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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会议系统

视频会议多点控制单元
GX-M1H8/12/16/24/32/48/64

        MCU（多点控制单元）是视频会议系统的核心组网设备，用于控制整个视频会议系统的运行，实

现视频会议终端设备的鉴权接入、音视频处理（混音、多画面、交换、视频叠加）、信令控制、会议会

场管理等功能。

公信视频会议多点控制单元（MCU）作为一款高性能高性价比可升级的设备，可以组网标准的H.323视

频会议系统，同时也可作为综合多媒体通信平台形成IP网络的音视频融合通信解决方案，能为用户提供

功能丰富、使用简单和易于管理的多媒体（视频、音频、数据）的通信服务。

GONSIN GX-M1H系列MCU细分为以下型号：GX-M1H8/12/16/24/32/48/64，单台MCU可支持最大终

端接入数量分别为8/12/16/24/32/48/6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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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接入和音视频及数据处理能力

 ̧单台MCU最大可以支持64路会议终端同时接入，最大可以同时支持64个会议；最大可以支持64个电话终端同时接   

入。

业界领先的音视频品质

 ̧最大支持1080P30FPS高清视频和高达48kHz采样率、CD级音质的高保真音频，支持1080P多画面，提供

2/3/4/6/8/9/10/13/16等22种多画面模式

V-Link抗丢包技术

 GX-M1H系列MCU采用V-Link抗丢包技术，可使视频通信适应各种不同IP传输网络：

 强大的抗丢包能力，能在网络丢包的情况下保证高质量音视频，“避免视频卡顿、音频中断、PPT内容模糊变形

问题”

 动态速率调整能力，使视频通信免受网络带宽变化的影响。

 智能包序重排功能，避免网络抖动及时延对视频通信的影响。

 公私网穿越能力，满足各种不同公私网组网的应用，且不需要再配置公私网穿越服务器/SBC服务器等设备。

 数据和信令加密功能，确保会议的安全性。

全面的协议适配能力

 ̧提供全面的视音频、协议适配能力，支持不同速率、不同编解码协议、不同分辨率的终端混合接入。 

强大的组网能力

 ̧基于国际标准协议开发，能与标准H.323终端和MCU互联互通；提供双网口，可以同时连接两个不同的网络，实

现公私网、不同运营商和不同网段的混合接入和互通

 ̧内置GK，也可使用外部GK，支持多级GK组网

 ̧支持三级或三级以上级联组网，满足大规模、分级组网需求。

创新的多码流互控级联视讯融合技术

 ̧互控级联在实现多台MCU无缝级联的大规模组网的同时，可实现全网统一操作管理；

 ̧多码流互控级联技术，使级联MCU之间可以传输多达16路视频码流，可实现跨MCU的终端会场任意观看、跨

MCU的任意终端多画面组合。

多样化的会议模式

 ̧支持预约会议、即时开会、终端呼入、MCU呼出、纯音频会议、永久会议、密码会议、多画面会议等多种会议模

式，且会议 中可以改变多画面模板；

支̧持主席、导演等多种会议控制方式。

完整的多媒体综合业务融合(个别型号)

 ̧系统全面覆盖了各种多媒体应用，可进行视频监控DVS/DVR/IP Camera接入，实现与网络视频会议系统的无缝对

接；

 ̧可进行PSTN电话、移动手机和IP电话的接入，实现VOIP和电话会议功能。

安全、可靠，易于维护

 ̧采用嵌入式操作系统和专业的的DSP设计，具有电信级稳定性，双电源热备份，可以支持7×24小时不间断工作

 ̧具备主席控制密码鉴权和加入会议密码鉴权等应用保护功能；

 ̧提供日志、远程调试、远程配置、远程升级等多样化的维护管理功能，满足多样化维护需求。

产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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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能力

