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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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E直播间
智慧端口产品和物联网

进入直播间

Dahua大华直播间 - 大华智慧教室解决方案
大华智慧教室照明解决方案

进入直播间

影迪INTIVISION系统介绍
可视化交互管理系统

进入直播间

JUSBE(佳比)音视频互联互通方案的场景应用介绍
音视频互联互通方案

进入直播间

于4月14日活动当天点击以下链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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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上午10时 - 下午5时 

活动时间表

欢迎于上午10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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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参展商 展商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543b6e11be253beafabd1d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6c993657d65f1d627b395a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543908063b6375fe5745b8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6ca7382521202c0add887b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543881a4c2283c01b9ee14
https://www.infocomm-china.com/en/


早上10时 - 早上11时 MAXHUB行业解决方案 - 医疗行业 - 圆和医疗集团
医疗行业解决方案

进入直播间

迈拓维矩 -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进入直播间

力卡无线音频直播间
力卡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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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演讲：未来办公 
重点探讨远程办公是否会成为中国的未来、人工智能会否取代
我们、技术对新业务模式发展的影响，以及数字时代需要哪些
类型的人才等热点话题。
讲者：

• 王吉平, 国际数据公司IDC 中国助理副总裁

加入研讨会

数字化办公趋势下MAXHUB的产品布局 
讲者：

• 张金成, MAXHUB产品中心总监

加入研讨会

早上10时 - 早上11时半 寰视 - 公安/气象/远程教育全域可视化云解决方案
公安/气象/远程教育解决方案

进入直播间

早上11时 - 早上11时半 【音视频技术专场 - 方图】音频设备的规格选择
音频设备

进入直播间

早上11时半 - 中午12时 【音视频技术专场 - 卡讯电子】混合办公室-如何增强办公室中
的视频会议协作体验
云端视频会议与电视墙整合运用

进入直播间

【渠道买家连线 - 视诚科技】
超迷你掌上切换台mini

加入研讨会

早上11时半 - 中午12时半 Dahua大华直播间 - 大华中小型会议室解决方案
大华中小型会议室解决方案

进入直播间

影迪分布式操作展厅演示
可视化交互管理系统

进入直播间

MAXHUB行业解决方案 - 高教行业 - 中国石油大学
高教行业解决方案

进入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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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543a0485d10a762a883b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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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543974100c2e3bf047bc00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session-stream/50559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session-stream/52565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54376a11be253beafabca8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31c4223a66a2b4fea6129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731e437310863ac0165f48
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session-stream/5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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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focomm-china.com/en/


早上11时半 - 中午12时半 迈拓维矩 - 混合矩阵，处理器产品PPT
混合矩阵切换器及拼接处理器

进入直播间

力卡无线音频直播间
Dante混音会议系统搭建应用

进入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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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对话：“智能办公室 - 未来职场的现实”
• 新冠疫情 (COVID-19) 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并且随着

技术进步和网络安全投资的增加，以及房地产租金和办公室
家具等其他固定成本的减少，智能办公这个转型趋势预计将在
未来逐渐显着显微。IT领导者该如何确保其业务的长期可持
续韧性？

• 受疫情催化加速，未来工作场所在设计、空间和技术采用方
面，将会有哪些变化？

• 可提供安全高效工作环境的协作性工具和平台
• 视听科技如何推动创新，以及视听科技应用于办公场所的前

景会是什么样？”
嘉宾：

• 张亚楠,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
• 夏子祺,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体机拓展组总经理
• 郑悦新, 腾讯会议高级产品经理

主持：
• 高丹, 赛迪顾问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研究中心总经理

加入研讨会

AV项目基础数学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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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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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 - 下午2时 武汉华瑾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音视频

进入直播间

Dahua大华直播间 - 大华会议一体机产品
大华会议一体机产品

进入直播间

影迪信息问题解答时段
可视化交互管理平台 (分布式产品)

进入直播间

https://www.infocomm-china.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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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6e98a0cc6b7957c11dc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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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virtual.infocomm-china.com/community/#/join-room/606ca8be09e7d52c0413ffcc


