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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  
会议室到  
移动应用
传统办公室和会议室正在被开放团队以及移动空
间、小型会议室所取代，这给地域分散的组织进行
有效协作带来挑战。此外，如今的工作者多在技术
环境中成长、生活，他们希望办公方式如同呼吸般
自然愉悦。

组织如何快速有效地适应这些期望和新的工作方式
是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移动、云、大数据、社交媒体和消费化等技术趋势
正在消除阻碍组织实现全球范围内有效团队协作的
众多障碍。Polycom可以助您改变您和团队的工作方
式，利用契合团队工作方式和业务流程的直观协作
工具开展更加有效的竞争，而不需要员工去适应协
作工具。

协作无 
处不在

概述



概述 
个人办公：家庭/办公室/途中

随时随地开展面对面交流。无论在办公桌前，还是旅行途中，均可实现高效协
作。通过高清音频、视频和内容共享解决方案与其他人进行灵活协作，确保您工
作团队的超高工作效率。您可以利用个人设备从任何地点轻松点击参与协作。

应用案例

在旅途中的销售团队保持连线

远程工作和弹性办公场所策略

与组织外各方合作

远距离培训和学习

办公场所 个人办公：家庭/办公室/途中



特色方案

POLYCOM® 
REALPRESENCE® 
MOBILE
利用 iPad 或 iPhone 将丰富的视
频协作扩展至您的移动设备，与
同事、合作伙伴、客户、学生和
患者随时随地连接，实现面对面
交流。

POLYCOM® 
REALPRESENCE® 
DESKTOP
用于 Windows 和 Apple® Mac 
OSX 的 Polycom RealPresence 
Desktop 是一个功能强大的企业
级协作应用，可以将视频通信从
传统会议室扩展至专业人士的移
动应用。

POLYCOM® 
REALPRESENCE® GROUP 
CONVENE™ 卓远智能桌面
RealPresence Group Convene 
卓远智能桌面专为小型群组、不
规则会议空间和个人工作场所提
供丰富的视频和内容体验。它是
一款从桌面开始个人协作的理想
解决方案，可为用户提供专业高
品质视频、音频和内容共享协作
服务。

POLYCOM® VVX® 
商务多媒体 
桌面IP电话
我们再次将科技融入日常协作，
推出全新Polycom VVX 系列商务
多媒体桌面电话。两项创新科技
大幅提升了 VVX 桌面电话的语音
清晰度，让您的通话远离噪声干
扰，尽享自然流畅。

POLYCOM® 
REALPRESENCE® 
WEB SUITE 云跨界协作平台
RealPresence Web Suite 云跨界协
作平台允许用户安排即时或预定会
议，同时可自动发送会议邀请，内
含会议相关细节，如会议时间、议
程等，附带通过单击即可入会的网
络链接。加入会议后，云跨界协作
平台会为您开启一个耳目一新的协
作世界。利用电脑、智能手机或平
板电脑上的浏览器和网络摄像头，
立即将协作轻松扩展至任何人和
任何地点。

POLYCOM® 
VOXBOX™ 
蓝牙/USB 便携式会议终端
超级紧凑型会议电话，打造性能
新标准，为团队和个人空间提供
非凡会议品质。将现代风格的便
携式设计与蓝牙无线匹配和USB
连接相结合，并且具备Polycom 
HD Voice品质。

利用 iPad 实现安全的高清
视频协作是 Catlin 通信策
略的自然扩展，使视频通信
的使用和协作变得更加快速
和更有效率。

JAMES STRATFORD  
Catlin’s group operations 

manager of UK property and 
facilities management

办公场所 个人办公：家庭/办公室/途中 客户评价



概述 
小型会议空间

视频协作正迅速成为人们的首选沟通方式。利用小型会议室和不规则空间召开会
议时，您的团队需要出色的音频、视频和内容共享功能。

应用案例

头脑风暴 & 创意激发

HR面试及绩效评估

虚拟团队会议

客户/经销商/合作伙伴会议

办公场所 小型会议空间



特色方案

POLYCOM® 
TRIO™ 8500

Polycom Trio 8500是一款非常适
合小型会议室的智能会议电话。
外形紧凑但功能强大的EagleEye 
Mini 4x ePTZ摄像头可提供商务
级视频会议体验。您还可以自带
设备并进行内容共享，为会议增
添新维度。

