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浸式互动会议体验
腾讯会议Rooms安卓专用款
MeetingBoard

股票代码：������

专业视频会议                高效协作白板               全协议投屏                    全场景覆盖               腾讯会议Rooms定制

亿联网络全新推出腾讯会议Rooms版本MeetingBoard �K智能协作会议平板，是一款新形态会议终端，集专业音视频能力、高效协作白板、多方无线投屏

多种应用于一身，拥有去繁化简、细节至美的一体化设计外观。全金属机身富有质感、可替换板卡设计利旧环保、人机工程设计增强体验感，荣获素有设

计界“奥斯卡”之称的红点设计大奖，可以完美融入开放办公区、经理办公室、各尺寸会议室等多种场景。
* 提供��寸、��寸两种规格



真�K会议，超清画质如临现场
原生的腾讯会议Rooms体验：预置腾讯会议Rooms系统及软件，一键开

启高效视频会议

真正的�K会议：�K视频画面、�K投屏画面、�K屏幕显示

强大的硬件编解码能力：可同时提供最高�K ��帧编码+�K ��帧解码

自主的画面显示：支持�K SVC多流，可自由选看远端画面并调整画面布局

专业镜头，铸就高端视讯体验
SONY图像传感器：大靶面、低噪点、高品质成像画质，还原自然色彩

双摄方案：选配可插拔光学变倍摄像机模组，组成智能双摄系统，适配中大型会议室场景

内置摄像机（标配）
·�K专业级镜头

·追踪功能

·自动开合物理隐私盖

可插拔光学变倍摄像机模组（选配）
·�K专业级镜头

·光学变倍，满足远距离追踪�K无损画质特写

·提供�X、��X两种倍数，按需选配



无损放音，还原临场声音效果

�个全频+�个高频扬声器
��Hz~��KHz超广频响，音色清晰透亮

严谨的扬声器朝向设计
音质纯净至臻，机身精致紧凑

高保真音质
失真度＜�%[�]，聆听真实自然的无损声音

精选网罩布料
最小化音波传输损耗，准确还原声音细节

��W扬声器组合
打造��㎡广阔声场，覆盖会议室每个角落60m2

超强拾音，坐不离席轻松畅谈

独立AI音频芯片
DSP �核超强算力赋能，创造突破性体验

��个麦克风线性阵列
专麦专用，保障拾音、降噪、声源定位功能最优化

�米拾音距离
优质全双工通话，覆盖每个角落

基于深度学习的第二代智能消噪算法
避免杂音干扰，让沟通更专注

专属会议平板近距离书写场景的拾音优化
�米近距离回声消除，书写噪音智能消除

无线扩展麦克风 
扩展拾音距离，覆盖更大范围

 

8m

[�] 当频响＞���Hz时



智能加持，自在高效

语音追踪
自动追踪发言者，让发言者始终C位显示

自动框人像
自动框选和自动识别参会人数和位置，自动调整最佳画面，实现开会
全员入镜

无线投屏，一步开启高效协同
多系统多协议投屏
支持多种投屏协议，无需下载安装任何APP，即可实
现Windows、macOS、iOS、Android等系统无线投屏

双WIFI芯片
内置双WIFI芯片，支持WIFI�无
线投屏，低延时高可靠

投屏码

超声波投屏

WPP��



流畅书写，清晰呈现灵感创意
·超低延时及零贴合触屏，心手合一，体验运笔自如的快感

·±�mm书写精度，细腻清晰，感受尽在笔尖的温柔

·笔头书写，笔尾擦除，手指缩放，手掌擦除，让习惯成为一种本能[�]