总体特性

视频参数

音频参数

多画面

网络特性

网络适

应性

适配能力

管理与

维护

安全特性

特色功能

物理特性

运行环境

    GX-T2FHD系列是全高清视频会议终端产品，具备H264 1080P 60帧视频编解码技术，其优越

的高画质及AAC-LC宽频语音给用户带来真正面对面沟通的视听感受。最高支持8M的会议带宽，可

实现1920×1080高分辨率数据传输，H.239双流真彩色图片传输，PC桌面真实还原，给用户提供

最佳的会议协作体验。

技术参数

单MCU接入能力

体系标准

设备特性

视频标准

视频分辨率

字幕

视频帧率

视频码率

音频标准

音频码率

画面模式

辅流多画面

协议

网络接口

多网口

公私网穿越

自动升降速

QOS

视频适配

音频适配

速率适配

管理方式

维护方式

加密方式

外形尺寸

重量

工作电压

工作频率

最大功耗

工作环境温度

工作环境湿度

GX-M1H8  GX-M1H12 GX-M1H16 GX-M1H24 GX-M1H32 GX-M1H48 GX-M1H64

8           12              16                 24         32           48              64

H.323V5

嵌入式操作系统、双电源热备份、支持内置GK

H.263,  H.263+,   H.264,   H.239

主视频支持:CIF、4CIF、720p、1080p

双流支持:CIF、4CIF、720p、1080p、VGA、SVGA、XGA、SXGA

会场名/字幕/横幅叠加、可设置会场名颜色、样式、位置

1~30Fps

64Kbps~8Mbps

支持G.711a(8k采样率，64k码率)、G.711u(8k采样率，64k码率)、G.722(16k采样率，

64k码率)、G.722.1(16k采样率，32k码率)、G.723.1(6.3k)、、G.722.1(16k采样率，

24k码率)窄带语音

支持G.722.1C(32k采样率，32k码率)、G.722.1C(32k采样率，48k码率)、MPEG4-

AAC-LC的48Khz采样CD宽频语音

32Kbps~128Kbps

支持2/3/4/6/8/9/10/13/16等共22种多画面模式

支持辅流参与多画面合成

TCP/IP,UDP, RTP/RTCP/RTSP, HTTP

双1000M网络接口实现双网双路由备份

MCU支持内、外网转发，同时支持多网口多NAT网络部署

采用V-link技术，与同品牌终端实现私网呼叫公网，不需要配置NAT

支持丢包恢复机制、自动降速、自动提速，断线自动重邀功能。

Diffserv,IP Precedence

支持H.263、H.263+、H.264不同视频协议的适配。视频同时支持3路(1路会议主配置加

2路适配),支持CIF、4CIF、720P、1080P等分辨率间任意适配音频同时支持5路(1路会议主

配置加4路适配，适配协议任意选择

支持32kbps~8Mbps任意速率适配

基于WEB的会议系统管理功能；中英文界面；

支持远程升级功能、web远程登录

日志记录、日志可导出和远程访问

主席密码控制，加入会议密码鉴权

公私网互通穿越

双网口实现双网双路由备份

异网互联互通

内嵌NAT功能

智能流控

自动升降速

电话加入会议

Ip电话会议

级联自动点名

断线自动重呼

Vcas互控级联

440mm*500mm*88.9mm（长*宽*高）

8kg

110~220V

50Hz

500w

-20℃~+45℃

85%以下

内容

分体式高清视频会议终端
GX-T2FHD2/T2FHD2A/T2FHD2B

视频会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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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T2FHD系列产品根据接口和功能不同分为3个细分型号：