POLYCOM® 
EAGLEEYE™ 
MINI 摄像头
该产品适合于多种空间类型，携
带EagleEye Mini，您可以随时随
地开展工作。这款紧凑、功能强
大的摄像头可以安装在墙壁上或
显示屏顶部或底部，以便与会的
每个人都能够进行目光交流。

POLYCOM®
PANO™

Polycom Pano是工作中分享内
容、沟通创意的最便捷方式。仅
需轻轻触按，您就能通过个人设
备同时共享四路以超高清4K分辨
率显示的数据流。现在，每个办
公空间都可以转变为功能强大的
协作环境。

POLYCOM® 
VOXBOX™ 
蓝牙/USB 便携式会议终端
超级紧凑型会议电话，打造性能
新标准，为团队和个人空间提供
非凡会议品质。将现代风格的便
携式设计与蓝牙无线匹配和USB
连接相结合，并且具备Polycom 
HD Voice品质。

只是从音频技术升级为视频
技术便显著改善了团队内部
和不同办公室之间的协作效
果，这是因为视频技术能够
提供更直观的肢体语言、参
与感和与会者情况。

ALLA KEOGH  
General Manager of People 

and Performance MYOB

POLYCOM® 
REALPRESENCE® 
GROUP 310
针对小型群组优化，Polycom 
RealPresence Group 310 解决方
案非常适合小型会议室、不规则
会议室和个人工作空间。其安装
和配置简单，可以选择Skype for 
Business 和 Lync 集成软件。

POLYCOM 
STUDIO

易于使用的高端 USB 视频设
备，兼具您期望从 Polycom 获
得的卓越音频和视频质量，以及
日常使用所需的简便性，尤其适
合小型会议室和小型协作空间使
用。凭借数十年的开发经验，让
用户获益更多，让小房间里也能
有大创意。

客户评价办公场所 小型会议空间



概述 
中等规模会议

工作团队的协作需求不断变化，会议室部署也应该随之改变。我们的企业级协作
解决方案适合各种类型的会议空间，可以帮助您提升工作效率和生产力。

应用案例

远距离培训和学习

销售业绩评估会议

客户/经销商/合作伙伴会议

内部团队会议

办公场所 中等规模会议



特色方案

POLYCOM® 
REALPRESENCE® 
GROUP 500
Polycom RealPresence Group 500 
解决方案非常适合会议室和其他
任何协作空间，包括从小型会议
室到配备双屏幕的大型会议室等
不同协作环境。

POLYCOM® 
EAGLEEYE™ 
PRODUCER
通过自动、准确框取参会者画
面，EagleEye Producer 智慧眼
大大提高了视频协作体验。利用
最新的面部识别技术，通过精准
遥拍、仰俯、变焦等技术，系统
可以对会议室进行连续取景，无
论与会人员坐、立或位置如何移
动，都能自动跟踪并无缝切换画
面，始终实现最佳取景。

POLYCOM® 
TRIO™ 8800

Polycom Trio 8800与Polycom的
12倍 MPTZ EagleEye IV USB摄
像头和Polycom Trio Visual+ 套件
配合，可确保6-8人团队快速开
展视频协作。

POLYCOM® 
REALPRESENCE® 
MEDIALIGN
Polycom RealPresence Medialign
解决方案提供卓越的视频协作性
能，部署快速便捷。非凡的高清视
频、简便的屏幕共享和通过笔记本
或移动设备进行内容注释等出色功
能，将令您的团队惊叹不已。

POLYCOM® 
PANO™

Polycom Pano是工作中分享内
容、沟通创意的最便捷方式。仅
需轻轻触按，您就能通过个人设
备同时共享四路以超高清4K分辨
率显示的数据流。现在，每个办
公空间都可以转变为功能强大的
协作环境。

Polycom 减少了我们管理人
员的差旅需求，提高了他们
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能
够与同事开展高效协作并改
善决策质量可以赋予我们竞
争优势。

中国招商银行 

POLYCOM 
STUDIO

易于使用的高端 USB 视频设
备，兼具您期望从 Polycom 获
得的卓越音频和视频质量，以及
日常使用所需的简便性，尤其适
合小型会议室和小型协作空间使
用。凭借数十年的开发经验，让
用户获益更多，让小房间里也能
有大创意。

