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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受人尊敬、国际领先的专业视听产品及技术提供商

公司愿景

让更多的人得到更好的视听服务

公司使命

以客户为导向、以目标为导向、以效率为导向、以结果为导向

公司理念

责任、进取、合作、创新

公司核心价值观

成为受人尊敬、国际领先的专业视

让更多的人得到更好的视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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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商用音视频解决方案

伟乐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的视听设备及技术提供商，研发、生产及销售
数字电视前端、传输、监控等产品，为广电网络公司、电视台、OTT/IPTV新媒体运营
商、应急广播运营商，以及智慧酒店、医院、会所、游轮、学校、机场、监狱等提供
一站式的音视频传输方案。

公司在中美建有双运营中心，其中广东省总部拥有建筑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的现代
化科技园区，美国子公司Sencore拥有占地面积约80亩的办公中心。经过十几年来的
经验积累，公司凝聚了一支有200多名海内外工程师的研发团队，先后成立了市级、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并掌握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主要技
术及产品已在行业内赢得优秀口碑。在全球，公司在美国、北京、深圳、香港、印
度、乌拉圭、菲律宾、哥伦比亚、墨西哥、波兰等地设有分支机构，经销商网络遍布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技术支持和便捷的当地
化服务，现已为全球2千多家运营商、5亿多用户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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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商用音视频解决方案

凭借稳定可靠的产品和优质的客户服务，公司产品在行业内享负盛名。在国外，伟乐
产品获得了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FOX（福克斯广播公司）、Discovery（美国
探索传播公司）、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SONY（索尼公司）、NASA（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Blizzard（暴雪娱乐）、Walt� Disney（迪士尼）、Warner� Bros.（华纳
兄弟）等全球知名客户的认可采用。在国内，伟乐科技已完成云南、内蒙、青海、黑龙
江、广东、山东、湖南、吉林等3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大型广电系统项目。

经过不断地研发创新，如今，伟乐产品在商用领域已为全球5千多家商用单位提供行
业定制化音视频解决方案，可适配酒店客房、机场候机楼、学校课室、医院大厅、观光
游轮等多种场景，现已获得香格里拉大酒店、洲际酒店、和平饭店、丽思卡尔顿酒店、
万豪酒店、皇冠假日酒店、喜来登酒店、万科公寓、广州白云机场、厦门会计学院、长
江世纪游轮等行业客户的高度赞誉。

“伟乐科技、视听专家”，公司将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解决
方案，帮助客户将更多更好的节目传递给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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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荣 誉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承担单位

国际科技合作重大专项项目承担单位

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技术升级改造专项项目承担单位

中国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AVS工作组成员单位

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

广东省“数字电视系统设备及软件”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省民营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

南非、巴西世界杯赛事转播设备供应商

思科ODM/OEM技术合作伙伴

质 量 管 控

公司通过ISO�9001:2015、ISO�14001:2015、ISO�45001:2018、

ISO�27001:2013、ISO�20000-1:2018等体系认证

获得UL、CB、ROHS、CE、FCC、CES、CCC等国际认证，产品

入网许可证及权威机构检测报告

选用世界知名品牌，保证元器件质量

全面的降额分析，保证各器件功能冗余

72小时高温老化测试，保证产品可靠性

完善的产品追溯系统，记录每个生产细节

产品MTBF达到10万个小时，长时间稳定运行

客 户 服 务

24小时技术服务热线

为客户制定系统集成方案

现场安装、培训及问题解决

7x24在线技术支持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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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广播
电影电视局

海省广播深圳市天威视讯 新疆中广传播中国有线海南分公司腾讯 爱奇艺 上海文广

广东广播电视台 成都广播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南方传媒 北京歌华有线 华数传媒中国网络电视台

河北广电网络四川广电网络 广东广电网络湖北广电网络云南广电网络 甘肃广电网络 江苏广电网络

中国航空航天部黑龙江广电网络福建广电网络江西广电网络 河南有线电视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参谋部

山东广电网络

客户案例

广电总局 黑龙江省广播
电影电视局

吉林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

江苏新闻
出版广电局

云南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

广东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

河北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

山西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

内蒙古新闻
出版广电局

辽宁省广播
电影电视局

四川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

贵州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

西藏新闻
出版广电局

重庆市新闻
出版广电局



商用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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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尔曼酒店

维也纳酒店

医院

希尔顿欢朋酒店

游轮

西郊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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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P100数字电视平台致力于打造一站式商用音视频解决方案，采用最新的商用产品设计理念，具备高密度、高性能

