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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为载体，人为重点

Poly（前身为 Polycom 和 Plantronics）博诣是一家
全球性的通信公司，专注于全球通信和协作体验，旨
在让每次远程协作都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Poly 博诣正在寻找将这些有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的沟
通线索注入音频和视频通信中的新方法，以重现面对
面的体验。 
建立亲密关系。 
打破阻碍，跨越距离。 一对一 一对多 多对多 

我们的高质量耳机、语音、视频和视频互操作性解决
方案简单、灵活。Poly 博诣是真正的“一站式”解决方
案供应商，可满足组织对个人和团队协作设备的所
有需求。 
通过选择 Poly 博诣解决方案，您已有的视频和语音
会议设备能够轻松与您当前和未来的协作平台对接
使用，从而保护您的投资。我们的 Poly 博诣专业服务
团队可为您提供专业知识，以便针对您的解决方案环
境提供规划、部署、操作和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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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协作空间 办公桌前

会议室

IT 工具

移动办公

呼叫中心客服

支持与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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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 博诣端对端解决方案
丰富的端对端协作体验。始终如一。

•  在任何涉及个人的通信和协作云的领域，Poly 都能够提供服务。我们
使您的连接变得简单，您的交互变得栩栩如生，因此您的协作是人与
人之间的协作， 技术则隐身幕后

•  我们还提供建立在数据和分析基础上的管理见解， 
以使工作变得更出色、更智能、更轻松

•  我们的服务专家会根据您的独特需求为您量身定制技术， 
确保您的长期成功

为客户和合作伙伴赋能 

•  企业领导层- 更加多元的方式改进通信和协作质量，进而提高工作效
率

•  IT 管理者 - 更丰富的深度见解和互操作性，帮助预测维护需求，远程
解决问题，并揭示用户与其系统 和工作环境互动的方式

•  合作伙伴 - 通过提供更多合作机会，满足客户的更多需求

管理 
分析 

互操作性

视频 桌面会议 软件耳机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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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 
    协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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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 
    协作空间

• 连接至任意生态系统，实现本地体验 - 无需 
PC 或 Mac

• 先进的音频抑制技术 

• 连接至基于标准的网络

• 4K 超高清显示 

• 内置无线内容共享：使用 Miracast、Airplay 
和 Poly Content 应用程序（仅限基于标准的
情形）

• *Microsoft Teams 本地支持 2020

• 同类产品中出色的音频质量

• 自动发言人追踪

• 集中化管理，减轻  IT 负担

需要一体化视频解决  
方案的小型协作空间

需要通过 USB 连接至多个“视频即服
务”(VaaS) 平台的小型协作空间

POLY STUDIO X30* POLY STUDIO

小型协作空间 
视频系统

新款 新款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8目录© 2020 PLANTRONICS, INC.

小型协作空间 
摄像头

• 高清 1080p60 采集，具有真彩色调、饱
和度和亮度，以获得最准确的颜色呈现
和逼真图像

• 4 倍电子变焦和 74 度广角视野

• 同步播放视频流

• 安装只需几秒钟 - 无需驱动程序

• 智能群组取景功能，无需手动操作

• 4K 传感器和 5 倍数字变焦

• 两个内置麦克风可清晰拾音，令会议
更富成效

• 通过与 RealPresence Group 系列和
具有 VisualPro 的 Poly Trio 集成，  
可为小组提供一致的性能

需要紧凑型 USB 视频摄像头的个人工作区和
小型协作空间

需要自动发言人跟踪摄像头的小型协作空间
及会议室

EAGLEEYE MINI EAGLEEYE CUBE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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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360 度音频覆盖，具有可达  
2 米麦克风拾音范围

• 采用 Poly Acoustic Clarity 和动态
降噪技术，以获得清晰、自然的音频
保真度

• 易于安装和使用 - 可连接至任意模拟
电话插孔

需要模拟扩音器的小型会议室  
或办公室

VOICESTATION 300

小型协作空间 
音频方案

• 连接至 PC（通过 USB）或手机（通过蓝牙）

• Poly NoiseBlock 技术可自动消除非语
音背景噪声

• 一次充电支持长达 10 小时的通话时间

• Zoom 支持

需要蓝牙® 无线扩音器的小型协作会议室

CALISTO 7200

• 超凡音质和可达  
3.7 米的拾音范围

• 通过一触式连接开始会议

• 允许同时连接到多个 SIP 平台

• 适用于移动设备的音频连接

需要出色音频会议  
质量的较小会议室

TRIO 8300

新款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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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 
  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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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 
  协作