客户评价办公场所 中等规模会议



概述 
大型会议室／高管会议

每次重要的商务会议都需要面对面进行。我们的高管会议解决方案综合了最优质
的语音、视频和内容共享功能，确保每个人都能充分参与对话。现在，您的团队
能够有效开展协作、讨论和驱动业务影响。

应用案例

高管会议与业务评估

重要客户演示

远距离培训和学习

媒体简报/圆桌会议

办公场所 大型会议室／高管会议



特色方案

POLYCOM® 
REALPRESENCE® 
GROUP 700
Polycom RealPresence Group 
700 解决方案适用于大型会议
室、培训室、教室和大礼堂等具
有复杂要求的办公空间。

POLYCOM® 
TRIO™ 8800

Polycom Trio 8800与Polycom的
12倍 MPTZ EagleEye IV USB摄
像头和Polycom Trio Visual+ 套件
配合，可确保6-8人团队快速开
展视频协作。

POLYCOM® 
REALPRESENCE® 
MEDIALIGN
Polycom RealPresence 
Medialign 解决方案提供卓越的
视频协作性能，部署快速便捷。
非凡的高清视频、简便的屏幕共
享和通过笔记本或移动设备进行
内容注释等出色功能，将令您的
团队惊叹不已。

POLYCOM® 
EAGLEEYE™ DIRECTOR II 
二代智能导播系统
Polycom EagleEye Director II 二
代智能导播系统能够对发言人进
行特写，无论他们处于房间中的
哪个位置或者有多少人参会，
从而彻底改变群组视频会议的
面貌。

POLYCOM® 
SOUNDSTRUCTURE®

一些会议室对音频功能的要求高
于常规会议电话或视频系统所能
企及的水平。对于这类会议室要
求，Polycom  SoundStructure C 
系列音频处理解决方案能够轻松
满足，为音频和视频会议提供真
正融入式声音体验。

POLYCOM® 
CEILING 
MICROPHONE
Polycom 易于安装的吊顶式麦克
风阵列不但令会议室桌面整洁，
还可消除铅笔敲击桌面的噪音和
纸张摩擦的沙沙声等噪声，同时
能够像桌面麦克风阵列一样提供
清晰、明亮的声音效果。

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时
间和资本是最重要的资
源。Polycom 解决方案以一
种非常巧妙的方式解决了这
两种资源问题——凭借强大
的内在力量，我们可以节约
大量时间和资金。现在我们
可以将资金用于差旅以外的
用途，更加能够提高工作效
率、联系更多区域，最终提
升工作效果。

MIKE MONIZ  
CEO, Circadence

客户评价办公场所 大型会议室／高管会议



概述 
沉浸式远真

参加重要会议时，您希望获得尽可能真实的协作体验。每个细节都至臻完美，使
视频、音频和内容共享体验极为真实，让您忽略技术的存在，专注于会议目标和
内容上。

应用案例

高管会议与业务评估

重要客户演示

媒体简报/圆桌会议

指挥与控制

办公场所 沉浸式远真



特色方案

POLYCOM® 
REALPRESENCE  
IMMERSIVE STUDIO™
在新一代 4K 超高清显示器上
提供 1080p60 的沉浸式视频体
验，将引领一次变革，为您带来
令人惊叹的逼真视频效果。完全
基于标准的设计，能够轻松连接
至任何标准化视频，包括其他沉
浸式会议室、经典会议室视频系
统，以及桌面和移动客户端。

POLYCOM® 
PANO™

Polycom Pano是工作中分享内
容、沟通创意的最便捷方式。仅
需轻轻触按，您就能通过个人设
备同时共享四路以超高清4K分辨
率显示的数据流。现在，每个办
公空间都可以转变为功能强大的
协作环境。

POLYCOM® 
REALPRESENCE 
IMMERSIVE STUDIO™ FLEX
RealPresence Immersive Studio 
Flex 的高性价比超乎想象，低预
算即可带来最佳沉浸式体验，且
无需定制化的会议室改造及昂贵
的设计工作。凭借RealPresence 
Immersive Studio Flex，您可以选
择适合现有会议室和办公家具的
合理配置。

Polycom的沉浸式远程呈现
环境比我们见过的其他解决
方案质量更加稳定，功能更
加丰富。它能提供犹如在眼
前的“真实呈现”视频会议
体验。

DAN DARLING  
CEO, Turner

Broadcasting System

客户评价办公场所 沉浸式远真



多年来，Polycom 研发出业界领先的专利技术，不断推动创新进程，所以我们可以向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用户提供
令人不可思议的会议体验。