     型号                 名称                                        产品区别

GX-T2FHD2    旗舰型全高清视频会议终端     支持两路1080P 60FPS 活动双流

摄像机主流接口输入输出支持1×3G-SDI、1×DVI-I、

1×CVBS的独立输入

电脑辅流输入输出支持：1×HDMI、1×VGA

音频输入接口：2×XLR MIC、2×RCA、1×mini JACK、支持

1路HDMI数字立体声输入

音频输出接口支持：4×RCA、1×DVI-I （注：带音频输出）

GX-T2FHD2A  全高清视频会议终端        支持1路1080P60FPS+1路1080P30FPS活动双流

摄像机主流输入输出支持：1×DVI-I、1×CVBS

电脑辅流输入输出支持：1×HDMI、1×VGA

音频输入接口：2×XLR MIC、2×RCA、1×mini JACK、支持

1路HDMI数字立体声输入

音频输出接口支持：4×RCA、1×DVI-I （注：带音频输出）

GX-T2FHD2B  超高清视频会议终端        支持2路1080P30FPS

摄像机主流输入输出支持：1×DVI-I、1×CVBS

电脑辅流输入输出支持：1×HDMI、1×VGA 

音频输入接口：2×XLR MIC、2×RCA、1×mini JACK、支持

1路HDMI数字立体声输入

音频输出接口：4×RCA、1×DVI-I （注：带音频输出）

♦

♦ 

♦ 

♦ 

♦ 

♦ 

♦ 

 OpenAPI、高级画面算法

 ̧更具可集成性、产品开放性，提供丰富的OpenAPI应用配置接口。

 ̧视频协议、H.264 HP-High profile，提供低带宽高图像画质。

V-Link在IP视频会议中极致的表现

 ̧支持V-Link抗丢包功能，包括包序重排,重传,冗余功能。

 ̧视频在10%~15%丢包率网络环境下，画面仍能保持流畅；音频在20%丢包率的网络环境下，仍能听清所表述的内容。

安全可靠

 ̧支持H.235信令和媒体流加密、GK注册认证、密码会议等多重安全措施，硬件采用DSP嵌入式架构。

支持无线网络传输

 ̧USB类型3G数据卡支持（WCDMA、CDMA2000、TD-LTE）

支持丰富的视音频接口

 ̧支持的接口类型：3G-SDI、DVI-I、HDMI、CVBS、VGA、XLR、RCA

 ̧后面板接口按照用户操作习惯进行人性化排列、标注，让用户不用指导即可以完成设备安装。

多样化的用户习惯操作方式

 ̧提供更丰富的用户操控方式，包括遥控器界面、PAD触摸操控界面、WEB界面。

支持遥控器红外转发

 ̧摄像机和GX-T2FHD可同时接收终端摇控器红外信号，满足客户对终端与摄像机的灵活部署。

          体系标准               H.323V5

网络传输协议     TCP/IP，UDP，RTP/RTCP/RTSP，HTTP，DHCP，PPPOE，NAT

    视频编解码协议     H.264，H.239 H.263、H.263+、H.264 BP/MP/HP                                                    

音频编解码协议     支持音频压缩协议：G.711A、G.711U、G.722、G.722.1、G.722.1C、aac_lc

视频码率               64Kbps～8Mbps

音频码率               24Kbps～96Kbps

总体指标
总体指标

产品特性

技术参数

视频会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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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指标 主流视频分辨率            1080P、 720P、480P/4CIF、CIF