• 凭借 Poly 博诣 USB 外设解决方案，  
提供一流的音频

• 将 Microsoft Teams 会议室的直观
用户体验与强大的视频和音频体验
相结合

• 与 HP 解决方案联手

本地连接至 Microsoft Teams 的小型至大
型会议室

POLY MTR 套装

• 超高清 4K 视频和内容分辨率

• 可从任何设备 无线共享内容

• 单个用户界面即可分享内容和  
召开视频会议

• 内容注释和数字白板

• 连接至任意生态系统，实现本地体验 - 无
需 PC 或 Mac

• 先进的音频抑制技术 
• 连接至基于标准的网络
• 4K 超高清显示 
• 内置无线内容共享：使用 

Miracast、Airplay 和 Poly Content 应用
程序（仅限基于标准的情形）

同时适用于小型协作空间

需要定制化视频会议的大中型会议室 需要一体化视频会议的中小型会议室

G7500 POLY STUDIO X50

会议室协作 
视频系统

新款新款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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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协作 
整体解决方案

• 完全沉浸式用户体验，采用 18 英尺媒
体墙、三块 84 英寸薄边 4K 超高清显
示屏和灵活的内容布局，使所有人和所
有内容均可以 清晰显示

• 每个会议室中多达 21 名与会者 - 视频
画面可以清晰显示所有与会者，无论他
们坐着、站着还是四处走动

需要完全沉浸式大型视频会议室的公司

REALPRESENCE IMMERSIVE STUDIO 

• 高达 4K 的出色视频质量， 超薄边框 
65 英寸显示屏，可获得卓越的逼真度

• 价格超实惠的解决方案，可实现沉浸式
体验，又不会超出您的预算

• 灵活的购买选择，使您可以定制系统，
以满足您的需求和预算

需要完全沉浸式的中等视频会议室的公司

REALPRESENCE IMMERSIVE 
STUDIO FLEX

• 无与伦比的用户体验，采用无需手动操
作的摄像头功能、简单触控界面控制和
音频创新技术， 充分消除干扰

• 可以使用最广泛的 UC 网络

• 简单的一体化套件，易于进行全球部署

• 高清视频会议 - 体验具有逼真色彩和
细节的会议 

需要易于部署的视频方案的 
大中型会议室

MEDIALIGN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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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凡音质，具有高达 22 kHs 的音频，可
达 6 米的拾音范围

• 通过一触式连接开始会议

• 允许连接到多个平台

• 可通过多种方式（USB、蓝牙）连接移动
设备的音频

• 荣获 Microsoft Teams 和 Skype for 
Business 认证的会议电话

较大的会议室，要求  
具有简单触控界面的  
出色会议电话性能

TRIO 8800

• 提供 360 度麦克风拾音，拥有高达  
3 米的拾音范围，特别适合中小型会议室

• 采用 Poly Acoustic Clarity 和动态降噪技
术，可获得卓越的音质

• 易于安装和使用 标准电话线即可 - 无需
技术知识

• 应用端口可直接与手机连接，因此即使在
无模拟电话线的房间也可以进行拨号，或
者与 PC 连接进行网络通话

• 超凡的语音质量，具有 14 kHs 音频，高
达 4.3 米的拾音范围

• 通过一触式连接开始会议

• 允许连接到多个平台

• 可通过多种方式（USB、蓝牙）连接移动
设备的音频

• 荣获 Microsoft Teams 和 Skype for 
Business 认证的会议电话

需要模拟会议电话的  
中小型会议室

要求通过简单触控界面实现强大音频会议的
中等会议室

SOUNDSTATION2TRIO 8500

会议室协作 
音频方案

客户首选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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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单显示屏和 EagleEye USB 摄像
头选件

