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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olution Cynap™

连接媒体，连接你我的思想。

高效的演示、
协作及知识分享

当您想要分享时，我们认为以尽可能简单易行的方
式帮助您分享信息，并让您的分享产生影响，是一
件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致力于帮助您更透彻地阐
述您的思想、自由地分享您的知识，并与他人协作
—不管您想要以什么方式以及在什么时候进行分
享，不管您的分享对象是同处一室还是分布在世界
各地。
因为知识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就像神经元是人类大脑快速处理和传输信息的必要
细胞一样，WolfVision Cynap 演示及协作系统提供
了一个功能强大、用途多样且使用灵活的接口，
可供人们轻松便捷地通过各种来源访问各类信息。

连接媒体，连接
你我的思想。
“Cynap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协作系统，可用于
高效率地演示、记录和分发各种类型的多媒
体内容材料。”
Douglas Marsland - — 英国爱丁堡赫瑞瓦特
大学视听服务部主管。

vSolution Cynap™:
鼓励参与、互动和协作

媒体播放器：
即刻访问您的所有资料
Cynap新思能可以播放、显示、录制并以流媒体播放
任何媒体。通过云端、网络驱动器、移动设备或
HDMI轻松访问您的资料——甚至您的笔记本电脑也
不再必要——您完全可以使用USB盘携带您的内
容，或直接从云端下载！

网络会议：
大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
作为我们选配Office 365功能包的一部分，Cynap™
新思能可包含选配的 Microsoft Teams。如此即可与
拥有 Microsoft Teams 之Office 365账户的任何用户
进行点到点连接。亦提供WebRTC网络会议解决方
案。

自带设备（BYOD）：无需应用
程序，无需任何硬件取得镜像
仅需使用您移动设备内置的无线技术连接
并共享您的屏幕。我们的无线BYOD解决
方案适合所有iOS、安卓、Windows和
Mac设备—与市场上其他的解决方案最大

的区别，我们为AirPlay、Chromecast及
Miracast屏幕镜像提供的是全面的内置系
统支持。

Webcasting（网播）：
直播和点播视频！
使用我们的选配Webcasting（网播）功能
包可轻松以流媒体播放您的讲座或会议内
容以供通过Wowza或IBM Cloud Video
(Ustream)流媒体服务器进行直播或点播

观看，或传到Facebook或您的YouTube
频道以流媒体播放。观众可从他们选择的
任何地方随时观看您的视频。

Powerful video capture:
record, manage, stream, share
Cynap新思能让您能够录制您的多窗口、多媒体演
示、培训和讲座内容。一切均全高清拍摄并在内部
保存——非常适合您的在线教育课程。

注解和白板：
捕捉您的奇思妙想
使用我们内置的数字白板和注释功能，可以方便地
创建额外内容材料。支持多名用户在屏幕上注
释——并且您甚至可以录制您的注解以及结合其他
拍摄的材料。

Office 365功能包：
让协作变得简单
Office 365将 Microsoft Teams 客户端并入Cynap新思
能，还可通过Cynap新思能访问其他通用的Office 365
应用程序，比如Word、PowerPoint、Excel、Outlook
及OneNote（需要有效的Office 365账户）。您的所有
文件均可轻松打开、协作处理和与同伴共享。

vSolution会议功能包
可选的vSolution会议功能包把房间预订功
能集成到Cynap 中，它与您的Outlook日历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且还具有特别的室
内房间预订功能。它易于在会议前上传文

件，并在会议结束后自动分发内容，屏幕
上的快捷工具栏确保了对所有内容的快速
轻松控制。

所有格式。所有地点。所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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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享，随心所欲
Cynap 系统可以同时播放、显示、录制及串流所有
常用媒体，为演示、讲座及协作会话提供无限多的
媒体选项。 每个人都能从几乎任何来源轻松访问文
件，从而可方便地通过Cynap新思能回播。

所有文件，
尽在指尖
>> 云服务
>> 网络驱动器
>> USB驱动器
>> 所有有线或无线设备

拍摄您的内容并录制到移动设备
Cynap新思能极适合全高清录制供在线学习环境使
用的演示内容材料。针对商业应用，Cynap新思能
提供了一种快速轻松录制、存档和共享会议与培训
内容的最佳方法。
Opencast/Panopto环境兼容性
如果您需要更多功能，可选配Opencast/Panopto兼容
捕捉包，将您内容材料录制和分发自动化。该捕捉手
段可安全可靠地对学术和公司视频录制进行排程、处
理、管理和智能分发。

vSolution App应用
制作自定义录制文件
除了Cynap新思能强大的内部录制功能外，通过我
们针对iOS、安卓和Windows的独特vSolution App
应用程序，学生或同事还能够从Cynap新思能接收
演示或讲座内容的直播流媒体并将之录制到他们自
己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
您甚至还可以通过实时添加注解和注释对您自己的
录制流媒体进行个性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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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会议选项

