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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元庚 博士 

会畅通讯 CEO 

会畅视频：全球化的云视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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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华为 2016 HCC大会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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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采用Webinar直播不官网对接、直播界面设计及功能定制开发的形式支持全程高清直播，
同时还实现了从梅赛德斯奔驰中心到世単中心会场30多个大屏的同步内网高清转播。 

华为 2016 HCC大会直播 

• 2016年 8月31日-9月2日  ICT行业的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生态大会 

•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0名现场参会人， 40,000名全球网上观看 

• 18,000平米的互动展厅--3大场馆（上海世博中心、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上海世博展览馆） 

• 3天、400演讲者、200场专题演讲、30个会场、另外现场30个大屏实时转播 

 

互动+直播 1080P高清 4万人全球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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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直播部署流程图 
Keynote speech 现场 

Summit 现场 

外部直播效果 

主会场： 

• 梅赛德斯奔驰中心 

• 世単中心 

• 世単展览馆 

通过Webinar平台观看，分为三个来源，APP、PC端和Uniportal端，定制的
直播界面给每个客户带来身临其境的观看体验！ 

华为2016HCC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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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扬信 

  华为 CONNECT 2016 Webinar直播历时3天（8月31日-9月2日）囿满结束，在此，感谢贵司在

整个项目中给不的支持！ 本次大会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盛会，首次采用了Webinar直播不官网

对接、直播界面设计及功能定制开发的形式支持全程高清直播，同时还实现了从梅赛德斯奔驰中心

到世単中心会场30多个大屏的同步内网高清转播，整体直播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贵司技术支持团队，在大会准备过程中全斱位配合，制作斱案、协调资源、及时跟

进，周密的准备保障了会议的顺利进行；大会执行过程中，三个会场的网络、同传、视频信号等的对接/协调、

对现场问题的及时响应/调整；会后报告及点播链接的及时制作，贵司工作人员以你们的专业及敬

业促成了这次直播的圆满结束。 

  

再次感谢贵公司的会议支持团队， 谢谢大家与业的服务和敬业精神。通过本次大会，我们也意识到，后续可

以一起创造无限的可能。你们的与业服务，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在未来的Webinar项目中精益求精，希望双斱

后续保持更紧密的沟通，为未来项目开展的更创新、更优质而打好基础。 

华为企业业务BG 数字营销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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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三胞集团年度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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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频协作部署 
沟通需求丌断升级 

南京新百 宏图高科 乐语通讯 
 

House of Fraser 

 

Brookstone 

 

Natali 

国内分支机构 
（包括新收购） 

海外业务机构 

? 

? 

三胞总部位于南京的商贸零售地产金融IT行业民营企业，年销售额千亿。作为南京民营企业“走出去”的优秀代

表，通过一系列海外幵购，业务范围拓展到北美、欧洲、中东等地，打下了国际化布局的基础。大部分涉及一些

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 

英国 美国 以色列 麦考林 
拉手网 

? 

内网与线硬件视频系统扩容难？ 

 

... 
其它 

客户背景 

• 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扩
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业务布局，整合全球资源，
加强产能合作。 

• 覆盖25000名海外员工，卙
全体员工总数30% 

“一带一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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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扎比 

以色列 
虚拟会议室 

阿曼 
虚拟会议室 

澳大利亚 
虚拟会议室 

…… 
Internet 

中文会议 

英文会议 

南京主会场 

MCU 

技术方案特点 （现场 + 远程）                                                  

•全球49个分会场，遍布中国内地、港澳， 

  覆盖伦敦、洛杉矶、阿布扎比7个海外城市 

•硬件视频扩展方案 Polycom RMX4000 

•现有硬件视频终端通过MCU级联 

•海外直接接入云平台（例如：阿布扎比） 

   解决海外通信运营商线路不稳定的问题 

•云端实时监测，自动调节视频码流， 

  低带宽可保障视频流畅性 

•语音: PSTN 

•英、阿拉伯语等多语种人工接入服务 

英国 

分会场 分会场 

表彰大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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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大会主会场 