• 无线和有线内容 共享功能

• 轻松即插即用，实现即时部署

• 同时支持多个视频会议平台和服务

注意：仅与 Poly Trio 会议系列配套使用

• 支持单显示屏或双显示屏和先进的 
EagleEye (HDCI) 摄像头 

• 无线和有线内容 共享功能

• 轻松即插即用，实现即时部署

• 同时支持多个视频会议平台和服务

注意：仅与 Poly Trio 8800 和 8500 配
套使用

需要添加视频和内容并共享至 Poly Trio 的
中小型会议室

需要添加视频和内容并共享至 Poly Trio 的
大中型会议室

TRIO VISUAL+ TRIO VISUALPRO

会议室协作 
TRIO 视频附件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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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协作 
TRIO 视频附件

会议室协作 
摄像头

• 可拍摄高达 1080p60 的高清画面

• 特别适用于中小型会议室，以经济实惠
的价格为用户提供无需手动操作的远
程呈现体验

• 不断监控会议室活动，自动为与会者取
景，并提供强大的分析数据

寻求发言人跟踪和分析功能的中小型会议室

EAGLEEYE PRODUCER

• 绝佳的细节和自然色，全高清 
1080p60

• 12 倍光学变焦，较宽的视野，带平移和
倾斜功能，可提供额外的覆盖范围，而
不会损失质量

• 易于安装，可与 Poly Group 视频解决
方案配套，或者用作 USB 摄像头

需要高端发言人跟踪摄像头的大中型会议室

EAGLEEYE DIRECTOR II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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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式音频解决方案，解决了从会议室到  
大礼堂等不同场合面临的音频问题 

• 安装和配置简单，即使是具有 SoundStructure 
Studio 配置软件和 Poly OBAM（大型音频矩
阵）的大型或复杂的协作系统也是如此

• 无与伦比的立体声回声消除 (AEC) 功能

• 突破性反馈消除技术，可以更为灵活地选择麦
克风、讲话人和扬声器的位置，同时还可更灵活
地进行 语音增强

面临声音问题、需要先进的可配置会议功能
的大型空间

SOUNDSTRUCTURE

会议室协作 
固定式音频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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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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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便金属头带确保经久耐用，打造定制
舒适的佩戴感

• 皮革耳垫可平整折叠，携带方便 
(C3215/C3225)

• 直观的内嵌式控制，应答/结束通话、静
音、调大/调小音量

• USB/USB-C 移动连接，带 3.5 mm 插
孔 (C3215/C3225)

• Zoom 支持 

• 连接至 PC 和 Mac（通过 USB/USB-C）、智
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通过 3.5 mm 插孔）

• 直观的内嵌式控件以便应答/结束通话、控
制音量和静音

• 动态 EQ 功能可自动调节用于通话语音和
多媒体播放的音频

• 2020 年通过 Microsoft Teams 认证 

• Zoom 支持

• 主动降噪 (ANC) 技术可帮助屏蔽噪
音干扰

• 先进的无杆耳机设计，采用了 Poly 博
诣清晰通话技术 

• 如果您在静音时说话，动态静音提醒功
能将会感知到并通知您

• USB-A 或 USB-C 连接

• 2020 年通过 Microsoft Teams 认证 

• Zoom 支持

需要使用入门级有线耳机进行 PC 通话的知
识工作者

需要使用有线耳机进行大量 PC 通话的知识
工作者

在嘈杂的开放办公空间需要无杆（耳机式）有
线耳机 的知识工作者

BLACKWIRE 3200 系列BLACKWIRE 5200 系列BLACKWIRE 7225

办公桌前 
有线耳机

新款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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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桌前 
DECT 无线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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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降噪 (ANC) 有助于在嘈杂环境中
隔绝周围声音

