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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手机、平板等安

装 APP，即可随时随地

开启高清视频会议

·未安装 APP 情况下，

也可以通过 Web 加入会

议，或受邀电话加入会议，

内外部沟通更便捷

30 年的音视频技术积累，让华为云会议拥有高清稳定的音视频效果及清晰流畅的数据共享协作。支持手机、电脑、 

平板、华为视讯终端、协作大屏、第三方会议终端等各类终端接入，为客户提供全场景覆盖、简单易用、快速部署、

软硬一体的云会议解决方案

提供高清流畅、云端一体、全球覆盖、安全稳定的专业级云视频会议服务

华为云会议（Meeting）

智能会议室

·云会议 + 硬件会议终

端，集视频会议、无线投

屏、电子白板、信息窗等

于一体，满足大中小型会

议室、经理室、培训室、

开放区等场景的本地和远

程沟通需求

网络研讨会

·融合会议 + 直播场景

优势的大容量在线会议。

支持 5000 方同时在线，

弹幕、语音、视频等多种

互动方式，满足企业大会、

产品发布、业务培训等大

容量会议场景

会议专业服务

·提供“会前设计、会中

保障、会后总结”的会议

保障服务，具备全球现场

服务能力和丰富的保障经

验，为客户召开重大会议

提供专业技术支持，为重

大会议保驾护航

云会议 云协作 KIT

·提供服务端 API 和客

户端 SDK，开放华为云

会议的所有功能接口，供

第三方 APP 和 Web 平

台灵活集成，满足企业自

建系统和行业应用的集成

场景需求

丰
富
产
品

云会议

云协作KIT

智能会议室 网络研讨会

会议专业服务
华为
云会议

多
样
丰
富

会议室智能化升级 大型培训、直播 跨国会议 高端峰会日常桌面/移动会议

全
球
覆
盖

全
系
终
端 协作大屏&会议终端 智能电视机和其他应用 各行业智能硬件APP/Web/PSTN

电话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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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会议方案优势

免费版试用

专业会控，开大会更有序 全平台开放互联，使能行业创新

-  丰富的会管会控，支持联席主持人

-  39 种组合多画面布局，满足各类场景需求

-  全平台 SDK 开放，接口简单易集成

-  场景化 API 和 Demo，专业技术支持

即开即用，极简接入，兼容存量终端

-  一键开会，多种渠道快速通知

-  多类型终端全联接，随时随地接入

-  轻量化部署，兼容存量终端，灵活利旧

软硬一体，4K 高清体验

-  集投屏、白板、会议等功能的一体化终端方案

-  8 米远距离拾音，AI 降噪，纯净音场体验

-  实时字幕、自动纪要，开会更智能

全球覆盖，超低时延，跨国会议稳定可靠

-  媒体网络覆盖全球 170+ 国家和地区 

-  超强抗网损（音频 80%，视频 50%） 

-  智能路由，就近接入，时延 <400ms

多重安全防护，可靠性保障，安心上云

-  17+ 国际国内权威安全认证

-  多重业务安全设计，共享水印，防截屏防篡改

-  多数据中心备份，多通道网络保障，稳定可靠

扫码了解更多

Android

Android 6.0 及以上

iOS

iOS 10.0 及以上

Windows

Windows7 及以上

（32 位或 64 位）

macOS

macOS 10.12 及以上

免费云会议室（45 分钟 / 次）新用户注册即享 50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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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跨地域、跨平台、跨终端的便捷的接入，界面友好，

简单易用01

场景描述

通过云会议进行日常工作协同，跨地域跨组织协作。如部门 / 项目组例会、评审会、研讨会 / 头脑风暴、临时沟通协作、对外沟通会议、招聘面试等

办公会议

高层会议、全员大会等，上传下达为主。如高层行政会议、政府办公会议、全员大会、高端商务会议等

行政会议

细分场景 1 政企云会议系统建设

客户关键需求

多端协作、自动纪要等 AI 能力提升沟通效率03 互联网接入，需具备较好的网络适应性，可以抗丢包，抗抖动，

低时延04

线下会议室和线上会议融合，音视频和数据清晰、流畅、稳定、

安全，专业会管会控能力，保障沟通效果02

场景化优势

云端结合，软硬一体的高清会议，大中小型会议室全覆盖

云端一体
视频高清低码，4K 超清共享，图像细节更清晰

高清低码

丰富的会管会控，多画面布局、联席主持人等，开大会更有序

专业会控
支持各类终端以及 Web 接入，免 APP 安装，随时随地沟通

极简接入

云管端防护，安全可靠，17+ 项国际国内权威安全认证

安全可靠
媒体网络覆盖 170 个国家和地区，智能路由，就近接入，

<400ms 低时延，视频 50%、音频 80% 抗网损，跨国会议稳定可靠

全球覆盖

典型案例

中建一局 财通证券 大家保险 正泰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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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平板、手机

