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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光歌GRUGL

       广州市光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GRUGL)一直专注于智慧音频领域的研发、生产、销售

和技术服务，经过多年的创新和发展，已经成为行业知名的专业音频系统制造与服务

商。GRUGL核心技术团队，由一群高学历且实践经验丰富的音频系统专家组成。成功主

持或深度参与奥运会、世博会、高速铁路、七星级酒店等超级项目的音频系统建设，证

明GRUGL技术团队颇具实力且值得信任。

      因为多年来服务于一线市场，GRUGL更加理解用户对于音频系统的诉求。我们整合

了行内最优质的资源，为用户打造了一系列稳定可靠且极具功能性的专业音频系统产品

线。我们总是走在音频系统产品集成创新者的前列，引领着音频系统产品集成的潮流。

因为考虑到了面面俱到的需求，GRUGL音频系统方案，一向是音视频系统集成商和弱电

智能化系统集成商的理想之选。

      基于多年来在音频系统领域的卓越表现，GRUGL不但赢得了用户的信赖，更得到了

权威组织和机构的高度认可。近年来，GRUGL连续获得了“音频系统十大品牌企业”等有

影响力的荣誉称号。越来越多的知名建筑和大型项目里，可以见到GRUGL的身影。

     创新永无止境，品质未有顶峰。

     在智慧音频的世界里，GRUGL一直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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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光歌GRUGL

GRUGL-光歌技术服务：

1、公共广播项目工程技术服务；

2、多功能音视频会议系统工程技术服务；

3、专业舞台灯光音响系统工程技术服务；

4、多媒体教室音视频系统技术服务；

5、家庭私家影音室技术服务；

6、家庭背景音乐系统技术服务。

GRUGL-光歌产品体系：

1、公共广播系统；

2、数字会议系统及无纸化会议系统；

3、会议及教学中央控制系统；

4、音视频矩阵切换系统；

5、会议及教学高清录播系统

6、专业音响扩声系统；

7、智能家用音响及影K系统；

8、智慧商显：信息发布、会议预约、电子班牌、排队叫号系统；

9、远程视频会议系统。

GRUGL-光歌核心企业文化：

企业口号：智慧音频，全球光歌。

企业宗旨：提供最完整的音频系统解决方案。

产品理念：“三用”原则，方便好用，经久耐用，经济实用。

工作作风：快速反应，高效实施。

服务理念：超越需求，创造喜悦。

制造条件：

SMT无尘车间 高温老化房 高低温湿热试验

生产车间 专业消音室 质量检测

www.grugl.com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OHSAS18001-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

产品3C认证证书 权威第三方检测报告

软件著作权证书 专利证书

品质保证：认证证书及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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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UGL光歌产品的生产工厂，具有成熟的生产能力，通过了国际国内权威质量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GRUGL光歌产品，通过了国家3C认证，通过了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质量

检测。完善的品质保证体系，保证了产品质量稳定性与一致性。

        GRUGL光歌具有卓越的研发能力， 取得了本领域多项软件著作权证书及专利证书。软著及专利证书覆盖

了公共广播、会议系统、中控矩阵、专业扩声、高清录播等专业音视频领域。 



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  会员证书 中国建筑业协会  会员证书 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  会员证书

会议扩声系统十大品牌企业（2014年） 会议扩声系统TOP品牌产品（2015年） 会议扩声系统TOP品牌产品（2016年）

最具成长性公共广播品牌奖（2017年） 十大匠心产品品牌企业（2017年） 最具成长性会议系统品牌奖（2018年）

十大匠心产品品牌企业（2018年） 锐意创新品牌奖（2019年） 十大匠心产品品牌企业（2019年）

十大匠心产品品牌企业（2020年） 锐意创新产品奖（2020年） 中国建筑业协会  专家证书（2021年）

信誉保证-资质与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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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UGL光歌被专业音视频行业、弱电智能化行业及教育装备行业最权威的协会吸纳为会员单位，说明