• 智能感应功能可转接、自动接听和自
动静音呼叫

• 高保真立体音效打造环绕式声音体验
• 当您试图在静音模式下进行通话时，动

态静音指示功能会立刻给予提示
• 2020 年通过 Microsoft Teams 认证
• Zoom 支持 

此外还适合移动办公场合

需要优质立体声蓝牙耳机的办公室专业人员

VOYAGER FOCUS UC

办公桌前 
蓝牙无线耳机

• 两种可选佩戴方式：高保立体声 或单声道
• 灵活的麦克风杆和人体工学设计，可实现

长时佩戴的舒适性
• 可在远至 30 米/98 英尺的范围内实现与 

1 类蓝牙® 设备的连接，允许您随心所欲
自由走动

• 长达 12 小时的通话时间以及长达 15 小时
的聆听时间

• 2020 年通过 Microsoft Teams 认证 
• Zoom 支持

此外还适合移动办公场合

经常在办公室走动并需要从 PC 和移动设备接听
电话的办公室专业人员

VOYAGER 4200 UC 系列

客户首选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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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蓝牙功能连接座机、PC/Mac 或手机

• 使用 1 类蓝牙技术，范围长达 91米（视线内）

• 可选择最新的 USB-C 或现有的 USB-A 蓝牙
连接

• 利用充电底座全天保持连通

• Microsoft Teams 版本上的专用 Teams 按钮

• 2020 年通过 Microsoft Teams 认证

• 通过蓝牙功能连接座机、PC/Mac 或手机

• 使用 1 类蓝牙技术，范围长达 75米（视
线内）

• 可选择最新的 USB-C 或现有的 USB-A 蓝
牙连接

• 利用充电底座全天保持连通

• Microsoft Teams 版本上的专用 Teams 
按钮

• 2020 年通过 Microsoft Teams 认证

想要在办公室免提拨打和接听电话且不被噪
声干扰的办公室和移动专业人员

想要在办公室和外出时免提拨打和接听电话
的 办公室和移动专业人员

VOYAGER 4200 OFFICE 系列VOYAGER 5200 OFFICE 系列

办公桌前 
蓝牙无线耳机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22目录© 2020 PLANTRONICS, INC.

办公桌前 
手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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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路 IP 桌面电话，带 彩色显示屏

• 屡获殊荣的音频系统，采用 Poly HD 
Voice 和 Poly Acoustic Fence 技术

• 支持通过 USB 和 RJ9 连接的耳机

• 10/100/1000 双以太网端口，支持 Wi-
Fi，可选 OBiWiFi5G USB 适配器

需要可靠有线电话的办公室专业人员、一线员
工和零售职员

VVX 250

办公桌前 
IP 电话

• 12 路高性能 IP 桌面电话，带彩色显
示屏 

• 屡获殊荣的音频系统，采用 Poly HD 
Voice 和 Poly Acoustic Fence 技术

• 支持通过 USB 和 RJ9 连接的耳机

• 10/100/1000 双以太网端口，支持 Wi-
Fi，可选 OBiWiFi5G USB 适配器

拨打中等数量电话的知识工作者和经理，或者
需要多路密钥系统配置的小型办公室

VVX 450

• 6 路 IP 桌面电话，带有彩色显示屏 

• 屡获殊荣的音频系统，采用 Poly HD 
Voice 和 Poly Acoustic Fence 技术

• 支持通过 USB 和 RJ9 连接的耳机

• 10/100/1000 双以太网端口，支持 Wi-
Fi，可选 OBiWiFi5G USB 适配器

需要可靠连接且拨打中等数量电话的知识
工作者

VVX 350

客户首选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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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桌前 
IP 电话

• 两路入门级 IP 桌面电话，采用 Poly HD 
Voice 和 Poly Acoustic Fence 技术

• 支持通过 RJ9 连接的耳机  
（非 USB 连接）

• 1 个 10/100 以太网端口

• 随附桌面支架/壁挂支架

• 获得 Google Voice for G Suite 认证

拨打少量电话且需要可靠语音连接的大堂和
公共区域用户

VVX 150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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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桌前 
多媒体电话

