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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寸和 86 寸可选，含硬件以及 6 个

月云会议资源免费使用（1 个接 入帐

号 +50 方云会议室），含挂墙支架、2

支笔

HUAWEI IdeaHub Pro

HUAWEI IdeaHub S

65 寸、75 寸和 86 寸可选，含硬件以

及 6 个月云会议资源免费使用（1 个

接 入帐号 +50 方云会议室），含挂墙

支架、2 支笔、PC 模块

MAXHUB 华为云会议专款 

SC 系列

65 寸和 86 寸可选，含硬件以及 6 个

月云会议资源免费使用（1 个接 入帐

号 +50 方云会议室），含挂墙 支架、2 

支笔、投屏器、PC 模块

海信全场景智慧平板增强版

扫码了解更多

云会议协作大屏产品清单：云会议协作大屏产品清单：

65 寸、75 寸和 86 寸可选，含硬件以

及 6 个月云会议资源免费使用（1 个

接 入帐号 +50 方云会议室），含挂墙 

支架、2 支笔、投屏器、PC 模块

海信智慧平板华为云会议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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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以及本手册描述的产品中，出现的其他商标、产品商标、服务名称以及公司名

称，由其各自的所有人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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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宣传彩页对于具体技术指标的表述，包括但不限于规格及性能，将根据貝体的产品

发布情况确定。本宣传彩页并不构成对于相关产品的技术指标的承诺或者保证。华为

云可能不定期就相关信息进行更新。华为云保留对于相关产品或解决方案信息的更新

或更正的权利，请参考最新发布的相关说明或介绍。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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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会议室

设备多

操作繁琐

连线复杂

数据割裂

一体化智能会议室

一体化协作大屏，高度集成，简洁高效

高清智能云会议，云端协同，简单智能

华为云会议

华为云会议 SmartRooms 智能会议室解决方案，以华为云会议为基础平台，联接全系列硬件终端，软硬一

体， 集视频会议、内容共享、白板、投屏、信息窗等于一体，适配大 / 中 / 小型会议室、经理室 /VIP 室、行

政会议室、报告厅等多种形态会议室场景，为客户提供会议室新建、传统会议室升级改造的智能会议室解决方案。

部门会议
部门会议 涉外会议 行政大会 工作汇报

远程会议、商务会谈、日常总结会、专家在线培训

大型会议室

双向批注
异地协作更高效

扫码一键入会
快速开启远程会议

扩展一屏
双屏协作显示

智能导播
随时锁定发言人

企业文化展示、欢迎客户到访、活动宣传、信息自助浏览

楼宇大堂

温润如玉
提升企业形象

负一屏
自定义欢迎页

4K高清显示
还原真实色彩

信息窗
宣传一键直达

双人书写
思想碰撞更激烈

动态批注
实时呈现

无线投屏
组间协作讨论

屏幕共享
实时共享桌面内容

员工业务赋能、客户培训

培训教室

远程会议、商务会谈、日常总结会、专家在线培训

高级经理室

高清视频
随时远程交流

无线投屏
分享更快捷

时尚大气
彰显尊贵格调

超低时延书写
顺滑流畅

本地研讨、决策汇报、沟通分享会

中小型会议室

草稿秒变正稿
反向控制

大屏翻页更自如
一键投屏

摆脱连线困扰
灵活批注

灵感随时记录
智能书写

白板扫一扫
讨论内容轻松带走

超低时延书写
顺滑流畅

移动支架
移动灵活自如

多手势擦除
随写随擦

晨会例会、临时讨论、团队文化建设

开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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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云，集会议室多设备功能合一，提供视频会议、电子白板、无线投