GRUGL光歌在行业内的表现得到了组织的充分认可。多年来，GRUGL光歌获得了诸多荣誉，这些荣誉都来源

于每一个创新产品、来源于数以十万计的应用案例。2021年，GRUGL光歌创始人曾光被中国建筑业协会绿色建

造与智能建筑分会聘请为专业音视频领域专家，说明行业协会对GRUGL光歌的技术能力高度认可。



GRUGL光歌团队核心成员荣誉项目

北京奥运会公共广播项目：

公司创始团队核心成员是北京奥运会多个音

频系统的主要建设者。建设项目包括北京奥

林匹克公园公共广播系统、北京奥林匹克体

育中心公共广播系统，还有10多个重要场馆，

包括射击馆、曲棍球馆等。

上海世博会音频系统项目：

公司创始团队核心成员主持建设了上海世博

会约80%区域的公共广播系统。其中包括了：

上海世博园、上海世博村、上海世博公园等

重大项目，以及英国馆、意大利馆等20多个

场馆的音频系统建设。因其卓越贡献，团队

得到了上海世博会官方嘉奖。

国家高速铁路音频系统项目：

公司创始团队核心成员主持建设了多条高速

铁路线各站点的公共广播系统。其中包括：

昌九线（南昌-九江）各站点、沈抚线（沈阳

-抚顺）各站点、海南西环线各站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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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委党校（新校区）
包括教研综合楼、教学楼、报告厅等
大型 网络广播系统

数字会议系统

中控矩阵

线阵专业扩声

IP

济南市商河市民服务中心
商河县城市新地标
大型IP网络广播系统

共有5套IP网络广播系统在建筑群同时

投入使用，广播功能全覆盖。

湖北通城县银山文艺中心
“六馆一院一场”通城县文化地标建筑

会议系统、中控矩阵、专业扩声、公共广播

规划馆广播系统；规划馆和博物馆会议系统、中控

矩阵及扩声系统；剧院共9间会议室会议系统、中控

矩阵及专业扩声系统。

GRUGL 光歌公共广播、会议系统、扩声系统设备

典型应用案例

www.grug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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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博新能源（江苏昆山）
世界领先的光伏制造商和解决方案提供商

科创板上市公司
IP网络广播系统

无纸化会议系统

中控矩阵

专业扩声

上海徐泾北大居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高水平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单位
IP网络广播系统

无纸化会议系统

中控矩阵

专业扩声

北京嘉友国际物流办公楼：
北京民营企业百强、领先的国际物流企业

数字会议系统

中控矩阵

专业扩声

公共广播

GRUGL 光歌公共广播、会议系统、扩声系统设备

典型应用案例

www.grug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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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新校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古镇口科教园区位于青岛

新区古镇口大学城内，占地235亩

大型 网络广播系统

重要特色 ：采用噪声自适应IP音柱

重要特色2：新旧校区IP广播联网

IP

1

中电新能源东莞虎门

立沙岛项目
珠三角几何中心重要电源支撑点
会议系统系统

中控矩阵系统

专业扩声系统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
阳光城总校扩建项目

省级重点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公共广播系统

多功能厅会议与扩声系统

体育馆线阵扩声系统

GRUGL 光歌公共广播、会议系统、扩声系统设备

典型应用案例

www.grug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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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坛医院（新）

