等参数；
升降屏支持HDMI/VGA信号同时输入；
升降屏面板按钮带HDMI与VGA切换功能；
升降屏上升时自动10°仰角，下降时自动关闭显示；
面板带USB3.0接口，五种按钮控制升，降、停、前、后。

IPS 触摸升降显示屏1080P；
10.1寸背面显示铭牌信息；
独立升降麦克风，支持网线链接；
可调节的显示亮度，色彩等参数；
升降屏支持HDMI/VGA信号同时输入与切换；
升降屏上升时自动10°仰角，下降时自动关闭显示；
面板带USB3.0接口，五种按钮控制升，降、停、前、后。

会议管理工控平台 性能强悍 板卡扩展 兼容三方

2U高强度金属机箱；
可抗6KV 强电磁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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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I5-4460 内存：8GB DDR3 硬盘：128G固态；
接口：1*VGA 1*HDMI 1*RJ45 USB*4 COM*6 SD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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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投票或评级按钮；
可实现2、3、5键投票或表决；
适用于固件升级功能；
应用触屏无纸化的投票软件模块。

同声传译通道选择器；
用户界面实现两组同传按钮；
适用于固件升级功能；
应用触屏无纸化的同传软件模块。

识别多用户身份；
配合设备实现两组发言按钮；
适用于固件升级功能；
应用触屏无纸化的用户识别模块。

NFC签到或身份认证；
实体加密卡非接触式认证；
适用于固件升级功能；
应用触屏无纸化的IC卡软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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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PIND
NFC识别软件模块（无纸化）

VIS-PLGE
双64通道选择器软件模块（无纸化）

VIS-PDUL
双用户软件模块（无纸化）

2 323
4

432VIS-PVOT
投票表决软件模块（无纸化）

1

4

对比传统无纸化设备，我们推荐用户尝试新型桌面式无纸化，便携式设计可让使用者地会议桌更简洁大方且不破坏原会议桌结构，仅需一个两公分的线缆孔位
就能完成桌面的供电与数据传输环境，且拥有手拉手环状网络结构对会议使用场景做多重保障，便携也将拓展使用者会议场景
它适用于“公检法、报告厅、会议室...”等多种会议场合，彰显高效风范！

便携触屏，快速安装

使用VSCON-Giga传输将支持与Audio Link协议互通，使用者可在中控、iPad、电脑、上位机软件或嵌墙面板等多种设备控制无纸化设备的
话筒音量、均衡、升降等多维度的智能控制，全功能USB接口支持接入“电子墨水屏、键盘、鼠标”以及系统固件升级，
内置双耳机接口及高保真音频扬声器无需外接即可实现音频扩声与音频拾音。
智慧高效选择，电子会议能更好地提升会议效率与体验！

兼容拓展

质感：全金属机身配以细磨砂处理工艺，高端大气底部隐藏式出线；
感观：高分辨率LCD触屏，多色LED状态指示灯与亮度调整；
触感：多点电容触摸屏支持多种手势操作响应更为迅速；

尺寸可选、电容触摸、多点触摸、金属机身、
同声传译、投票选择、电子白板、屏幕同步、
文档浏览、茶水申请、群组消息、摄像跟踪、
发言列表、实体按键、会议议程、会前管理、
会中管理、会后记录等。

特色功能

VIS-CDC
高清摄像机

台式电脑

高清显示器

VIS-DCP2000-W
5G WiFi无线会议系统主机

VIS-PMU-T
11.6寸无纸化桌面式会议终端

VIS-MDSP
模块化话筒扩声组件

VIS-MDIC
模块化话筒IC卡组件

VIS-MVOT
模块化投票评级组件

VIS-MVIC
模块化投票IC卡组件

VIS-MSPK
模块化扩声扬声组件

VIS-PMU  内嵌功能软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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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WiFi无线会议系统

6大发言模式，适合各种会议需求

开放模式 声控模式 先进先出模式 申请模式 按住模式 全开模式

区别于普通无线会议的高效加密数字无线会议产品，采用
5Ghz无线高效传输协议，将会议音频数字化、辅以多种技
术手段对会议信号进行加密传输。

搭载Audio Link™ 音频协议可对系统内所有音频设备进行
集中管控，多台会议设备在线时可组成小型会议同传模
式，进行数字无线同声传译服务。

会议信号可使用有线或无线回程进行覆盖漫游，范围场地
随心而定，单元最大待载量支持5200席会议单元，可向下
兼容Dante及模拟音频设备。

无线会议致力于高效会议场景，因此系统内集成百余项会
议特有功能，将不可能成为现实，现在您的会议不再受场
地等环境限制，轻松部署让您会议场景随心而定！

使用5G WiFi无线会议系统可轻松部署2～4096席单元，单
个信号站点（VIS-AP4C）轻松覆盖中小型会议室
（10㎡～200㎡），单元可在多个信号站点内进行漫游连
接始终保持在稳定状态！

会议形式多样，为此系统内置多达6-7种发言模式、四种投
票表决方式、USB录音监听、两台及以上设备时还支持小
型无线同传功能,扩展您的设备使用场景！

传递关键清晰的声音给所有的与会者,简单人性化界面让所
有首次使用者,无需培训即可快速上手!

5G WiFi无线会议抗干扰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在技术上做了唯一
认证，它的认证手段包含（隐藏式SSID）只基于本地管理的过
滤（IEEE MAC）地址 ，它将陌生设备的连接拦截在外从而保障
无线会议的稳定性。

唯一认证技术

当进行扩充会议时无线接入点及设备将启动KRV技术进行连接，
因此5G WiFi无线会议单元将比其他无线设备地进行搜索扫描如
“带有无线功能的采访设备、无线采访麦克风、无线监视器
等”，实测使用设备开机到连接成功都将在300毫秒内进行全部
操作，且无线站点将实时检测设备信号，让设备始终处于信号
强、复杂度低的信号通道及热点。

Mesh组网技术（高鲁棒性理论）

在脱离电脑的使用时，VISSONIC议朗 会议系统仍能实现：同时开启的代表发言单元(数量为1/2/4/6/8台)，全开模式下最大支持32台有线麦克风开启。

5G5G

政府部门 中大型企业
教育工程

应用场景

17 18

A2

会议高效、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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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DCP2000-W
5G WiFi无线会议系统主机

同时支持有线会议和无线会议；
一根CAT5e网线传输64路音频及各类信息；
接入扩展主机，会议单元可扩展至5200台；
全数字信号传输与处理向下兼容Dante模块；
音频分区实现一台主机多会议室分离输出与设置；
USB录音与监听，支持会议摄像跟踪功能；
16段均衡EQ，手拉手环路网络连接，主机双备份。

主机级联 录音监听 摄像跟踪 数字输入 数字输出

DSP处理音频分区 快捷设置 均衡调节 加密处理

VIS-MAW-T
5G WiFi无线触屏会议单元

4.3英寸电容式触屏；
软件设定主席或代表或VIP与双代表；
支持5G WIFI与有线网络双通道通信；
可更换电池与底座与POE传输三种形式供电；
可移除式咪杆支持数字与模拟输出、双耳机接口；
可选择无线或有线输出，不打断发言切换输出；
内置RFID卡身份认证，签到或软签到、投票讨论。

可移除式咪杆、内置高保真喇叭、双耳机接口；
可拆卸电池组，满电可连续发言24小时；
单元带Linein接口，独立EQ与音量调节；
支持AGC技术，未正对话筒时自动调整适宜输出；
OLED显示屏，显示发言状态及时间；
支持软签到，会议讨论；
主席单元：同意或否决代表单元的发言请求。

VIS-WDC-T/VIS-WDD-T
5G WiFi无线主席/代表单元（讨论）

无线部署，简约高效的会议体验
采用5G频段，信号稳定，抗干扰；
无压缩传输，音质更完美。

VIS-WVC-T/VIS-WVD-T
5G WiFi无线主席/代表单元（讨论、投票)

支持多种形式的投票与表决，显示票数与结果；
可移除式咪杆、内置高保真喇叭、双耳机接口；
可拆卸电池组，满电可连续发言24小时；
单元带Linein接口，独立EQ与音量调节；
支持AGC技术，未正对话筒时自动调整适宜输出；
支持软签到、投票、讨论；
主席单元：同意或否决代表单元的发言请求。

VIS-WVCIC-T/VIS-WVDIC-T
5G WiFi无线主席/代表单元（讨论、投票、IC卡）

支持多种形式的投票与表决，显示票数与结果；
可移除式咪杆、内置高保真喇叭、双耳机接口；
可拆卸电池组，满电可连续发言24小时；
单元带Linein接口，独立EQ与音量调节；
支持AGC技术，未正对话筒时自动调整适宜输出；
支持RFID卡身份认证，签到或软签到、投票讨论；
主席单元：同意或否决代表单元的发言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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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单元 代表单元 代表单元

主席单元 主席单元 主席单元

无损音频

电容触屏 投票表决 数字同传 时钟显示 茶水申请

双模输出 电量管理 蓝牙连接 NFC认证 无损音频

会议讨论 同意否决 触摸按键 触摸签到 信号显示

时间日期 可拆电池 茶水申请

投票表决 无线同传 触摸按键 触摸签到 信号显示

时间日期 可拆电池 茶水申请 无损音频

投票表决 无线同传 触摸按键 触摸签到 RFID卡

时间日期 可拆电池 茶水申请 无损音频信号显示



VIS-DCP20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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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数字信号传输与处理向下兼容Dante模块；
音频分区实现一台主机多会议室分离输出与设置；
USB录音与监听，支持会议摄像跟踪功能；
16段均衡EQ，手拉手环路网络连接，主机双备份。

主机级联 录音监听 摄像跟踪 数字输入 数字输出

DSP处理音频分区 快捷设置 均衡调节 加密处理

VIS-MAW-T
5G WiFi无线触屏会议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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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软签到，会议讨论；
主席单元：同意或否决代表单元的发言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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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P4C
5G WiFi无线加密接入点

Mesh有线或无线回程,实现多个会议AP漫游;
单个设备覆盖范围半径25m（10㎡～200㎡）;
两种安装方式（壁挂、吸顶）实现最佳接收效果; 
唯一认证技术防止窃听和未经授权的访问。

锂电芯 续航时间长超长寿命充电快 双色状态灯电箱级连

VIS-WCH1
无线会议单元电池充电箱

3小时内完成空电到满电；
8个电池同时充电；
充电箱级连；
双色LED状态指示灯显示充电状态。

无线的概念已遍及各个领域，或许您寻找的不是“无线”而是一种“便捷与省心”，没有线缆束缚且可以无限扩充的会议设备，信号发射与接收处理仅需一根线缆即可实现，
不再需要再购置大量会议主机来实现扩展，也无需再逐个会议室设置与调试，通过局域网即可进行调试与检测设备，通过音频分区来实现多会议室共用主机处理音频信号！

灵活部署

与传统会议系统不同的是VISSONIC议朗会议系统搭载Audio Link通信协议，该协议可与网络型中控达成控制、亦可使用RS232/485
串口与摄像头进行会议联动摄像、向下兼容会议设备如Dante话筒与数字调音台，配置音频盒
可兼容第三方模拟音频设备的输入与输出，每一次扩展都将迎来设备的“新生”。
设备仍有价值，通过此协议可充分利用设备来实现电子环保！

兼容拓展

AFC：反馈抑制-在极端环境下设备正对话筒音频不产生啸叫反应；
AEC：回声消除-自适应滤波与零延时处理让回音销声匿迹；
ANC：噪声消除-自动识别噪声发射相反底噪实现抵消；

会议发言、投票表决、茶水申请、申请发言、
时间显示、同声传译、摄像跟踪、数字输入、
数字输出、触摸按键、无线扩展、有线扩展、
音频分区、信号漫游、网络管控、会议录音、
节能显示、指定发言等。

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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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WBTY1
无线会议单元专用电池组

4900mAh容量，高效锂电芯，航空运输标准;
內置微处理器控制快充与涓流充电，安全与稳定。

VIS-WVC-T
5G WiFi无线讨论投票主席单元

VIS-WVD-T
5G WiFi无线讨论投票代表单元

VIS-AP4C
5G WiFi无线加密接入点

VIS-CATC-A
高清摄像自动跟踪主机

VIS-CDC
高清摄像机

VIS-SPK2-AL
全频线性POE音柱

DVD

功放

台式电脑

高清显示器

3

VIS-DCP2000-W
5G WiFi无线会议系统主机1

VIS-MAW-T
5G WiFi无线触屏会议单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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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5e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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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32

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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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加密有线回程 无线回程 MAC过滤 隐藏S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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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数字网络DSP会议系统

6大发言模式，适合各种会议需求

开放模式 声控模式 先进先出模式 申请模式 按住模式 全开模式

多元化的产品设计与交互逻辑，为使用者带来最简化且易
用的操作体验，提供更多智能操作的同时且不损失音频音
质的"全数字网络DSP会议系统"。

我们一直在追求一个产品形态，但产品蓝海并无标准答
案，为此我们研发多元化产品线，在多元化的产品设计中
匹配，最适合使用者的会议产品。

基于有线全数字打造的桌面式，嵌入多种独特的音频处理
技术，支持AGC、ANC、AFC自动反馈抑制可使用户的扩
声达到更大音量而不会触发啸叫。

智能化会议已逐渐形成趋势，该系统可实现网络管理、预
约，而不需要繁杂的设置，从而节省更多的宝贵时间。智
能会议首选 VISSONIC议朗全数字网络DSP会议系统！

在脱离电脑的使用时，VISSONIC会议系统也能够实现：可以设置同时开启的代表发言单元(数量为1/2/4/6台)，全开模式下最大支持32台有线麦克风开启。

政府部门 中大型企业
教育工程

应用场景

23 24

A3

传统会议话筒功能单一操作体验不佳，触屏化会议提供全
新会议触控体验，现在使用者可从会议单元屏幕中查看议
程，发言或人员列表，后续升级单元固件屏幕也可用于会
前铭牌展示！

"扁平化"图标配合引导界面，令您初上手就能了解各个功
能及作用，降低使用者的学习成本，也能更好地让与会者
在会议的过程操作与使用，而非仅用于发言！

单元还搭载会议特有功能，如"茶水申请、议题查看、屏幕
亮度、时间显示"等会议实用功能！

当前会议最高连接保障技术手段，支持环形手拉手、星形、混
合型三种连接方式为用户提供数据与供电保障，任意单元出现
故障均不影响其余设备的正常运行，至此衍生出会议用议朗，
会议更可靠！

连接稳定技术（网络手拉手中继传输）

在拾音领域较为优秀的还有"阵列式会议话筒"，由17颗高灵敏的
拾音咪头组成，拾音距离半径80-150cm拾音角度约∠160°具
有超强的拾音效果，配备AFC反馈抑制技术可在开启发言时仍可
进行本地扩声而不产生啸叫反应，"嵌入式会议话筒"可提供多元
化的组合搭配如喇叭，发言、投票、同传，供用户自由组合，
连接简单适用于各种会议场景。

多元化设计，总有一款适合你

触屏化、功能全且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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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简单适用于各种会议场景。

多元化设计，总有一款适合你

触屏化、功能全且易懂



VIS-DCP2000-D
全数字网络DSP会议系统主机（有线专用）

仅支持有线会议可级联无线主机；
一根CAT5e网线传输64路音频及各类信息；
接入扩展主机，会议单元可扩展至5200台；
全数字信号传输与处理向下兼容Dante模块；
音频分区实现一台主机多会议室分离输出与设置；
USB录音与监听，支持会议摄像跟踪功能；
16段均衡EQ，手拉手环路网络连接，主机双备份。

主机级联 录音监听 摄像跟踪 数字输入 数字输出

DSP处理音频分区 快捷设置 均衡调节 加密处理

电容触屏 投票表决 数字同传 时钟显示 茶水申请

无损音频双模输出 均衡调节 蓝牙连接 NFC认证

VIS-DMD-T
5.0"多合一触屏会议单元

5.0英寸电容式触屏；
通过软件设定为主席或代表单元；
显示发言列表、申请与计时或定时发言；
双用户模式，划分两个用户使用一个单元；
NFC模块-同传模块-双用户模块-蓝牙模块；
可移除式咪杆支持数字与模拟输出、双耳机接口；
支持RFID卡身份认证，签到或软签到、投票讨论。

VIS-MAU-T
5G触屏会议单元（有线）

多样设计，总有一款正合你心意
斜三角设计，多样安装，更稳固；
环形手拉手，会议更可靠。

VIS-DCC-T/VIS-DCD-T
全数字网络主席/代表单元（讨论）

OLED显示屏，显示发言状态及时间；
可移除式咪杆、内置高保真喇叭、双耳机接口；
单元带Linein接口，独立EQ与音量调节；
支持AGC技术，未正对话筒时自动调整适宜输出；
支持AFC技术，拾音距离远仍可进行本地扩声；
支持软签到，会议讨论。
主席单元：同意或否决代表单元的发言请求。