屏、信息窗等四大功能场景，打造简洁、高效、智能的会议室

告别各种连线，高能一体，至繁归简

高度集成，简洁高效高度集成，简洁高效

智能白板，流畅写画智能白板，流畅写画

纸笔体验，让创意挥洒自如

超低书写时延，行云流水般纸面书写体验 

智能书写辅助，手写体自动转为打印体

会议纪要扫码保存，高效快捷

多屏互动，从此不受“线”制

无线投屏，随心分享无线投屏，随心分享

手机、电脑、平板均可无线投屏，多端内容秒上大屏分享

支持反向操控，在大屏上即可手动翻页或者修改共享内容

自助激活，扫码入会自助激活，扫码入会

操作至简，开会从未如此简单

扫码一键激活，即开即用

手机扫码让大屏轻松入会，会议室与移动融合，软硬一致体验

一体化会议室协作大屏
高度集成，会议室简洁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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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高清低码，1080P高清视频专业高清低码，1080P高清视频

远隔万里，也可以同屏会面

独有编解码技术，同等清晰度视频占用带宽更低，节省企业带宽

同等带宽下色彩更细腻，细节更清晰

8米远距离拾音，纯净音场体验8米远距离拾音，纯净音场体验

只留人声，无惧喧嚣

智能音量调节，AI降噪，强化人声，给会议纯净的音场体验

智能音幕，屏蔽设定角度外的声音，拥有专属的会议讨论空间

4K数据共享，多端互动协作4K数据共享，多端互动协作

实时内容协作，让交流更深入

4K超清内容共享，文字、图像共享更清晰

多人同时批注协作，实时共享共创

辅流和数据互通，不同终端内容共享无断点

AI会议助手，开会简单智能AI会议助手，开会简单智能

专注主题讨论，其他的一切交给AI

智能取景，发言人跟踪

实时字幕和智能翻译，纪要自动生成

虚拟背景，在哪儿都有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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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智能云会议
云端协同，简单智能



CloudLink协作智真系列 HUAWEI Bar 300 Cloud
一体化超高清视频会议终端

华为/荣耀智慧屏

HUAWEI  CloudLinkBox系列
超高清视频会议终端

HUAWEI TE20 Cloud
一体化高清视频会议终端

HUAWEI CloudLink Bar 500
智能导播视频会议终端

HUAWEI IdeaHub 海信智慧平板MAXHUB华为云会议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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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系列产品
各类会议室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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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推荐
拥有140多个分支机构，4300多名员工。使用华为云会议召开公司全员大

会，公司员工日常沟通协作，新产品路演和发布，以及和客户的沟通交流，

提升了内外部沟通协作效率和体验，每年公司全员大会20余场/年，全年云会

议上万场

财通证券

更多大屏详情

主体

屏幕尺寸

屏幕分辨率

视频会议清晰度

投屏方式

网络连接

内置华为云会议、编解码器、摄像机、阵列麦克风、扬声器

65寸、75寸、86寸

4K

视频：1080P；共享：4K

投屏码、NFC、HDMI、投屏器

有线、Wi-Fi

技术参数

01

员工逾2.7万，有全资企业和控股企业30余家，位居建筑行业前列。中建一

局，使用华为云会议进行了100多间会议室上云升级，高效开展工作总结、

制度宣贯、业务培训、事务交流、设计评审、商务洽谈等内外部交流，同时

每年节约成本1000万元以上

中建一局02

业务遍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有超过3万名员工，位列中国民营企业100

强。采用云会议+会议室的组合方式，覆盖全球分支，满足员工日常办公、

涉外交流、跨国沟通等场景

正泰集团03

扫码查看IdeaHub
详情

65寸云会议协作大屏*1
配件：65寸落地支架*1

[小型会议室 10-25m2 ]
86寸云会议协作大屏*1
配件：86寸挂墙支架*1

[中型会议室 25-40m2 ]

86寸云会议协作大屏*2+扩展麦克风
配件：86寸挂墙支架*2

[中型会议室 50-100m2 ]
65寸 IdeaHub *1
配件：65寸落地支架*1、遥控精灵*1

[高级经理室 15-50m2 ]

配件：86寸挂墙支架*2

[大型会议室 50-70m2 ]
86寸云会议协作大屏*2
CloudLink系列终端+投影仪+幕布+扩展麦克风 扫码查看MAXHUB

详情
扫码查看海信大屏

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