更好的协同工作和学习
为了实现远程参与者之间的有效沟通，作为我们选
配Office 365功能包的一部分，Cynap新思能可包含
Microsoft Teams 客户端。如此即可与拥有启用 Microsoft Teams 之Office 365账户的任何用户进行点到
点连接。Cynap上显示的所有多窗口内容均可同时传
输。此外，亦提供WebRTC网络会议解决方案。

保持连通:
>> Microsoft Teams 客户端
>> 点到点连接
>> 多窗口远程共享
>> WebRTC集成（Pexip及更多）

自带设备（BYOD）
无线连接的最佳选择
我们的Cynap新思能系统提供目前市场上最全面的
BYOD解决方案。我们兼容所有iOS、安卓、Windows及Mac设备，而我们针对AirPlay、Chromecast
和Miracast的解决方案意味着使用已内置于您移动设
备中，轻松连接——无需任何应用任何而外的软件
程序或硬件！
使用您的移动设备控制Cynap新思能
我们也能让您使用任何移动设备来控制Cynap新思
能，让使用变得超级简单——HTML技术让您能够
从您的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使用任何
当前的网页浏览器连接和控制Cynap新思能。

无线化！
>> 连接时无需应用程序
>> 不再会丢失硬件
>> 所有移动设备的屏幕镜像 (iOS,
Android, Windows, Mac OS)
>> 4个屏幕窗口
>> 触控功能（Miracast）：使用触摸屏控
制您的笔记本电脑

>> AirPlay
>> Mira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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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omecast
>> vSolution Cast

主要系统好处!
由您掌控！
没有任何其他协作系统像Cynap新思能一样灵活——您可随心所欲地控制
它！多点触控显示屏、移动设备、房间控制系统、无线遥控器、WolfVision
视频展台、网页浏览器、键盘和鼠标——由您选择！

连接 Visualizer，充分利用数字来源及实体来源的内容
在教育和商业环境中，人们通常需要在屏幕上“实时”显示材料。结合使用
Cynap 与 Visualizer 系统即可实现这种灵活性，并允许用户利用和组合来自
数字来源及实体来源的内容材料。

保护您的资料！
网络安全性是在向贵组织引入无线协作解决方案时的一个
关键考虑因素。我们使用以下技术保护您的资料安全：

集成防火墙
保护

802.1x安全LAN
和WLAN认证

企业级加密

HTTPS加密连接

功能锁定选项

更多信息：

高级安全Linux
系统

!

WolfVision系统、软件及应用程序定期更新。有关新创新、特性和功能的最新详细信息，请访问我
们的网站: wolfvision.com

技术规格

Cynap连接器

Cynap连接器采用HDBaseT选项

Cynap遥控器

特性
核心系统

Linux 操作系统、8GB 内存、120GB 内部存储器

输出分辨率

2160p60、2160p30、1080p60）

用於控制的兼容設備操作系統

所有HTML5支持的瀏覽器（在iOS，Android，
macOS，Windows等）

支持无线镜像的设备

iOS, Android, Windows, macOS, Chrome OS

支持的镜像协议

AirPlay、Miracast (不支持HDCP)、Google Cast 、vSolution Cast

触控功能

是，适用于Windows设备(Miracast、vSolution Cast)

vSolution MATRIX兼容

是（主站通過可選功能包或客戶端）

支持的應用/軟件

vSolution App, vSolution Cast, vSolution Link

支持的图片文件格式

GIF、JPEG、BMP、PNG

支持的文档文件格式

PDF、Word、PowerPoint、Excel、Text 、 HTML

支持的视频文件格式

AVI、WMV、MOV、MP4、DivX、MKV、M4V、OGV

支持的音频文件格式

MP3、WMA、MKA、OGA 、OGG

同时投射内容至大屏幕的设备数量限制

4

双画面功能

是

接收者通过 vSolution App 应用连接 Cynap 系统的最大并发
连接数

基本无限制（取决于网络基础设施）

本地串流

是 (Unicast/ Multicast), RTP, RTSP

网络广播

是, 对Wowza，IBM Cloud Video，YouTube和其他（例如
Facebook）通过可选的网播功能包来说是对的

本地视频录制并保存到内

是, 可选择高达1080pHD，30fps，.mp4文件格式

捕获代理 (Opencast/Panopto)