下午1时 - 下午2时 MAXHUB行业解决方案 - 行业案例视频展示
行业解决方案

进入直播间

迈拓维矩拼接处理器
拼接处理器的产品技术

进入直播间

力卡无线音频直播间
视像跟踪会议产品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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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问：高效完成本地/线上会议的“黑科技”

进入直播间

 下午2时 - 下午3时 后疫情时代的无接触音频
“2020年是魔幻般的一年，它迫使人们放慢脚步，保持社交安全
距离，并从全新的角度审视通讯、交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 
2021年带来全新的开始，但危机仍未完全过去：如何在企事业单
位的会场、在高等教育的课堂，在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充分沟
通，提升效率？
洞悉当前需求，利用危险中潜藏的机遇，森海塞尔凭借超过75年
的技术积累，带来前瞻的无接触音频解决方案。”
讲者：
陈子骞, 森海塞尔电子（北京）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技术经理

加入研讨会

下午2时半 - 下午3时 【音视频技术专场 - 寰视】远程工作人员——如何选择具有成本
效益的AV设备进行高质量的通信
AV设备通信

进入直播间

【音视频技术专场 - 力卡】防黑客的视音频系统安全性
视音频系统

进入直播间

下午2时半 - 下午3时半 BOE直播间
智慧端口产品和物联网

进入直播间

艾维创 - 多视窗智慧教室
整体智慧教室解决方案

进入直播间

Dahua大华直播间 - 大华监视器产品
大华监视器产品

进入直播间

影迪INTIVISION系统介绍
可视化交互管理系统

进入直播间

https://www.infocomm-china.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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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时半 - 下午3时半 JUSBE(佳比)智慧课堂精准教学平台
智慧课堂精准教学平台

进入直播间

MAXHUB行业解决方案 - 金融行业 - 平安集团
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进入直播间

寰视 - 更具效益和质量的视听远程协作通信&智慧交通全域解决
方案分享
通信及智能交通全域解决方案

进入直播间

迈拓维矩混合矩阵切换器
混合矩阵无缝切换及拼接显示的演示操作

进入直播间

力卡无线音频直播间
无线音频系统在会议场景中的选择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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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对话：“传统线下学习，线上学习和混合学习模式 – 教育新
常态将是什么何者将成为新常态？”
• 2020年是教育的转折点，迫使中国的学校及教育机构境内学校

和大学转向在线教学学习和教学。
• 尽管线上学习显示出有利有弊了利弊两方面，但这个趋势会持

续吗？
• 混合学习结合了传统的面对面课堂学习和高科技线上学习两者

的优点，这将成为教育新常态吗？
• 未来两年，教育产业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嘉宾：

• 樊星, 上海松鼠课堂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CTO
• 张忠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信息技术中心技术委员会主任
• 张景凯, 腾讯教育行业高级产品经理

主持：
• 高丹, 赛迪顾问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研究中心总经理 

加入研讨会

下午3时 - 下午3时半 视诚科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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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渠道买家连线 - 森海塞尔】
无接触音频解决方案

加入研讨会

下午3时- 下午4时半 森海塞尔商务通讯
商务通讯

进入直播间

下午3时半 - 下午4时半 寰视 - 交通/气象智慧指挥中心全域可视化云案例分享
交通/气象智慧指挥中心全域可视化云

进入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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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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INFOCOMM-CHINA.COM

下午3时半 - 下午4时半 AV项目基础数学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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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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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时 - 下午5时 BOE直播间
智慧端口产品和物联网

进入直播间

艾维创 - 多视窗智慧教室
整体智慧教室解决方案及产品介绍

进入直播间

Dahua大华直播间 - 大华数字展厅解决方案
大华移动执法终端产品

进入直播间

影迪分布式操作展厅演示
可视化交互管理系统

进入直播间

JUSBE(佳比)音视频互联互通方案的场景应用介绍
音视频互联互通方案

进入直播间

MAXHUB行业解决方案 - 地产行业 - 越秀地产
地产行业解决方案

进入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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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卡无线音频直播间
天放系统产品及系统搭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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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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