海外视频发言 

海外视频发言 

董事长讲话 

英国 

中国 

美国 

来源：三胞集团 官网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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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百威英博年度亚太区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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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领先的酿酒制造商，全球五大消费品公司之一。 

2、以消费者为中心、销售为推劢力的大型公司，旗下300 多个品牌 

3、业务遍及全球24个国家，拥有员工约150,000余名 

4、在中国拥有超过35个制造厂，遍布12个省 

5、中国雇员总数近36,000名 

客户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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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盛况 

 

• 准备时间及邀请时间短 

• 主会场:广州 

• 国内30多个主要城市，海外韩国、印度、越南 

• 实现54个分会场音视频互动 

• 主会场有2块大型LED屏幕，需要投影出所有分会场的视频，并且分

会场视频同时显示，对视频平台带宽处理要求很高，特别是海外国家 

• 多语言支持 

百威英博年度亚太区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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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新希望六合 400方视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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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业务涉及饲料、养殖、肉制品及金融投资、商贸等。控股的分、子公司500余家遍布国

内及海外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员工 5.7万 人。 

• 部分国家网络基础设斲非常薄弱 

• 海外业务分布广 

老挝 

年终大会面临的挑战 

• 自有硬件视频设备思科、Avaya无法互联互通 

越南 

… 
尼日利亚 

客户背景 

紧随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及供给侧

改革大潮，农业巨头纷纷加速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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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差旅 

提高效率 

参会者增加 

400 个视频分会场 

30个国家，300个地区 

90% 

75% 

480% 

• 巳西，南非，澳大利亚，波兰，新加坡，印度，缅甸，柬埔寨等 

• 老挝、越南，尼日利亚等网络基础设置非常薄弱的国家和地区 

新希望六和2015年终期总经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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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讲话 

现场盛况（视频＋互动） 

热点讨论和互动 

新希望六和2015年终期总经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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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养乐多混合云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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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最大的活性乳酸菌饮品制造公司。2001年开始进入中国，目前国内已有包括工厂及分公司在内的31个据点。 
 

• 随着养乐多公司在中国事业的丌断扩大，目前已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设立了分公司，幵在广州、上海和天津建立了工厂。 

—  企业视频应用现状  — 

• 硬件视频系统 

• 容量不够 

• 使用不便 

• 不是高清 

• 企业内外沟通不便 

国内业务网络  

客户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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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云视频会议解决方案 
 

• 企业原来部署硬件MCU和云视频平台互
联互通 

• 通过公有云覆盖31个国内工厂及分支机

构 

• 视频质量清晰流畅、无缝连接硬件MCU 

• 一键入会，使用极其简便 

• 部署快速、维护简单、扩充无限制 

• 视频、数据、语音、混音完整解决方案 

• 成本低 

• 移动完美支持 

 

“借助BizConf的服务，我们拥有了企业级的视频云解决斱案，它帮了大忙， 我现在可以随时随地利用PC、电话等各类通信工具随时开会，
消除了我不4个工厂间的远程沟通壁垒，值得一提的是 数据和文档共享功能，大大提高员工的协作能力”。——养乐多中国区总裁*** 

客户证言 

视频硬件 联通与线 Bizconf  

Video 

混合云 
视频会议 + + = 

Bizconf Video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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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辉瑞中国云视频全员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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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500强跨国药企，会议包括科室会、

专家研讨会，培训会等。由于行业合

规，专家时间有限，同时面对面会议

差旅开销巨大。希望全员部署。 

企业视频系统可支持终端有限，难以解决全员部
署，也缺乏企业内外的灵活沟通方式 

硬件视频会议室操作复杂，使用不方便 

全国部署19个硬件视频会议室，数量有限，各分
支机构经常会出现会议冲突 

难以全员部署 

—  面 临 的 挑 战  —  

客户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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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理 一键加入 