• 本地 Microsoft Teams 支持；Skype 
for Business 和 OpenSIP 支持即将
于近期推出

• 可反转支架支持壁挂或桌面使用

• 5 英寸多点触控 LCD 显示屏；1 个 A 型 
USB 端口

• 通过选配 USB 硬件保护装置，来支持 
Wi-Fi 和蓝牙技术

• 2020 年通过 Microsoft Teams 认证

• 5 英寸多点触控 LCD 显示屏，  
2 个 USB 端口（A 型和 C 型），集成蓝牙 

• 专用 Microsoft Teams 按钮 

• 可选择电话听筒型，或选择无电话听筒
型，以便与耳机配套使用

• 7 英寸多点触控 LCD 显示屏，2 个 USB 
端口（A 型和 C 型），集成蓝牙和 Wi-Fi 

• 专用 Microsoft Teams 按钮 

• 可选择电话听筒型，或选择无电话听筒
型，以便与耳机配套使用

• 2020 年通过 Microsoft Teams 认证

公共区域或用于 Microsoft Teams 的入门
级电话

需要本地 Microsoft Teams 电话的知识工
作者

需要具有较大屏幕的本地 Microsoft Teams 
电话的经理和管理人员

CCX 400CCX 500CCX 600

新款 新款 新款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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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办公 
蓝牙无线耳机

• 全天舒适佩戴，精致的佩戴样式

• 清晰专业的通信

• 连接选项（桌面电话、PC/Mac 或移动
方式）可使用户随心所欲地工作 

• 便携式充电盒，实现随时随地通电

• 2020 年通过 Microsoft Teams 认证 

• Zoom 支持

• 无杆设计，拥有四对全向麦克风和主动降
噪功能 (ANC)

• 佩戴舒适的耳塞，提供高保真立体声

• 颈带会振动，以提醒您有来电

• 可与最多八个设备配对，可同时连接两个

• 2020 年通过 Microsoft Teams 认证 

• Zoom 支持

• 采用增强数字信号处理 (DSP) 技术的
无杆式双对全向麦克风

• 双模主动降噪 (ANC) 功能，允许您选择
自己偏爱的降噪级别

• 智能感应功能可转接、自动接听和自
动静音呼叫

• 2020 年通过 Microsoft Teams 认证 

• Zoom 支持

此外还适合办公桌前场合此外还适合办公桌前场合

需要精致的便携式蓝牙耳机的移动专业人员需要舒适的蓝牙颈带式耳塞的办公室人员和
远程专业人员

在容易分心的环境中、在移动办公或办公室中
工作的专业人员

VOYAGER 5200 UCVOYAGER 6200 UCVOYAGER 8200 UC

客户首选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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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插即用的 USB 连接，配线管理非
常便利

• 卓越的音质，全双工音频、室内 360 度
全覆盖和动态静音提醒

• 紧凑便携，随附便携盒

• Microsoft Teams 版本上的专用 
Microsoft Teams 按钮

• 2020 年通过 Microsoft Teams 认证

• Zoom 支持

• 即插即用的 USB 连接或 3.5 mm 线缆
连接， 配线管理非常便利

• 卓越的音质，全双工音频、室内 360 度
全覆盖和动态静音提醒

• 紧凑便携，随附便携盒

• 2020 年通过 Microsoft Teams 认证

• Zoom 支持

需要即插即用功能的远程通信者 USB 扩音器需要轻量型灵活扩音器的 移动办公人士

CALISTO 3200CALISTO 5200

移动办公 
扬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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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办公 
扬声器

呼叫中心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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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中心客服

• 航天级铝质接头；一体成型麦克风 构造

• 音频和视觉提示，以获得最优的  
麦克风杆定位

• 支持优质宽带音频，搭载 SoundGuard® 
听力保护功能

• 提供音管选件

• 可伸长的麦克风杆，实现最佳的拾音和
降噪

• 优质材料制成，持久耐用且全天佩戴舒适

• 支持优质宽带立体声音频，搭载 
SoundGuard® DIGITAL 听力保护功能

需要全天舒适佩戴耳机的 呼叫中心员工需要优质全天舒适佩戴耳机的 呼叫中心员工

ENCOREPRO 500 系列ENCOREPRO 700 系列

• 实现通话控制和快速断开连接，以便
方便地离开

• 卓越的降噪和回音消除技术，可实现更
丰富、更清晰的通话

• 可下载固件更新

在呼叫中心将耳机连接至 PC 网络电话

DA 系列 USB 音频处理器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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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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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化 Poly 博诣音频和视频设备的部署和
管理