POLYCOM® NOISEBLOCK™ 噪声屏蔽技术 
有效消除干扰性噪声。从翻阅纸张的沙沙声，到敲
击笔记本电脑的键盘音，Polycom NoiseBlock 噪声
屏蔽技术可消除对话停顿间的干扰性噪声，从而保
证思绪及交流的连贯性。

自由书写与注释 
Polycom VisualBoard 虚拟白板书写及注释技
术，同时允许与会者通过标准白板或 LCD 显示
器向所有与会者进行注释、展示。 

POLYCOM® ACOUSTIC FENCE™ 
拾音魔墙技术
确保他人听到发言者的声音。Polycom Acoustic 
Fence 拾音魔墙技术可在您工作场所周围构筑一个
无形魔墙/魔球/魔带，从而有效隔绝可设定的距离范
围外的谈话声和噪声，包括会议区域之外的人员的
对话，甚至街道噪音。

面向 MICROSOFT TEAMS 的
REALCONNECT 
面向 Microsoft Teams 的 RealConnect 是 
RealConnect Service 的一个版本，旨在为 Microsoft 
Teams 提供支持，允许基于标准的视频终端直接通
过拨号参加团队会议。

自动变焦和取景
在调整镜头上耗费时间是完全不必要的。Polycom 
EagleEye Producer 智慧眼能够针对当前与会者情
况自动变焦并实现最佳取景，无论与会者位于房间
内的哪个位置，保证视频会议期间每位与会者都能
被清楚看到和听到。

专为 MICROSOFT SKYPE FOR 
BUSINESS 优化的 REALCONNECT 
Polycom RealConnect 解决方案通过在不同设备上
轻松点击，并充分利用原生 Microsoft Outlook 日
历功能，将所有事务和人员联系在一起，从而简
化沟通过程。加入会议后，RealConnect 解决方
案可为与会者提供额外更多视角或给沉浸式会议
室与会者提供全景式广角镜头，以强化 Skype for 
Business 的客户端用户体验。

POLYCOM 创新科技



0
1

0
3

0
2

0
4

0
5

POLYCOM 的不同之处
客户选择 
POLYCOM 的 

重要
理由5个

互操作性与无缝集成 优质可靠 与微软深度集成 灵活交付选项不断创新

Polycom 坚信，与市售
其他通信解决方案实现互
操作性对客户具有重要意
义。我们不仅能够实现互
操作，还能与微软等重要
合作伙伴进行深度集成。
这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无
与伦比的投资保护，不会
要求您必须舍弃和更换原
有系统。

Polycom 可为所有会议空间
提供企业级、优质可靠、安
全和IT友好型协作体验。

Polycom 是部署 Microsoft 
Lync、Skype for Business
或Office 365 客户的优选合
作伙伴。

选择在自有数据中心、私
有或公有云内进行本地部
署，或者同时利用两种方
式满足您对性能、灵活性
和支出管理的需求。

长期以来，Polycom 不断
推出简便易用、功能强大
的新技术，为客户带来丰
富的应用体验。最佳的用
户界面是，让使用者忽略
用户界面的存在。

POLYCOM 的不同之处 客户选择 POLYCOM 的 5 个重要理由



不断创新 

探索办公场所 了解更多 联系我们

我们最初的目标是将一个简单的设备——扬声器电话——转变为
一种不可或缺的商务工具。现在，我们已经成长为视频、语音及
内容协作解决方案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为各行各业和不同规模的
企业提供服务。

Plantronics 与 Polycom 现已合并成为 Poly。Polycom 助力企业
发挥人类协作的力量。为了打破距离的阻隔，全球超过400,000
个公司和机构部署了 Polycom 安全可靠的视频、音频及内容共

享解决方案，以提高生产率、加速上市步伐、提供更好的客户服
务、推进教育普及和挽救更多生命。

Polycom 携手其全球合作伙伴生态系统，为客户提供可在任何环
境下应用的灵活协作解决方案，实现最佳的用户体验、最高的互
操作性以及无可匹敌的投资保护。

未来，您组织内的办公场所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来体验吧！

POLYCOM 的不同之处 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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