是, 通过可选的“捕获”功能包

云服务

是, Google Drive, Dropbox, Box, Jianguoyun, OneDrive,
WebDAV協議

Office 365/Microsoft Teams

是, 功能包选项

可选的vSolution会议功能包

可選的

訪問網絡驅動器

是

白板和注释

是

演示模式

受保护模式、开放模式

屏幕内容安排

是, 动态

网络会议

是, 集成 WebRTC 接口, Microsoft Teams 可选Office 365
Feature Pack

集成网络浏览器

是

自定义背景图片和屏保

是

视频输入

HDMI x2 (HDMI与HDCP 1.4)

HDBaseT 1.0 输入

可选 x1（仅在未使用 HDMI 输入 2 时可用）

视频输出

HDMI x2 (HDMI与HDCP 1.4)

HDBaseT 1.0 输出

可选 x1（仅在未使用 HDMI 输出 1 时可用）

音频

线路输入/线路输出（3.5mm 迷你插孔）

USB 端口

后置 USB 3.0 端口 x4；前置 USB 2.0 端口 x1

以太网/LAN 端口 – 2x 1 GigE

是

WiFi 标准

802.11 ac/a/b/g/n (2.4 及 5GHz), 无线传输速度达 867Mbps

网络协议

TCP/IP, FTP, HTTP, HTTPS, SNTP/NTP, SSL, SSH,
UDP, LDAP, LDAPS

IP 配置

DHCP, 静态, IP 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DNS 服务
器, Proxy, 接口優先級

安全加密 (LAN)

IEEE 802.1x

安全加密 (WLAN)

WEP, WPA2, WPA2 Enterprise 要么 IEEE 802.1x

RMS加密

是

外部控制

遥控器、网络接口、Visualizer、多点触控 显示屏、陀螺仪传
感器手势控制、房间控制系统、 键盘和鼠标、设备状态显示

尺寸 (L x W x H)

245mm x 245mm x 79mm (9.65" x 9.65" x 3.1")

耗电量

Max. 105W

重量

2530g（5.58lb）标准配置 带有HDBaseT（输入和输出）
的2655g（5.85lb）

安装选项

可选的 19" 机架单元安装支架、桌下安装

提供的附件

遥控器、电源、天线、LAN缆线

免费的固件更新

是

有限保证

3 年（提供最长 5 年的延保选项）

设计和规格可能发生变更！

有关WolfVision 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

WolfVision 是众多一流大学、企业、学校及其他组织的
系统和服务全球提供商。
作为演示解决方案市场公认的“技术领导者”，
WolfVision 引领行业发展，
为创新、可靠、用户友好、高性能的
演示、协作及知识分享解决方案制订全球标准。
简化您的技术
不再需要满载音视频设备的架子——简化您的技术并利用
Cynap新思能的灵活性配置出真正符合贵组织需求的具有成
本效益、一体化、安全的演示和协作解决方案——您无需将
就——立即和我们联系吧！
Driving the Creation
of Knowledge

奥地利印刷，2019年 7月

所有产品装置均于欧洲奥地利制造。

更多信息：

您的 WolfVision 合作伙伴：

www.wolfvision.com

公司总部：
WolfVision GmbH
6833 Klaus / 奥地利电话
Tel. +43 5523 52250
wolfvision@wolfvision.com

日本销售办公室
WolfVision Co. Ltd.
Tel. +81 3 6233 9465
wolfvision.japan@wolfvision.com

USA销售办事处
WolfVision, Inc.
Tel. +1 770 931 6802
sales@wolfvision.us

北欧销售办公室
WolfVision Nordic (Norway)
Tel. +47 9186 9736
wolfvision.nordic@wolfvision.net

英国销售办公室
WolfVision UK Ltd.
Tel. +44 1628 509 067
wolfvision.uk@wolfvision.com

加拿大销售办公室
WolfVision Canada, Inc.
Tel. +1 613 741 9898
wolfvision.canada@wolfvision.com

亚洲销售办公室
WolfVision Pte. Ltd. (Singapore)
Tel. +65 6636 1268
wolfvision.asia@wolfvision.net

德国销售办公室
WolfVision GmbH
Tel. 0800 9828 787
wolfvision.deutschland@wolfvision.com

中东销售办公室
WolfVision Middle East (Dubai)
Tel. +971 354 2233
middle.east@wolfvisio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