触摸按键 触摸签到 状态显示

环形连接 无损音频 申请发言 内置扩声时间日期

会议讨论 同意否决

25 26

电容触屏 投票表决 数字同传 时钟显示 茶水申请

无损音频 均衡调节 蓝牙连接 NFC认证

4.3英寸电容式触屏；
软件设定主席或代表或VIP与双代表；
 发言列表显示，发言人信息显示；
支持盲文定位发言开关按钮；
可移除式咪杆支持数字与模拟输出、双耳机接口；
可选择无线或有线输出，不打断发言切换输出；
内置RFID卡身份认证，签到或软签到、投票讨论。

代表单元

主席单元

数字同传 触摸签到 状态显示

环形连接 无损音频 申请发言 内置扩声时间日期

会议讨论 同意否决

VIS-DIC-T/VIS-DID-T
全数字网络主席/代表单元（讨论、同传）

OLED显示屏，显示发言状态及时间；
可移除式咪杆、内置高保真喇叭、双耳机接口；
支持AGC技术，未正对话筒自动调整适宜输出；
支持AFC技术，拾音距离远仍可进行本地扩声；
同声传译支持64路通道，显示语种及通道；
支持软签到，会议讨论；

。主席单元：同意或否决代表单元的发言请求

代表单元

主席单元

VIS-DVC-T/VIS-DVD-T
全数字网络主席/代表单元（讨论、投票）

OLED显示屏，显示发言状态及时间；
可移除式咪杆、内置高保真喇叭、双耳机接口；
支持AGC技术，未正对话筒时自动调整适宜输出；
支持AFC技术，拾音距离远仍可进行本地扩声；
同声传译支持64路通道，显示语种及通道；
支持软签到、投票、讨论；

。主席单元：同意或否决代表单元的发言请求

数字同传 触摸签到 状态显示

环形连接 无损音频 申请发言 内置扩声时间日期

会议讨论 投票表决

代表单元

主席单元



VIS-DCP2000-D
全数字网络DSP会议系统主机（有线专用）

仅支持有线会议可级联无线主机；
一根CAT5e网线传输64路音频及各类信息；
接入扩展主机，会议单元可扩展至5200台；
全数字信号传输与处理向下兼容Dante模块；
音频分区实现一台主机多会议室分离输出与设置；
USB录音与监听，支持会议摄像跟踪功能；
16段均衡EQ，手拉手环路网络连接，主机双备份。

主机级联 录音监听 摄像跟踪 数字输入 数字输出

DSP处理音频分区 快捷设置 均衡调节 加密处理

电容触屏 投票表决 数字同传 时钟显示 茶水申请

无损音频双模输出 均衡调节 蓝牙连接 NFC认证

VIS-DMD-T
5.0"多合一触屏会议单元

5.0英寸电容式触屏；
通过软件设定为主席或代表单元；
显示发言列表、申请与计时或定时发言；
双用户模式，划分两个用户使用一个单元；
NFC模块-同传模块-双用户模块-蓝牙模块；
可移除式咪杆支持数字与模拟输出、双耳机接口；
支持RFID卡身份认证，签到或软签到、投票讨论。

VIS-MAU-T
5G触屏会议单元（有线）

多样设计，总有一款正合你心意
斜三角设计，多样安装，更稳固；
环形手拉手，会议更可靠。

VIS-DCC-T/VIS-DCD-T
全数字网络主席/代表单元（讨论）

OLED显示屏，显示发言状态及时间；
可移除式咪杆、内置高保真喇叭、双耳机接口；
单元带Linein接口，独立EQ与音量调节；
支持AGC技术，未正对话筒时自动调整适宜输出；
支持AFC技术，拾音距离远仍可进行本地扩声；
支持软签到，会议讨论。
主席单元：同意或否决代表单元的发言请求。

触摸按键 触摸签到 状态显示

环形连接 无损音频 申请发言 内置扩声时间日期

会议讨论 同意否决

25 26

电容触屏 投票表决 数字同传 时钟显示 茶水申请

无损音频 均衡调节 蓝牙连接 NFC认证

4.3英寸电容式触屏；
软件设定主席或代表或VIP与双代表；
 发言列表显示，发言人信息显示；
支持盲文定位发言开关按钮；
可移除式咪杆支持数字与模拟输出、双耳机接口；
可选择无线或有线输出，不打断发言切换输出；
内置RFID卡身份认证，签到或软签到、投票讨论。

代表单元

主席单元

数字同传 触摸签到 状态显示

环形连接 无损音频 申请发言 内置扩声时间日期

会议讨论 同意否决

VIS-DIC-T/VIS-DID-T
全数字网络主席/代表单元（讨论、同传）

OLED显示屏，显示发言状态及时间；
可移除式咪杆、内置高保真喇叭、双耳机接口；
支持AGC技术，未正对话筒自动调整适宜输出；
支持AFC技术，拾音距离远仍可进行本地扩声；
同声传译支持64路通道，显示语种及通道；
支持软签到，会议讨论；

。主席单元：同意或否决代表单元的发言请求

代表单元

主席单元

VIS-DVC-T/VIS-DVD-T
全数字网络主席/代表单元（讨论、投票）

OLED显示屏，显示发言状态及时间；
可移除式咪杆、内置高保真喇叭、双耳机接口；
支持AGC技术，未正对话筒时自动调整适宜输出；
支持AFC技术，拾音距离远仍可进行本地扩声；
同声传译支持64路通道，显示语种及通道；
支持软签到、投票、讨论；

。主席单元：同意或否决代表单元的发言请求

数字同传 触摸签到 状态显示

环形连接 无损音频 申请发言 内置扩声时间日期

会议讨论 投票表决

代表单元

主席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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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卡多样扩展 投票表决 接入系统嵌入设计

VIS-DVU-FS1
嵌入式投票单元带非接触式IC卡

支持即插即用；
五个投票或评级按钮；
全触摸按钮带指示灯；
内置IC卡签到或按键签到；
最大支持3000个投票单元；
支持自动检测，查看设备状态；
支持嵌入式模块共同使用，组成讨论或同传系统。

VIS-CSU-F
嵌入式数字同传通道选择器（63+1通道）

自动适应并显示当前应用的通道；
可独立使用用作单独同传通道选择；
系统单元热插拔功能，自动恢复功能；
最多可容纳64个语言通道（包括原音通道）；
支持嵌入式模块共同使用，组成讨论或投票系统；
通道均支持48kHz音频采样，30Hz～20kHz频率响应。

环形连接多样扩展 通道选择 接入系统嵌入设计

VIS-DCC-F/VIS-DCD-F
全数字嵌入式讨论主席/代表单元

可移除式咪杆， 接口；3.5mm
触摸式发言按键，不产生噪音；
可独立使用用作简单发言单元；
系统单元热插拔功能，自动恢复功能; 
主席单元带优先权，申请，应答三个按钮; 
支持嵌入式模块共同使用，组成投票或同传；

。主席单元：同意或否决代表单元的发言请求

嵌入设计 会议讨论 同意否决 接入系统 环形连接

代表单元

主席单元

VIS-FFC-F1/VIS-FFD-F1
嵌入式主席/代表单元+投票+通道选择器

阻尼式触觉实体按键；
内置IC卡签到或按键签到；
可移除式咪杆，3.5mm接口；
内置高保真喇叭，声音清晰且还原度高；
最多可容纳64个语言通道（包括原音通道）；
无损技术48K音频采样，20Hz～20KHz响应频率；

。主席单元：同意或否决代表单元的发言请求

触摸按键 投票表决 同意否决 同声传译 RFID卡

茶水申请

代表单元

主席单元

VIS-DVU-FS2
嵌入式投票单元

支持按键签到；
支持即插即用；
五个投票或评级按钮；
全触摸按钮带指示灯；
最大支持3000个投票单元；
支持自动检测，查看设备状态；
支持嵌入式模块共同使用，组成讨论或同传系统。

VIS-SPK-F
嵌入式喇叭单元

全铝合金机身，配金属网罩；
高保真喇叭单元，声音清晰且还原度高；
需与VIS-DCC-F/VIS-DCD-F搭配使用；
可在0℃～50℃温度下工作，不损失细节音质。

RFID卡多样扩展 投票表决 接入系统嵌入设计 环形连接多样扩展 金属网罩 接入系统嵌入设计



27 2

RFID卡多样扩展 投票表决 接入系统嵌入设计

VIS-DVU-FS1
嵌入式投票单元带非接触式IC卡

支持即插即用；
五个投票或评级按钮；
全触摸按钮带指示灯；
内置IC卡签到或按键签到；
最大支持3000个投票单元；
支持自动检测，查看设备状态；
支持嵌入式模块共同使用，组成讨论或同传系统。

VIS-CSU-F
嵌入式数字同传通道选择器（63+1通道）

自动适应并显示当前应用的通道；
可独立使用用作单独同传通道选择；
系统单元热插拔功能，自动恢复功能；
最多可容纳64个语言通道（包括原音通道）；
支持嵌入式模块共同使用，组成讨论或投票系统；
通道均支持48kHz音频采样，30Hz～20kHz频率响应。

环形连接多样扩展 通道选择 接入系统嵌入设计

VIS-DCC-F/VIS-DCD-F
全数字嵌入式讨论主席/代表单元

可移除式咪杆， 接口；3.5mm
触摸式发言按键，不产生噪音；
可独立使用用作简单发言单元；
系统单元热插拔功能，自动恢复功能; 
主席单元带优先权，申请，应答三个按钮; 
支持嵌入式模块共同使用，组成投票或同传；

。主席单元：同意或否决代表单元的发言请求

嵌入设计 会议讨论 同意否决 接入系统 环形连接

代表单元

主席单元

VIS-FFC-F1/VIS-FFD-F1
嵌入式主席/代表单元+投票+通道选择器

阻尼式触觉实体按键；
内置IC卡签到或按键签到；
可移除式咪杆，3.5mm接口；
内置高保真喇叭，声音清晰且还原度高；
最多可容纳64个语言通道（包括原音通道）；
无损技术48K音频采样，20Hz～20KHz响应频率；

。主席单元：同意或否决代表单元的发言请求

触摸按键 投票表决 同意否决 同声传译 RFID卡

茶水申请

代表单元

主席单元

VIS-DVU-FS2
嵌入式投票单元

支持按键签到；
支持即插即用；
五个投票或评级按钮；
全触摸按钮带指示灯；
最大支持3000个投票单元；
支持自动检测，查看设备状态；
支持嵌入式模块共同使用，组成讨论或同传系统。

VIS-SPK-F
嵌入式喇叭单元

全铝合金机身，配金属网罩；
高保真喇叭单元，声音清晰且还原度高；
需与VIS-DCC-F/VIS-DCD-F搭配使用；
可在0℃～50℃温度下工作，不损失细节音质。

RFID卡多样扩展 投票表决 接入系统嵌入设计 环形连接多样扩展 金属网罩 接入系统嵌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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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DCP2000-R
全数字网络会议系统主机多协议（有线、无线）

同时支持有线会议和无线会议；
一根CAT5e网线传输64路音频及各类信息；
接入扩展主机，会议单元可扩展至5200台；
全数字信号传输与处理向下兼容Dante模块；
音频分区实现一台主机多会议室分离输出与设置；
USB录音与监听，支持会议摄像跟踪功能；
16段均衡EQ，手拉手环路网络连接，主机双备份。

VIS-ACC-T/VIS-ACD-T
全数字阵列话筒主席/代表单元（讨论、同传）

TMARRA-Tech 阵列麦克风技术；
拾音距离不低于80cm，范围∠160°。
触摸式发言按键，开关话筒不产生噪音；
同声传译支持64路通道，显示语种及通道；
单元可后部或底部出线，保持桌面整洁；
无损技术48K音频采样，20Hz～20KHz响应频率；

。主席单元：同意或否决代表单元的发言请求

主机级联 录音监听 摄像跟踪 数字输入 数字输出

DSP处理音频分区 快捷设置 均衡调节 加密处理

金属机身 触摸按键 超广拾音 同声传译 状态显示

环形连接会议讨论 同意否决 手势识别 接入系统

VIS-DAC-T/VIS-DAD-T
全数字阵列话筒主席/代表单元（讨论）

全铝合金机身，配金属网罩；
TMARRA-Tech 阵列麦克风技术；

拾音距离不低于80cm，范围∠160°。
触摸式发言按键，开关话筒不产生噪音；
单元可后部或底部出线，保持桌面整洁；
无损技术48K音频采样，20Hz～20KHz响应频率；

。主席单元：同意或否决代表单元的发言请求

金属机身 触摸按键 超广拾音 同意否决 状态显示

环形连接会议讨论 同意否决 手势识别 接入系统

VIS-DAC-F/VIS-DAD-F
嵌入式全数字阵列话筒主席/代表单元

嵌入式升降支持暂停、上升、下降；
TMARRA-Tech 阵列麦克风技术；

拾音距离不低于80cm，范围∠160°。
触摸式发言按键，开关话筒不产生噪音；
单元可后部或底部出线，保持桌面整洁；
无损技术48K音频采样，20Hz～20KHz响应频率；

。主席单元：同意或否决代表单元的发言请求

金属机身 触摸按键 超广拾音 嵌入设计 状态显示

环形连接会议讨论 同意否决 手势识别 接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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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DCP2000-R
全数字网络会议系统主机多协议（有线、无线）

同时支持有线会议和无线会议；
一根CAT5e网线传输64路音频及各类信息；
接入扩展主机，会议单元可扩展至5200台；
全数字信号传输与处理向下兼容Dante模块；
音频分区实现一台主机多会议室分离输出与设置；
USB录音与监听，支持会议摄像跟踪功能；
16段均衡EQ，手拉手环路网络连接，主机双备份。

VIS-ACC-T/VIS-ACD-T
全数字阵列话筒主席/代表单元（讨论、同传）

TMARRA-Tech 阵列麦克风技术；
拾音距离不低于80cm，范围∠160°。
触摸式发言按键，开关话筒不产生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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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CLEACON SETUP
会议基本设置软件模块

VIS-CLEACON MIC
会议话筒控制软件模块

VIS-CLEACON VOTE
会议投票管理软件模块

31 32

VIS-EXM
全数字会议扩展主机

最大输出150W；
单台可扩展120个会议单元；
扩展4通道连接主席或代表单元；
采用专用电源,实现无风扇噪音；
扩展主机之间的级联距离最高为100米；
支持连接4个DANTE音箱或Audio Link音响；
环形级联可实现扩展主机为中心星形结构连接。

数据供电 信号延伸 一分四路 星型连接 环形连接

VIS-CNB
数字会议网络分路器

支持环形与星型拓扑连接；
长距离布线信号传输，用作信号延伸；
连接单元仅需一根线可完成供电与数据传输；
实现分路器级连，每个分路器一分2支路功能；
当作无源小型网络交换机时可连接3个加密无
线接入点（VIS-AP4C）。

数据供电 信号延伸 一分两路 星型连接 环形连接

更周详的会议管理专属软件模块；
在软件内实现会场设计，绘图后更易于管理；
会议管理对用户与现场议题与主题进行设置；
系统检测各单元在线情况与掉线情况及ID号；
对无线单元进行信号强度及电池电量进行监测。

更周详的话筒控制专属软件模块；
对用户的席位及话筒进行编排设置；
可对现场临时用户进行姓名与话筒ID设置；
在线监控所有话筒状态，可实时控制话筒开关；
更快捷的信息录入，可实现Excel文档导入与导出。

更周详的投票控制专属软件模块；
区别于只在单元内显示的投票结果；
可实现投影或大屏实时查看投票百分比；
在会议未开始先展示签到情况，随后展示投票结果；
更快捷的信息录入，可实现Excel文档导入与导出。

CLEACON SYSTEM   ₌崠乭偑㔙⎨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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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CLEACON IC
会议IC卡管理软件模块

VIS-CLEACON SERVICE
会议服务管理软件模块

VIS-CLEACON BACKUP
双主机热备份软件模块

VIS-CLEACON INTERP
同声传译管理软件模块

VIS-CLEACON RECORD
通道语音录制软件模块

33 34

更周详的IC卡控制专属软件模块；
适用于实体IC卡签到服务或座位认证；
可实现一键发卡，录入详细人员信息与座位；
支持录入与读取IC卡信息、挂失或清除IC卡信息；
更快捷的信息录入，可实现Excel文档导入与导出。

更周详的服务查看专属软件模块；
可通过软件端或后台查看与会者请求；
在后台查看与会者的请求内容如茶水、纸笔；
弹窗式通知展示与会者请求，快速响应用户需求；
更快捷的信息录入，可实现Excel文档导入与导出。

更周详的主机备份设置软件模块；
可实现两台主机串联使用设置为主副机；
默认仅主控工作，副机待机对系统进行监测；
监测到故障无缝接管主控机工作，保障会议正常；
更快捷的信息录入，可实现Excel文档导入与导出。

更周详的同传通道管理软件模块；
已分区域的同传设备进行批量设置通道；
可软件设定通道选择器或接收机的接收语言；
通过软件对译员间的译员机设备进行设置与管理；
所有设备都在软件掌控范围内，避免用户误触故障。