华为方案

华为云会议

HUAWEI IdeaHub MAXHUB、海信等
生态大屏

华为 TE20、Bar300

部门会议 涉外会议 行政大会 工作汇报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有 22 家子公司，员工逾 2.7 万，110 间会议室，经营区域遍布全球 20 多个国家，位

居建筑行业前列。华为云会议为中建一局提供线下会议室 + 线上会议融合的全场景沟通协作解决方案，满足客户跨

地域高效沟通

业务效果

满足了中建一局每年 500 多场的会议需求，大大提升了沟通和决策效率，每年节约成本在千万以上。特别是疫情期

间，华为云会议有效地支撑了全局工作的正常运转，为信息快速上传、下达保驾护航

典型案例 1 为中建一局提供跨地域高效沟通协作解决方案

1900 余个项目

地域广
22 家子公司

组织大
2.7 万员工

人员多

分支机构越来越多

沟通和差旅成本日益增高

方案特点

华为云会议云端协同
更优的体验，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

华为云会议

高清音视频 完善的会议室方案

专业会管会控 简单易用随时随地

APP/Web/PSTN
电话接入

全系列会议终端
覆盖各种类型会议室

兼容传统视讯终端接入，利旧原有终端设备，保护客户

原有投资

覆盖大型高清视频会议室、办公位电脑、移动场景手机

接入等等不同会议场景，随时随地沟通协作

一套云会议系统覆盖全球多个分支，满足客户 110+ 会

议室硬件终端接入，线上 10000 多客户端接入，会议

并发和云会议室资源灵活使用，满足客户频繁的开会场

景需求

频繁多样的沟通场景

季/年度工作会 制度宣贯业务培训

工作汇报 经验交流事务讨论

远程移动办公

系统工作会

对外交流 业务对标 设计评审商务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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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大家保险

场景描述

一些大的企业客户已使用自建入驻会议系统多年，年限久且资源不够，设备故障率高，维护成本大

资源利旧

未覆盖到全行员工和出差员工，员工开会困难；希望换成云平台，更开放兼容，支持随时随地接入，支持更便捷的企业内外部交流

随时随地开会

客户关键需求

会议上云改造，互联网接入，轻资产运作，解决海量互

联网入会和海外会议需求01

内网向外网延伸，内网会议继续可用，兼顾跨企业、多部门、跨地域、跨国的互联网接入的视频会议联接03

自建会议系统 + 云会议，实现乡镇村基层覆盖，操作可视，

一键调度，多种预案管理，大屏集中显示02

细分场景 2 视频会议上云

华为方案

现网硬终端注册到华为云会议平台 自建会议系统与云会议互通 云上云下会议系统融合，统一会控

终端利旧，平台上云 原会议系统和终端利旧，与云会议互通 原会议系统和终端利旧，与云会议互通，且
统一会管会控 , 特别适用于融合应急指挥、视

频会商场景

华为云会议

原会议终端

华为云会议

原会议系统

华为云会议

原会议系统

VDC 协同网关

场景化优势

轻资产，可弹性，广覆盖

-  无需部署和维护平台，不占用机房，更低成本

-  按需付费，弹性扩缩容，功能迭代更新快

-  互联网接入，跨终端，跨地域，内外互联互通

完善的方案，良好的兼容性

-  支持主流华为、思科、宝利通终端和云会议互通

-  支持注册、拨号、呼叫 IP 地址、一键入会、扫码 

      

-  支持媒体下沉部署到企业机房，数据不出企业

-  支持会议室连接器独立部署和云上部署

入会等多种入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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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方案特点

大家保险集团以保险为主业，下设大家人寿、大家财险、大家养老、大家资产四家保险子公司和健康养老、不动产投

资、科技创新三大赋能板块。集团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设有 60 家省级分公司、1500 多家地市县级分支机构。华