和高灵活性的特点。通过搭载不同类型的模块，CMP100可以实现接收、解扰、编码、复用和调制等功能，单台设备能够

完成酒店及其他商业场所的绝大部分应用。

Product�Introduction产品简介

2路高清SDI编码模块

16路标清CVBS编码模块 4路/8路DTMB/QAM
调制模块

4路/8路高清HDMI编码模块
（支持HEVC编码，带图文字幕插播）

4路DVB-C/DTMB
接收解扰模块

4路Tuner接收解扰模块 4路Tuner�FTA接收模块 4路高清HDMI编码模块

6路标清CVBS编码模块 16路QAMA调制模块 32路IP调制模块（带加扰）

Modules功能模块

CMP100数字电视平台

一站式商用音视频解决方案

产品特性 Product�Features

4U高密度热插拔模块化设计，可灵活搭配各类子板，

可扩展性强。单台设备可满足绝大部分应用，无需多

台设备互联，同时也降低安装、配置及维护成本。

双电源冗余，确保设备稳定运行

集中管理平台，支持Web远程网络管理，方便对设备

进行参数配置及状态监控

主机自带千兆交换机，具备强大的IP数据交换处理能

力，支持远程网络管理和IP输入输出（MPTS或

SPTS），同时支持连接外部设备使用

支持64个Tuner频点接收

支持64路HDMI高清节目编码

支持96路CVBS标清节目编码

支持256频点QAMA调制和128频点DTMB调制

一站式商用音视频解决方案

8路标清CVBS编码模块
（带图文字幕插播）

4路/8路高清HDMI编码调制模块
（支持HEVC编码，带图文字幕插播）

8路Tuner�FTA接收模块



CMP200数字电视平台是专门针对商用音视频解决方案而精心设计的一款低成本、高性能、模块化的前端设备。

CMP200采用最新的产品设计理念，具备高密度、高性能和高灵活性的特点，可实现接收、解扰、编码、复用、调制和IP

处理等功能。其中编码模块可采用广播级编码或商用级编码，接收解扰模块和调制模块支持丰富的接收和调制模式。同

时，主机自带2个千兆网管口和2个千兆数据口，具备强大的IP数据交换处理能力，可根据客户需求灵活搭配数字电视解决

方案。

19英寸1U标准机架式设备

主机自带2个千兆网管口和2个千兆数据口，支持远程

网络管理和IP数据流输入输出，支持外部设备连接使用

前面板集成8路DTMB/QAM调制模块，后面板具备6个

槽位，可根据实际需要搭配任意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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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商用音视频解决方案

Product�Introduction产品简介

产品特性 Product�Features

CMP200高性价比数字电视平台

Modules功能模块

模块支持热插拔，便于设备在线调试、维护、管理

支持最多48路CVBS标清编码

支持最多24路有线、地面、Tuner接收

支持56路DTMB/QAM调制输出

支持授权控制�

4路DVB-C/DTMB
接收解扰模块

4路Tuner接收解扰模块 4路Tuner�FTA接收模块 4路高清HDMI编码模块

6路标清CVBS编码模块 16路QAMA调制模块 32路IP调制模块（带加扰）

2路高清SDI编码模块

16路标清CVBS编码模块4路/8路DTMB/QAM
调制模块

4路/8路高清HDMI编码模块
（支持HEVC编码、带图文字幕插播）

4路/8路高清HDMI编码调制模块
（支持HEVC编码、带图文字幕插播）

8路标清CVBS编码模块
（带图文字幕插播）

8路Tuner�FTA接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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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der
CMP311HC

CMP300超高性价比数字电视平台

一站式商用音视频解决方案

CMP308  多路高清编码调制器（带字幕图文插播）

支持滚动字幕、图片及二维码叠加，可在电视屏幕任意地方
显示，可调坐标1920X1080，可调字体、颜色、分辨率
支持Web远程网络管理

支持8路HDMI高清输入
支持HEVC/H.264高压缩视频编码格式
支持4路DTMB国标或QAM调制输出
支持MPEG-1�Layer2、AAC（选配）、AC3
（选配）音频编码格式

Product�Features产品特性

CMP308系列多路高清编码调制器是伟乐科技专为商
用电视系统研发的高性价比编码调制设备。该设备支持8路
HDMI输入和4路DTMB国标或QAM调制输出，支持
HEVC/H.264高清编码，且编码节目支持图文OSD插入功
能，另支持远程网络管理，非常适用于酒店、会所、医
院、浴场、学校等数字电视系统。