更快捷的通道录音管理软件模块；
区别整合录制，可进行单通道录制；
支持分别录制64路译员语音、64路发言语音；
对所有录制音频可进行最高音质的无损音质保存；
可在软件内对录音文件进行管理、回放、修改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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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LVOTE
投票表决软件模块

VIS-LIDEN
NFC识别软件模块

VIS-HLBLTH
蓝牙助听模块

35

主机到会议单元仅需一根线缆，通电即可完成所有部署工作，新设备无需复杂设置仅需接线即可"自动纳入"系统并正常使用，即使脱离软件也可实现"音量大小、发言模式、
EQ均衡、DSP、音频分区、噪声控制"等多种功能，"VISSONIC议朗"懂你现场安装与调试的繁杂步骤，为此设备在出厂时即是插电即可用状态，高效就该"即插即用"！

极简连接，轻松部署

主机背部配备丰富接口，使用莲花接口可接入音频信号源作为背景广播，卡侬头可接入多种音频源输出至功放
设备，凤凰接口提供多个音频分区接口，可实现多个会议室共用一台会议主机将设备硬件利用"最大化"！
使用Audio Link接口可接入有源音响或音柱，无需额外音频线缆与供电，即可实现音频扩声。
非凡体验 从选择"CLASSIC-D经典会议系统"开始！

兼容拓展

CAT5e网线

HDMI

SDI

RS-232

音频

36

高清显示器19

台式电脑18

功放17

VIS-DCP2000-D
全数字网络DSP会议系统主机1

VIS-DMD-T
5.0"多合一触摸屏会议单元2

VIS-MAU-T
5G触屏会议单元（有线）3

VIS-DVC-T
全数字网络讨论投票主席单元4

VIS-DVD-T
全数字网络讨论投票代表单元5

VIS-FFC-F1
嵌入式投票通道选择主席单元6

VIS-FFD-F1
嵌入式投票通道选择代表单元7

VIS-DCC-F
全数字嵌入式讨论主席单元8

VIS-DVU-FS1
嵌入式投票单元带IC卡9

VIS-CSU-F
嵌入式数字同传64通道选择器10

VIS-SPK-F
嵌入式喇叭单元11

VIS-EXM
全数字会议扩展主机12

VIS-CATC-A
高清摄像自动跟踪主机13

VIS-CDC
高清摄像机14

VIS-SPK2-AL
全频线性POE音柱15

DVD16

触屏：绚丽电容式触屏展现更多会议信息，当今智能会议首选设备；
阵列：超强拾音不再纠结角度，拾音距离远仍可进行本地扩声；
嵌入：模块化设计自主选择功能降低建设成本；

会议讨论、金属机身、弧形面板、计时发言、
声控发言、自由发言、申请发言、摄像跟踪、
音频分区、背景广播、噪声消除、EQ 均衡、
实体按键、触摸按键、桌面安装、嵌入安装、
环形连接、会议录音等。

特色功能

NFC签到或身份认证；
实体加密卡非接触式认证；
适用于固件升级功能；
适用触屏会议的识别模块。

可连接助听设备；
设置内开启蓝牙连接助听设备；
适用于固件升级功能；
适合触屏会议的蓝牙模块。

五个投票或评级按钮；
可实现2、3、5键投票或评级；
适用于固件升级功能；
适用触屏会议的投票模块。

VIS-LLGE
双64通道选择器软件模块

一台单元内实现双选择器；
选择器内可选择64种语言通道；
适用于固件升级功能；
适合触屏会议的同传模块。

VIS-DMD  内嵌功能软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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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数字经典会议系统

6大发言模式，适合各种会议需求

开放模式 声控模式 先进先出模式 申请模式 按住模式 全开模式

全数字经典会议系统，简约的外观设计风格为会议室增添
气质，数十位设计师精心打磨的纯讨论会议产品，让使用
者更专注于会中的讨论交流。

外观是此系列产品的一大亮点，采用2.5D弧面玻璃与磨砂
铝合金机身结合，简洁又不失优雅适应各种"轻会议、重讨
论"等小中大型会议场景。

手拉手网络连接结构为用户带来多重安全保障，独创的
Audio Link™ 音频协议为用户带来多重加密传输保障，只
为确保会议的隐私性与稳定性。

会议不是简单地声音分贝提高，使用议朗会议系统更为优
雅"从容"应对一切会议讨论，配备触摸与实体按键的操控设
计。

会议设备典范之选 VISSONIC议朗 经典数字会议系统！

传统会议话筒固定安装方式让其与会议桌格格不入，不如
试试"CLASSIC-D经典会议系统"它拥有多种形态的安装方
式与部署，"倾斜式三角"底座结构使其支持嵌入式安装与桌
面放置！

"轻会议"也能实现多会议场景，仅两个按钮就能实现"先进
先出、申请发言、计时发言、自由发言、声控发言"等多种
发言模式，让您的会议也能随心而定！

侧面"无极波轮"可调整每台会议单元的收音音量，内嵌式高
保真扬声器可实现本体自主扩声！

当前会议最高连接保障技术手段，支持环形手拉手、星形、混
合型三种连接方式为用户提供数据与供电保障，任意单元出现
故障均不影响其余设备的正常运行，以此衍生出会议用议朗，
会议更可靠！

连接稳定技术（网络手拉手中继传输）

使用Audio Link音频协议可让您的设备无限扩展，您可以添加
同协议设备并入一个系统对其进行"统一管理"，它可以是话筒、
音响、音频处理器、中控、乃至模拟协议的音频设备，您可以
使用我们的音频盒子对其进行互联，以此来达到融入系统并进
行管控，至此您的管理将变得更为轻松、高效、便捷，让旧设
备焕发"新生命"。

Audio Link 让您 如虎"添"翼

在脱离电脑的使用时，VISSONIC议朗 会议系统仍能实现：同时开启的代表发言单元(数量为1/2/4/6/8台)，全开模式下最大支持32台有线麦克风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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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协议设备并入一个系统对其进行"统一管理"，它可以是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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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我们的音频盒子对其进行互联，以此来达到融入系统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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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DCP1000
网络经典会议系统主机

独创Audio Link全数字信号传输与处理；
一根CAT5e网线传输64路音频及各类信息；
接入扩展主机，会议单元可扩展至5200台；
支持单元热拔插功能，发言状态自动恢复；
多种接口支持外部音频信号输入及输出；
USB录音与监听，支持会议摄像跟踪功能；
8段均衡EQ，手拉手环路网络连接，主机双备份。

主机级联 录音监听 摄像跟踪 数字输入 数字输出

音频分区 快捷设置 均衡调节 加密处理 DSP处理

VIS-DOC-T/VIS-DOD-T
网络纯讨论主席/代表单元（实体按键）

双安装模式，支持桌面式及嵌入式安装；
阻尼式静音发言按键，开关话筒不产生噪音；
环状手拉手结构，单元故障不影响正常工作；
可移除式咪杆，内置高保真喇叭、耳机接口；
无损技术48K音频采样，20Hz～20KHz响应频率；
支持RFID卡身份认证，签到或软签到、讨论（可选）；
主席单元：同意或否决代表单元的发言请求。

弧形亚克力面板，独立麦克风EQ均衡调节；
触摸式发言按键，开关话筒不产生噪音；
环状手拉手结构，单元故障不影响正常工作；
可移除式咪杆，内置高保真喇叭、耳机接口；
无损音频技术48K音频采样，20Hz～20KHz响应频率；
支持RFID卡身份认证，签到或软签到、讨论（可选）。
主席单元：同意或否决代表单元的发言请求。

VIS-DEC-T/VIS-DED-T
网络纯讨论主席/代表单元（触摸按键）

匠心制造，轻松会议享受高品质
斜三角设计，多样安装，更稳固；
环形手拉手，会议更可靠。

3

会议讨论 触摸按键 环形连接 状态显示会议讨论 触摸按键 环形连接 状态显示

主机到会议单元仅需一根线缆，通电即可完成所有部署工作，新设备无需复杂设置仅需接线即可"自动纳入"系统并正常使用，即使脱离软件也可实现"音量大小、发言模式、
EQ均衡、DSP、音频分区、噪声控制"等多种功能，"VISSONIC议朗"懂你现场安装与调试的繁杂步骤，为此设备在出厂时即是插电即可用状态，高效就该"即插即用"！

极简连接 轻松部署

主机背部配备丰富接口，使用莲花接口您可以接入音源作为您的背景广播，输出与输入卡侬头可接入多种音源或输出至功放设备，凤凰接口
提供多个音频分区接口，使其实现多个会议室共用一台会议主机将设备硬件利用"最大化"！
在Audio Link接口您可以接入有源音响或音柱无需额外供电即可实现音频扩声与多种设备连接。
非凡体验 从选择"CLASSIC-D经典会议系统"开始！

兼容拓展

正面：弧形2.5D面板典雅大气，顶部配备会议专用高保真双扬声器；
侧面：配备两组3.5mm耳机接口，可做当前会议的拾音与输出；
背面：双CAT5e接口为供电数据提供双重保障；

会议讨论、金属机身、弧形面板、计时发言、
声控发言、自由发言、申请发言、摄像跟踪、
音频分区、背景广播、噪声消除、EQ 均衡、
实体按键、触摸按键、桌面安装、嵌入安装、
环形连接、会议录音等。

特色功能

VIS-DOD-T
网络纯讨论代表单元 (实体按键)

VIS-DEC-T
网络纯讨论主席单元 (触摸按键)

VIS-DED-T
网络纯讨论代表单元 (触摸按键)

VIS-CATC-A
高清摄像自动跟踪主机

VIS-CDC
高清摄像机

VIS-SPK2-AL
全频线性POE音柱

DVD

功放

台式电脑

高清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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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DCP1000
网络经典会议系统主机

独创Audio Link全数字信号传输与处理；
一根CAT5e网线传输64路音频及各类信息；
接入扩展主机，会议单元可扩展至5200台；
支持单元热拔插功能，发言状态自动恢复；
多种接口支持外部音频信号输入及输出；
USB录音与监听，支持会议摄像跟踪功能；
8段均衡EQ，手拉手环路网络连接，主机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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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RFID卡身份认证，签到或软签到、讨论（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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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双CAT5e接口为供电数据提供双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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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红外IR语言分配系统

在多语言会议中帮助参会者理解内容
系统把母语的语音传到参会者手里的接收器和耳机里，由于采用红外线
作为媒介，利用了光的直射和漫反射原理实现场地的信号覆盖，
参会者可以自由的走动，不影响收听。

没有什么比自由演讲来得更舒适，相比有线话筒少了动作
束缚，在现场可进行移动式地自由演讲，是"红外IR数字语
言分配系统"特有优势。

信号覆盖广可有效覆盖半径76米范围180度±25°，不受灯
光及电磁波信号干扰而影响数据传输，系统支持最大
63+1语言通道的同声传译。

接收机采用双佩戴设计领夹式与佩戴式稳固不易脱落，适
用于各种新闻发布会、报告厅、演讲现场、剧院、教堂、
会议室等应用场景。

红外传输被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具有"低延时、响应快、
抗相邻网络干扰"等特点，现技术已应用于议朗全数字同传
随"光"而动 VISSONIC议朗 红外IR数字语言分配系统 ！

系统采用DQPSK数字调制/解调技术，IEC 61603-7-2003 
数字传输标准打造高品质红外加密与解码，对比以往您能
获得更快的语音传输与语言翻译传输，这很重要！

采自真实用户反馈：这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虽然它看上
去并不奇幻，但它的响应速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毫秒级"的翻
译体验，解决了大会翻译的苦恼！

对比那些智能AI翻译，我会更信赖同声传译它不是没有感
情的输出机器，它将带有语气与感情！避免硬件接口浪费，研发制造出适应级联的主机形态，降低建

设同传系统的部署门槛，让用户也能享受低延时、低功耗、高
品质的红外同传系统，单台主机支持16路通道可级联至32路有
线+16路无线同传通道！

硬件扩展

光传输、高音质
得益于数字网络传输，同传收发速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使
用者在进行发言时，译员机可在3ms内收到使用者发言内容。
发言期间译员可实时进行翻译或整合翻译，与会者将同步收到
翻译内容，低延迟拉近沟通，让使用者始终处于交流状态，带
来更好的参会体验！切换语言通道同样响应迅速，"切换无需等
待"即使误触也可快速更换。

数字同传 响应快如闪电

一个翻译间内的两种必要模式：互锁和覆盖 --- 通道互锁功能允许随时激活通道上的一个麦克风，确保语言通道的唯一性。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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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红外IR语言分配系统

在多语言会议中帮助参会者理解内容
系统把母语的语音传到参会者手里的接收器和耳机里，由于采用红外线
作为媒介，利用了光的直射和漫反射原理实现场地的信号覆盖，
参会者可以自由的走动，不影响收听。

没有什么比自由演讲来得更舒适，相比有线话筒少了动作
束缚，在现场可进行移动式地自由演讲，是"红外IR数字语
言分配系统"特有优势。

信号覆盖广可有效覆盖半径76米范围180度±25°，不受灯
光及电磁波信号干扰而影响数据传输，系统支持最大
63+1语言通道的同声传译。

接收机采用双佩戴设计领夹式与佩戴式稳固不易脱落，适
用于各种新闻发布会、报告厅、演讲现场、剧院、教堂、
会议室等应用场景。

红外传输被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具有"低延时、响应快、
抗相邻网络干扰"等特点，现技术已应用于议朗全数字同传
随"光"而动 VISSONIC议朗 红外IR数字语言分配系统 ！

系统采用DQPSK数字调制/解调技术，IEC 61603-7-2003 
数字传输标准打造高品质红外加密与解码，对比以往您能
获得更快的语音传输与语言翻译传输，这很重要！

采自真实用户反馈：这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虽然它看上
去并不奇幻，但它的响应速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毫秒级"的翻
译体验，解决了大会翻译的苦恼！

对比那些智能AI翻译，我会更信赖同声传译它不是没有感
情的输出机器，它将带有语气与感情！避免硬件接口浪费，研发制造出适应级联的主机形态，降低建

设同传系统的部署门槛，让用户也能享受低延时、低功耗、高
品质的红外同传系统，单台主机支持16路通道可级联至32路有
线+16路无线同传通道！

硬件扩展

光传输、高音质
得益于数字网络传输，同传收发速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使
用者在进行发言时，译员机可在3ms内收到使用者发言内容。
发言期间译员可实时进行翻译或整合翻译，与会者将同步收到
翻译内容，低延迟拉近沟通，让使用者始终处于交流状态，带
来更好的参会体验！切换语言通道同样响应迅速，"切换无需等
待"即使误触也可快速更换。

数字同传 响应快如闪电

一个翻译间内的两种必要模式：互锁和覆盖 --- 通道互锁功能允许随时激活通道上的一个麦克风，确保语言通道的唯一性。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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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VLI700A-4/8/16
数字IR红外发射主机

符合IEC 61603-7和IEC 60914；
符合最新国家标准GB 50524-2010；
兼容第三方IEC 61603-7红外同传系统；
支持DQPSK数字调制与解调技术；
单台主机可分配4、8或16个音频通道；
支持显示屏及指示灯查看系统及辐射面板状态；
支持消除多频段的高频照明系统干扰。

主机级联 兼容三方 数字解调 状态显示 通道扩展

背景广播功率可调 网络控制 通用电源 自动识别 信号级联 覆盖扩展 功率可调 自动检测 延迟补偿 模拟输入 模拟输出 数字输出 监听查看 状态显示

VIS-VLI701A
数字IR红外辐射面板

最大辐射范围可达76米；
辐射范围可达180°角度±25°;
支持系统自动校正的电缆延迟补偿；
半功率/全功率可通过开关选择工作模式；
支持手拉手形式连接更多的数字辐射面板；
不受光照影响，即使白天也可用于会议室；
辐射面板温度过高时，可自动调节全功率与半功率。

轻松翻译，跨国沟通不会是难题
高保密技术，覆盖更广，抗干扰；
响应速度快，翻译无延迟。

中继翻译 咳声消除 可抗干扰 分离调节 多人使用

VIS-INT64
全数字网络翻译单元（63+1通道）

可实现直接翻译和中继翻译；
不限制翻译单元数量并支持热拔插；
可分离调节扬声器与耳机插孔的音量；
可拆卸麦克风设计，配备双耳机接口；
采用金属外壳设计，抗射频信号干扰；
最多可容纳64个语言通道（包括原音通道）；
通道均支持48kHz音频采样，30Hz～20kHz
频率响应。

VIS-AD16
模拟音频扩展主机

16路模拟音频输入输出；
显示通道占用LED指示灯；
具有耳机监听和VU表监视；
Dante端口用于连接到Dante网络（可选）；
带方向按钮；
LCD屏可对监听通道进行选择等设置；
支持RS232、Ethernet接口，控制音频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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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VLI703A-4/8/16/32
数字IR红外接收机

