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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数码简介

高新技术企业称号、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称号、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称号，软件开发获得CMMI4

级认证，软件服务水平通过ISO20000和ISO27001认证，并在北京和武汉建成两个大型研发中心，是

北京市“十百千工程”中，四家千亿核心企业之一。

做为国内外产品技术以及服务的提供商在中国首选的合作伙伴，与300余家国际顶尖供应商展开

精诚合作，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并建成覆盖全国860个城市、30000余家渠道伙伴的中国最大的IT营

销网络，累计拥有超过4项国家级标准认证、150余项发明专利、100余项软件著作权认证以及超过

500项解决方案已累计为超过100万家中国企业提供信息化所需的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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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优势

企业资质

创新基因

中国IT业的
核心企业

技术实力

• 华为公有云标准经销商

• 华为多年优秀总经销商

• 华为优秀渠道

• 自主知识产权的视

讯软件产品

• 连续多年华为UC&U

认证服务商

• 华为ISV合作伙伴

• 北京市“十百千工程”中，四家千亿核心企业之一

•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标准工作组整体组副组长、运维服务专业组组

长，级别最高的企业成员

• 国家安全可靠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重点企业

•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 863计划承载企业

• 459项 自主知识产权的软

件著作权及产品技术专利，

952项 应用解决方案

• 3个 区域研发中心, 1个

专业交付基地

• 超过 5,000人 的技术研发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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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背景

近年来，云计算产业在全球都处于迅猛发展状态。有市场研究报告认为，截至2015年末，全球

云计算市场规模已达1750亿美元，而2016年的市场规模则达2030亿美元，到2019年有望达到3120

亿美元。

从2017年开始，华为以公有云服务为基础，强力投资打造开放的公有云平台；其中在提供公有

云服务方面，华为将基于高速互联的基础设施，提供覆盖全国的、专业、安全、可信赖的公有云

服务；同时华为会进一步把自身的独特能力开放出来，包括软件开发能力、企业IT应用开发能力、

语音与视频通讯能力、视频能力，让广大合作伙伴很方便的基于这些能力去开发自己的应用，服

务客户，快速响应客户的需求；

神州数码将紧随华为的脚步，响应华为“被集成”战略，携手华为企业云通信会议服务，面对

不同企业的多样个性化需求提供服务，为华为企业云通信会议服务锦上添花，完善云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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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中心建设历程

解决方案中心成立于2015年，秉承华为“被集成”战略，以华为产品为基础平台，针对客户在
使用华为产品过程中的个性化需求，研发贴合用户实际使用需求的解决方案团队。

时间线

2015

9月部门成立 11月完成APP手

机会控平台

2016

解决方案

目标确认

完成UC以及联合通讯

APP会控；完成统一

协同云平台研发

2017

视频云相关产

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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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团队
姓名 职称 职责 人物简介

高洪福 需求分析师

1、编写详细的需求规格书

2、系统规划

3、需求调研及需求反馈分析

白小鸥 架构设计师

1、确保公司软件研发工作的目标与公司产品发展规划及公司长期远景目标相一致。

2、确保公司各类项目的技术路线符合公司整体要求与规范。

3、确保个项目的技术选型、技术架构设计。

4、确保技术架构理念传导到设计人员与开发人员。

朱宗荣 项目经理

1、对外负责与客户沟通，准确理解客户需求，总体把握咨询方向；

2、对内协调项目工作内容，确保项目质量、成本、进度、回款；

3、指导团队成员工作，促进咨询团队成长；

4、代表项目组完成公司要求的各项工作；

从事voip/协作10年，曾
取得Cisco CCIE voice证
书

团队其他人员 编程人员

1、根据新项目开发进度和任务分配，开发相应的软件模块；根据需要及时修改、完
善软件；

2、根据公司要求规范，编写相应的技术文档；编制项目文档、记录质量测试结果

3、根据开发进度和任务分解完成软件编码工作，配合测试工程师进行软件测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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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企业云通信会议服务与神州数码融合生态

……

智慧交通 智慧医疗 智慧政务

Cloud Market

神州云计算

HW Clouds 神码生态圈

云视频

云通讯产品将两个生态融合

• 降低前端开支

• 提供灵活性

• 提供简便性

• 支持一系列的设备

• 未来扩容性

企业用户管理 会议控制 视频通讯 云享畅联智慧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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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数码价值

完善云生态 价值呈现提高体验

• 不同性质的行业，对视频服务

有着不同的需求，神州数码将

华为云视频服务进行模块化，

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整合模

块，定制开发云视频终端，贴

合行业特性，从而增加用户粘

性，提高体验。

• 根据用户的需求，针对云视

频终端的界面、使用模块进

行定制开发，为企业带来新

的运维管理模式，从而为华

为云视频业务带来差异化，

提高华为云视频的竞争力。

• 华为视频云服务，打破企业壁垒，

实现与商业伙伴、客户的全面联

接；神州数码携手华为，充分发

挥在产业链上的角色职能，通过

云视频平台API，打造具有个性化

华为视频云智能终端，配合华为

视频云服务，完善华为云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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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享畅联智慧终端