超大型三级甲等医院：
超大型IP网络广播对讲系统：

200

80

80

4000

超过 台IP网络广播功放

超过 台IP寻呼对讲话筒

超过 个分控点位

超过 只广播音箱

上海科技馆：
重大公益性社会文化项目
多功能IP网络可视对讲广播系统

IP网络可视对讲、IP网络广播系统

核心功能二合一

并与弱电智能化系统完美融合

兴业银行佛山分行：
知名银行区域总部大厦
无纸化会议系统、多功能专业音视频系统

高层会议室采用无纸化会议系统、中控、矩阵和扩

声系统；多功能厅全套会议系统、中控、矩阵、录

播和扩声系统；多个业务会议室采用会议系统、中

控、矩阵和扩声系统。

GRUGL 光歌公共广播、会议系统、扩声系统设备

典型应用案例

www.grugl.com



010

浙江衢州江山全域旅游项目：
江山市全域旅游项目，包含五大著名景点：

江郎山景区、浮盖山景区、仙霞关景区

廿八都古镇景区、清漾毛泽东祖居地景区

大型跨网IP网络广播系统：

五个景区，五套IP广播系统，接受集中控制

甘肃兰州报恩寺讲经堂：
西北地区佛教圣地

专业音视频系统

讲经堂采用GRUGL（光歌）专业线阵扩声

系统、中控系统、高清矩阵系统，等。

广西大数据发展局：
中国与东盟地区数据枢纽工程

多纸化会议系统、专业扩声系统
核心会议室无纸化会议系统、专业扩声系统。

GRUGL  光歌公共广播、会议系统、扩声系统设备

典型应用案例

www.grug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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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无锡地铁大厦：
集地铁行政管理和运营指挥为一体

现代化智能大厦

会议与扩声系统：

嵌入式手拉手会议系统、高清混插矩阵、

专业扩声系统

新疆和田地区社会主义学院：
祖国南疆统一战线人才培养阵地

大型IP网络广播系统、专业音视频系统

全校区采用GRUGL（光歌）IP网络广播

系统、全校所有厅堂采用GRUGL（光歌）

专业扩声系统、会议系统、中控、矩阵等。

广东医谷（南沙）：
大型医疗产业投资与孵化园区

多功能专业音视频系统、智能化广播系统
多功能厅专业扩声系统、会议室专业扩声系统、全

园区智能化公共广播系统。

GRUGL  光歌公共广播、会议系统、扩声系统设备

典型应用案例

www.grug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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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岱善润福城管理委员会：
（西善桥街道平治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会议、中控、矩阵、扩声、广播系统：

多功能厅、中小会议室全部采用GRUGL（光歌）

设备，包含手拉手会议系统、无线会议系统、

中控系统、高清矩阵、专业扩声系统，等

广东医群（名医传世）：
大型专业医学医疗教育机构

会议系统、专业扩声、娱乐扩声及广播系统

多功能厅扩声系统、高清矩阵、大办公区

扩声系统、全区广播系统、中小会议室扩

声系统、会所娱乐扩声系统。

南京新城科技园：
南京主城区最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大型IP网络公共/消防广播系统
九栋大楼，通过IP网络广播系统连通起来

构建一个大型的全数字公共/消防广播系统

GRUGL 光歌公共广播、会议系统、扩声系统设备

典型应用案例

www.grug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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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示范性中学：
金溪县第一中学
IP网络广播：