符合IEC 61603-7和IEC 60914；
符合最新国家标准GB 50524-2010；
兼容第三方IEC 61603-7红外同传系统；
智能节电5分钟未链接耳机，可自动关闭；
超宽270°接受信号角度，信号过低时可自动静音；
通过上/下按钮选择通道，4/8/16/32个通道可用；
LCD屏可显示通道，语言名称、电池、信号状态指示。

智能节电 兼容三方 触感按钮 领夹设计 挂绳设计



VIS-VLI700A-4/8/16
数字IR红外发射主机

符合IEC 61603-7和IEC 60914；
符合最新国家标准GB 50524-2010；
兼容第三方IEC 61603-7红外同传系统；
支持DQPSK数字调制与解调技术；
单台主机可分配4、8或16个音频通道；
支持显示屏及指示灯查看系统及辐射面板状态；
支持消除多频段的高频照明系统干扰。

主机级联 兼容三方 数字解调 状态显示 通道扩展

背景广播功率可调 网络控制 通用电源 自动识别 信号级联 覆盖扩展 功率可调 自动检测 延迟补偿 模拟输入 模拟输出 数字输出 监听查看 状态显示

VIS-VLI701A
数字IR红外辐射面板

最大辐射范围可达76米；
辐射范围可达180°角度±25°;
支持系统自动校正的电缆延迟补偿；
半功率/全功率可通过开关选择工作模式；
支持手拉手形式连接更多的数字辐射面板；
不受光照影响，即使白天也可用于会议室；
辐射面板温度过高时，可自动调节全功率与半功率。

轻松翻译，跨国沟通不会是难题
高保密技术，覆盖更广，抗干扰；
响应速度快，翻译无延迟。

中继翻译 咳声消除 可抗干扰 分离调节 多人使用

VIS-INT64
全数字网络翻译单元（63+1通道）

可实现直接翻译和中继翻译；
不限制翻译单元数量并支持热拔插；
可分离调节扬声器与耳机插孔的音量；
可拆卸麦克风设计，配备双耳机接口；
采用金属外壳设计，抗射频信号干扰；
最多可容纳64个语言通道（包括原音通道）；
通道均支持48kHz音频采样，30Hz～20kHz
频率响应。

VIS-AD16
模拟音频扩展主机

16路模拟音频输入输出；
显示通道占用LED指示灯；
具有耳机监听和VU表监视；
Dante端口用于连接到Dante网络（可选）；
带方向按钮；
LCD屏可对监听通道进行选择等设置；
支持RS232、Ethernet接口，控制音频通道。

43 44

VIS-VLI703A-4/8/16/32
数字IR红外接收机

符合IEC 61603-7和IEC 60914；
符合最新国家标准GB 50524-2010；
兼容第三方IEC 61603-7红外同传系统；
智能节电5分钟未链接耳机，可自动关闭；
超宽270°接受信号角度，信号过低时可自动静音；
通过上/下按钮选择通道，4/8/16/32个通道可用；
LCD屏可显示通道，语言名称、电池、信号状态指示。

智能节电 兼容三方 触感按钮 领夹设计 挂绳设计



VIS-HPD
3.5mm头戴式耳机

头戴式耳机；
支持松紧度调节，佩戴更舒适；
独特的声学优化，音频还原准确。

4

VIS-HPI
3.5mm头戴式耳机带麦

可拾音头戴式耳机；
支持松紧度调节，佩戴更舒适；
独特的声学优化，音频还原准确。

辐射面板支持环形手拉手链接扩大信号覆盖范围，进行大面积信号时接收机收发信号可得到显著提升，配备多协议接口可使用Audio Link、Dante或网络进行集中管控，
对设备状态进行监控、监听，使用中控RS232对信号及主机进行功率设置、均衡、语言、发言模式等设置，会议同传 就用VISSONIC议朗 红外IR数字语言分配系统！

多样接口，轻松部署

无论是主机、信号面板、或者充电箱均可进行级联使用，兼容符合IEC 61603-7的任何其他红外同声传译系统，还可以使用任意VISSONIC议朗设备进行扩展，如嵌入式
会议单元或面板，在新闻发布会接待各国来宾且无需发言情况下可选用语言分配面板进行快速部署，将多个语言分配面板按区布置，不错过任何消息转播。
轻松沟通 让语言不再阻挡你我交流"沟通再无距离"！

兼容拓展

佩戴：双佩戴设计让接收机稳固不易脱落，不因掉落而影响演讲进程；
携带：多功能充电储存箱可进行接收机充电与存放与级联充电；
使用：更人性化的设计与交互体验，沟通无界体贴入微；

同声传译、茶水申请、红外传播、消除干扰、
快速充电、实时监听、分区部署、背景广播、
紧急消息、延迟补偿、功率选择、信号状态、
直接翻译、中继翻译、自动同步、中控控制、
支持全球使用而无需适配电压。

功能性、兼容性

CAT5e网线

RG59同轴线

4

VIS-DCP2000-D
全数字网络DSP会议系统主机1

VIS-VLI700A-4/8/16
数字IR红外发射主机2

VIS-VLI703A-4/8/16/32
数字IR红外接收机3

VIS-HPD
3.5mm头戴式耳机4

VIS-VLI701A
数字IR红外辐射面板5

VIS-INT64
数字网络翻译单元(63+1通道）6

VIS-MAU-T
5G触屏会议单元 (有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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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级联 快速充电 通用电源 收纳储存 状态显示

VIS-TC50A
接收机充电存储箱

快速充电：2小时内；
通用电源可在全球范围内使用；
可同时为50个接收机充电；
LED指示灯显示接收机充电状态；
可兼容VIS-VLI703A系列接收机；
充电箱具有级联与存储接收器的功能。



VIS-HPD
3.5mm头戴式耳机

头戴式耳机；
支持松紧度调节，佩戴更舒适；
独特的声学优化，音频还原准确。

4

VIS-HPI
3.5mm头戴式耳机带麦

可拾音头戴式耳机；
支持松紧度调节，佩戴更舒适；
独特的声学优化，音频还原准确。

辐射面板支持环形手拉手链接扩大信号覆盖范围，进行大面积信号时接收机收发信号可得到显著提升，配备多协议接口可使用Audio Link、Dante或网络进行集中管控，
对设备状态进行监控、监听，使用中控RS232对信号及主机进行功率设置、均衡、语言、发言模式等设置，会议同传 就用VISSONIC议朗 红外IR数字语言分配系统！

多样接口，轻松部署

无论是主机、信号面板、或者充电箱均可进行级联使用，兼容符合IEC 61603-7的任何其他红外同声传译系统，还可以使用任意VISSONIC议朗设备进行扩展，如嵌入式
会议单元或面板，在新闻发布会接待各国来宾且无需发言情况下可选用语言分配面板进行快速部署，将多个语言分配面板按区布置，不错过任何消息转播。
轻松沟通 让语言不再阻挡你我交流"沟通再无距离"！

兼容拓展

佩戴：双佩戴设计让接收机稳固不易脱落，不因掉落而影响演讲进程；
携带：多功能充电储存箱可进行接收机充电与存放与级联充电；
使用：更人性化的设计与交互体验，沟通无界体贴入微；

同声传译、茶水申请、红外传播、消除干扰、
快速充电、实时监听、分区部署、背景广播、
紧急消息、延迟补偿、功率选择、信号状态、
直接翻译、中继翻译、自动同步、中控控制、
支持全球使用而无需适配电压。

功能性、兼容性

CAT5e网线

RG59同轴线

4

VIS-DCP2000-D
全数字网络DSP会议系统主机1

VIS-VLI700A-4/8/16
数字IR红外发射主机2

VIS-VLI703A-4/8/16/32
数字IR红外接收机3

VIS-HPD
3.5mm头戴式耳机4

VIS-VLI701A
数字IR红外辐射面板5

VIS-INT64
数字网络翻译单元(63+1通道）6

VIS-MAU-T
5G触屏会议单元 (有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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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级联 快速充电 通用电源 收纳储存 状态显示

VIS-TC50A
接收机充电存储箱

快速充电：2小时内；
通用电源可在全球范围内使用；
可同时为50个接收机充电；
LED指示灯显示接收机充电状态；
可兼容VIS-VLI703A系列接收机；
充电箱具有级联与存储接收器的功能。



AUDIO LINK™
网络扩声系统
万物可互联，万物可互通是我们建设Audio Link音频协议
的初衷，他与Dante音频协议一样可传输高质量音频与控
制，但它更强大，它的强大之处还体现在视频传输能力，
在Audio Link系统同网段内您还可以在软件对视频进行预
览与操作，这将联动您的拼接处理器或其他同协议设备如
"音响、麦克风、无纸化"只要你想，你的墙面控制面板也
可以是Audio Link，使用标准统一的Cat5e线缆对设备进
行互联，可避免多种类线材的剩余浪费。

以往繁杂无序的多媒体建设，期盼只用一根线缆进行设备
互联可以省时、省力，现在Audio Link就是这样一款音频
协议能真正有效地 提升您的使用体验与建设部署进度！

对比市面的仍需等待的连接协议，Audio Link协议（千兆
数字互联技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在10ms内对设备
进行身份认证并自动添加，这也意味着您的设备一旦出现
故障可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其进行恢复。

与此同时该协议还支持"智能检测"它可对设备进行分类，如
同一系统内出现多种设备可进行全局检测或分类检测，确
保设备在使用过程"万无一失"。

协议支持"MCU集群升级"对无线设备进行在线的固件升
级，互联皆有可能！

数字会议加密抗干扰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在技术上做了唯一认
证，它的认证手段包括（类型认证、身份识别）对陌生设备进
行认证，非会议类协议禁止加入与数据传输，从而保障数字信
息的安全及稳定性。

唯一认证技术（有线）

在突破重重技术难关，基于（IEEE 802.3 bt）通信协议标准再
次升级，您的所有会议设备均可进行千兆传输、在延迟极低的
情况还支持大功率的供电传输互不干扰，该标准下支持最大支
持150W的POE供电，可实现会议主机接电后仅一根标准Cat线
材对"会议话筒、墙面中控、POE音柱、POE音响"进行供电，减
少线缆及电源部署降低成本。

一线传输技术（数据、供电）

政府部门 中大型企业
教育工程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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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快速、稳定高速啸叫抑制算法，提高整体的扩声效果
会议进行中发言者讲话时的每一个字都必须毫不含糊清晰的
被参会者所听清，因此在会议进行中高音质的
声音还原特性才是真正的精华所在。



AUDIO LINK™
网络扩声系统
万物可互联，万物可互通是我们建设Audio Link音频协议
的初衷，他与Dante音频协议一样可传输高质量音频与控
制，但它更强大，它的强大之处还体现在视频传输能力，
在Audio Link系统同网段内您还可以在软件对视频进行预
览与操作，这将联动您的拼接处理器或其他同协议设备如
"音响、麦克风、无纸化"只要你想，你的墙面控制面板也
可以是Audio Link，使用标准统一的Cat5e线缆对设备进
行互联，可避免多种类线材的剩余浪费。

以往繁杂无序的多媒体建设，期盼只用一根线缆进行设备
互联可以省时、省力，现在Audio Link就是这样一款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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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认证技术（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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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传输技术（数据、供电）

政府部门 中大型企业
教育工程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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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连接快速、稳定高速啸叫抑制算法，提高整体的扩声效果
会议进行中发言者讲话时的每一个字都必须毫不含糊清晰的
被参会者所听清，因此在会议进行中高音质的
声音还原特性才是真正的精华所在。



VIS-AIB
模拟麦克风连接盒（多功能）

提供两路单独音频输入；
可用作主席或代表麦克风单元；
用于远程安装的屏蔽金属外壳；
两套用于按钮，麦克风和扬声器的凤凰插座；
可使用或不使用幻象供电话筒，电容器或动态类型；
两路RJ45接口，可将单元连接到控制、麦克风或单元；
可独立安放在桌面，嵌入墙面、桌面及座椅的扶手内。

数字输出隐藏设计 兼容三方 外置按键 接入系统

VIS-GSK-F
嵌入式麦克风底座（模拟XLR、兼容数字）

内置RF滤波器；
支持24～48V 幻象供电操作；
支持3针卡农公头或3.5凤凰头输出；
触摸按钮自带多色LED状态灯，支持幻象供电；
嵌入式麦克风插座，适用VIS-M系列6芯鹅颈麦克风；
防震橡胶隔离环和金属固定环，有效减低震动噪声；
电容感应触摸开关，话筒拾音可远程控制(可选)。

内置RF滤波器；
低剖面拾音元件，超心型单指向；
嵌入式安装基座，支持麦克风以隐藏在视线之外；
坚固的全金属结构设计，提供有两层钢网罩保护；
配备防震绝缘胶，有效减低安装面上的震动噪声；
环形多色LED状态灯，支持幻象供电；
前置放大器供电，无需外接供电模组 。

远程开关 触摸按键 自由调节 声学优化 状态显示

VIS-BDY-F
界面麦克风嵌入式可隐藏

数字传输，会议专用的音频协议
可扩展连接，唯一认证，更安全；
POE++供电，部署更快捷。

VIS-PTA-T
阵列式麦克风（模拟XLR、兼容数字）

全铝合金机身，配金属网罩；
ARRA-TechTM阵列麦克风技术；
自带2米连接线连接至XLR连接器；
拾音距离不低于80cm，范围∠160°；
可接入调音台或音频系统或音频盒子；
触摸式发言按键，开关话筒不产生噪音；
隐藏式可调增益旋钮，根据现场环境快速设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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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显示隐藏设计 嵌入设计 全向拾音 接入系统 金属机身 触摸按键 超广拾音 接入系统 状态显示

VIS-HM100
会议手持麦克风

工程学手持线条设计，完美贴合不易滑落；
低噪声电容麦芯设计，心形指向模式减少反馈；
提供专业6针XLR插头，可用于螺旋或直线电缆；
配备彩色LED发光环，用于指示麦克风开启状态；
开关可打开或关闭麦克风，可将单元添加到请求发言；
机械部件与声学隔离，可防止麦克风拾取桌子的噪音。

声学优化 不易滑落 接入系统 状态显示工程优化

VIS-CIB
全数字会议界面盒

模拟转数字音频信号盒，可隐藏式安装；
环状手拉手结构，单元故障不影响正常工作；
支持AGC技术，未正对话筒时自动调整适宜输出；
支持AFC技术，拾音距离远仍可进行本地扩声；
支持ANC技术，对环境等机械型噪音进行消除；
可激活主机内置发言模式，如定时发言或语音激活；
连接会议主机进行功能设置与设备切换。

数字输出隐藏设计 多样扩展 兼容三方 接入系统



VIS-AIB
模拟麦克风连接盒（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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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远程安装的屏蔽金属外壳；
两套用于按钮，麦克风和扬声器的凤凰插座；
可使用或不使用幻象供电话筒，电容器或动态类型；
两路RJ45接口，可将单元连接到控制、麦克风或单元；
可独立安放在桌面，嵌入墙面、桌面及座椅的扶手内。

数字输出隐藏设计 兼容三方 外置按键 接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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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麦克风底座（模拟XLR、兼容数字）

内置RF滤波器；
支持24～48V 幻象供电操作；
支持3针卡农公头或3.5凤凰头输出；
触摸按钮自带多色LED状态灯，支持幻象供电；
嵌入式麦克风插座，适用VIS-M系列6芯鹅颈麦克风；
防震橡胶隔离环和金属固定环，有效减低震动噪声；
电容感应触摸开关，话筒拾音可远程控制(可选)。

内置RF滤波器；
低剖面拾音元件，超心型单指向；
嵌入式安装基座，支持麦克风以隐藏在视线之外；
坚固的全金属结构设计，提供有两层钢网罩保护；
配备防震绝缘胶，有效减低安装面上的震动噪声；
环形多色LED状态灯，支持幻象供电；
前置放大器供电，无需外接供电模组 。

远程开关 触摸按键 自由调节 声学优化 状态显示

VIS-BDY-F
界面麦克风嵌入式可隐藏

数字传输，会议专用的音频协议
可扩展连接，唯一认证，更安全；
POE++供电，部署更快捷。

VIS-PTA-T
阵列式麦克风（模拟XLR、兼容数字）

全铝合金机身，配金属网罩；
ARRA-TechTM阵列麦克风技术；
自带2米连接线连接至XLR连接器；
拾音距离不低于80cm，范围∠160°；
可接入调音台或音频系统或音频盒子；
触摸式发言按键，开关话筒不产生噪音；
隐藏式可调增益旋钮，根据现场环境快速设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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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显示隐藏设计 嵌入设计 全向拾音 接入系统 金属机身 触摸按键 超广拾音 接入系统 状态显示

VIS-HM100
会议手持麦克风

工程学手持线条设计，完美贴合不易滑落；
低噪声电容麦芯设计，心形指向模式减少反馈；
提供专业6针XLR插头，可用于螺旋或直线电缆；
配备彩色LED发光环，用于指示麦克风开启状态；
开关可打开或关闭麦克风，可将单元添加到请求发言；
机械部件与声学隔离，可防止麦克风拾取桌子的噪音。