Product�Introduction产品简介

CMP311HC 多路高清编码器（带字幕图文插播）

支持滚动字幕、图片及二维码叠加，可在电视屏幕任意地方
显示，可调坐标1920X1080，可调字体、颜色、分辨率
支持Web远程网络管理
支持授权控制

支持4或8路HDMI输入
支持H.265/H.264高压缩视频编码格式
支持MPEG-1�Layer2、AAC（选配）、AC3
（选配）音频编码格式
支持多节目流（MPTS）或单节目流（SPTS）
IP输出

Product�Features产品特性

CMP311HC系列多路高清编码器是伟乐科技专为商用
电视系统研发的高性价比编码设备。该设备支持最高8路
HDMI输入，支持远程网络管理和IP输入和输出（MPTS或
SPTS），同时支持外部设备连接使用，具备图文叠加功
能，非常适用于酒店、会所、医院、浴场、学校等IPTV和
数字电视系统。

Product�Introduction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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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商用音视频解决方案

Product�Features产品特性

支持8或16路Tuner清流接收
支持4/8路DTMB接收
支持8路DTMB国标调制输出

支持多节目流（MPTS）或单节目流（SPTS）IP输出
支持Web远程网络管理
支持授权控制�

CMP320M Tuner/DTMB接收调制器

CMP320M系列是伟乐科技专为商用电视系统研发的高
集成度、高性价比Tuner/DTMB接收调制设备。该设备支持8
或16路Tuner清流接收，支持远程网络管理和IP输出（MPTS
或SPTS），具备8路DTMB国标调制输出，非常适用于酒
店、会所、医院、浴场、学校等IPTV和数字电视系统。

Product�Introduction产品简介

CMP310HC 多路高清编码器（带字幕图文插播）

支持滚动字幕、图片及二维码叠加，可在电视屏幕任意地方
显示，可调坐标1920X1080，可调字体、颜色、分辨率
支持Web远程网络管理
支持授权控制

支持4或8路HDMI输入
支持H.264高压缩视频编码格式
支持MPEG-1�Layer2、AAC（选配）、AC3
（选配）音频编码格式
支持多节目流（MPTS）或单节目流（SPTS）
IP输出

Product�Features产品特性

CMP310HC系列多路高清编码器是伟乐科技专为商用
电视系统研发的高性价比编码设备。该设备支持最高8路
HDMI输入，支持远程网络管理和IP输入和输出（MPTS或
SPTS），同时支持外部设备连接使用，具备图文叠加功
能，非常适用于酒店、会所、医院、浴场、学校等IPTV和
数字电视系统。

Product�Introduction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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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商用音视频解决方案

Product�Features产品特性

支持8或16路Tuner清流接收
支持4或8路DTMB信号接收
支持多节目流（MPTS）或单节目流（SPTS）IP输出

支持Web远程网络管理
支持授权控制�

CMP320 Tuner/DTMB接收网关

CMP320系列产品是伟乐科技专为商用电视系统研发
的高集成度、高性价比Tuner/DTMB接收网关设备。该设
备支持8或16路Tuner清流接收，以及4/8路DTMB信号的
接收，支持远程网络管理和IP输出（MPTS或SPTS），非
常适用于酒店、会所、医院、浴场、学校等IPTV和数字电
视系统。

Product�Introduction产品简介

CMP331M IP调制器

支持60个通道IP输入
支持4/8路调制输出
支持多节目流（MPTS）或单节目流（SPTS）IP输入

产品特性 Product�Features

支持Web远程网络管理
支持授权控制

CMP331M系列是伟乐科技专为商用电视系统研发的
高集成度、高性价比IP接收复用调制设备。该设备支持60
路IP接收，4/8路调制输出。非常适用于酒店、会所、医
院、浴场、学校等IPTV和数字电视系统。

Product�Introduction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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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P150 IPTV系统

IPTV网关及视频推送平台

Product�Features产品特性

支持7个IPTV光猫信号输入
支持UDP/RTP/HLS网络传输协议
支持150个终端视频推送

支持多节目流（MPTS）或单节目流（SPTS）IP输出
支持Web远程网络管理
支持授权控制�

OMP150是伟乐科技专为商用电视系统研发的高集成
度、高性价比IPTV系统。该系统集成IPTV直播平台、点播
内容分发系统、第三方酒店收费/入住系统，支持多达60套
高标清直播节目、海量高清的点播视频内容推送和500个
终端播放，具备6个千兆网口，支持HTTP/HLS单播、
UDP/RTP组播流输入、自办节目直播和HLS/UDP输出。
配备酒店/医院/学校等机构介绍模块和定制化开机欢迎页
面显示，非常适用于酒店、会所、医院、学校等IPTV视频
服务器系统。

