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港聚(Adinno)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高科技企业。企业的发展着眼
于世界领先的高科技领域，主要业务囊括了广电媒体、移动OTT和生态健康等领域，市场活动、
业务足迹和客户群遍及中国及世界的各个角落。

关于我们

合作伙伴

ADINNO Inc. is the new high-tech enterprise with a global strategic vision. ADINNO has developed with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the world, focused on the fields of Media live stream and Mobile OTT as well 
as ecology health. The market activities, the business footprints and the customer groups of Adinno are all 
over China and the world.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4K UNIVERSE上线于：
-SES卫视 4K（信号覆盖北美地区一亿家庭）
-亚马逊 FIRE TV 4K
-ROKU TV 4K
-SONY BRAVIA 4K
-Verizon FIOS TV（预计2017 Q4）

互联网视频服务网站：

SEEi-8 
4K互联网一体机

SEEi-10 
4K互联网一体机

SEEi-10 
4K互联网一体机

LU600 4K H.265 HEVC
蜂窝数据传输

4K 卫星调制解调器

100G/S 4K HDR
光纤传输交换机

移动应用SDK 媒体服务器 直播流服务

合拍儿

电视台 广播电台融媒体
交互平台

区县台惠民
融媒体

互联网
视频网站

积木TV SEEi手机APP

SEEi手机APP

SEEi-4K/VR H.265
视频播放器

WowzaStreamingEngine 是强大的媒体服务
器软件，提供可靠性强，流畅度高的高质量视
频和音频到任何设备的传输。无论是在云端还
是当前操作，WowzaStreaming可以提供强大
的组件，可以保证工作流的流畅性还有安全性。

自主研发的SEEi 4K/VR播放
器支持当下流行的网络流媒
体协议，主打HEVC/H.265
编码的4K/VR超高清视频播
放。

SEEi 4K超高清
互联网直（转）播车

SEEi 4K超高清
互联网直（转）播车

SEEi 4K超高清
互联网直（转）播车

合拍儿 积木TV



 

SEEi 4K
超高清互联网直（转）播车

整车特点：
1、支持4K超高清制作与传输
2、可搭配高性能无线图传设备与蜂窝移动，满足前端视频采集
2、独特一体式收藏、开敞式三天窗全透明设计
3、无需特种车辆牌照
4、C照即可驾驶

可选模块：
1、支持卫星通讯（动中通、静中通）
2、具备850G bps传输能力的卫通信道调制解调器
3、灵活的宽带自组网设备

功能模块：
1、新媒体IP流应用4K超高清处理系统（LNM-4K/E, LNM-4K/C） 

2、电视台12G SDI应用4K超高清处理系统
3、4G LTE无线蜂窝多信道扩展传输设备
4、搭载SEEi-8/10 4K互联网一体机，支持现场视频处理。
5、整车可根据需求进行模块化配置



SEEi-10 4K互联网一体机 SEEi-8 4K互联网一体机

SEEi-4K互联网一体机

产品特点：

SEEi-10 4K互联网一体机省去了传统切换台、字幕机等设备，
具有体积小、功能全、性能卓越、维护升级方便、性价比高
等优势。设备机身体积轻便（W62xH60xD35）厘米，采用
美国军方专业外壳、便携式拉杆箱体，坚固防震，可根据用
户使用习惯和需求搭配外接操作台，简单易用，上手速度快。

产品特点：

SEEi-8 4K互联网一体机省去了传统切换台、字幕机等设备，
具有体积更加小巧等优势。该设备机身体积小巧只有（W43x
H34xD22）厘米，重量仅25KG，采用了工业级别不锈钢机
箱，配备便携式拉杆箱，坚固耐用，可用于户外现场快速搭
建演播室。

替代传统的直播，包括切换台、调音台、
录像机、存储器、编码器等多种设备。 

能够接入多路网络（RTSP）视频流和
2路4K超高清摄像机或8路高清摄像机。

支持体育赛事活动慢动作需求，配置慢动
作回放从5到400％速度选择。

内置强大流媒体服务器，支持特殊需求的企
事业单位（政府、公安、医疗、教育等），
无需第三方视频服务器，局域网内直接观看。

可输出至OTT平台，也可通过互联网传
输至电视台转换SDI信号。

可推送RTMP流至任何支持CDN接入的国内
主流的直播平台：爱奇艺直播、腾讯直播、
优酷、SEEi.TV等，也支持国外直播平台
Facebook、Youtube、Twitch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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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支持高达8路异地点对点视频采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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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24/7 4K Ultra HD