声学优化 不易滑落 接入系统 状态显示工程优化

VIS-CIB
全数字会议界面盒

模拟转数字音频信号盒，可隐藏式安装；
环状手拉手结构，单元故障不影响正常工作；
支持AGC技术，未正对话筒时自动调整适宜输出；
支持AFC技术，拾音距离远仍可进行本地扩声；
支持ANC技术，对环境等机械型噪音进行消除；
可激活主机内置发言模式，如定时发言或语音激活；
连接会议主机进行功能设置与设备切换。

数字输出隐藏设计 多样扩展 兼容三方 接入系统



VIS-FS100-A/FS100(无网口)
五通道全自动反馈抑制器

全自动高速啸叫抑制算法；
自动消除反馈，多达12DB附加增益；
带Audio Link数字级联输入输出接口；
自动适应声学环境，无需调试，即接即用；
每路支持独立增益调节，适应多种拾音场景；
4路麦克风输入，提供幻象电源；
配备一键粉噪按钮，可自动对声学环境重新计算。

自动适应 增益加强 防止啸叫 底噪消除 模拟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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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FS100

VIS-FS100-A

8通道可编程GPIO控制接口（可自定义输入输出）；
16通道DANTE模块，16路数字音频输入/输出（可选）；
支持100组场景预设功能，通道拷贝、粘贴、联控功能；
可扩展USB接口，设备固件升级与USB录音、播音的功能；  
配置双向RS232/485接口、以太网控制单台及多台设备；
内置DSP处理与摄像跟踪功能；
图形化软件控制界面，兼容Windows、iOS等系统。

VIS-DSP4/8/12/16
全数字音频处理器

DSP处理兼容三方 数字输入 数字输出 混音调节

VIS-SPK2/4/6/8/12-AL
全频线性POE音柱

高级木制内腔，金属网罩坚固耐用；
插座：1路RJ45 Audio Link接口；
数字传输协议，超低延时，无线损耗和干扰；
一根网络线可传输音频信号，控制信号，POE供电；
内置微电检测提供过流保护，高温保护，过载保护；
内置DSP处理，支持增益、均衡、噪声门等软件调节；
无需外置接驳电源，可通过Audio Link协议进行
供电与音频传输。

金属网罩 POE供电 电路放大 吸顶设计 无需电源

VIS-CIB与VIS-AIB数字音频盒可对已有的旧设备进行扩展，这将对您的会议设备升级改造非常有用，一些旧会议设备由于不可拆卸或满足不了当下会议需求，您可以通过
"模数转换"让设备加入新的Audio Link协议内，因此您能不修改会议桌布局即可对老旧会议设备进行升级，升级后可赋予"发言模式"与"投票表决"并进行全数字无损传输！

让旧设备焕发 "新生命"

强大的会议管理软件可对Audio Link所有设备进行管控，我们深知部署现场所遇到布线难题，现在只需对设备进行接线操作，即可在管理软件内
对设备进行在线检测。软件可检测设备的在线情况、掉线情况、冲突情况，以图标或数字的
形式指引您排查故障，加快项目建设部署让项目工期交付更"迅速"。
设备仍有价值，通过此协议可充分利用设备来实现电子环保！

快速部署

专业：音频均支持专业级调试，模式、混响、EQ均衡、分区管理；
管理：使用iPad或会议软件即可进行快速管理与部署调试；
接口：内置多元化通用接口方便用户与您的建设部署；

数模转换、数字输出、数字加密、唯一认证、
兼容三方、模拟话筒、网络管控、隐藏设计、
摄像跟踪、外置按键、投票表决、多样扩展、
专业接口、POE供电、DSP处理、AGC技术、
AFC技术、ANC技术等。

特色功能

VIS-FS100-A
五通道全自动反馈抑制器

VIS-DVC-T
全数字网络讨论投票主席单元

VIS-DVD-T
全数字网络讨论投票代表单元

VIS-AIB
模拟麦克风连接盒（多功能）

VIS-GSK-F
嵌入式麦克风底座

VIS-BDY-F
界面麦克风嵌入式可隐藏

VIS-SPK2-AL
全频线性POE音柱

VIS-PTA-T
阵列式麦克风

VIS-HM100
会议手持麦克风

VIS-CIB
全数字会议界面盒

3

VIS-DCP2000-D
全数字网络DSP会议系统主机1

VIS-EXM
全数字会议扩展主机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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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线

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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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FS100-A/FS100(无网口)
五通道全自动反馈抑制器

全自动高速啸叫抑制算法；
自动消除反馈，多达12DB附加增益；
带Audio Link数字级联输入输出接口；
自动适应声学环境，无需调试，即接即用；
每路支持独立增益调节，适应多种拾音场景；
4路麦克风输入，提供幻象电源；
配备一键粉噪按钮，可自动对声学环境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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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100组场景预设功能，通道拷贝、粘贴、联控功能；
可扩展USB接口，设备固件升级与USB录音、播音的功能；  
配置双向RS232/485接口、以太网控制单台及多台设备；
内置DSP处理与摄像跟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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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处理兼容三方 数字输入 数字输出 混音调节

VIS-SPK2/4/6/8/12-AL
全频线性POE音柱

高级木制内腔，金属网罩坚固耐用；
插座：1路RJ45 Audio Link接口；
数字传输协议，超低延时，无线损耗和干扰；
一根网络线可传输音频信号，控制信号，POE供电；
内置微电检测提供过流保护，高温保护，过载保护；
内置DSP处理，支持增益、均衡、噪声门等软件调节；
无需外置接驳电源，可通过Audio Link协议进行
供电与音频传输。

金属网罩 POE供电 电路放大 吸顶设计 无需电源

VIS-CIB与VIS-AIB数字音频盒可对已有的旧设备进行扩展，这将对您的会议设备升级改造非常有用，一些旧会议设备由于不可拆卸或满足不了当下会议需求，您可以通过
"模数转换"让设备加入新的Audio Link协议内，因此您能不修改会议桌布局即可对老旧会议设备进行升级，升级后可赋予"发言模式"与"投票表决"并进行全数字无损传输！

让旧设备焕发 "新生命"

强大的会议管理软件可对Audio Link所有设备进行管控，我们深知部署现场所遇到布线难题，现在只需对设备进行接线操作，即可在管理软件内
对设备进行在线检测。软件可检测设备的在线情况、掉线情况、冲突情况，以图标或数字的
形式指引您排查故障，加快项目建设部署让项目工期交付更"迅速"。
设备仍有价值，通过此协议可充分利用设备来实现电子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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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音频均支持专业级调试，模式、混响、EQ均衡、分区管理；
管理：使用iPad或会议软件即可进行快速管理与部署调试；
接口：内置多元化通用接口方便用户与您的建设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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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数字会议界面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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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10

11

12

CAT5e网线

VGA

控制线

音频

52

AU
DIO

 LI
NK

CO
NTR

OL

1

3

6

6

7

9

12

13

4

5

10

8

10

11

5

9

台式电脑13

2



摄像自动跟踪与录播系统
会议摄像总是头疼，以往需要聘用专业摄像师为会议做视
频记录，现在我们推荐"自动摄像跟踪与录播系统"它拥有强
大的预置位与智能跟踪算法。

对参会者或教师进行预设区域记录或对其进行特写捕获，
当您按下发言按钮时摄像头会自动进行平稳运镜与切换，
对发言画面进行记录，如果拥有多台摄像机搭配录播系
统，可实现全景与近景的切换与同步录制功能，通过设置
还能进行直播与导播及实时预览，大容量硬盘与智能储存
更省心。

自动摄像跟踪系统致力于高效处理会议记录与课件记录，
对于需要进行记录的场景，它能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与开
销，现在使用所有会议都将得到自动保存！

传统摄像头在进行远程会议时总是固定式镜头，缺乏互动
性，并还存在画质不清晰、卡顿等现象，VISSONIC议朗基
于技术研发提供"分离压缩技术"支持H.265/264的多线程
压缩！

对远程会议的传输更友好，降低传输容错率高画面不易卡
顿、声音清晰，通过设置仍可在远程会议时启用摄像跟踪
功能进行特写捕捉，让会议沟通互动性更强！

本地录制不用慌，智能存储方案可在视频文件已满时进行
覆盖或停止录像并提示，无需担心！

除了固定式预置位模式，软件还提供用户自定义的区域设置，
可通过软件对跟踪区域与非跟踪区域进行划分，用于演讲与站
立式会议与课堂模式相当重要，提供跟踪灵敏度设置让跟随镜
头不易丢失！

算法强、跟随不丢失

采用松下高品质CMOS传感器，镜头支持最大"32x"倍光学变
焦，最高分辨率可达4K"放大、放大、再放大"成像依旧清晰，
镜头采用特殊无畸变视角处理。解决以往会议摄像头近景边缘
被拉伸现象，同时支持2D与3D数字降噪，即使环境差明显也能
让每一帧画面明亮不偏色，配备356度摄像云台与255个摄像预
置位，适应各种角度的录制。

高品质镜头、成像更完美

政府部门 中大型企业
教育工程

应用场景

53 54

A7

云会议、传输更清晰超大广角，满足多会议场景需求
72.5°大视角，画面无畸变、不扭曲，会议室内
人员尽收眼底，还原真实的现场场景，
带来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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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CRS03/05-A
会议自动跟踪录播一体机

通用或Audio Link协议的跟踪控制；
对人像或与预置位进行摄像镜头的跟踪；
使用PC对视频信号进行组合布局进行预览回放；
HDMI与网页输出画面或直接输出导播控制界面；
内置1TB高速硬盘，存储已满时可选择覆盖或暂停；
生成视频文件，FTP管理、USB下载、直播与点播；
HDMI输入支持4K@30Hz输入转录制，HDMI环出。

直播导播本地录制 兼容三方 远程存储 智能管理

VIS-CATC-A
高清摄像自动跟踪主机（HDMI）

支持无缝切换与多镜头切换；
使用232接口或主机实现摄像跟踪；
支持4路SDI画面输入，输入具备长线均衡功能；
可调节输出分辨率，最高支持1080P@60Hz；
HDMI1+1输出，SDI输入支持100米传输；
可调节画面冻结，断连时可显示断连前1～6秒。

支持无缝切换与多镜头切换；
使用232接口或主机实现摄像跟踪；
可本地使用与云会议软件共用如（ZOOM）；
可调节输出分辨率，最高支持1080P@60Hz；
2*HDMI/4*SDI视频输入，2*HDMI/1*USB音视频输出；
1路模拟音频输入可与其它数字音频，混音输出到
HDMI和USB；
可调节画面冻结，断连时可显示断连前画面1～6秒。

摄像跟踪 兼容三方 摄像级联 画面冻结 长线均衡 摄像跟踪 兼容三方 摄像级联 画面冻结 超远传输

VIS-CATC-B
高清摄像自动跟踪主机（HDMI+USB）

清晰记录，会议现场的摄像专家
光学式变焦，捕捉迅速，更清晰；
智能化算法，跟随更稳定。

55 56

VIS-TCAMH
自动追踪高清摄像机

支持最高1080P/60Fps录制；
32x数码变焦高品质CMOS传感器；
镜头具有72.5°无畸变成像特点；
专用于线上与线下教育的跟踪摄像；
可使用USB进行本地录制与有线存储；
基于图像识别与数据追踪算法进行特写捕捉；
可通过网络对摄像机进行详细设置区域划分。

智能跟踪 兼容三方 特写捕捉 本地录制 原生成像

VIS-CDC-4K
会议录播高清摄像机

支持最高4K录制；
30x光学变焦松下顶级CMOS传感器；
可使用USB进行本地录制与有线存储；
AAC音频编码，最高输出可达60Fps；
支持预设255个镜头位，支持自动或手动；
232/485串口控制或Audio Link协议的跟踪控制；
SDI接口支持远距离150米传输，配备HDMI与网口。

超远传输本地录制 兼容三方 远程存储 预置机位

VIS-CDC-S/30-S/U
会议录播高清摄像机

支持最高1080P录制；
30x光学变焦松下顶级CMOS传感器；
可使用USB进行本地录制与有线存储；
AAC音频编码，最高输出可达60Fps；
支持预设255个镜头位，支持自动或手动；
232/485串口控制或Audio Link协议的跟踪控制；
SDI接口支持远距离150米传输，配备HDMI与网口。

超远传输本地录制 兼容三方 远程存储 预置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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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自动跟踪录播一体机

通用或Audio Link协议的跟踪控制；
对人像或与预置位进行摄像镜头的跟踪；
使用PC对视频信号进行组合布局进行预览回放；
HDMI与网页输出画面或直接输出导播控制界面；
内置1TB高速硬盘，存储已满时可选择覆盖或暂停；
生成视频文件，FTP管理、USB下载、直播与点播；
HDMI输入支持4K@30Hz输入转录制，HDMI环出。

直播导播本地录制 兼容三方 远程存储 智能管理

VIS-CATC-A
高清摄像自动跟踪主机（HDMI）

支持无缝切换与多镜头切换；
使用232接口或主机实现摄像跟踪；
支持4路SDI画面输入，输入具备长线均衡功能；
可调节输出分辨率，最高支持1080P@60Hz；
HDMI1+1输出，SDI输入支持100米传输；
可调节画面冻结，断连时可显示断连前1～6秒。

支持无缝切换与多镜头切换；
使用232接口或主机实现摄像跟踪；
可本地使用与云会议软件共用如（ZOOM）；
可调节输出分辨率，最高支持1080P@60Hz；
2*HDMI/4*SDI视频输入，2*HDMI/1*USB音视频输出；
1路模拟音频输入可与其它数字音频，混音输出到
HDMI和USB；
可调节画面冻结，断连时可显示断连前画面1～6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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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CATC-B
高清摄像自动跟踪主机（HDMI+USB）

清晰记录，会议现场的摄像专家
光学式变焦，捕捉迅速，更清晰；
智能化算法，跟随更稳定。

55 56

VIS-TCAMH
自动追踪高清摄像机

支持最高1080P/60Fps录制；
32x数码变焦高品质CMOS传感器；
镜头具有72.5°无畸变成像特点；
专用于线上与线下教育的跟踪摄像；
可使用USB进行本地录制与有线存储；
基于图像识别与数据追踪算法进行特写捕捉；
可通过网络对摄像机进行详细设置区域划分。

智能跟踪 兼容三方 特写捕捉 本地录制 原生成像

VIS-CDC-4K
会议录播高清摄像机

支持最高4K录制；
30x光学变焦松下顶级CMOS传感器；
可使用USB进行本地录制与有线存储；
AAC音频编码，最高输出可达60Fps；
支持预设255个镜头位，支持自动或手动；
232/485串口控制或Audio Link协议的跟踪控制；
SDI接口支持远距离150米传输，配备HDMI与网口。

超远传输本地录制 兼容三方 远程存储 预置机位

VIS-CDC-S/30-S/U
会议录播高清摄像机

支持最高1080P录制；
30x光学变焦松下顶级CMOS传感器；
可使用USB进行本地录制与有线存储；
AAC音频编码，最高输出可达60Fps；
支持预设255个镜头位，支持自动或手动；
232/485串口控制或Audio Link协议的跟踪控制；
SDI接口支持远距离150米传输，配备HDMI与网口。

超远传输本地录制 兼容三方 远程存储 预置机位



全金属机身，工程学键盘布局设计；
阻尼式移镜摇杆，移动跟踪更为精准；
通用或Audio Link协议的跟踪控制；
液晶显示中英双语，支持按键提示音或播报；
支持PELCO-D、PELCO-P、VISCA控制协议。

金属机身 兼容三方 中英双语 语音播报 精准定位

VIS-CKB1
三维精准摄像机控制键盘

5

使用VISSONIC议朗会议系统可无需担心跟踪协议，它支持市面通用的PELCO-D、PELCO-P、VISCA控制协议，只需将摄像头接入会议主机背面接口设置好预置位即可
使用，标准协议的WEB端录播控制界面，无需担心控制设备的兼容性问题，可利用Windows、iOS、Android系统对录播画面进行预览查看及导播以及详细设置！

兼容三方

不仅限于会议或课件录制，在联网情况下可进行RTMP与RTSP协议推流进行现场直播，它可对直播进行加密验证，访问最大承载量取决于网络
与视频质量，通过简单设置即可实现1～200人观看实时推流画面，两台录播主机可实现快速
远程视频，目前支持与"思科、华为、保利通"会议终端进行远程视频。
会议摄像记录，使用自动跟踪录播系统更轻松！

功能扩展

AFC：反馈抑制-在极端环境下设备正对话筒音频不产生啸叫反应；
AEC：回声消除-自适应滤波与零延时处理让回音销声匿迹；
ANC：噪声消除-自动识别噪声发射相反底噪实现抵消；

摄像跟踪、精准跟随、智能跟随、区域划分、
本地录制、远程存储、直播导播、画面冻结、
视频压缩、音频压缩、原生成像、中英双语、
特写捕捉、智能存储、网络管控、远程会议、
压缩H.265/264传输等。