• 广泛应用于全辉瑞公司的各个部门：销售部，医学部，市场部 

• 将视频、语音、数据整合为一体的多方通讯形式，来实现更高效的对内、对外沟通。 

账号登陆 

部门 会议形式 会议内容 涉及城市 

销售部 销售例会 销售工作总结/计划 全国各地 

销售部 远程面试 远程视频面试 全国各地 

市场部 科室会 跨区域与家沟通会议 全国各地 

市场部 培训会 定期对销售进行产品知识培训 全国各地 

全员部署 
每位员工都有自己的虚拟会议室 

解决方案 － 全员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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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畅视频   

BizConf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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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zconf Web 

H.323 

SIP 

Bizconf Audio 

H.323 video conferencing 

Desktop  

streaming client 

Mobile 

streaming client 

Bizconf Video 

SIP video conferencing 

会畅视频：视频互动与网络直播的结合 

• 支持企业各种沟通需求 
 

• 复杂会议灵活部署、快
速响应 
 

• 统一界面、统一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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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状况 低带宽 高丢包 高延时 

会畅 
产品 

其它 
产品 

自适应最佳视频效果 ！ 

视频编码技术优势 

• H.264 SVC （动态调整） 

• Proprietary handling with 

error concealment 

 

分布式结构优势 

• 全球部署 
• 用户就近接入 
• 稳定可靠性高 + 

会畅视频：先进的视频编码技术与分布式结构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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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有云部署 — 

部署在公有云数据中心 

外部企业 外部会议场地 

客户和合作伙伴 

会畅视频：公有云与私有云的结合 

• 私有云：保密需求 
 

• 公有云：对外沟通需求 
 

• 企业资源不足时，自动调用
公有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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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U 

大型会议 

企业内外
沟通 

企业
内部
沟通 

跨国
会议 

X 

传统硬件视频 
• 投入大  
• 维护贵  
• 升级难  
• 难以互联互通  

完美兼容 

无缝结合 

会畅视频：软MCU与硬MCU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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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畅采用强大的混音技术，用户可以采用纯IP、IP+PSTN、纯PSTN等多种方式加入一场会议 

全部 
PSTN 语音 

视频+IP语音 
视频+ 

PSTN语音 

会畅视频： PSTN与VOIP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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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员部署 引领 企业沟通新纪元 

让每位知识型员工都有自己的虚拟会议室 
 

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 
视频云全员部署 

• 企业运营环境更复杂、竞

争更激烈、企业有效沟通

越来越重要 

• 人才素质不断提高、人力

成本高、员工效率重要 

• 使用极为简单 

• 功能强大 

• 费用大大降低 

 

为什么全员部署 ? 

会畅视频： 支持全员化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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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
会议
场地 

外部企业 
客户和合作

伙伴 

MCU 

MCU 
跨国
会议 

1 

2 

3 

硬件MCU 

硬件MCU+视频云 

全视频云 视频会议演进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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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畅通讯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Gnet 

中国移

动 

其它 

中国电信 

会畅通讯 中国联通 

Gnet 

中国移动 

其它 

— 网络会议销售额 — 
会畅通讯继续保持了中国地区网络会议市场

份额最大的供应商地位 来源：Wainhouse Research   2016年7月发布 

会畅通讯 

国内最大的多方通信服务提供商 

占中国多方通信市场约30% 

70% 全球500强在华企业是我们的客户 

超过8亿分钟全球会议中心平台服务使用量 

技术和云平台部署领先多方通信服务提供商 

—  电话会议销售额  — 
会畅通讯领航非基础电信运营商 

绿色办公室项目 



        32/33 

会畅通讯 
我们的部分客户 

计算机行业 

金融证券 

物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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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及零配件 

设备制造 

医药化工 

会畅通讯 
我们的部分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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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卖场 

消费品行业 

房地产和酒店 

会畅通讯 
我们的部分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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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畅通讯客户    国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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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创造价值，协作改变未来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