会议及线阵扩声：

教室中控：

IP点位超过300个

大型多功能厅

150间教室中控系统

重庆数据谷重点项目：
中美协同创新加速器及大数据学院
7栋大楼，1个大剧院，1个新闻中心，

30多个多功能厅、会议室及阶梯教室

数字会议、同声传译、中控、矩阵系统

高清录播系统、专业扩声系统

国家5A级景区：
深圳世界之窗主题公园
大规模、大压力IP网络广播系统

一个主控中心，五个分控中心，一百多个

不同音源，同时在一百多个分区播出，且

不断插播业务广播及寻呼广播。所有设备

运行及电源控制，全部由主控中心承担。

广播系统运行压力，前所未有！

GRUGL 光歌公共广播、会议系统、扩声系统设备

典型应用案例

www.grugl.com



湖北房县门古寺镇-4G云广播全覆盖 衡阳市石鼓区第三中学-IP网络广播系统 哈尔滨呼兰区幼儿园-广播系统2

贵州黔南龙里县碧桂园-智能广播系统 广州市白云区石门水厂-IP网络广播系统 广西郁江老口航运枢纽-IP网络广播系统

广西百色市田林壮剧院- IP网络广播系统 广东德成-东莞东沃服饰-智能化广播 广安市公安局前锋分局-广播与扩声系统

佛山武宏健康会所-智能化广播系统 佛山南海里水欢歌KTV-广播系统 常州龙信臻园售楼部-广播与扩声

安徽合肥御源公馆-智能广播系统 北京警察学院-户外广播音柱 山东省立医院东院-室内广播

GRUGL-应用案例节选-公共广播（1）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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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延安黄陵县黄陵中学-智能广播系统 陕西三原清河市民休闲广场-IP网络广播 陕西秦龙电力-IP网络广播系统

陕西韩城龙门钢铁项目-IP网络广播系统 山东滕州一中-智能化广播系统 甘肃庆阳市庆城县公安局-智能广播系统

青岛同安二路小学-大型IP网络广播系统 青岛即墨农副产品批发市场-IP网络广播 齐齐哈尔哈达蔬菜市场-IP网络广播系统

南宁五象新都新华花园幼儿园-IP网络广播 南京大数据产业基地-IP网络广播系统 江西赣州崇义龙勾中学-智能化广播系统

协鑫如东海上风电陆上集控中心-IP网络广播 江苏苏美达集团总部-智能化广播系统 湖北五峰民族体育馆-IP网络广播系统

GRUGL-应用案例节选-公共广播（2）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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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会宾园大酒店-智能广播系统 天津复地湖滨广场二期-智能化广播系统 天津大学（卫津路）-无线调频广播

宿迁陵园村红色教育基地-IP网络广播 苏州有书空间-智能广播系统 苏州昆山口腔医院-智能广播系统

苏州峻凌电子有限公司-智能广播系统 苏州金鸡湖新罗酒店-智能化广播系统 四川凉山卫生学校-IP网络广播系统

绍兴综合行政执法局-IP广播、会议扩声 上海云汇天地-智能广播系统 上海御澜天樾售楼处-智能广播系统

汕头亚青会体育场-智能广播系统 陕西榆林小保当矿业-IP网络广播系统 陕西咸阳伟星工业园-智能广播系统

GRUGL-应用案例节选-公共广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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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岭南大地田园综合体-IP网络广播 重庆天誉鱼先生的城-无线调频广播系统 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智能广播系统

浙江金华港航局兰溪港-IP广播扩声 云南广播电视台中波发射台-IP网络广播 盐城东台市磊达大酒店-IP网络广播

新疆昌吉欧亚国际社区-IP网络广播 西安市浐灞第十学校-IP网络广播系统 西安利星行-智能广播系统

武汉天河机场-广播系统草地音箱 武汉硚口区长丰村项目-IP网络广播系统 武汉市第九中学-IP网络广播系统

武汉烽火凯卓东西湖项目-IP网络广播 武汉德亚口腔医院-广播会议扩声 无锡太湖如院幼儿园-智能化广播系统

GRUGL-应用案例节选-公共广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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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北滨江公园-IP网络广播对讲系统 铜川范柳文化苑-智能广播系统 无锡尚田生态园-IP网络广播系统

江苏华丽食品机械-IP网络广播系统 江西上饶方志敏公园-IP网络广播系统 湖北荆门昕泰生态农庄-智能广播系统

新疆巴州公安训练基地-IP广播及RDS无线广播系统 广州从化明珠小学-IP网络广播系统 汕头菩提院-全区RDS无线广播系统

HIGO（北京）展示厅-智能广播系统 东部华侨城茵特拉根酒店-智能广播系统 云南红塔集团-智能华广播系统

深圳东部华侨城-茶溪谷-IP网络广播系统 江西万安韶口星火村船闸-IP网络广播系统 安徽滁州万城国际酒店-IP网络广播系统

GRUGL-应用案例节选-公共广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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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寨新翰林大酒店-会议扩声与广播系统 鞍山立山区雅致乐汤汇会馆-智能广播系统 广州天河区人民医院-IP网络广播系统

