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为云会议，政企数字化协作基础服务

华为云会议总监曹俊



远程办公成为新常态，视频会议进入云时代

• 1800万企业、3亿人远程在

线办公

• 2.6亿学生，2000万教师进

行远程教学、在线直播、线上提

交/批改作业等

• 100万医疗机构，3万家医院

在开展远程会诊、远程探视、在

线手术直播教学等活动



•最专业的远程视频沟通协作云服务，云端结合，全

球接入，随时随地开启高清视频会议体验

•全平台能力通过API&SDK全开放，可简单的集成于

各行业应用，是行业数字化的基础服务

高规格会议首选：500+场国家/部委高端会议

在线教育 远程医疗 应急指挥 智慧制造 云展会 ...

行业应用、集成开放

云原生媒体网络
跨平台，跨终端，全联接互通

API&SDK全开放、易集成

全OS平台APP 协作大屏&会议终端

智慧屏 HiCar

消费者终端&智能电视

XR眼镜 无人机 摄像机

各行业智能硬件

•专业的全球化会议保障服务，高规格重大会议首选

行业首选：300+行业应用案例

政企首选：服务150万+政企组织

华为云会议

高清视频 全球覆盖 云端一体 安全可靠

华为云会议，政企和行业数字化协作基础服务

鸿蒙



• 手机、PC接入

• 硬件终端接入

• VoLTE接入

• 浏览器WEB接入

全连接 升级

华为云会议产品组合

云会议 网络研讨会 SmartRooms 云协作KIT专业服务 媒体分布式部署

新品新品 新部署形态

• 专业会控助手

• 全新UI升级

体验 升级

• 已有140个国家和地区接入

全球接入 升级

• 15项安全认证

• 可信云SaaS安全

• 可信云企业级SaaS

安全 升级

华为云会议全新升级：3大新品+4大能力提升



华为IdeaHub系列

普及款-协作大屏专业款-协作大屏 智慧电视+外设

Bar 100 / Video Bar

普通TV

专业视讯终端

华为CloudLink系列 华为TE系列

小型会议室
<15m², 2~8人

中型会议室
10~30m²，6~15人

大型会议室
30~60m²，>15人

普及款协作大屏 • 普及款协作大屏 65寸（<1.6万） • 普及款协作大屏 75寸（<2万） • 普及款协作大屏 86寸（<3.5万）

专业款协作大屏 • IdeaHub 65寸（<2.5万） • IdeaHub 86寸（<6万） • IdeaHub 86寸（<6万）

专业视讯终端
• TE20

• CloudLink Box 200

• CloudLink Box 300

• CloudLink Bar 300
• CloudLink Box 600 

全
系
列
终
端

会
议
室
选
型
建
议

• 新增普及款协作大屏：大中小会议室全覆盖，客户拥有更多选择

• 首个通过华为云会议认证的第三方品牌普及款协作大屏：MAXHUB

生态硬件系列

SmartRooms：普及款协作大屏，轻松实现会议室智能升级
新品

New 新品明星款



硬件终端&云会议APP

客户数据中心 华为云

下沉部署至客户网络内

云会议APP硬件终端

华为云会议
（公有云）

媒体网关
服务

媒体处理
服务

MMR

分布式部署：大型政企专属方案，媒体服务按需分布式部署
新部署形态

业务浪涌 跨域覆盖 无缝容灾

云上互通，全球接入云上弹性，混合调度 云上备份，一键切换



MacOSWindows AndroidiOS WEB浏览器

企业办公和IT应用 行业应用

远程教育 远程医疗 远程法庭

高端制造 智能头盔 智慧金融

SaaS服务

语音 视频 数据 通讯录 录制 会管会控 会中消息

云协作KIT

UI SDK Native SDK New 新品升级

• Win、MacOS、Android、iOS SDK

• WEB SDK

• 300+原子化接口

云协作KIT：首次发布全能力Native SDK，赋能行业创新
新品



MacOSWindows Android iOS

看视频 看共享

New 独家支持

WEB浏览器

New

全联接升级：一个手机号码、一个网页链接即可一键接入高清会议
升级1



• 全球节点部署完善：中国、亚太、中东、欧洲、非洲、南美、北美、俄罗斯等区域新增10+接入点

• 接入优化：跨国专线、智能探测、就近加速、端测网络适应

• 支持超过500+场国家部委高端跨国会议，稳定可靠

升级2

全球接入升级：已有140个国家和地区接入，跨国会议稳定流畅



体验升级：云会议APP全新改版，更简洁易用
• 适配多端的弹性布局；随心流转的全终端联接；沉浸式的会中体验；包罗万象的全场景生态

• 荣获IF、红点、DIA等国际国内大奖

有序

Organized

直觉

Intuitive

轻量

Leisure

升级3



New

升级4

安全升级：首个通过可信云SaaS安全认证的云会议厂商

已获15项国际&国内安全认证

安全体系认证
通过ISO 27001, 27018, 27017认证

国家计算机等保三级 安全性、保密性、隐私性
SOC1\2\3

云服务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通过CSA STAR 2014认证

可信云SaaS安全 可信云企业级SaaS

与会范围限定，安全水印，会议锁定，共享权限控制，虚拟背景，等候室等20多项安全控制

抗DDos攻击，WAF应用防火墙，数据脱敏，DNS劫持逃生，举报等

会议安全

平台韧性

New

安全认证

基础设施与设计原则 安全开发流程 安全标准与实践 企业文化与安全治理 安全组织与人才



华为云会议 生态计划



经销商伙伴 硬件生态伙伴 行业解决方案伙伴

• 售前咨询能力

• 产品售卖能力

• 云会议解决方案能力

• 本地交付能力

• 上门服务能力

将华为云会议销售给最终用户的伙伴

• 智能协作大屏

• 一体化视频会议终端

• 分体式视频会议终端

• 高清摄像头

• 扬声器

• 麦克风

提供会议硬件，形成智能会议室解决方案

• 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 政府行业解决方案

• 医疗行业解决方案

• 教育行业解决方案

• 制造行业解决方案

集成行业应用，形成行业解决方案

联合市场营销

华为行业大会、华为城市峰会

市场专业支持

共享政企客户商机和销售渠道

专业赋能培训

云学院课程及20多场赋能

生态基金扶持

2亿元星光计划基金

专业硬件认证

统一标准，共筑高品质

携手广大伙伴共筑千亿价值产业，共建繁荣生态



开放，合作，共赢，欢迎更多伙伴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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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
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Bring digital to every person, home, and 
organization for a fully connected, 
intelligent world.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