手指缩放 手掌擦除 笔头书写 笔尾擦除

集中式后台，会议室管理更省心
亿联MeetingBoard运用集中式后台，企业所有腾讯会议Rooms设

备可进行远程集中化管理，如使用数据、设备运用、软件升级等，节

约管控成本，提升运维效率

[�] 需腾讯会议Rooms支持



灵动外观，办公空间简约清爽

零贴合触摸屏
显示效果佳，产品稳定性高

全金属机身
富有质感，尽显高端商务气质

扬声器表面三防声学织物覆盖
防水防油防污，免拆洗自洁净

触控式按键
科技感十足，一“键”倾心

优雅线条
“芭蕾式美腿”搭配�个万向轮，灵动美妙

经理办公室 开放办公区 会议室 培训室

便捷式插销安装
移动推车顶部插销插入平板
底部插孔，即安装完成



丰富的可选配件
灵活搭配，满足多样化使用场景需求

桌面协作触控平板

扩展第二屏可插拔光学变倍摄像机模组（�倍/��倍）

移动推车 无线扩展麦



MeetingBoard 65/86 技术规格参数表

CPU
AI算力
操作系统

�核�.�GHz + �核�.�GHz
�TOPS
安卓 ��.�

芯片&操作系统

尺寸
屏幕分辨率
可视角度
显示屏工艺
多点触控

��英寸/��英寸
���� x ����
水平：���°, 俯仰：���°
零贴合
��点

显示规格

内置摄像机

可插拔摄像机模组（选配）

双摄

AI功能
会议安全保护

���万像素镜头
���°视角

���万像素镜头
支持��帧
��°以上视角
可选�倍或��倍光学变倍
水平±���°转动，垂直�~-��°转动

可选配可插拔摄像机模组与内置摄像机组
成双摄系统

人脸检测 & 声源定位 & 语音追踪
全自动物理镜头盖，在非视频会议时可自动关闭

摄像机规格

音频输入

音频输出

全双工通话
智能消噪

内置��麦阵列
支持无线扩展麦克风
支持RCA线性输入

内置�单元立体声扬声器，共��W
支持RCA线性输出

支持�米全双工通话[�]

基于深度学习的第二代智能消噪技术

音频规格

[�] �米全双工通话：亿联实验室环境下（环境噪音在��~��dB）测试所得结果
[�] 超低延时书写：在亿联实验室环境下使用亿联触控笔在���� x ����分辨率下使用亿联白板应用进行书写测试所得结果
[�] 需腾讯会议Rooms支持

支持协议
视频通话质量
内容共享质量
视频编解码标准
音频编解码标准

带宽需求

抗丢包能力

通话规格

SIP/H.���
最高支持�Kp��或����p��
最高支持�Kp��或����p��
H.���, H.��� SVC, H.��� HP, H.���, H.���
ARES, Opus, G.���.�C, G.���.�, G.���, 
G.��� (PCMU/PCMA), G.���

�Kp��，最低带宽�Mbps（H.���）
����p��，最低带宽���Kbps（H.���）
���p��，最低带宽���Kbps（H.���）

��%视频抗丢包，��%音频抗丢包

书写高度
书写延时
手写笔
手掌防误触

电子白板

�mm
��ms超低延时书写[�]

标配�支手写笔，支持笔头书写、笔尾橡皮、手掌擦除[�]

Wi-Fi
蓝牙
NFC
TCP/IP

网络与安全

Wi-Fi �，�.�G & �G双频，�x� MIMO
蓝牙�.�
支持
IPv� & IPv�

扩展摄像机模组接口
视频输出接口
视频输入接口

有线投屏分享

无线投屏分享

线性音频输入
线性音频输出
USB接口
触控接口
网络接口
扩展接口
OPS接口
人体感应传感器
电源接口
挂墙架
移动推车
产品尺寸

物理属性

�个可插拔摄像机模组定制接口
�个HDMI输出接口
�个HDMI显示源输入接口（仅作为低延时显示源，
不支持作为视频会议的内容共享使用）

可通过有线辅流盒子进行有线投屏，可作为视频会
议内容分享源

支持无线投屏器投屏
支持超声波投屏
支持投屏码投屏

�对RCA Line-in
�对RCA Line-out
�个USB �.�，�个USB �.�
�个USB-B触控输出接口
�个��/���/����Mbps网口
�个VCH扩展接口
�个Windows OPS插槽
支持，用于自动唤醒
���-���V~��/��Hz
标配挂墙架
选购移动推车
����mm x ���mm x ��mm（��英寸）
����mm x ����mm x ��mm（��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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