• 畅快沟通：满足企业用户随时随地视频沟通，支持IOS、Android

• 个性化界面：通过个性化定制开发，可以为企业提升企业形象，

传播企业经营理念。

• 灵活简单的控制手段：随着会议的频繁召开，繁琐的会议管理会

占据会议召集者不少时间；无论是管理员还是普通用户，都在渴

求着一套简单易用的会议管理系统。

灵活简单的

控制手段

个性化界面

功能模块

快速迭代
租户用户

轻松管理

畅快沟通

• 租户用户轻松管理：通过云享畅联智慧终端可以对于

B2B，B2C的运营模式轻松管理。

• 功能模块快速迭代：每一个单一的垂直行业，客户的

需求往往都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企业视频会议对会

议控制功能也同样具有个性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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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于一身、提升体验

云享畅联智慧终端为华为视频云提

供全功能视频终端，完善华为视频云生

态；

云享畅联智慧终端集企业管理、会

议控制、通讯于一身，简化用户操作，

为用户提供灵活的会议管理、提升使用

感受的同时提升华为华为企业云通信会

议服务产品的形象，从而助力华为云视

频业务前行。 视频通讯

会议控制

企业用户管理

云享畅联智
慧终端

定制化UI界面

定制化会控功能模块

标准通讯模块

企业用户管理 会议控制 视频通讯 云享畅联智慧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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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的应用场景

云享畅联智慧终端定位于华

为云视频平台，依托华为底层强

大的计算、存储等资源能力，在

上层华为企业云通信会议服务与

客户之间，提供多级租户的鉴权，

来匹配企业的个性化场景，在完

善华为云生态的同时，提高了用

户体验，又打造了神州数码企业

的生态圈。

华为企业云通信会议服务平台

CCT平台

企业用户

APP软件

云计算 云市场

华为云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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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运营

iOS

APP 平台

华为企业云通
信会议服务平

台

多租户

计费 TP基础平台

客服

数据库
API接口

多租户API 基础通讯

企业管理 用户管理

Windows Android

云享畅联平台通过API

与华为的用户数据库

对接，通过APP提供多

租户登陆；企业租户

可以根据需要管理自

己的企业用户，为企

业管理员提供更方便，

灵活的管理服务，提

高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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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开发快速迭代

所谓敏捷开发 快速迭代，就是能及时地应对客户的需求变化，使得产品能更加贴近用户的

实际需求，通过专业的可行性分析，对已有软件进行快速的二次开发，使得用户的体验更加完

善；云享畅联智慧终端平台支持对软件的界面、以及会控进行快速迭代，从而满足用户的个性

化需求。

• 软件界面定制化，贴合企业风格，定制软件界面

• 软件模块定制化，以企业使用习惯为基础，定制开发软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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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定制化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企业定制APP软件需求日益增加，越来

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制作APP应用软件的重要性。云享畅联智慧终端

可以根据企业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界面开发，定制化的有优点：

• 针对性强：针对不同企业的情况，设计对应的定制化方案。

• 高粘合度：完全根据企业文化以及背景进行界面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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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模块化

即时会议

预约会议

会议设置

通讯录

历史会议

禁/解禁屏

挂断/呼叫

静/解音

所谓的模块化，就是将视频会议会控功能进行拆分的设计，以求在不同情况下可以通过不同

的组合达到不同的效果，这个就类似于搭积木。模块化后的散件就好比积木，通过不同的组合可

以变成不同的功能，云享畅联智慧终端中会控部分，可通过API对接华为云视频网元设备，根据

用户对会控的需求，定制开发。

通讯模块会议模块租户模块

租户管理

用户管理

设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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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总览以及开发API

API参考接口文档：

• eSDK CloudEC V200R001C10 接口参考 (REST, 

EC6.0, SP Hosting).pdf

• eSDK CloudEC 2.1.10 接口参考(iOS) 02.pdf

• eSDK CloudEC 2.1.10 接口参考(Android) 02

云视频会议控平
台

华为云视频
租户/用户平台

ESDKServer APP平台

华为云视频平台 神州数码

APP终端TE-ESDK

架构说明：

• 华为云视频租户/用户平台：通过云视频租户/用户服务器的ESDK，

在终端上可以对租户、用户进行添加、修改、删除设置；

• 华为云视频会控平台：通过云视频会议控制ESDK，在手机终端可

以对会议进行控制，并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定制化开发；

• 华为视频软件终端ESDK：将华为视频软件TE_Mobile的ESDK平滑

移植到APP终端中，实现一个终端多种用途；

通过定制化APP终端，可以提高云视频使用率，间接的促进华为IaaS资源

消耗，为云视频服务销售锦上添花。

APP平台说明

后台语言 JAVA

JDK版本 jdk7-windows-x64

框架 SSH(Struts 2.3+Spring 3.2+Hibernate 4.0)

Web服务器 tomcat-7.0.62

数据库 mysql-5.0.96

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08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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