Product�Introduction产品简介

Product�Features产品特性
直播服务、点播服务、视频流化处理功能
支持HTTP/HLS单播、UDP/RTP组播流输入
支持H.264、TS格式直播流
支持MP4、TS等视频格式
直播管理：直播节目命名、轮播节目设定、节目排序
点播管理：点播内容管理、栏目管理、内容上载，可
根据实际情况集成指定第三方点播系统

启动开机LOGO，准确传递酒店品牌形象
主页面控制，支持主页场景风格定制
支持文字、图片、视频广告叠加��
酒店、客房与设施介绍
终端在线软件升级
支持终端设备鉴权及IP绑定
支持与主流第三方酒管系统、客控系统集成对接

一站式商用音视频解决方案

OMP120 IPTV网关

OMP120是伟乐科技专为商用电视系统研发的高集成
度、高性价比IPTV网关及视频推送平台。该平台具备7个
100/1000M� RJ45输入口、1个100/1000M� RJ45输出口，
支 持 电 信 / 联 通 / 移 动 三 大 运 营 商 I P T V 信 号 输 入 ， 支 持
UDP/RTP/HLS网络传输协议，自带标准版安卓智能电视视
频直播APK，具备多达50套直播节目(8Mbps以内）和150
个终端的视频推送能力，非常适用于酒店、会所、医院、浴
场、学校等IPTV电视系统。

Product�Introduction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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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客房、设施介绍等模块均可灵活编辑（包括文字、图片、视频）

一站式商用音视频解决方案

支持开机界面自定义，酒店可根据需要更换开机界面背景、编辑欢迎词

支持与酒店PMS系统对接，自动获取显示住户姓名/性别信息

支持界面中英语言选择

可同时接入有线电视、IPTV和本地自办高标清节目

支持自由编排节目顺序及节目分组功能，画质媲美有线电视效果

支持自动播放指定广告节目或宣传片，提高酒店营收

支持本地影视资源点播，丰富客户选择�

支持自有正规版权视频内容上传，灵活自主安排点播内容

包括商务、上网、订餐、加借、送洗等版块，可有效提高用户入住满意度

各版块通过图文或视频形式，直接快捷地展示酒店客房及设施服务，给用

户宾至如归的感觉

提供当地特色菜肴以及风景名胜的介绍，帮助客人了解当地文化，并给

客人提供用餐及出行建议

开机界面

电视直播

酒店风采

当地特色

影视点播

服务指南

自定义界面

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自由设置模块菜单及内容，适应各类应用场景

主界面

菜单简洁易懂，方便客户操作�

可自定义背景图片，上传宣传视频并循环播放，提升酒店形象

自定义二维码入口，方便酒店住户通过移动端快速访问指定网页内容

（如酒店官网、合作商家网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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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商用音视频解决方案

NB200M 编码调制器

NB200M是伟乐最新推出的一款高性价比的编码调制
器，集编码和调制于一体，支持全球主流的调制模式，可
广泛应用于赛事直播、家庭娱乐、安防监控、酒店标牌和
商场广告等场景。本设备具备HDMI输入、CVBS/CC输
入、RF输入/输出和USB接口，支持Tuner接收机、蓝光
机、摄像机、监控探头等不同类型信号输入，编码调制成
RF信号，并可与有线网络中其它RF信号混频输出，终端可
用主流电视机和机顶盒接收显示。

Product�Introduction产品简介

Product�Features产品特性
支持1路HDMI输入
支持1路CVBS输入（用于CC插入）
支持1路USB录播或回放
支持H.264标清、MPEG-2标清/高清编码

支持MPEG-1�layer�II、AAC音频编码
支持1路RF输入和1路RF输出
支持多模式调制输出
（DVB-T/ISDB-T/QAMA/QAMB/DTMB/ATSC）
支持Web网络管理和前面板操作

NB200E 网络编码器

Impulse� NB200E是最新推出的一款高性价比的网络
编码器，具备丰富的接口、高效的视频编码算法，支持网
络直播、录制回放、字幕叠加等功能，可广泛应用于赛事
直播、家庭娱乐、安防监控、酒店标牌和商场广告等场
景。该设备具备HDMI、SDI、CVBS/CC、USB/SD输入
和HDMI输出接口，支持H.264/H.265编码格式、百兆IP
和主流的网络传输协议输出。随着人们对娱乐、安防及商
业广告等需求的增大，该设备的运用范围将不断扩大，能
为更多消费者提供优质的视频传输服务。