特色功能

VIS-DVD-T
全数字网络讨论投票代表单元

VIS-CATC-B
高清摄像自动跟踪主机

VIS-CDC
高清摄像机

VIS-SPK2-AL
全频线性POE音柱

VIS-CKB1
三维精准摄像机控制键盘

DVD

台式电脑

高清显示器

3

VIS-DCP2000-D
全数字网络DSP会议系统主机1

VIS-DVC-T
全数字网络讨论投票主席单元2

4

5

6

8

9

10

USB

SDI

Keyboard

RS-232

音频

5

CAT5e网线

HDMI

VIS-HDC/HDC-10/HDC-20-C/W
会议录播高清摄像机

支持最高1080P/60Fps录制；
20x光学变焦高品质CMOS传感器；
镜头具有72.5°无畸变成像特点；
支持预设255个镜头位，支持自动或手动；
可选H.264/265视频编码，音视频分离压缩技术；
232/485串口控制或Audio Link协议的跟踪控制；
内置3G-SDI支持100米传输，配备DVI、HDMI与网口。

兼容三方 远程存储 预置机位 原生成像分离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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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金属机身，工程学键盘布局设计；
阻尼式移镜摇杆，移动跟踪更为精准；
通用或Audio Link协议的跟踪控制；
液晶显示中英双语，支持按键提示音或播报；
支持PELCO-D、PELCO-P、VISCA控制协议。

金属机身 兼容三方 中英双语 语音播报 精准定位

VIS-CKB1
三维精准摄像机控制键盘

5

使用VISSONIC议朗会议系统可无需担心跟踪协议，它支持市面通用的PELCO-D、PELCO-P、VISCA控制协议，只需将摄像头接入会议主机背面接口设置好预置位即可
使用，标准协议的WEB端录播控制界面，无需担心控制设备的兼容性问题，可利用Windows、iOS、Android系统对录播画面进行预览查看及导播以及详细设置！

兼容三方

不仅限于会议或课件录制，在联网情况下可进行RTMP与RTSP协议推流进行现场直播，它可对直播进行加密验证，访问最大承载量取决于网络
与视频质量，通过简单设置即可实现1～200人观看实时推流画面，两台录播主机可实现快速
远程视频，目前支持与"思科、华为、保利通"会议终端进行远程视频。
会议摄像记录，使用自动跟踪录播系统更轻松！

功能扩展

AFC：反馈抑制-在极端环境下设备正对话筒音频不产生啸叫反应；
AEC：回声消除-自适应滤波与零延时处理让回音销声匿迹；
ANC：噪声消除-自动识别噪声发射相反底噪实现抵消；

摄像跟踪、精准跟随、智能跟随、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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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功能

VIS-DVD-T
全数字网络讨论投票代表单元

VIS-CATC-B
高清摄像自动跟踪主机

VIS-CDC
高清摄像机

VIS-SPK2-AL
全频线性POE音柱

VIS-CKB1
三维精准摄像机控制键盘

DVD

台式电脑

高清显示器

3

VIS-DCP2000-D
全数字网络DSP会议系统主机1

VIS-DVC-T
全数字网络讨论投票主席单元2

4

5

6

8

9

10

USB

SDI

Keyboard

RS-232

音频

5

CAT5e网线

HDMI

VIS-HDC/HDC-10/HDC-20-C/W
会议录播高清摄像机

支持最高1080P/60Fps录制；
20x光学变焦高品质CMOS传感器；
镜头具有72.5°无畸变成像特点；
支持预设255个镜头位，支持自动或手动；
可选H.264/265视频编码，音视频分离压缩技术；
232/485串口控制或Audio Link协议的跟踪控制；
内置3G-SDI支持100米传输，配备DVI、HDMI与网口。

兼容三方 远程存储 预置机位 原生成像分离压缩

AU
DIO

 LI
NK

CO
NTR

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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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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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专业级纯铜卡侬接口；
支持数字与模拟音频输出；
加强超心形指向性咪头，可调节俯仰角度。

VIS-MDA
方形双咪头双备份麦克风（模拟XLR）

阵列式双麦芯设计拾音更广；
全金属设计磨砂表面质感更佳；
加强超心形指向性咪头，可调节俯仰角度。

VIS-MDM
方形远距离阵列麦克风

220mm单段式麦克风；
带LDE双色状态指示灯环；
带防脱落的麦克风防风罩。

VIS-M220
单段式鹅颈咪秆（长220mm）

用于控制主机与会议单元的延长连接；
两端分别为RJ45屏蔽公头。

VIS-HL002/003/005/10/20/50/100
CATe系列数字连接线

连接于会议管理软件端；
对IC卡进行读取与录入；
可录入加密信息如人员姓名、座位编号等。

VIS-CARDWR
多协议IC读卡器

可屏蔽电磁干扰；
降低会议信号衰减；
两端配有全金属连接接口。

VIS-LD10/20/30/50/100
射频微波同轴线（RG59）

双协议可加密IC卡；
兼容门禁系统及会议系统；
可用户会议签到与身份认证。

VIS-ICCARD
感应式IC卡（外观可定制）

接收机专用锂电池；
可放至接收机内充电；
容量1600mAh，工作电压3.7V。

外置式触摸控制面板；
可用于模拟转数字音频盒；
提供2PIN与3PIN凤凰接口进行通信。

VIS-BAIB
模拟话筒音频外接

外置式触摸控制面板；
可用于XLR接口进行音频输出；
提供凤凰接口连接至音频处理器控制。

VIS-BDSP
音频矩阵音频外接

墙面音柱或音响支架；
可调节垂直水平角度；
优质金属结构，可承载40KG设备。

VIS-SPKBR
音柱支架

VIS-BTPS
可充电锂电池组（VIS-VLI703A系列）

VIS-M330
两段式鹅颈咪秆（长330mm）

VIS-M600
两段式鹅颈咪秆（长600mm）

330mm双鹅颈麦克风；
带LDE双色状态指示灯环；
带防脱落的麦克风防风罩。

600mm双鹅颈麦克风；
带LDE双色状态指示灯环；
带防脱落的麦克风防风罩。

VIS-M485
两段式鹅颈咪秆（长485mm）

485mm双鹅颈麦克风；
带LDE双色状态指示灯环；
带防脱落的麦克风防风罩。

VIS-M410
两段式鹅颈咪秆（长410mm）

410mm双鹅颈麦克风；
带LDE双色状态指示灯环；
带防脱落的麦克风防风罩。

VIS-M410-R
两段式鹅颈咪秆（长410mm）

410mm双鹅颈麦克风；
XLR接口；
带LDE双色状态指示灯环；
带防脱落的麦克风防风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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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系列
无缝模块化矩阵切换器
智能化会议室内视频信号源过多，出现不易管理、切换流
程复杂、响应慢等问题，针对会议室简单切换与管理，研
发制造"M5无缝混合矩阵"。

M5可接管使用者的所有视频信号，使用可视化软件进行统
一管理，配备全数字无缝切换技术，4:4:4满帧率图形处理
算法可达到0延时切换。

独特的音频智能管理，可对视频信号音频进行管理，如模
拟音频嵌入视频或数字"音频解嵌"为模拟音频，提升使用场
景！

在无需拼接情况下，选择M5无缝混合矩阵可降低项目建设
成本，高性能处理器在2Kx4K@60Hz分辨率，依然可实现
0延时切换。

"切换迅速" VISSONIC议朗 M5无缝混合矩阵！

与传统切换矩阵不同，M5配备专业级信号源管理软件，可
在多平台操作并管理信号，在软件内对现场画面添加滚动
字幕或叠加图片，让画面更为丰富。

"音频管理"可最大程度丰富日常的PPT或文稿演讲，当切换
至无声信号源时对视频信号进行音频嵌入，增加背景音频
或音乐让演讲氛围与感情更为丰富！

不仅可在软件内对所有信号源进行管理，使用者也可接入
常规控制中控进行iPad管理。

区别于常规矩阵产品限制在一对一切换，M5在软件或指令下可
对多个信号源进行切换，实现一对二，一对多通道的同步音视
频切换，高性能处理技术可使视频画面切换，无黑场、无碎
片、无画面静止！

多通道信源、极速切换

得益于FPGA纯硬件架构与B/S开发架构，M5在系统启动与性能
处理都得到巨大提升，上电到工作状态仅需一秒或小于两秒。
使用者无需担心突然的意外断电故障，而导致会场显示设备的
长时间等待与休眠，M5内置微记忆芯片可在断电时记录输入输
出排序等状态，恢复供电状态下系统可自行恢复故障前状态，
冗余电源支持UPS+市电进行双重保障！

上电即工作、瞬间启动

智能交通管理中心
大屏显示工程

控制指挥中心
视频调度中心

应用场景

61 62

可视化、管理简单易懂利用数字网络对视频矩阵切换技术升级
所有视频音频信号传输到视频矩阵都能自动分配IP地址，
视频通过网络地址分配，对视频1对1、1对N切换，
特有技术带来最佳的无缝视频切换体验。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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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VL0808/1616/3636/7272/144144
无缝混合矩阵

可灵活配置输入和输出卡；
模块化装卸设计，可热拔插使用 
全数字无缝切换技术，满帧率图形处理算法 
可选择音频嵌入视频或数字音频解嵌为模拟音频 
前面板LCD显示器，可显示切换状态和配置IP地址 
输入信号可设置叠加图片及文字或模拟滚动LED横幅 
FPGA的纯硬件架构，上电即可工作，开机启动时间≤2秒。

无缝切换 可视管理 对外供电 模拟横幅 状态显示

M5 M5

VW-VL0808 VW-VL1616 VW-VL3636 VW-VL7272 VW-VL14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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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无需纠结会场视频信号源与屏幕该采用哪种接口，近距离或是远距离传输都配备相应板卡并予以最大程度的定制接口支持，为便于部署调试及维护系统内置红、绿、蓝、
白等多种专业级调试图像，使用者无需再额外接入信号即可进行快速调试部署，在选用HDBaseT的情况下还可利用板卡串口进行控制，互联互通让设备"高效运作"!

接口丰富、轻松部署

设备采用B/S架构研发，支持安卓、iOS、Windows系统且无需安装软件和插件，使用IP板卡还可支持网络监控接入，支持web登录设置网络协议，
支持onvif、RTP、RTSP、RTCP、TCP，UDP等网络协议，直接解码网络摄像机信号，同一局域网内或"异地组网"内
可实现"跨区域、地域"部署完成设置，更多部署用法等待挖掘。
信号切换 由"M5无缝混合矩阵"开始！

兼容拓展

管理：专业信号源可视化操作管理、多通道一对N输入输出切换；
操作：配置LCD显示屏及按钮，灯光昏暗环境仍可准确切换； 
兼容：全平台兼容且无需安装任何软件或插件；

无缝切换、音频管理、同步技术、全系板卡、
远程调试、软件管理、字符叠加、图层管理、
切换预案、切换预览、红外控制、高效架构、
可视操作、在线升级、冗余电源、环出控制、
可自定义配置分辨率等。

特色功能

台式电脑

DVD

投影机

功放

LED拼接墙

DLP拼接墙

LCD拼接墙

4K高清显示器

3

VW-VL3636
无缝混合矩阵1

VIS-CDC
高清摄像机2

4

5

6

7

8

9

10

CAT5e网线

HDMI

SDI

DVI

VGA

音频

66

1

3

4

10

11

5

6

7

8

9

2

D

D

CD

图形化用户界面支持拖拽操作；
电视墙配置可选多路轮巡展示；
选配预览卡可对视频墙进行预览；

监测显示板卡信息如温度或风扇转速；
软件操控输入信号的OSD菜单，台标及横幅设置；
完善的用户权限管理，可细化至每个分类下的小节。

1 输入源 2 拼接预案 3 输出源

2

3

1

VIS-M5SOFT  混合矩阵控制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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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等多种专业级调试图像，使用者无需再额外接入信号即可进行快速调试部署，在选用HDBaseT的情况下还可利用板卡串口进行控制，互联互通让设备"高效运作"!

接口丰富、轻松部署

设备采用B/S架构研发，支持安卓、iOS、Windows系统且无需安装软件和插件，使用IP板卡还可支持网络监控接入，支持web登录设置网络协议，
支持onvif、RTP、RTSP、RTCP、TCP，UDP等网络协议，直接解码网络摄像机信号，同一局域网内或"异地组网"内
可实现"跨区域、地域"部署完成设置，更多部署用法等待挖掘。
信号切换 由"M5无缝混合矩阵"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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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调试、软件管理、字符叠加、图层管理、
切换预案、切换预览、红外控制、高效架构、
可视操作、在线升级、冗余电源、环出控制、
可自定义配置分辨率等。

特色功能

台式电脑

DVD

投影机

功放

LED拼接墙

DLP拼接墙

LCD拼接墙

4K高清显示器

3

VW-VL3636
无缝混合矩阵1

VIS-CDC
高清摄像机2

4

5

6

7

8

9

10

CAT5e网线

HDMI

SDI

DVI

VGA

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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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化用户界面支持拖拽操作；
电视墙配置可选多路轮巡展示；
选配预览卡可对视频墙进行预览；

监测显示板卡信息如温度或风扇转速；
软件操控输入信号的OSD菜单，台标及横幅设置；
完善的用户权限管理，可细化至每个分类下的小节。

1 输入源 2 拼接预案 3 输出源

2

3

1

VIS-M5SOFT  混合矩阵控制软件



X9系列
无缝混合拼接处理系统
信息建设高速发展，大屏显示出现在各行各业，拼接屏设
备接口不统一与大屏内置程序过于单一，是当下拼接屏暂
时难以解决的一道难题。

使用"X9混合拼接处理器"可完美的解决这些问题，不再受
限于显示设备接口与屏体材质，完美兼容当下丰富的
"LED、LCD、DLP与异形屏"。

配备KVM跨平台操作，适用于公检法、机关单位、报告
厅、商显行业、舞台等多种应用场景，可让效率、质量双
提高！

与传统矩阵不同的是，除日常的信号源切换与丰富的视频
接口，具备最新的KVM管理系统，使用一套键鼠即可跨系
统进行控制。

"效率更高" VISSONIC议朗 X9混合拼接处理器！

X9拼接处理器采用模块化板卡设计，支持市面常见视频接
口涵盖"HDMI、DVI、VGA、SDI、HDbaseT、CAT、光
纤、IP..."无需断电即可进行接口板卡的更换安装与快速使
用！

"高性能"带来的直观感受不仅在屏幕切换响应，还体现在
强大的设备自身预案存储和多组视频墙轮巡，EDID功能支
持从X9拼接处理器对拼接屏下发指令！

背部"双备份电源"让设备万无一失，可防止因电源断开而引
发的画面空档解决突发状况！

独创"帧同步"技术可实现不因帧率不匹配而产生画面撕裂感，单
屏4K技术可实现跨屏、漫游、叠加过程中仍保持4K分辨率进行
画面细节展示，在拼接过程依然可使用X9进行信号源与预案切
换功能！

单屏4K、拼接切换

对各个视频模块进行监测、如风扇转速、温度、制造信息、版
本等可主动告警提示，接入预览卡可对画面进行后台预览编
辑，可确定显示方案无误再无缝推送至客户显示区域，预览卡
支持同时查看四组视频信息自适应帧率最高支持60FPS，设备
经过百余项测试，只为保障用户在使用设备过程中不出现断
流、黑屏、卡屏等故障，保障使用体验！

监测告警、预览保障

智能交通管理中心
大屏显示工程

控制指挥中心
视频调度中心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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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全接口、性能强劲多种视频切换处理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无缝混合拼接处理系统配置灵活的拼接与无缝切换矩阵，
旨在为各行业的多种视频及控制信号分配切换处理
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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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VM0808/1616/3636/7272/144144
无缝混合矩阵LED/LCD拼接处理器

可灵活配置输入和输出卡；
LCD显示屏及带灯按钮；
模块化装卸设计，可热拔插使用；
可对所有显示板卡进行状态监控；
具备视频回显展示当前视频画面状态；
可同时管理多个视频墙组，对视频墙进行设置；
支持KVM无感跨平台控制电脑或矩阵及拼接处理器。

双向控制 KVM管理 实时回显 预案管理 状态显示

X9

VW-VM0808 VW-VM1616 VW-VM3636 VW-VM7272 VW-VM144144

全屏显示 画面任意叠加 画面任意漫游 画面缩放功能 单屏独立显示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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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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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无需纠结会场视频信号源与屏幕该采用哪种接口，近距离或是远距离传输都配备相应板卡并予以最大程度的定制接口支持，为便于部署调试及维护系统内置红、绿、蓝、
白等多种专业级调试图像，使用者无需再额外接入信号即可进行快速调试部署，在选用HDBaseT的情况下还可利用板卡串口进行控制，互联互通让设备"高效运作"!