广州新塘水厂-IP网络广播系统 杭州西湖银泰百货-IP网络广播系统 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IP网络广播系统

黄山96601部队-智能广播及会议扩声系统 怀宁县黄龙镇中心幼儿园-智能广播系统 湖南农业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智能广播系统

济南华侨城-智能广播系统 江苏大学-校园智能广播系统 靖江龙馨家园小区-智能广播系统

南京桥林陡岗新市镇-IP网络广播系统 江苏海门沁园会所-智能广播系统 上海宝隆花园酒店-IP网络广播系统

GRUGL-应用案例节选-公共广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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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石岩小学-IP网络广播系统 苏州第二图书馆-智能广播系统 碳元光电科技溧阳工厂-智能广播系统

维力美健身俱乐部(布吉)-智能广播系统 无锡EDU MALL梦想天地-智能广播系统 武汉华侨城原岸-户外广播系统

无锡灵山后花园-智能广播系统 无锡金轮湖晓兰庭幼儿园-智能广播系统 西安融城云谷-IP网络广播系统

新疆库尔勒看守所-IP网络广播系统 盐城大丰市蓝色港湾浴城-智能广播系统 延安延长油田-防爆IP网络对讲广播系统

银川乐叶光伏科技-IP网络广播系统 中烟集团中山烟草-智能化广播系统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IP网络广播系统

GRUGL-应用案例节选-公共广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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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开化县消防大队-智能广播系统 婷美小屋等连锁店（超20家）-广播系统 惠州边检-IP网络广播

维力美健身俱乐部(布吉)-智能广播系统 南昌冶建尚郡小区-IP网络公共广播系统 肇庆国家水上运动训练基地-智能广播系统

肇庆（西江）体育中心-智能化公共广播系统 上海临港外国语学校-IP网络广播系统 安徽黟县秀里影视城-IP网络广播系统

南宁夏威夷国际大酒店-智能广播系统 无锡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IP网络广播系统 儆堂集养老(北京南京)-智能广播系统

湖州安邦护卫公司-IP网络广播系统 昆明国际机场-智能广播系统 南京鲁能公馆-IP网络广播系统

GRUGL-应用案例节选-公共广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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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番禺丽豪酒店-智能广播系统 三元里中学黄石校区-IP网络广播 深圳塘头小学-IP网络广播系统

资溪县第一中学-教室无线扩声设备 李铁足球俱乐部-智能公共广播系统 陕西彬县侍郎湖景区-IP网络广播

中山市民众镇上网村-村村响无线广播 云南鸡足山报恩寺-智能广播系统 南昌豫章中学-IP网络广播系统

嘉兴平湖枫叶国际学校-IP网络广播 青岛莱西仁和梅苑-RDS无线广播 济南中国铁建国际城-IP网络广播系统

大连枫叶国际学校-智能广播系统 淮安恩来枫叶国际学校-智能广播系统 烟台海军航空工程学院-IP网络广播系统

GRUGL-应用案例节选-公共广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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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双塔食品有限公司-智能广播系统 中国石油大学（东营）附属中学-教室无线音响 东莞市南城中心幼儿园-IP广播系统

庆阳环县东老爷山-IP网络广播系统 武汉万科金域华府-IP网络广播系统 敦煌龙德盛农产品交易市场-IP网络广播

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IP网络广播系统 广西柳州龙潭公园-户外广播系统 武汉南湖时尚城-智能广播系统

陕西某军用机场-RDS无线广播系统 安徽庐江职业教育中心-智能广播系统 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智能广播系统