• 从任何地方轻松监控和 排除故障

• 安全、可伸缩的冗余服务，让您倍感自信

• 通过移动至云架构，享受灵活性和低成本 

• 利用先进的设备供应，确保获得一致的
操作 和用户体验

• 远程故障排除， 节省时间和金钱，同时
提高 客户满意度 

• 知悉解决方案 安全、可伸缩和冗余， 自
信感油然而生 

• 获悉深度见解

• 简化耳机的管理 和采用过程

• 远程故障排除

需要管理 Poly 博诣音频和视频设备的企业 为客户提供一流 Poly 博诣桌面和 会议电话
投入管理的服务提供商

需要远程管理 耳机的 IT 团队

POLYCOM DEVICE MANAGEMENT SERVICE 
FOR ENTERPRISE （企业设备管理服务）

POLYCOM DEVICE MANAGEMENT 
SERVICE （适用于服务提供商）

PLANTRONICS MANAGER PRO

IT 工具 
管理工具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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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您自己的硬件服务器、私有云或两者
混合 进行灵活部署

• 轻松获得许可，以便 根据您的需求进
行缩放 

• 包括桌面、移动和软网络客户端，以便
用户可以从任何地方无缝连接

进行桥接、管理、防火墙穿越和分析，以在您自
己的数据中心实现完整控制

REALPRESENCE CLARITI

IT 工具 
协作软件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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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工具 
互操作性

• 基于云的视频互操作性 服务，或利用 
RealPresence Clariti 协作基础设施

• 提供通过 Outlook 日历从基于标准的
视频端点连接至 Microsoft Teams 会
议的功能

• 使客户能够充分利用 现有的视频资
产，并且迁移至 Microsoft Teams

需要将基于标准的视频设备连接至 Microsoft 
Teams 和 Skype for Business 的组织

REALCONNECT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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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与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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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与服务

• 庞大的虚拟专家团队

• 充分利用数十年的 UC&C 专业经验

• 规划最佳的解决方案，以降低部署风险

• 在组织内推动解决方案并获得采用

需要充分利用其 UC 端点、会议室和协作网
络的 IT 总监

咨询服务

• 全方位 8x5 和 24x7 技术支持

• 访问所发布的软件升级和更新

• 先进的零部件更换

• 各种支持选项，满足客户需求

• 无缝部署到生产环境中

• 单一来源解决方案，顺利实现 无故障部署

• 通过快速安装、实施和集成您的协作解决方案，
加速您的投资回报

负责协作解决方案的 IT 部门寻求安装或移动其 Poly 博诣解决方案的 IT 部门

支持服务实施部署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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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实现更好的耳机规划、部署、采用、使
用寿命和更换的综合服务

• 通过密度分析最大程度地减少工作区
受到的干扰

• 顺利地安装和部署，通过最终用户协助
服务，加速采用过程和提高生产力

• 最大限度延长耳机使用寿命并准确
管理库存

• 远程监控和管理 协作解决方案 的性能

• 为您的任务关键性协作解决方案提供可预
测的 网络可靠性、可用性和安全性

• Microsoft Teams 服务， 以及从 Skype for 
Business 或传统 PBX 迁移至 Microsoft 
Teams

• 24x7 全球覆盖

寻求最大限度提高其耳机投资价值的 IT 部门 寻求将其 UC 解决方案的托管和日常管理进
行外包的 IT 部门

耳机服务 运维托管服务

• 优化您的 Poly 博诣基础设施解决方
案，使其获得 最高水平的性能

• 最大限度提高您的 UC&C 投资的价值，
同时加速部署和优化 性能

• 使用专业的升级过程， 最大限度减小
对您的 解决方案的影响

• 提供现成的业务应用程序系列，以提高
最终用户的生产力，简化管理任务

想要确保其 UC 环境高效运行的 IT 部门

优化服务

支持与服务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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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 中国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3号 
平安国际金融中心A座25层

 
电话： 010 - 8588 4800 
邮箱： GreaterChinaCommunications@poly.com

如何购买：poly.com/contact-sales

在线了解更多信息：poly.com

Poly 博诣全球业务：poly.com/office-locations

https://www.poly.com/cn/zh/about/contact/contact-sales
https://www.poly.com/cn/zh
https://www.poly.com/cn/zh/about/contact/office-loc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