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上10时 - 早上10时半 视诚科技 - 网红直播，引流揭秘
你和网红只存在“迷你”的距离

进入直播间

早上10时 - 早上11时 京东方直播间
超高清画质增强技术方案

进入直播间

迈拓维矩
公司介绍

进入直播间

厦门视诚科技RGBlink公司介绍直播间
视诚科技公司及产品解决方案介绍

进入直播间

于5月20日活动当天点击以下红色按钮的链接，实时观看展商虚拟展示、产品演示直播及参加
网络研讨会。

以下时间为北京时间		 	 	 	 	 	 	
题目及时间如有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2021年5月20日 • 上午10时 - 下午5时 

活动时间表

欢迎于上午10时到下午5时期间访问以下展商的线上展台，利用直播技术，亲眼看到各参展商带来的解
决方案展示，获得犹如线下展会一样的体验。
前往线上展示大厅 :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rooms

焦点参展商 特色参展商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8ff0cd17fcb3d439d486a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80caeea73e22a536e1a88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8fcf2f906873d5460615f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8ff0cd17fcb3d439d486a
https://www.infocomm-china.com/en/


早上10时 - 早上11时 主题演讲：中国新零售业的前景、挑战和未来趋势 
计算是设计和交付任何视听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之而系统
的性能将无法预测，其成果可能最终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本节
会议将介绍和解释 一些最常用和必不可少的计算类型，并且提
供给与会代表一些样本问题，让他们学以致用，使用刚学到的公
式进行练习。会议涵盖的领域将包括视觉和投影，欧姆定律，音
频，比例和转换，帮助您探索AV项目中典型的关键数学公式，并
通过实践示例和实践问题来增强自己的信心，将会上所学得的
重要技能，立即应用到工作中。
讲师：

• 郑焕然先生，普华永道消费市场行业亚太区､中国内地及香
港区主管合伙人

• 钟晓扬先生，普华永道中国管理咨询合伙人

加入研讨会

4K的应用及解决方案
4K信号的普及及实际现场的应用，RGBlink针对4K的现场能提
供哪些服务。
讲师：

• 王丽宝先生，厦门视诚科技有限公司 FAE工程师

加入研讨会

早上11时 - 早上11时半 科视文化娱乐产业系统案例分享
文化娱乐行业的尖端产品、集成方案以及成功案例

进入直播间

早上11时15分 - 早上11时20分 【渠道买家连线 - 视诚科技】
公司介绍

加入研讨会

早上11时20分 - 早上11时45分 【渠道买家连线 - 视诚科技】
RGBlink 超迷你的掌上切换台mini

加入研讨会

早上11时 - 中午12时 ScreenBeam无线投屏解决方案
ScreenBeam无线产品介绍及各应用场景的解决方案详解

进入直播间

早上11时半 - 中午12时20分 主题演讲：在疫情后新时代建造高科技智能建筑
疫情的出现正迫使我们寻求更安全、更智能的方式来建造家居
和办公室。在整个设计和建筑过程中使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
能改变建筑行业，并帮助我们为人们提供可持续又负担得起的
住房。本节会议将重点讨论智能建筑的新趋势及其对建筑生态
系统的意义。
讲师：

• 徐腾先生，IDA综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创办人

加入研讨会

早上11时半 - 中午12时半 迈拓维矩 - 混合矩阵，处理器产品PPT
混合矩阵及拼接处理器介绍

进入直播间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session-stream/56106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session-stream/58482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9e35435bac463c12614f01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session-stream/60114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session-stream/60127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901daca7aa912cb675280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session-stream/56107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8fdab2664283d5a851cab
https://www.infocomm-china.com/en/


早上11时半 - 中午12时半 厦门视诚科技RGBlink拼接处理器直播间
拼接墙及多画面处理解决方案介绍

进入直播间

精益产品  渠道赋能｜后疫情时代的银行数字化转型
作为全球物联网创新企业，能够自主研发显示面板，同时有着强
大的人工数据后台及供应链协调能力。智慧一体机是市场上少
有的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都能够独立完成的产品。另外京东
方硬件产品更为丰富，同时面向全国渠道布局，渠道支持力度更
大。 
 
本节也会对疫情后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内容、方向及成果作出分
享与探讨。
讲师：

• 夏子祺先生，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体机拓展组
总经理     

• 黄羽先生，京东方智慧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智慧金融销售经理

加入研讨会

下午1时 - 下午1时45分 INTIVISION系统生产指挥中心建设解决方案
生产指挥中心建设的应用以及系统架构解决方案

进入直播间

下午1时 - 下午2时 迈拓维矩拼接处理器
视频拼接处理器的开窗、漫游、叠加、预览回显等产品技术

进入直播间

厦门视诚科技RGBlink企业无线投屏解决方案直播间
企业无线投屏解决方案介绍

进入直播间

下午1时半 - 下午2时半 如何理解数字音频和视频的带宽?
如今可以说整个音视频行业已经全面进入了网络时代。 AV over 
IP 已经成为设计主流。我们必须深入的了解音频和视频的带宽以
及对整个网络所带来的影响和压力。网络融合AVC一体化是新的
技术趋势！
讲师：