双流视频分辨率            1080P60/30FPS、720P30/60FPS、480P50/60FPS

                                  WUXGA、UXGA、1366x768、WXGA、SXGA、XGA)、SVGA、VGA

音频指标 AEC（回声抵消）  自动进行回声抵消、针对每路输入可配置打开、关闭

ANS（自动噪声抑制）  自动进行噪声抑制、针对每路输入可配置强(MAX 13db)、弱(-6db)、关闭

AGC（自动增益控制） 自动进行麦克风增益、针对每路输入可配置打开、关闭，增益变化范围：       

- 6db ~18db

麦克输入支持幻象供电  每路麦克输入都支持幻象供电，幻象供电功能每路可单独配置打开关闭

音频特性                      唇音同步、静音与闭音控制

接口指标 遥控接口                      无线红外接口,支持摇控器直接控制终端

                                        支持红外信号转发，摄像机接入到终端红外信号，间接控制终端操作

串口                                2×RS232/RS422

无线接口                      1xmini PCIe,1xWireless Remote Controller

网络接口                      2×Eth，1000M自适应以太网接口

数据卡接口            1、支持USB类型3G无线上网卡

                                        2、支持WCDMA、CDMA2000、TD-LTE数据卡接口

                                        USB接口 2×USB

网络适应性 IP配置方式            IP配置支持静态地址、DHCP、PPPOE

双网口                      支持双网口的IP配置

静态NAT穿越            可配置NAT外部地址，实现NAT穿越

QOS                          支持:IP优先/区分服务

自动升降速                     网络质量降低，自动降低编码速率，网络质量恢复时自动提高速率

非对称编码技术            支持格式码率非对称，可以根据上行和下行带宽设置不同的呼叫和接收码率

网络抗丢包                     抗丢包功能，包括包序重排,重传,冗余功能

摄像机管理本端摄像机控制            1、支持上下、左右、ZOOM控制

                               2、支持Sony VISCA、Pelco-D、Pelco-P通信协议

远端摄像机控制            支持H.281协议、对远端摄像机进行控制

遥控器控制系统             支持“遥控器+OSD”方式控制

预置位                      最大支持64个预置位管理

会议控制 Web控制                      支持PC浏览器远程控制

遥控器控制                     支持图形化摇控器控制

无线PAD控制            支持无线PAD触摸控制

会议桥接                      同时加入两个会议、并且将两个会议桥接起来

尺寸           外形尺寸                      440mm*280mm*55mm(长*宽*高)

重量                                4kg

运行环境 工作电压                      DC 12V

最大功耗                      45W

待机                               1W

工作环境温度             0~45℃

工作环境湿度             <85%

V-Link

        GX-T2VHD/T2VFHD

学变焦,72度广角镜头.最高支持6M的会议带宽，H.239双流真彩色图片传输，PC桌面真实还原，给

用户提供最佳的会议沟通体验。

系列是GONSIN一体化高清视频会议终端产品，内置高清摄像机,12倍光

♦ 

♦ 

♦ 

♦ 

♦ 

♦ 

♦ 

♦ 

♦ 

♦ 

嵌入式高性能硬件设计

支持标准的H.323框架协议，能与标准

H.263/H.264/H.264－HP编码算法，图像流畅自然，支持CIF、4CIF、720P、1080P格式编解码

AAC-LD高保真语音编码算法

支持3G-SDI、DVI-I、HDMI、VGA、CVBS标清/高清/全高清视频输入输出接口

支持 XLR MIC、RCA、mini JACK、HDMI 音频输入

唇音同步，支持禁音和闭音控制

V-Link协议支持

支持H.239双流

支持无线辅流

H.323终端和MCU兼容互联互通

产品特性

一体式高清视频会议终端
GX-T2VHD/T2VFHD

视频会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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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体式高清视频会议终端
GX-T2FHD/T2HD

项目             内容        GX-T2VFHD                                        GX-T2VHD