Now Live!

general entertainment TV channel in America

Available on Cable TV & SVOD OTT apps

4K UNIVERSE上线于：
-SES卫视 4K
（信号覆盖北美地区一亿家庭）

-亚马逊 FIRE TV 4K
-ROKU TV 4K
-SONY BRAVIA 4K
-Verizon FIOS TV
（预计2017 Q4）



SEEi-移动终端APP应用

多维度互动
可配置互动样式和观看权限，跨平台互融互动

授权观看：付费、验证码、白名单、关注微信后才能观看

广告栏及入口：播放器下方的广告栏，可设置跳转链接及其他平台入口

融媒体：通过播放器嵌入页面、嵌入微信，实现媒体融合

观众互动：可配置弹幕、聊天、打赏、红包、问卷、话题等互动形式

云媒体存储
云视频存储和管理

视频上传：支持外部视频上传，并嵌入频道直播；支持后台存储下载

视频实时存储：直播视频自动存储在媒体服务器，方便回看、点播使用

自动转码：存储视频可根据需求由高向低转码多种格式，支持4K超高清

大数据分析
观众的实时观看行为数据

观看行为数据：实时反馈观众进入时间，退出时间、观看设备、观看环境

用户信息留存：通过参与性互动配置，留存观众的关键信息，手机号码等，
                     为商业活动做用户挖掘

观看时长分析：实时访问时长数据，波峰值数据，具体的时刻在线人数曲线图

APP专属化定制
深度品牌定制、定制直播间域名与开发信息、自定义观看授权



SEEi 4K/VR 
H.265视频播放器

支持4K/VR超高清H.265全新高压缩高
画质视频解码播放

极简内核技术，更小，更流畅

支持网络流媒体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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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i-广播电台融媒体交互解决方案

描述: 外景记者直接携带无线背包以及一台相机或手机即可，将视频信号传输至SEEi云管理平台，由云平台输出音频信号至广播电台后方，满足收音
设备和移动设备APP的所需音频源。

描述: 针对场景为主持人需要与外景进行互动的情况，演播室话音可通过SEEi云平台语音回传方式传递至外景，外景话音则由背包音视频混合传输至演播室。

描述: 基于方案二的基础上，搭配SEEi互联网一体机可搭建小型专业化的演播室，可完成影像采集、机位切换、字幕添加、网络推流等操作，主要作用是应对场景
        为大型活动、会议等实况传播。

方 案 一

方 案 二

方 案 三

广播电台SEEi云管理平台
无线背包

SEEi手机APP 收音机

移动设备APP

外景记者

SEEi手机APP

SEEi手机APP

收音机

移动设备APP

收音机

移动设备APP

广播电台SEEi云管理平台
无线背包

外景记者

广播电台

SEEi云管理平台

无线背包

外景记者

语音交互

影音交互

SEEi-10互联网一体机

SEEi-8互联网一体机

交互音频流

交互视频流

音频

无交互功能

音频交互功能

视频交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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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i-区县台惠民融媒体交互解决方案

    目前，上海港聚在首创LiveNM直播系统基础上,设计搭建完成WWW.SEEi.TV全功能移动采编存储管理直播云平台进入商用。    

    为有效推动区县精神文明建设，让百姓更快更好了解区县各类资讯，将采用融媒体新技术来构建整个系统。

       根据2015年上海区县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渠道还需进一

步拓展，与市、区相关部门主动沟通还有待加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相对传统电视媒介传播受时间以及频道限制，无法有效及时的传播内容于受众群体，若定点使用电视播放则不具备相应约束力，受众可随意按自身意愿随意