• Kane Zhang，北京 InfoComm China 品牌大使，易科国际
副总裁，网络音视频CTO，CTS-D，Dante培训师

加入研讨会

下午2时 - 下午2时半 视诚科技 - 世界上最小的无线协同解决方案
高效完成本地/线上会议的“黑科技”

进入直播间

ScreenBeam 如何集中管理无线投屏设备， 
提高管理员工作效率
ScreenBeam中央管理系统

进入直播间

https://www.infocomm-china.com/en/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8ff68f906873d54606169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session-stream/58486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8ec9d1697bd4b5b25dee9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8fe7566214212eb2cdf6f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9002cd17fcb3d439d4873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session-stream/58494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9e3b624f14743c35f79fcd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9023e2664283d5a851ccc


下午2时 - 下午2时45分 INTIVISION系统公检法指挥中心建设解决方案
公检法指挥中心建设的应用以及系统架构解决方案

进入直播间

下午2时 - 下午3时 京东方直播间
智慧党建新体验

进入直播间

下午2时半 - 下午3时 ScreenBeam - 消费级和企业级无线投屏接收器的区别
消费级和企业级无线投屏接收器的区别、定制化配置及安全设定

进入直播间

下午2时半 - 下午3时半 迈拓维矩混合矩阵切换器
混合矩阵无缝切换，拼接显示的演示操作

进入直播间

厦门视诚科技RGBlink多信号视频矩阵直播间
多信号视频矩阵解决方案介绍

进入直播间

下午2时45分 - 下午3时45分 5G大数据时代，一场视听建设革新风暴: 全局可视化云
随着5G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视听系统的管控能力和范围均发生质
变，分布式技术将朝着下一个阶段进化，向着全局可视化的方向
演进。
• 视听系统建设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 新时代AV系统建设需求的变化趋势
• 新趋势下的系统设计思维
讲师：

• 周晔先生，上海寰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加入研讨会

下午3时 - 下午3时半 LED拼接显示处理神器
拼接显示处理需求大揭秘

进入直播间

下午3时 - 下午3时45分 INTIVISION系统交通协调管理中心建设解决方案
交通协调管理中心建设的应用以及系统架构解决方案

进入直播间

下午3时 - 下午4时 京东方直播间
智慧金融解决方案

进入直播间

下午3时半 - 下午4时 ScreenBeam - 让教师享受自由：无线教室的威力
通过技术的手段，让老师可以移动教学

进入直播间

https://www.infocomm-china.com/en/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8eda47ee09912f10fa9f2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8ea6cb15e8d4b7fad98fe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9029ab15e8d4b7fad99df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8fd5d8d43d712c5316b0f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8ffeeb15e8d4b7fad99d1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session-stream/58497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900f28d43d712c5316b24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8f3d07ee09912f10faa2d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8ead9ca7aa912cb675161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902ee8d43d712c5316b39


下午3时半 - 下午4时20分 疫后看数字广告：安全  个性化  市场活力
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形势下，迫切需要扩大国内需求，加快释放被
疫情抑制的消费潜力。个性化的互联网广告正是当下互联网＋时
代数字化转型的代表产物之一，是互联网经济模式中的重要环
节，对降本增效、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同
时，广告已经成为互联网产业主要的盈利模式之一。广告的收入
承担了互联网服务提供方的大部分运营成本，使得广大消费者
得以免费享受诸多优质便捷的互联网服务。不可回避的是，当人
们在享受个性化广告技术带来的诸多便利时，也常常会抱以担
忧。近来，我们也看到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对个性化广告发展的担
忧声音。个性化广告技术是否存在滥用用户隐私数据的情况？在
当前激发市场活力和拉动消费的时代背景下，应综合处理好数
据安全、隐私保护与发挥数据要素促进个性化广告发展之间的
关系，三者兼顾，不可偏废。
讲师：

• 霍焰女士，中国广告协会会长助理及互联网广告 
委员会秘书长

加入研讨会

下午4时 - 下午4时45分 INTIVISION系统对会议室以及远程会议中心建设解决方案
会议室以及远程会议中心建设的应用以及系统架构解决方案

进入直播间

下午4时 - 下午5时 迈拓维矩带屏KVM切换器介绍
17寸组合式带屏KVM切换器

进入直播间

厦门视诚科技RGBlink无缝切换处理器直播间
无缝切换处理器解决方案介绍

进入直播间

数字视频显示技术基础
视频信号的传输和显示已经从早期的模拟制式转向了数字格式，
怎样全面地理解图像的分辨率，以及人眼对显示分辨率的识别会
直接影响到视频系统的设计。而数字视频信号的传输同样与带宽
关系密切，不同类型的传输格式和接口需要正确地使用在不同的
场合，以配合使用场合。   

讲师：
• 兆翦先生，AIMS联盟代表

加入研讨会

下午4时半 - 下午5时 ScreenBeam - 如何正确使用无线技术开展职场协作
UC协作与无线协作介绍

进入直播间

为了让您获得最佳体验效果，推荐在装有windows8 及更高版本的操作系统的台式电脑/手提电脑，通过Windows 
Chrome或微软Edge浏览器登入GoVIRTUAL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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