视频参数      视频标准        H.264、H.239、H.263、H.264－HP

           视频分辨率     

  视频帧率       1080P(720P)双流活动视频最大帧率60帧

  视频码率        64Kbps～8Mbps

  视频输入/       输入：1×DVI/VGA/分量/HDMI;内置1080P(720P)高清PTZ带云台摄像机

  输出接口       输出：2xHDMI

音频参数   音频标准       支持G.711A(8k采样率，64k码率)、G.711U(8k采样率，64k码率)、G.722(16k采样率      

64k码率)、G.722.1(16k采样率，32k码率)、G.722.1(16k采样率，24k码率)窄带语音

                         支持G.722.1C(32k采样率，32k码率)、G.722.1C(32k采样率，48k码率)、                     

MPEG4-AAC-LD宽频语音

音频码率       32Kbps～64Kbps

音频输入/       输入：1xmini JACK,1xmic ARRAY,1xHDMI,2xXLR,2x内置MIC

输出接口       输出：1xmini JACK,2xHDMI

音频处理       AEC（自动回声抵消）、AGC（自动增益）、ANS（自动噪声抑制）

控制      RS232       1xRS-232接口，支持本/远端摄像机控制，VISCA协议

           USB接口       1xUSB2.0接口

  终端控制方式 遥控器+OSD控制；web控制；无线PAD控制

网络特性   协议        TCP/IP，UDP，RTP/RTCP，HTTP，DHCP，PPPOE，NAT

网络适应性  IP配置方式     IP配置支持静态地址；PPPOE；DHCP

  静态NAT穿越 私网呼叫公网终端、公网呼叫私网终端

  自动升降速     网络质量降低，自动降低编码速率，网络质量恢复时自动提高速率

  QOS       支持IP优先

管理与维护  维护方式       支持lnternet远程调试、远程升级功能、支持串口调试、web远程登录

三级日志记录、日志可导出和远程访问

发音测试、色带测试、设置铃声、声音本地环回测试

远程强制升级；终端主动升级

安全特性   密码                主席密码控制，加入会议密码鉴权,H.235加密会议

物理特性   外形尺寸       440mm*280mm*55mm

            重量       约4kg

运行环境   工作电压       DC12V

  工作频率        50Hz

  最大功耗        <50W

  工作环境温度 -10℃~45℃

  工作环境湿度 10%~95%

技术参数

主视频流最大支持1080P高清分辨率

主流图像格式支持CIF、4CIF、720P、

1080P

辅助视频流最大支持1080P分辨率，辅

流图像格式支持1080P60/30fps、

720P30/60fps、480P50/60fps、

WUXGA、UXGA、WXGA、SXGA、

XGA、SVGA、VGA

主视频流最大支持720P高清分辨率

主流图像格式支持CIF、4CIF、720P

辅助视频流最大支持720P分辨率，辅流

图像格式支持720P30/60fps、

480P50/60fps、WUXGA、UXGA、

WXGA、SXGA、XGA、SVGA、VGA

支持双流接收，支持PAD,手机，PC无线辅流

 系列 是GONISN推出的全新一代的高清产品，该产

品采用了分体式设计，系统构架简洁，稳定可靠，性价比高，同时在设计上充分考虑了互联网的应

用场景，采用抗丢包技术，可在恶劣的网络环境下有效使用.

GX-T2FHD/T2HD 分体式高清视频会议终端

♦ 

♦ 

♦ 

♦ 

♦ 

♦ 

♦ 

♦ 

支持标准的H.323框架协议，

容互联互通

V-Link协议支持

H.263/H.264/H.264－HP编码算法，图像流畅自然，支持CIF

   720P、1080P格式编解码

AAC-LD高保真语音编码算法

高集成度设计，用户应用更加方便灵活

支持H.239双流

支持无线辅流

支持HDMI、VGA、CVBS标清/高清/全高清视频输入输出接口

能与标准H.323终端和MCU兼

产品特性

视频会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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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X-RX300高清录播服务器可支持多个会议同时进行录制点播，并有多种速率和录制模式供选

择; 可配合当前各种标准H.323的MCU和视频通讯终端产品，有良好的兼容性。录制中的视频会议

的音频、视频和计算机屏幕内容能够实时组播到IP网络中，也能通过PC用Web浏览器进行点播回

放，或者通过视频会议终端进行点播回放。

录播服务器
GX-RX300

技术参数

项目            内容                 GX-T2FHD                                            GX-T2HD