为云会议为大家保险提供了线下会议室与云上会议一体化解决方案，满足高频的日常会议需求，以及每月多场总部

和多地分支机构的业务宣传和培训的需求

业务效果

会议室的升级改造，大大提升了客户的会议

组织效率，解决了客户高频次开会便捷高效

的需求，同时降低了设备维护难度和成本。

视频和共享的高清晰度，解决了客户之前会

议模糊体验不佳的问题

随着后期三级机构上线，开会的频率会更多。

大家保险集团桌面安全经理说：“我们也用

过很多其他产品，不管是音视频质量，还是

会控的操作的便捷性，华为云会议的体验让

我感觉是最好的”

录制回看
支持本地录制和云录制，一键开启，可暂停。

录制内容上传云空间，员工可反复观看，显著

提升培训效果

超清分享，专业会控
高清视频和内容分享，可以满足培训清晰分享

的需求。丰富专业的会控，让开大会和线上培

训更有序高效

智能会议室方案
会议室联网就能开会，部署和维护简单，与线

上各种终端接入具有一致体验。丰富通知，轻

松组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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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描述

高端会议包括国家部委级高端峰会，如国际间领导人峰会；政府工作会议，如政策传达、工作部署等；企业级重大会议，如全员大会 / 年会、高端会商、

产品在线发布等。

华为提供云会议保障服务，为客户的重大会议保驾护航。会前提供方案设计 / 咨询，调测演练 / 远程调测支持等，会中提供现场保障 / 后台监控，远程专家值守，

在发生故障时实施应急方案向客户提供最快的响应和支持。在保障结束后提供服务报告，并提出合理建议

细分场景 3 高端会议保障

华为方案

客户关键需求

音视频要稳定、高清、流畅，上大屏也高清01

需要云管端全流程可靠性、安全性设计方案03

涉及跨国 , 网络情况复杂 , 设备类型复杂 , 备货不齐02

要有专业的全球服务能力 , 经验丰富 , 确保会议万无一失04

典型案例

中国 - 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

场景化优势

稳定可靠，云、管、端全方位安全防护 专业直播、录播，5G 网络，4K 高清显示

全系列硬件终端支持，满足各种场景所需 专业会控，灵活画面布局，会场有序可控

保障日报和保障报告，实时项目进展跟踪，全流程项目交付回放高清视频连线，低时延，全球 170+ 国家可接入

丰富的高规格会议保障经验、完成多场国家 / 国际领导人重要会议

的保障

专属值守保障团队、7x24 小时 IM 群。构建应急响应通道，最快

响应时间 10 分钟

会前调测及演练
支持客户进行会前调测及演练

保障方案设计
收集客户需求，提供会议保障

方案

会议状态监控
针对正在召开的会议进行状态

监控，确保各与会方正常参会

独占云上资源
根据会议方数和业务峰值，确

保会议期间独占云上资源

会议操作控制
会议现场操作控制，如多画面

设置，广播会控操作

会议保障总结
总 结 会 议 各 阶 段 的 工 作 内 容，

输出会议效果信息，提供汇报

总结报告

值守保障团队
7*12 小时专家值守，优先受理

紧急技术事件，事件响应时长

小于 10 分钟

应急预案制定
针对 TOP 风险给出应急预案

与方法，预防问题发生以及出

现问题后快速应对恢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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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团结合作、携手战胜疫情，中非领导人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通过视频连线召开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参会

国家包括中国、非盟、南非、塞内加尔、埃及、刚果金、肯尼亚、马里、卢旺达、津巴布韦、尼日尔、加蓬、阿尔及利亚、埃

塞俄比亚、尼日利亚、世卫组织等十多个国家和多地分支机构

典型案例 3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

方案特点

超强网络适应性
50% 视 频 抗 丢 包，80%

音 频 抗 丢 包，保 障 非 洲 各

国稳定接入会议

高清视频
专业视频终端与云会议完

美 结 合，提 供 更 高 清、更

稳定的视频会议体验

安全可信
终 端 安 全 加 固、信 令 媒 体

加 密、严 格 的 会 议 准 入、

接入点量身定制

专业保障
依 托 华 为 全 球 服 务 能 力，

提供北京和非洲各国专业

的现场保障服务

稳定可靠的方案
业务、接入、网络、终端等

各维度双备份，确保任何一

个节点故障业务不中断

业务效果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于 6 月 17 日晚 20:00-23:00 顺利召开，主办方对本次会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表示会议办的很好！