合肥汽车机械技术学校-IP网络广播系统 邯郸江城首邑小区-智能广播系统 衡阳石鼓区人力资源市场-智能广播系统

GRUGL-应用案例节选-公共广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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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洽川国家风景区-WIFI无线网络广播 南昌市人社局-IP网络广播系统 暨南大学：智能化广播系统

上海古美高级中学-IP网络广播系统 深圳东部华侨城-IP网络广播 山东沂源一中-智能广播系统

上海王家沙食品加工有限公司-IP网络广播 衢州江郎山-IP网络广播系统 衢州清漾毛泽东祖居地-IP网络广播系统

江苏宿迁中学：IP网络广播系统 四川雷波县五官乡中心校：智能化广播 杭州富阳正飞新天地：智能化广播

济南泉城海洋公园：IP网络广播系统 苏州国际娱乐城：智能化广播系统 合肥汽车机械学校：IP网络广播系统

GRUGL-应用案例节选-公共广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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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尚荣大健康产业园-专业扩声系统 黑龙江鹤岗人民检察院-高清矩阵高清摄像机 黑龙江省大庆人民检察院-会议与扩声

黑龙江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高清摄像机 湖北房县县政府-会议与扩声系统 湖州宝铖幼儿园-专业扩声系统

江苏昆山葛江中学-会议与扩声系统 靖江龙馨园外国语学校-录播会议扩声广播 开迈斯新能源（常州）-会议与扩声系统

南京弘景大道小学-高清录播系统 南京浦口农业农村局-会议与扩声系统 南京麒麟中心小学-高清录播系统

衢州常山交警-会议扩声系统 衢州江山生态环境局-会议中控矩阵扩声 衢州清泉村文化礼堂-专业扩声系统

GRUGL-应用案例节选-会议与扩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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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应急管理局-会议中控矩阵扩声无纸化 陕西引汉济渭工程-会议与专业扩声 上海德耐尔工厂-会议扩声系统

上海海政期货-会议扩声系统 上海司法局老干活动中心-专业扩声系统 上海松江横港幼儿园-专业扩声系统

农行安徽宁国市支行-会议与扩声系统
深圳香蜜湖竹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会议、中控、矩阵、扩声系统
神东煤炭集团保德煤矿-会议与扩声系统

世纪证券上海分公司-会议预约专业扩声系统 四川内江隆昌一中-专业扩声系统 四川丝路奇幻城-户外防水专业扩声

四川珙县交通警察大队-会议与扩声系统 苏州老北门度假酒店-会议中控系统 苏州市苏锦二村社区-会议扩声系统

GRUGL-应用案例节选-会议与扩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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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监狱-会议扩声系统 无锡梅村便民服务中心-会议中控矩阵扩声 无锡上马墩地铁站-会议扩声系统

无锡市疾控中心-会议中控矩阵扩声 无锡交大联云科技园-会议中控矩阵扩声及IP广播 无锡立人高级中学-会议中控矩阵线阵扩声

无锡市生态环境局-专业扩声系统 无锡市消防救援支队-会议与扩声系统 无锡宜兴御澜氿溪会所-娱乐音响系统

无锡育英文旅实验小学-会议与扩声系统 武昌工学院-会议中控矩阵同传与扩声 武汉汉阳区信访局-会议扩声及广播系统

西安浐灞二小-操场专业扩声系统 西安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中控矩阵系统 西安昆明池考古基地-高清录播高清矩阵

GRUGL-应用案例节选-会议与扩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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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和县乌江镇中心小学-会议与扩声 浙江江山市人民法院-专业线阵扩声系统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纪委-会议系统