视频参数   视频标准        H.263，H.239，H.264，H.264－HP

                 视频分辨率    主视频流最大支持1080P全高清分辨率       主视频流最大支持720P高清分辨率

                         主流图像格式支持CIF、4CIF

                     辅助视频流最大支持1080P分辨率，辅流图      辅助视频流最大支持720P分辨率，辅流

                                            像格式支持CIF、4CIF、480P、720P、            图像格式支持CIF、4CIF、480P、720P、

                                     1080P 、SVGA、XGA                                    SVGA、XGA

                     支持PAD,手机，PC无线辅流

           视频码率       64Kbps～6Mbps

           视频输入/        输入：1xDVI；1xHDMI

                     输出接口       输出：2xHDMI

音频参数   音频标准       支持G.711A(8k采样率，64k码率)、G.711U(8k采样率，64k码率)、G.722(16k采样率

64k码率)、G.722.1(16k采样率，32k码率)、G.722.1(16k采样率，24k码率)窄带语音     

支持G.722.1C(32k采样率，32k码率)、G.722.1C(32k采样率，48k码率)、MPEG4-

AAC-LD宽频语音

           音频码率       24Kbps～96Kbps

         音频输入/        输入：1xmini JACK、1xmic ARRAY,1xHDMI,1xXLR

                     输出接口       输出：1xmini JACK,2xHDMI

           音频处理       AEC（自动回声抵消）、AGC（自动增益）、ANS（自动噪声抑制）

                     控制                RS232 1xRS232/RS485接口，支持本/远端摄像机控制，VISCA协议

            USB接口        2×USB接口

           终端控制方式 遥控器+OSD控制；web控制；无线PAD控制

网络特性   协议       TCP/IP，UDP，DHCP，HTTP，RTP，RTCP，PPPoE，NAT，Telnet

网络适应性  IP配置方式     IP配置支持静态地址；PPPOE；DHCP

静态NAT穿越  私网呼叫公网终端、公网呼叫私网终端

自动升降速     网络质量降低，自动降低编码速率，网络质量恢复时自动提高速率

QOS        支持IP优先

管理与维护  维护方式       支持lnternet远程调试、远程升级功能、支持串口调试    

      三级日志记录、日志可导出和远程访问

      发音测试、色带测试、设置铃声、声音本地环回测试

      远程强制升级；终端主动升级

安全特性   密码       主席密码控制，加入会议密码鉴权

物理特性      外形尺寸        324mm*176mm*34mm

          重量         约1.4kg

运行环境   工作电压        DC12V

  工作频率        50Hz

  最大功耗        <50W

  工作环境温度  -10℃~45℃

  工作环境湿度  10%~95%

视频会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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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技术参数

♦ 

♦ 

♦ 

♦ 

♦ 

设计先进

 ̧体积小巧：标准 英寸硬件设备，方便安装，便于网络集成服务交换。

 ̧性能稳定：满足7×24连续运行需求， MTBF>120,000 小时。

 ̧界面友好：WEB操作界面秉承一贯的简约风格，管理员无专业技术也能顺利学会操作。

性能卓越

 ̧在会议录制过程中，可对录制会议的实况进行播放。

 ̧在视频会议中，可以支持多个通道同时录制，每个通道又可以进行点播和组播。

 ̧支持双流录制和点播功能。

操作简单

 ̧通过WEB浏览器管理界面进行点播功能，让用户可以体会即时看到录制的效果。

 ̧用户可以对录制的内容进行导出和转存，方便录播视频文件保存和重要视频文件的备份。

安全可靠

 ̧支持系统管理员和用户密码设置，以及访问权限设置，防止非法用户登录，增加会议的安全特性。

基本功能

 ̧支持自动录制，和MCU建立了呼叫连接就可以自动建立录制任务。

 ̧支持被动录制，如不参加MCU会议可采用交换机镜像方式录制会议。

 ̧支持高清视频会议终端1080P、720P下的录制，点播和直播。

 ̧支持视频会议终端在不召开远程会议的时候，单点连接录制本地会场的会议（包括双流）。

 ̧双流录制可录最高两路1080P60帧图像。

 ̧支持把录制下来的会议或者培训内容直播给网内所有的客户端（PC和视频会议终端）。

 ̧支持视频会议终端点对点模式录制点播。

 ̧支持IPhone、IPAD、安卓系统等点播和直播。

1U-19
项目

通讯协议

视频协议

音频协议

视频格式

适用环境

录制带宽

视频帧率

录制容量

录制数量

点播数量

发布格式

播放工具

管理方式

安全性能

内容管理

用户权限

网络接口

电气特性

外形尺寸

环境要求

运行时间

参数

H.323、SIP、H.225、H.245、H.239 、HTTP、RTP、RTCP

H.261、H.263、H.263+、H.263++、H.264（MPG4可选)

G.711A、G.711U、G.728、G.723.1、G.729、G.722、G.722等

QCIF、CIF、4CIF、VGA、SVGA、XGA、720P、1080P

可兼容所有H.323标准MCU、视频会议终端

128Kbps～12Mbps

1～60帧/秒

1TB （1Mbps×3600秒÷8=450MB/小时）

最大可同时录制10组会议

最大可同时支持300路用户

MP4

VLC、RealPlayer、QuickTime等

中文WEB页面（支持英文界面）

AES、TLS加密

对录制内容进行分类管理

可对不同用户设置不同权限，控制观看内容

10M/100/1000M以太网口×2

100～240V交流电，50/60Hz，200W

430mm×380mm×45mm

温度10～50℃，湿度15％～85％

MTBF>120,000小时；7×24连续运行

视频会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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