切换频道,且受区域限制，不能跨区传播，使传播力度受局限，内容传播手段单一，且不易二次循环传播。

为首家提供完整端到端广电级高清影像远程直播业务技术平台租赁与业务合作销售。

为某区县电视台提供包含整套技术平台在内的建设与外包服务。

区县电视台

区市民办事大厅

居委会

LED站立屏

内容上传

内容管理
区县专属频道

内容存储

后台管控

移动设备(电脑、APP）SEEi-4K超高清云平台



SEEiHealth

由ADINNO（上海港聚）发布嘻爱健康医学咨询平台(www.seeihealth.com）平台功能包括：提问
咨询、健康直播、医学影像点播、转诊会诊服务等，跨接中美两地包含医学手术教学直播、专业医
学影像存储及专业肿瘤咨询。嘻爱健康医学咨询平台基于自主技术所开发的开放式嘻爱健康医学咨
询平台免费为医生开放入驻，专业的影像存储随时调用查看，节约时间提高效率。而且，更多国宝
级别专家资源正陆续邀约加盟。

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碰撞与融合已经发生。ADINNO独特技术平台（包括打造的第
三方医学影像存储中心功能）可缓解现有医疗资源紧张，更好地服务于现阶段市场需求，将北上广
等一线城市乃至国外的知名专家纳入平台库，让有需要的患者足不出户就能得到知名专家的医学咨
询服务。个性化医学咨询服务，完全为患者打造私人健康空间。作为国际首家共享共用的互联网医
学咨询服务平台，ADINNO邀约美国医疗专家入驻系统平台。客户可通过该平台享受国际化咨询服
务，协助利用国际高端医学资源为客户服务。在当今个性化医学咨询需求的带动下，ADINNO为客
户制定高端定制化服务，客户可以自由选择美国本土专业医生。ADINNO为客户优化医学咨询流程，
高效简便让客户身心愉悦地享受个性化服务。

嘻爱健康医学咨询平台

专业医学影像存储平台

国际革命性的基因检测

同时，ADINNO港聚健康与国际业界伙伴合作，后期将展开国际革命性的基因检测手段，完整全面
的基因样本测序分析；共计64亿个人体基因或30多亿对DNA的完整全序列检测！对于肿瘤、心血管、
癌症、搪尿症、遗传型疾病等进行主动检测、主动预防、主动干预、主动改善等。
1. 个体（个人）
结合Health Nucleus服务，针对中国高净值人士，提供出国“体检”服务。
2. 制药企业
结合Oncology 及Whole Genome产品，向制药企业提供服务。
3. 医疗保险公司
推动完善现有医疗保险制度，根据基因分析预测未来疾病发生概率，向保险公司提供服务，实现未
来“前端医疗保险”。
4. 医疗机构及医生
结合Oncology产品，向医疗机构和医生提供数据分析等服务，以协助医生对病患作出诊断并制订
针对性治疗方案。



SEEi移动定制OTT系统与服务

1

2

1

2

3

由上海港聚为移动运营商提供可定制的4K超高清视频OTT技术平台与服务，可
将高品质的可定制内容通过4K超高清视频OTT技术平台推送到用户的手机或4K
电视/电脑等，解决了当下移动运营商缺乏内容和传输平台的问题。

推动视频业务收入和用户流量消耗;

可定制的完美的OTT系统 - 网站、APP、微信小程序，4K/VR H.265播
放器、CDN、4K智能路由网关与4K前端机顶盒等。内容上有北美
4KUNIVERSE平台的高品质视频资源保证。

提供网络视频实时传输技术的优秀解决方案

上海港聚将帮助移动（固话）运营商在竞争激烈的OTT服务产业链中占据有利的主导地位，创造健康的移动互联网生态！

在运营商的移动互联网生态中形成闭环，摆脱“终端强，服务薄弱”的现状;

使移动互联网产业链更加平稳，增加对移动互联网产业链的控制。

移动（固话）运营商的未来
                           -可定制4K超高清视频OTT服务

SEEi.TV4K超高清内容提供
                             -可定制的OTT平台和内容



 

国际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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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LU4000

LU2000

LU-Lite

 LU-Smart

LU600
LU200

LiveU Solo

LU200e

LiveU Xtender
LU710

LU210/220

Cloud Server

100 Gb/s 以太网交换机便携4G 4K超高清视频直播传输

无线图传设备系统 视频流媒体服务

卫星调制解调器



联系我们 

ADINNO 上海
上海市营口路578号1205室 北京市西四环大成时代中心17楼 440 N. Wolfe Road, Sunnyvale, CA 94085 

ADINNO 北京 ADINNO 美国

w w w . a d i n n o . o r g

w w w . s e e i . t v

+86-21-5522-9560

adinno@adinno.org

+86-10-8817-7498 +1-408-524-1600x66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