北京中核宾馆-信发发布及会议预约系统 北京阻尼运动管理-会议扩声系统 成都龙泉驿城管大队同安中队-会议与扩声

东莞市厚街图书馆-会议扩声及广播 佛山市禅城区税务局-会议与扩声系统 福建泉州七中-高清录播系统

光大环保韶关乐昌项目-会议系统IP广播 光大环保惠州博罗项目-会议系统IP广播 光大环保梅州五华项目-会议系统IP广播

甘肃华亭市第二人民医院-会议与扩声 广州自来水北区供水公司-会议与扩声 国家电网江西吉安供电公司-高清录播

GRUGL-应用案例节选-会议与扩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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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进贤供电公司-会议扩声系统 博罗万怡酒店35号公馆-影K音响系统 江苏沛县人民医院-专业线阵扩声系统

西安石油大学-会议中控矩阵系统 济南第九中学-专业扩声系统 无锡健鼎电子-会议扩声系统

江西萍乡气象局-会议中控矩阵系统 桂林荔浦市政府-会议扩声系统 国网赣东北供电公司-七个会场跨网高清录播系统

无锡文旅集团-会议中控矩阵与扩声系统 南昌高新区检察院-会议与扩声系统 河源天空健身（广晟店）-专业扩声系统

广州一雅艺术培训-演唱扩声及录音棚系统 无锡新区科技金融创业投资集团-会议与扩声系统 阳江市财政局-会议扩声系统

GRUGL-应用案例节选-会议与扩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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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泰安长城中学-会议与扩声系统 安徽怀宁县教育局-会议与扩声系统 南京西善花苑社区居委会-会议扩声系统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武装部-会议扩声系统 扬州特殊教育学校-会议扩声系统 赣州红军广场-户外防水扩声系统

广东海事局南海海巡执法大队-会议扩声系统 南海海巡执法大队海巡31船-专业音视频 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会议扩声

济南铁路南郊幼儿园-无线扩声系统 对外友好协会礼堂-高清矩阵及录播系统 上海现代流通学校-高清录播系统

西宁蓝海御华大饭店-专业线阵扩声系统 镇江铁路派出所-会议与扩声系统 上海南新雅大酒店-会议扩声系统

GRUGL-应用案例节选-会议与扩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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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无锡滨湖支行-会议扩声系统 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会议预约系统 视联共建（惠州）实业-会议与扩声系统

上海光明乳业华东中心-阵列扩声系统 上海浦东税务局-会议扩声系统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高清录播系统

泗洪明发国际大酒店-客房有源扩声系统 无锡石墨烯产业园大楼-会议扩声系统 碳元光电科技溧阳工厂-扩声及广播系统

苏州虎丘法律服务中心-会议与扩声系统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屏扩声系统 无锡市鼋头渚派出所-会议扩声系统

无锡市新安街道办事处-会议与扩声系统 义乌苏溪镇中心幼儿园-会议与扩声系统 中交三航局二公司-会议扩声系统

GRUGL-应用案例节选-会议与扩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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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天津)-专业扩声系统 中国中铁一局(西安)-专业扩声系统 宜春市温汤镇供电所-会议中控扩声系统

中芯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无线会议系统 湖北大别山发电厂-无线会议与扩声系统 南昌市艾溪湖湿地公园-会议扩声系统

南京天合广场办公楼-会议扩声系统 宁波市政府-会议系统及高清录播系统 南京紫东国际创意园-会议与扩声系统

衢州常山县农业农村局-会议扩声系统 清远市人民检察院-会议与扩声系统 衢州江山市卅二都小学-专业扩声系统

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扩声系统 衢州江山实验小学-会议扩声系统 滨州沾化区第三实验小学-会议扩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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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专业扩声系统 山东沂源历山中学-专业扩声系统 山东京博集团博兴展厅-专业扩声系统

山东泰安市教育局-会议扩声系统 衡阳陈记酒家-会议扩声系统 黄石西寨山区政府-会议中控与扩声系统

济南华侨城-会议扩声与智能广播系统 黄山96601部队-会议扩声系统 惠州市惠城区桥西街道办-会议扩声系统

嘉兴微创医疗科技-会议与扩声系统 江西省高安市人武部-会议与扩声系统 江苏海门沁园会所-专业扩声系统

靖江龙馨家园小区-广播系统及扩声系统 江西宜丰县政府-会议中控矩阵扩声系统 开平市政府政协会议厅-会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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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新塘水厂-会议扩声系统 广州北部水厂-会议与扩声系统 桂林荔浦市委党校-会议扩声系统