接口丰富、轻松部署

设备采用B/S架构研发，支持安卓、iOS、Windows系统且无需安装软件和插件，使用IP板卡还可支持网络监控接入，支持web登录设置网络协议，
支持onvif、RTP、RTSP、RTCP、TCP，UDP等网络协议，直接解码网络摄像机信号，同一局域网内或"异地组网"内
可实现"跨区域、地域"部署完成设置，更多部署用法等待挖掘。
高效运作 从使用"X9混合拼接处理器"开始！

兼容拓展

管理：专业分级用户权限管理、分区显示管理与日常维护管理权限；
操作：拼控软件配合预览卡可进行专业级切换展现完美画面；
兼容：全平台兼容且无需安装任何软件或插件；

无缝拼接、无缝切换、同步技术、全系板卡、
远程调试、监测告警、字符叠加、图层管理、
拼接预案、拼接预览、视频轮巡、高效架构、
可视操作、在线升级、冗余电源、任意缩放、
叠加、跨屏、漫游、背景等。

特色功能

台式电脑

DVD

投影机

功放

LED拼接墙

DLP拼接墙

LCD拼接墙

4K高清显示器

3

VW-VM3636
无缝混合矩阵拼接处理器1

VIS-CDC
高清摄像机2

4

5

6

7

8

9

10

CAT5e网线

HDMI

SDI

DVI

VGA

音频

72

1

2

3

4

1 输入源 2 矩阵预案 3 输出源 4 实时预览

VIS-CON ENT5  高级控制卡带可视化网页控制

图形化用户界面支持拖拽操作；
多端设备同时操作，状态实时同步；
选配预览卡支持移动端可视化控制；

监测显示板卡信息如温度或风扇转速；
任意显示区域绘制窗口并生成新信号；
选配KVM可在移动设备端进行跨屏操作。

1

3

4

10

11

5

6

7

8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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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字网络对视频矩阵切换技术升级
所有视频音频信号传输到视频矩阵都能自动分配IP地址，
视频通过网络地址分配，对视频1对1、1对N切换，
特有技术带来最佳的无缝视频切换体验。

PHD系列
4K视频切换矩阵及传输器
视频会议与安防监控信号常需要调用与切换，工作流程耗
时耗力，针对中高端视频切换矩阵市场，研发制造出高性
价比的"PHD视频切换矩阵"。

少量视频信号切换较为轻松，但面对数量庞大的视频信号
源需要切换呢？使用"PHD视频切换矩阵"可以更快速、轻
松的对视频信号进行管理。

产品支持外接RS232和中控与软件管控，对视频信号源进
行切换与管理，满足不同会议场景与安防监控场景，提升
使用体验！

搭载高性能处理芯片与高容错率代码，可持续7x24小时工
作，迎合当前主流视频分辨率支持向下兼容4Kx2K自适应
分辨率。

"物超所值" VISSONIC议朗 PHD视频切换矩阵!

B3

全数字化切换可最大程度提升切换响应，PHD视频矩阵响
应逻辑为IP点对点切换，数字信号输入传输近于无损传
输，呈现传输画面色彩还原准确，视像不拖影、音视频完
美同步！

性能强劲不仅体现于视频传输，还体现于强大的预存切换
模式，设备可存储多组切换预案，在不同场景或紧急场景
一键切换预案，让视频切换展示更省时快速！

支持"RS232、中控"软件等多种快速切换控制方式，丰富
使用者的切换操作体验！

得益于硬件与逻辑优化，设备最大功率仅需20W即可满载工
作，拥有断电记忆功能，意外断电情况可自动记忆状态与信号
源，当恢复供电时不需要重新设定切换，PHD视频矩阵可自行
恢复切换与展示！

低功耗、断电记忆

工业级全金属机箱可用于1U、2U机架式服务器安装，内置传输
增强辅助手段在无需外置信号放大情况。输入信号可传输30
米，为项目建设节省成本与布线工作，PHD视频矩阵适用市面
多种显示设备，支持DVD，投影仪、拼接屏、电视等，支持
3D视频资源传输，系统内置固件升级服务可实时在线更新，通
过固件更新可扩展更多设备使用场景！

企业级、远距传输

快速切换、性能强劲

智能交通管理中心
大屏显示工程

控制指挥中心
视频调度中心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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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需要切换呢？使用"PHD视频切换矩阵"可以更快速、轻
松的对视频信号进行管理。

产品支持外接RS232和中控与软件管控，对视频信号源进
行切换与管理，满足不同会议场景与安防监控场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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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迎合当前主流视频分辨率支持向下兼容4Kx2K自适应
分辨率。

"物超所值" VISSONIC议朗 PHD视频切换矩阵!

B3

全数字化切换可最大程度提升切换响应，PHD视频矩阵响
应逻辑为IP点对点切换，数字信号输入传输近于无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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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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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级、远距传输

快速切换、性能强劲

智能交通管理中心
大屏显示工程

控制指挥中心
视频调度中心

应用场景



VIS-PHD88
HDMI高清矩阵

75 76

4K 4K

快速切换，企业级视频切换矩阵
稳定不出错，性能强劲，很可靠；
切换不卡顿，每帧都流畅。

VIS-PHD44
HDMI高清矩阵

4路HDMI输入，4路HDMI输出，4路模拟音频输出；
最高支持4Kx2K@60HZ；
支持软件控制与在线升级；
全数字切换技术，高性能处理算法；
HDMI2.0协议，HDCP1.4协议向下兼容；
可用转接器转换信号，兼容DVI1.0标准；
自适应视频分辨率输出最高可支持@60Hz。

状态显示数字切换 断电记忆 切换预案 可视管理

8路HDMI输入，8路HDMI输出，8路模拟音频输出；；
最高支持4Kx2K@60HZ；
支持软件控制与在线升级；
全数字切换技术，高性能处理算法；
HDMI2.0协议，HDCP1.4协议向下兼容；
可用转接器转换信号，兼容DVI1.0标准；
自适应视频分辨率输出最高可支持@60Hz。

状态显示数字切换 断电记忆 切换预案 可视管理

VIS-PHD1616
HDMI高清矩阵

16路HDMI输入，16路HDMI输出，16路模拟音频输出；；
最高支持4Kx2K@60HZ；
支持软件控制与在线升级；
全数字切换技术，高性能处理算法；
HDMI2.0协议，HDCP1.4协议向下兼容；
可用转接器转换信号，兼容DVI1.0标准；
自适应视频分辨率输出最高可支持@60Hz。

状态显示数字切换 断电记忆 切换预案 可视管理

VIS-HE20
嵌墙面板倍线切换传输器

墙面嵌入式视频传输盒；
单独传输视频与音频或共同传输；
视频与控制信号可远距传输100米；
RS232与IR双向控制，双向POC供电；
HDMI1.3协议，HDCP1.3协议向下兼容；
可用转接器转换信号，兼容DVI1.0标准；
自适应视频分辨率输出最高可支持@60Hz。

兼容三方远距传输 音频输入 视频传输 双向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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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视频分辨率输出最高可支持@60Hz。

状态显示数字切换 断电记忆 切换预案 可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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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数字切换技术，高性能处理算法；
HDMI2.0协议，HDCP1.4协议向下兼容；
可用转接器转换信号，兼容DVI1.0标准；
自适应视频分辨率输出最高可支持@60Hz。

状态显示数字切换 断电记忆 切换预案 可视管理

VIS-HE20
嵌墙面板倍线切换传输器

墙面嵌入式视频传输盒；
单独传输视频与音频或共同传输；
视频与控制信号可远距传输100米；
RS232与IR双向控制，双向POC供电；
HDMI1.3协议，HDCP1.3协议向下兼容；
可用转接器转换信号，兼容DVI1.0标准；
自适应视频分辨率输出最高可支持@60Hz。

兼容三方远距传输 音频输入 视频传输 双向供电



无压缩全数字传输盒；
最高4K视频传输70米；
1080P视频远距传输100米；
RS232与IR双向控制，双向POC供电；
HDMI1.4协议，HDCP1.4协议向下兼容；
可用转接器转换信号，兼容DVI1.0标准；
自适应视频分辨率输出最高可支持@60Hz。

兼容三方远距传输 数字传输 视频传输 双向供电

VIS-HE10
HDBaset延长器传输（100米接收、发送）

无压缩全数字传输盒；
最高4K视频传输40米；
1080P视频远距传输70米；
RS232与IR双向控制，双向POC供电；
HDMI1.4协议，HDCP1.4协议向下兼容；
可用转接器转换信号，兼容DVI1.0标准；
自适应视频分辨率输出最高可支持@60Hz。

兼容三方远距传输 数字传输 视频传输 双向供电

VIS-HE7
HDBaset延长器传输（70米接收、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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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混合矩阵使用PHD固化接口视频矩阵性价比更高，根据市场反馈选用市面保有量最高的HDMI接口作为主力传输接口，设备兼容多种视频协议传输解决
视频接口繁杂问题，在设备没有HDMI接口时使用者可选择转接头进行接口转换，如VGA转HDMI，DVI转HDMI、DP转HDMI等，
用性价比解决固化矩阵接口难题，让设备接口"兼容无忧"！

固化接口、兼容也广

无需复杂设置，上电接入输入输出线缆即可使用，支持按键切换，软件切换、中控切换，控制方式丰富操作简单明了。图形化软件控制
可设置多种切换方式与快捷管理，解决传统矩阵切换复杂瓶颈，使用EDID功能对屏幕下发控制指令如输入切换至输出。
智能散热处理，设备可持续7x24小时工作，根据当前传输带宽与任务自行调节。
视频利器 选择"PHD视频切换矩阵"！

使用简单

管理：专业信号源可视化操作管理、使用软件进行细致化切换；
操作：配置LCD显示屏及按钮，灯光昏暗环境仍可准确切换；
兼容：支持多种协议的数字视频接口转换；

快速切换、音画同步、智能散热、长时工作、
远程调试、软件管理、可视操作、切换预案、
高效处理、兼容三方、自动侦测、断电记忆、
金属机身、状态显示、在线升级、3D影音、
EDID管理、自定义配置分辨率等。

特色功能
DV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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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高清显示器

台式电脑

一体式电脑

功放

VIS-PHD88
HDMI高清矩阵

投影机

VIS-CDC
高清摄像机

78

4K



无压缩全数字传输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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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完美集成三大特性，极致简化您的系统
数字信息时代的下一个安防集成风口产品，
集音频、视频、控制于一体，直击现代化智慧城市数据发展的需求痛点。

分布式KVM坐席协作系统
视频传输协作领域"顶级"产品，传统视频矩阵不可比拟的协
作控制与视频传输，将多种媒体设备信号转化为网络IP实
现"网络化、跨区域"坐席控制。

传统矩阵无法满足当前如控制"IPC摄像头、区域对讲广
播、跨区域协作"等，"DSKS分布式坐席协作系统"提供
500组以上的IPC网络监控并实现控制。

跨区域或地区可使用光纤或网线进行超远距离传输，回传
至大屏进行视频拼接查看或展示，应用用于指挥中心，调
度中心、公安交警、电网调度等。

通用的线缆设计，在部署时将更为便捷，无需重新布置线
缆利用旧有网络进行改造，即可完成"兼容性强、系统稳定
"的坐席系统。

部署轻松 让数据尽在掌控之中！

B4

来自用户真实反馈：使用分布式坐席后，地区交通运维变
得更为高效，结合接警平台部署，接警后可利用坐席对事
发地点进行"IPC监控查看"，联动的IPC"摄像控制"让查看也
变得更轻松！

我们是电力指挥中心：我们非常头疼，因为需要经常查阅
数据与协作处理，自从使用分布式坐席协作系统后，所有
电力调控与数据全部显示在大屏幕，非常方便！

简单易懂的图形操作界面，无需培训也能快速上手，周详
的权限管理分配让任务处理"井井有条"！

独创的"FIBER-NET双传输技术"可加密传输的音频，视频、控制
等信号，确保重要数据不被截取，无密钥拒绝访问，无权限拒
绝获取，手拉手结构实现任意节点故障不影响系统工作，传输
更稳定安全！

加密、数据更安全

系统内置多种常用与自定义拼接方案，针对指挥中心与交警调
度平台，系统支持高达500组视频回显，配合专用网络使用者可
在"任意地点"使用iPad、Windows等设备，查看IPC监控，坐席
画面、电脑画面、视频画面等。拼接功能更为专业，采用独创
"帧同步技术"可实现无缝拼接，色彩还原准确、切换响应快、漫
游、图层叠加等特点。

拼接回显、所见即所得 

处理、效率更高

智能交通管理中心
大屏显示工程

控制指挥中心
视频调度中心

应用场景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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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帧同步技术"可实现无缝拼接，色彩还原准确、切换响应快、漫
游、图层叠加等特点。

拼接回显、所见即所得 

处理、效率更高

智能交通管理中心
大屏显示工程

控制指挥中心
视频调度中心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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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KS400-I
4K@60Hz分布式KVM输入节点

81 82

视界更远，让传输距离不受限制
双备份供电，稳定传输，更安全；
自研发技术，传输更快速。

VIS-KS400-O
4K@60Hz分布式KVM输出节点

4Kx2K@60高清KVM输出节点；
双备份供电可POE与电源供电；
音频无损输入支持同步，异步、混音；
输入信号预览，支持200路视频实时回显；
前面板LED显示屏可显示工作状态及IP地址；
FIBER-NET双传输技术，节点故障不影响运作；
KVM进行远程控制其他坐席电脑，鼠标漫游跨屏。

状态显示信号输出 KVM管理 实时回显 坐席对讲

4Kx2K@60高清KVM输入节点；
双备份供电可POE与电源供电；
音频无损输入支持同步，异步、混音；
输入信号预览，支持200路视频实时回显；
前面板LED显示屏可显示工作状态及IP地址；
FIBER-NET双传输技术，节点故障不影响运作；
KVM进行远程控制其他坐席电脑，鼠标漫游跨屏。

状态显示信号输入 KVM管理 实时回显 坐席对讲

VIS-KS300-O
4K@30Hz分布式KVM输出节点

4Kx2K@30高清KVM输出节点；
双备份供电可POE与电源供电；
音频无损输入支持同步，异步、混音；
输入信号预览，支持200路视频实时回显；
前面板LED显示屏可显示工作状态及IP地址；
FIBER-NET双传输技术，节点故障不影响运作；
KVM进行远程控制其他坐席电脑，鼠标漫游跨屏。

状态显示信号输出 KVM管理 实时回显 坐席对讲

VIS-KS300-I
4K@30Hz分布式KVM输入节点

4Kx2K@30高清KVM输入节点；
双备份供电可POE与电源供电；
音频无损输入支持同步，异步、混音；
输入信号预览，支持200路视频实时回显；
前面板LED显示屏可显示工作状态及IP地址；
FIBER-NET双传输技术，节点故障不影响运作；
KVM进行远程控制其他坐席电脑，鼠标漫游跨屏。

状态显示信号输入 KVM管理 实时回显 坐席对讲

VIS-KS200-O
2K@60Hz分布式KVM输出节点

1080P@60高清KVM输出节点；
双备份供电可POE与电源供电；
音频无损输入支持同步，异步、混音；
输入信号预览，支持200路视频实时回显；
前面板LED显示屏可显示工作状态及IP地址；
FIBER-NET双传输技术，节点故障不影响运作；
KVM进行远程控制其他坐席电脑，鼠标漫游跨屏。

状态显示信号输出 KVM管理 实时回显 坐席对讲

VIS-KS200-I
2K@60Hz分布式KVM输入节点

1080P@60高清KVM输入节点；
双备份供电可POE与电源供电；
音频无损输入支持同步，异步、混音；
输入信号预览，支持200路视频实时回显；
前面板LED显示屏可显示工作状态及IP地址；
FIBER-NET双传输技术，节点故障不影响运作；
KVM进行远程控制其他坐席电脑，鼠标漫游跨屏。

状态显示信号输入 KVM管理 实时回显 坐席对讲



VIS-KS400-I
4K@60Hz分布式KVM输入节点

81 82

视界更远，让传输距离不受限制
双备份供电，稳定传输，更安全；
自研发技术，传输更快速。

VIS-KS400-O
4K@60Hz分布式KVM输出节点

4Kx2K@60高清KVM输出节点；
双备份供电可POE与电源供电；
音频无损输入支持同步，异步、混音；
输入信号预览，支持200路视频实时回显；
前面板LED显示屏可显示工作状态及IP地址；
FIBER-NET双传输技术，节点故障不影响运作；
KVM进行远程控制其他坐席电脑，鼠标漫游跨屏。

状态显示信号输出 KVM管理 实时回显 坐席对讲

4Kx2K@60高清KVM输入节点；
双备份供电可POE与电源供电；
音频无损输入支持同步，异步、混音；
输入信号预览，支持200路视频实时回显；
前面板LED显示屏可显示工作状态及IP地址；
FIBER-NET双传输技术，节点故障不影响运作；
KVM进行远程控制其他坐席电脑，鼠标漫游跨屏。