Product�Introduction产品简介

Product�Features产品特性
支持单路H.264/H.265视频编码，支持
MPEG1L2/AAC/AC3音频编码
节目源输入支持HDMI/SDI�
独立3.5mm音频输入接口
IP输出支持UDP/HLS/RTSP/RTMP网络传输协议
直播推流的同时，可进行USB/SD卡录播或回放

支持TS/MOV/MP4格式视频录制和视频/广告推送功能
支持logo图片和字幕叠加功能
支持点对点、点对多点网络传输
支持Web网络管理和前面板操作
外观结构紧凑牢固，方便移动使用

便携式网络编码调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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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信源接入：DVB-C有线信号、Tuner信号、DTMB国标地面波信号、自办节目编码

信号输出：IP组播流、数字有线信号（QAM）、数字地面波信号（DTMB）

传输接收：电视网络、IP局域网、DTMB机顶盒或电视

拓展：结合IPTV信号节目组网，实现直播和点播功能

����������结合酒店管理系统，支持广告插入，提高酒店营收

灵活组网：可根据不同的需求，配置不同模块，实现灵活组网和后期拓展

一站式商用音视频解决方案

商用音视频系统解决方案

本方案适用于各类酒店、公寓、民宿、度假村、会所、医院、学校、企业、村镇、监狱等场所。

流分发

DTMB/DVB-T
8VSB/ISDB-T

DVB-S/S2

IP

DVB-C

HDMI/CVBS/SDI

CMP100�数字电视平台数字电视平台

TUNER
信号

地面信号

IP

DTMB

局域网

有线网络

电视+机顶盒

一体电视机

一体电视机

智能电视

电脑

平板

手机

QAM

IPIP

IPUDP/RTP

RF

RF

OFDM
RF

DTMB

QAM
RF

RF

OFDM
RF

HLS
IP

HLS

IP
UDP/RTP

号信线有

目节地本

STATUS

POWER RF OUT

POWER

RESET

STATUS

MGMT1 MGMT2

1 2 3 4 5 6

DATA1 DATA2

STATUS

POWER

CMP203
Media Platform

MODULE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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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无线系统解决方案IPTV网关系统解决方案

同轴传输方案

交换机
后台控制管理

IPTV网关
IP

IP

RF

局域网

IP

IP

IP DTMB调制器

IP IP传输方案

HFC网络
国标数字电视机

国标数字机顶盒+电视机

安卓智能电视机

安卓智能机顶盒+电视机

RF

信号源

IPTV光猫1

...

IPTV光猫2

IPTV光猫3

IPTV光猫7

广电大卡有线电视系统解决方案

12路有线接收机

2路IP信号

HDMI信号 1路IP信号

12路有线接收机
交换机

后台控制管理

RF

IP

RF

局域网

IP

IP

IP

采集卡

自办节目播放盒 4路高清编码器

IP

HFC网络

国标数字电视机

国标数字机顶盒+电视机

安卓智能电视机

安卓智能机顶盒+电视机

RF

有线接收解扰部分

自办节目采集

自办节目采集

IP

IP

同轴传输方案

8路DTMB调制器x2

IP传输方案

直播流媒体服务器

高清编码系统解决方案

信源接收部分

广电高清机顶盒52

广电高清机顶盒1

广电高清机顶盒2

广电高清机顶盒3

52路HDMI信号

...

广电高清机顶盒51

高清编码部分 同轴传输方案

3路IP信号

交换机

后台控制管理

RF

RF HDMI

HDMI

HDMI

HDMI

HDMI

RF

IP

RF

IP

IP

IP

RF

RF

RF

CMP200编码数字电视平台

CMP200编码数字电视平台

4路高清编码器

HDMI

HDMI

HDMI

IP

IP

IP

8路DTMB调制器x2

IP IP传输方案

直播流媒体服务器
局域网

国标数字电视机

国标数字机顶盒+电视机

安卓智能电视机

安卓智能机顶盒+电视机

RF

广电信号

广电信号

HFC网络

客房

24个频点

6套节目

AV标清编码

48套节目

DTMB或QAM

中9机顶盒

TUNER
信号

CMP320M

CMP320M

CMP310SCM

0月租

方案特点

部署快 小型旅馆会所

应用场景

拥有卫星信源
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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