广州银行佛山分行-会议扩声系统 江西柘林水电厂-会议与扩声系统 海南海蓄电站-会议中控系统

杭州多弗国际地产展厅-专业扩声系统 杭州富阳中荷电子-专业扩声系统 杭州师范大学-多功能厅扩声系统

广州白云嘉禾街道办-会议与扩声系统 佛山市南海区武警支队-会议与扩声系统 安徽金寨新翰林大酒店-会议扩声系统

句容江苏硅谷园-会议扩声、高清录播系统 上海国家安全局-会议、扩声、矩阵、录播系统 江苏国联龙信建设科技-会议、扩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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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会议、扩声、IP广播系统 南昌人社局公共服务中心-会议扩声系统 桂林荔浦市委党校-会议扩声系统

武汉万科金域华府-婚庆礼堂扩声系统 广东明朗智能科技园-会议与扩声系统 广州中大创新谷-专业扩声系统

武汉机电工程学校-会议扩声系统 江西宜黄县人武部-会议扩声系统 宝鸡市儿童福利院-会议扩声与智能广播

西安交大科技园-会议扩声系统 东莞南城中心幼儿园-会议与扩声 广州番禺东风中学-会议扩声系统

湛江遂溪第一小学-多媒体教室线阵扩声系统 陆军某集团军司机训练大队-会议与扩声系统 平湖枫叶国际学校-专业扩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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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专业扩声系统 南昌经开区检察院-会议与扩声系统 江西新余四中-会议与扩声系统

东莞社保局大岭山分局-专业扩声系统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专业扩声系统 新疆昌吉边防支队-四个派出所会议扩声系统

深圳脸萌科技-会议与扩声系统 中卫市儿童福利院-专业扩声设备 南宁夏威夷国际大酒店-会议扩声系统

广东锻压机床厂-会议与扩声系统 中铁一局（西安）-会议中控扩声系统 陕西杨凌公安局-会议扩声系统

浙江开化消防大队-会议、扩声、录播系统 惠州边防检查站-会议扩声系统 西安金磐酒店-会议扩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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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惠州分公司-会议与扩声系统 中国移动西安分公司-会议与扩声系统 滁州全椒县统计局-会议与扩声系统

顺德勒流光电产业园-会议与扩声系统 临港外国语学校-会议与扩声系统 广州瑞宝电器-无纸化会议及扩声系统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专业扩声系统 儆堂集养老机构(北京南京)-KTV系统 上海华泾镇政府-高清矩阵与扩声系统

吉安市公安局-7.1声道影院系统 浙江三门县交通局-会议扩声系统 南昌第十六中学-会议扩声系统

孝感孝廉文化教育基地-专业扩声系统 深圳万利加集团总部-四个会议室会议扩声系统 新疆库尔勒看守所-I会议与扩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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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技大学：中控矩阵录播系统 新疆昌吉州第一中学：线阵扩声系统 青海省图书馆：影院音响、会议音响

大连市交通局：多功能厅线阵扩声系统 新疆巴州公安系统：200多套会议音响 上海电力学院：会议系统、高清矩阵系统

内蒙商都县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扩声 成都树德中学：体育馆线阵扩声系统 惠州仲恺高新区国税局-会议扩声系统

湛江遂溪第一小学：会议、扩声系统 江西大唐电力：会议、扩声系统 南昌高新区检察院：会议系统、扩声系统

湖北仙桃环球商业中心：专业扩声系统 邵阳市公安系统：20套会议音响系统 金温高铁各车站：会议扩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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