状态显示信号输入 KVM管理 实时回显 坐席对讲

VIS-KS300-O
4K@30Hz分布式KVM输出节点

4Kx2K@30高清KVM输出节点；
双备份供电可POE与电源供电；
音频无损输入支持同步，异步、混音；
输入信号预览，支持200路视频实时回显；
前面板LED显示屏可显示工作状态及IP地址；
FIBER-NET双传输技术，节点故障不影响运作；
KVM进行远程控制其他坐席电脑，鼠标漫游跨屏。

状态显示信号输出 KVM管理 实时回显 坐席对讲

VIS-KS300-I
4K@30Hz分布式KVM输入节点

4Kx2K@30高清KVM输入节点；
双备份供电可POE与电源供电；
音频无损输入支持同步，异步、混音；
输入信号预览，支持200路视频实时回显；
前面板LED显示屏可显示工作状态及IP地址；
FIBER-NET双传输技术，节点故障不影响运作；
KVM进行远程控制其他坐席电脑，鼠标漫游跨屏。

状态显示信号输入 KVM管理 实时回显 坐席对讲

VIS-KS200-O
2K@60Hz分布式KVM输出节点

1080P@60高清KVM输出节点；
双备份供电可POE与电源供电；
音频无损输入支持同步，异步、混音；
输入信号预览，支持200路视频实时回显；
前面板LED显示屏可显示工作状态及IP地址；
FIBER-NET双传输技术，节点故障不影响运作；
KVM进行远程控制其他坐席电脑，鼠标漫游跨屏。

状态显示信号输出 KVM管理 实时回显 坐席对讲

VIS-KS200-I
2K@60Hz分布式KVM输入节点

1080P@60高清KVM输入节点；
双备份供电可POE与电源供电；
音频无损输入支持同步，异步、混音；
输入信号预览，支持200路视频实时回显；
前面板LED显示屏可显示工作状态及IP地址；
FIBER-NET双传输技术，节点故障不影响运作；
KVM进行远程控制其他坐席电脑，鼠标漫游跨屏。

状态显示信号输入 KVM管理 实时回显 坐席对讲



VIS-DS200-O
2K@60Hz高清分布式输出节点

1080P@60高清输出节点；
双备份供电可POE与电源供电；
音频无损输入支持同步、异步、混音；
输入信号预览，支持200路视频实时回显；
前面板LED显示屏可显示工作状态及IP地址；
FIBER-NET双传输技术，节点故障不影响运作；
具备中控功能与IPC摄像头信号接入，转发及控制。

状态显示信号输出 IPC输出 实时回显 语音对讲

1080P@60高清输入节点；
双备份供电可POE与电源供电；
音频无损输入支持同步、异步、混音；
输入信号预览，支持200路视频实时回显；
前面板LED显示屏可显示工作状态及IP地址；
FIBER-NET双传输技术，节点故障不影响运作；
具备中控功能与IPC摄像头信号接入，转发及控制。

状态显示信号输入 IPC输出 实时回显 语音对讲

VIS-DS200-I
2K@60Hz高清分布式输入节点

83

CAT5

HDMI

电源控制

可利用旧有通用线缆进行改造升级，以Cat5e线缆举例用户可使用单根线缆进行供电与数据传输，极大地降低硬件建设成本与设备部署时间成本，
在接入设备上宽容度更高使用Hdmi视频接口用户可接入Pc，摄像头、DVD等各种设备，利用设备自带Rs232/485接口
进行串联可实现无需控制主机，即可对设备进行开关控制等调节，控制更方便！

灵活部署

与传统视频传输盒相比，分布式有着天然优势内置多种丰富的管理控制，设备不仅可用于远距离传输，也可用于控制远端设备为政府，
军队和校园提供更为安全高效的跨区域协作环境，KVM坐席可连接USB扩展接口进行远程拷贝机房内电脑上的文件，
跨平台操作兼容PC，Windows、linux、Mac等系统平台。
分布式KVM协作，跨区域传输更安全，查看协作畅通无阻！

兼容拓展

安全：通信加密技术对所有数据进行多重加密，数据泄露无机可乘；
协作：不同坐席的视频信号推送与接管，多鼠标无感跨屏操作；
传输：千兆网络传输，低至0ms延时，响应速度更快；

跨区传输、远程控制、语音对讲、视频传输、
统一管理、权限管理、安全加密、摄像接入、
漫游推送、指定推送、远程开关、远程存储、
温度管理、调取场景、兼容三方、超清传输、
中控编程、状态显示等。

特色功能 VIS-KS200-O
2K@60Hz分布式KVM输出节点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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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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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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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VIS-CDC
高清摄像机

KVM控制端

高清显示器

台式电脑

投影幕布

灯光

管理平台

拼接屏

VIS-POWER8Ⅳ
网络型环境控制器

VIS-DS200-O
2K@60Hz高清分布式输出节点
VIS-KS400-I
4K@60Hz分布式KVM输入节点	

VIS-KS400-O
4K@60Hz分布式KVM输出节点

VIS-KS300-I
4K@30Hz分布式KVM输入节点

VIS-KS300-O
4K@30Hz分布式KVM输出节点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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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兆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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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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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RS-232



VIS-DS200-O
2K@60Hz高清分布式输出节点

1080P@60高清输出节点；
双备份供电可POE与电源供电；
音频无损输入支持同步、异步、混音；
输入信号预览，支持200路视频实时回显；
前面板LED显示屏可显示工作状态及IP地址；
FIBER-NET双传输技术，节点故障不影响运作；
具备中控功能与IPC摄像头信号接入，转发及控制。

状态显示信号输出 IPC输出 实时回显 语音对讲

1080P@60高清输入节点；
双备份供电可POE与电源供电；
音频无损输入支持同步、异步、混音；
输入信号预览，支持200路视频实时回显；
前面板LED显示屏可显示工作状态及IP地址；
FIBER-NET双传输技术，节点故障不影响运作；
具备中控功能与IPC摄像头信号接入，转发及控制。

状态显示信号输入 IPC输出 实时回显 语音对讲

VIS-DS200-I
2K@60Hz高清分布式输入节点

83

CAT5

HDMI

电源控制

可利用旧有通用线缆进行改造升级，以Cat5e线缆举例用户可使用单根线缆进行供电与数据传输，极大地降低硬件建设成本与设备部署时间成本，
在接入设备上宽容度更高使用Hdmi视频接口用户可接入Pc，摄像头、DVD等各种设备，利用设备自带Rs232/485接口
进行串联可实现无需控制主机，即可对设备进行开关控制等调节，控制更方便！

灵活部署

与传统视频传输盒相比，分布式有着天然优势内置多种丰富的管理控制，设备不仅可用于远距离传输，也可用于控制远端设备为政府，
军队和校园提供更为安全高效的跨区域协作环境，KVM坐席可连接USB扩展接口进行远程拷贝机房内电脑上的文件，
跨平台操作兼容PC，Windows、linux、Mac等系统平台。
分布式KVM协作，跨区域传输更安全，查看协作畅通无阻！

兼容拓展

安全：通信加密技术对所有数据进行多重加密，数据泄露无机可乘；
协作：不同坐席的视频信号推送与接管，多鼠标无感跨屏操作；
传输：千兆网络传输，低至0ms延时，响应速度更快；

跨区传输、远程控制、语音对讲、视频传输、
统一管理、权限管理、安全加密、摄像接入、
漫游推送、指定推送、远程开关、远程存储、
温度管理、调取场景、兼容三方、超清传输、
中控编程、状态显示等。

特色功能 VIS-KS200-O
2K@60Hz分布式KVM输出节点3

1

2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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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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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CDC
高清摄像机

KVM控制端

高清显示器

台式电脑

投影幕布

灯光

管理平台

拼接屏

VIS-POWER8Ⅳ
网络型环境控制器

VIS-DS200-O
2K@60Hz高清分布式输出节点
VIS-KS400-I
4K@60Hz分布式KVM输入节点	

VIS-KS400-O
4K@60Hz分布式KVM输出节点

VIS-KS300-I
4K@30Hz分布式KVM输入节点

VIS-KS300-O
4K@30Hz分布式KVM输出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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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一套灵活、稳定可靠、高端的智能控制系统
采用低功耗的ARM嵌入式硬件平台，使控制随叫随到，
不拖泥带水，互联互通的TCP/IP网络技术满足各种复杂的应用场景。

网络型中央控制系统
会议设备随着技术日益更新，会议室中也充满着各式各样
的遥控器，如会议外设如话筒、无纸化、投影、显示器、
功放、调音台、幕布、窗帘、空调。

都仅使用一台中控设备呢？改变由此开始，无需再焦急地
寻找遥控器，拿起iPad或打开软件就是"控制中心"，对设
备进行开关等多种控制调节。

本套中控系统自身拥有三十二路控制接口与丰富的扩展接
口，可通过内置接口控制各种会议室、报告厅、主题馆、
剧院、舞台等应用场景。

简单明了的自定义控制指令，软件附带多种主题的操作界
面一键切换场景设定，进行预案保存或调用实现更多快捷
操作。

多场景控制"得力"助手VISSONIC议朗网络型中央控制系统！

C1

安全、稳定重于天，得益于VISSONIC议朗的研发与制造技
术，在研发阶段就注定是一款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机器，数
百项测试通过与3C检验是对产品的最大认可与表彰！

与传统中控设备不同，选用网络型的中控在设备控制上更
为轻松且不受距离限制，在同一局域网内可实现毫秒级响
应，以及支持网络远程式控制与调试！

标准服务器机身配备全铝合金外壳，面板拥有多路信号状
态指示灯，让设备巡查清晰明了！

设备可内置多组控制方案及预案，对灯光、温度、视频信号、
音频信号、环境等预先设定进行一键切换，现在无需再逐个手
动设置，仅需轻点保存再次点击使用，就可以快速布置现场设
备与环境！

场景调用

利用中控接入Audio Link协议设备，添加同协议设备并入一个
系统对其进行"统一管理"，它可以是话筒、音响、音频处理器、
中控、乃至模拟协议的音频设备，外接扩展接口实现更多
RS232/485设备而无需再购置主机，以此来达到融入系统并进
行管控，至此您的管理将变得更为轻松、高效、便捷，让旧设
备焕发"新生命"选择不再犹豫。

接入Audio Link 让您 如虎"添"翼

更轻松、更稳定

报告厅
会议室

剧院
舞台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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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一套灵活、稳定可靠、高端的智能控制系统
采用低功耗的ARM嵌入式硬件平台，使控制随叫随到，
不拖泥带水，互联互通的TCP/IP网络技术满足各种复杂的应用场景。

网络型中央控制系统
会议设备随着技术日益更新，会议室中也充满着各式各样
的遥控器，如会议外设如话筒、无纸化、投影、显示器、
功放、调音台、幕布、窗帘、空调。

都仅使用一台中控设备呢？改变由此开始，无需再焦急地
寻找遥控器，拿起iPad或打开软件就是"控制中心"，对设
备进行开关等多种控制调节。

本套中控系统自身拥有三十二路控制接口与丰富的扩展接
口，可通过内置接口控制各种会议室、报告厅、主题馆、
剧院、舞台等应用场景。

简单明了的自定义控制指令，软件附带多种主题的操作界
面一键切换场景设定，进行预案保存或调用实现更多快捷
操作。

多场景控制"得力"助手VISSONIC议朗网络型中央控制系统！

C1

安全、稳定重于天，得益于VISSONIC议朗的研发与制造技
术，在研发阶段就注定是一款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机器，数
百项测试通过与3C检验是对产品的最大认可与表彰！

与传统中控设备不同，选用网络型的中控在设备控制上更
为轻松且不受距离限制，在同一局域网内可实现毫秒级响
应，以及支持网络远程式控制与调试！

标准服务器机身配备全铝合金外壳，面板拥有多路信号状
态指示灯，让设备巡查清晰明了！

设备可内置多组控制方案及预案，对灯光、温度、视频信号、
音频信号、环境等预先设定进行一键切换，现在无需再逐个手
动设置，仅需轻点保存再次点击使用，就可以快速布置现场设
备与环境！

场景调用

利用中控接入Audio Link协议设备，添加同协议设备并入一个
系统对其进行"统一管理"，它可以是话筒、音响、音频处理器、
中控、乃至模拟协议的音频设备，外接扩展接口实现更多
RS232/485设备而无需再购置主机，以此来达到融入系统并进
行管控，至此您的管理将变得更为轻松、高效、便捷，让旧设
备焕发"新生命"选择不再犹豫。

接入Audio Link 让您 如虎"添"翼

更轻松、更稳定

报告厅
会议室

剧院
舞台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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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POWER8
网络型环境控制器（八路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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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控，控制设备简单更快捷
自定义控制，拒绝繁琐，更省时；
可编程中控，接入更丰富。

VIS-CTRL
网络型可编程中央控制主机

高强度金属机箱；
8路弱电继电器接口；
8路独立编程红外发射接口可调功率；
8路数字输入/输出IO接口，带电路保护；
8路独立编程RS232/422/485/控制接口；
可使用本地或远程控制，支持PC或iPad进行便携控制；
支持多种网络通讯：VIS-NET、VIS-Link、Ethernet。

屏幕控制独立编程 远程控制 话筒控制 环境控制

高强度金属机身；
内置网页服务器；
可独立或多台串联集中控制；
调节ID可实现容纳多台环境控制器；
指示灯显示电源，ID网络、数据传输状态；
内置8路常开/常闭继电器，可通过编程进行控制；
提供1路NET网络接口，通过接口与编程主机通讯。

窗帘控制内置管理 主机级联 环境控制 灯光控制

VIS-TP10
10”手持中控触控面板

无线手持触控iPad；
支持中英文显示控制界面；
IP54级别，防尘防水保护；
四核高性能处理器，控制响应快；
配备Type-C充电接口与USB接口；
一周超长待机续航，可持续使用6小时；
操作界面自定义，多种主题（政府/交通）随意切换。

场景主题电容触控 无线传输 高清显示 超长续航 场景主题电容触控 无线传输 超清显示 超长续航 场景主题电容触控 无线传输 超清显示 超长续航

VIS-WTP10
10”壁挂式有线中控触控面板

有线壁挂触控iPad；
连接无线或POE有线使用；
机身两侧配备LED引导指示灯；
四核高性能处理器，控制响应快；
配备RJ45接口可进行供电传输；
一周超长待机续航，可持续使用6小时；
操作界面自定义，多种主题（政府/交通）随意切换。

VIS-TP13
13”桌面式有线中控触控面板

无线桌面触控iPad；
连接无线或POE有线使用；
机身底部配备桌面立式底座；
四核高性能处理器，控制响应快；
配备RJ45接口可进行供电传输；
一周超长待机续航，可持续使用6小时；
操作界面自定义，多种主题（政府/交通）随意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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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手持触控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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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高性能处理器，控制响应快；
配备Type-C充电接口与USB接口；
一周超长待机续航，可持续使用6小时；
操作界面自定义，多种主题（政府/交通）随意切换。

场景主题电容触控 无线传输 高清显示 超长续航 场景主题电容触控 无线传输 超清显示 超长续航 场景主题电容触控 无线传输 超清显示 超长续航

VIS-WTP10
10”壁挂式有线中控触控面板

有线壁挂触控iPad；
连接无线或POE有线使用；
机身两侧配备LED引导指示灯；
四核高性能处理器，控制响应快；
配备RJ45接口可进行供电传输；
一周超长待机续航，可持续使用6小时；
操作界面自定义，多种主题（政府/交通）随意切换。

VIS-TP13
13”桌面式有线中控触控面板

无线桌面触控iPad；
连接无线或POE有线使用；
机身底部配备桌面立式底座；
四核高性能处理器，控制响应快；
配备RJ45接口可进行供电传输；
一周超长待机续航，可持续使用6小时；
操作界面自定义，多种主题（政府/交通）随意切换。



主机多达三十二路独立接口三种互联互通协议，可进行独立编程对设备进行扩展控制，包含：八路独立可编程红外发射接口、八路独立可编程
RS232/422/485控制接口、八路弱电继电器接口、八路数字输入/输出IO接口，三种网络通讯：VIS-NET、CR-Link、Ethernet；
配备USB2.0编程通讯接口，节时省力就用VISSONIC中控系统！

多样接口 轻松部署

主机预留四组扩展接口，可插入接口扩展板卡或接入扩展控制盒实现"联动控制"，对所有接口设备进行一机掌控而非单独控制，
接入无纸化设备对显示屏、或话筒进行同步升降或异步升降创造更多使用场景，使用墙面控制面板无需iPad或软件
即可对会议室内设备进行控制，可实现广播音频的快速选择与各种设备联动控制预案。
时间珍贵，让智能中控融入会议场景"创造无限可能"！

兼容拓展

音频：使用VISSONIC议朗音频设备可快速接入管理，无需复杂编程；
视频：对视频进行各种预案设置及调用、如分屏、信号切换等；
环境：对灯光、幕布、空调、TV等设备进行统一管理；

智能预案、灯光控制、投影控制、大屏控制、
信号切换、音频控制、话筒控制、环境控制、
广播控制、本地控制、远程控制、墙面控制、
快速编程、多端软件、红外接口、弱电接口、
IO、RS232/422/485接口等。

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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