华为云会议已经零事故支持了 70 多场国家部委级会议，500 多场各类重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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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国家级会展技术保障能力

场景描述

云展会，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打破线下展会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将线下展会转移到线上。实现“线

上 线下”数据互通，解决线下展会痛点，创造新颖体验、打破线下展会模式单一等问题催生出来的线上展览模式。包括线上展会，会议连线保障，2D/3D 云展览，

展会信息化、数字化、系统化

细分场景 4 云展会

客户关键需求

云展览竞争力领先，保证成功交付03

会议连线需要全球覆盖，保持全球领先水平02

有 5G、VR、AR、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04

安全可靠稳定、影响传播范围广、亮点特色十足。安全可靠稳定，影响范

围广，有亮点有特色，帮助主办方办出低风险、高效率、有特色的展会01

场景化优势

华为云中立服务，恪守业务边界

具备从整体策划、执行保障、长期运营支持能力具备覆盖全球的本地化专业服务团队

华为方案

华为云展会解决方案整体视图

VR直播

智能同传智能终端

直播回看 会议保障

会议连线 论坛直播

商旅服务模块 展览展示 在线互动

展品管理 日程管理 活动管理

展商信息 账号信息 展商及直播模块

5G消息 自由视角 河图AR 虚拟会场 全息投影3D虚拟云展厅

计算

会议云服务

云数据库

直播云服务

存储

EI云服务

安全服务和安全保障

客服云服务

智能设备

通信云服务

云报到及云客服中心 

用户 主办方 参展商 采购商 代表团 嘉宾 媒体 观众

应用场景

增值科技服务

应用系统

云平台

- 进得来：国际会议连线
- 看得见：全球直播
- 用得好：成熟技术/本地技术支持

会议连线
- 有精品：线上3D精品馆
- 有联动：双线体验馆
- 常年展：企业展览展示平台

展览展示
- 聊得上：多样化双线洽谈方式
- 有商机：智能项目商机匹配
- 有成果：成果展示

磋商洽谈
- 管的好：将会展各类工作综合管理
- 高效率：提升会展各类工作效率
- 服务好：更好的服务会展

会务管理

会议系统

消息通知预约洽谈

推荐匹配 供需大厅

在线询盘 电子名片

洽谈系统展览系统

移动端门户WEB门户

展会综合数据大屏

展会门户

数据采集

数据管理

数据服务

…

数据管理系统

采购商服务 

通知提醒

展商服务

注册管理

邀约管理

综合管理

代表团服务 

运营管理 

签到管理

…

会务服务

审核管理

展会管理系统

典型案例

中非经贸博览会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世界互联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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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 - 非洲经贸博览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于 2021 年 9 月 26 日至 29 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本

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精心打造云上博览会平台，开启“云会议、云展览、云交易”，云会议支持开幕式和多场分论坛直

播，开幕式实时信号首次直传非洲。卢旺达、塞内加尔和阿尔及利亚三国总统等近 30 个非洲国家政要和国际组织负

责人以线上方式出席博览会开幕式或有关专题活动。同时，通过 2D/3D 虚拟方式呈现商品展和中非经贸合作成果

展、主宾国形象展和先行区展，为供采双方提供了展览展示、匹配撮合、在线洽谈等平台服务

业务效果

典型案例 4 第二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云上博览会

直播观看量超过 981 万人次，开幕式实时

信号首次直传非洲 , 观众通过手机和电脑在

线观看云展览，观展人数达 215 万人次

近 30 个非洲国家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以

线上方式出席博览会开幕式或有关专题活

动，全程会议稳定，无卡顿无掉线

方案特点

2D/3D 云展览，沉浸式体验
中非经贸合作成果展、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

区展和非洲主宾国展以 3D 虚拟展厅方式亮

相，创造了沉浸式自主漫游线上观展新体验

多端引流，人气聚集
为展览方提供官网、APP、微信小程序、微

信公众号等入口，观众在任何地方、任何设备、

任何时间都可以在线注册、轻松观展

云会议全球连线，高清稳定
使用华为云会议，通过线下 + 线上结合的方式，

实现跨国跨地域嘉宾实时连线和直播，抗丢包、

低时延、多备份，确保大会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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