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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
“混合”新常态办公模式支持员工自由选择工作地点。他们可以自由移动，

同时保持高效工作。紧密连接，协同作业。在疫情影响之后，混合办公将成为
新常态。 

混合办公

我们将继续看到这种变化产生的影响无处不在。住宅中将设立专用的工作区。远
程办公政策涵盖范围将变得更加广泛。团队在本质上将变得更加虚拟化。 

然而，有一点不会改变，那就是对企业级通信的需求。仅仅把技术投资集中在中央
办公空间的做法已现颓势。企业需要为每一位员工提供一致的企业级体验，无论
他们是在家里、协作空间，还是在公司办公室里办公。

要在这个新时代下引领发展，您需要为不同工作空间打造安全、专业的体验，来赋
予员工在任何地方办公的自由，同时还要兼顾设备部署和软件更新。听起来很简
单，对吧？

34% 的员工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在家工作

70% 的员工
现在在家办公（数据来源：Nemertes Research）1

74% 的 首席
财务官

打算让一些员工长期远程办公（数据来
源：Gartn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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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
现实挑战
企业需要依靠 IT 部门来设法让所有人保持联系和沟通不断 - 不论他们的职位、
位置或沟通方式如何。 

好消息是云通信和协作平台让混合办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可行性。同事之
间可以通过视频进行协作，就像在会议室里面对面交流一样简单。不管是在办公
隔间，还是在厨房的餐桌上，都能有效地提供客户支持。 

30%
的公司

认为合适的云协作工具 
能够提高公司的工作效率3 

坏消息是消费类硬件未能跟上商业需求的步伐。 

因此，它会限制工作效率、降低员工敬业度，甚至影响通话对象对公司的看法。 

为了有效支持混合办公，您需要专业级的解决方案，以最大限度地增强云通信
平台跨各种工作方式和工作空间的音频和视频功能。 

笔记本电脑内置摄像头和智能手机麦克风均可满
足日常朋友聊天，但与客户、顾客、患者、学生等通
话时，糟糕的视频质量和背景噪音让这种体验差
强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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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式和工作空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不同的部门、岗位、环境和员工都有独特的沟通要求。 

同样，对办公桌的需求也远不同于会议室办公桌。在硬件方面，必须仔细考虑各种工作方式和工作空间，确保它们能
够优化用户的工作能力。

关于员工的重点考虑因素

对于工作方式 
基于员工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在哪里度过、他们使用多少设
备进行通信，以及他们在工作时面临的具体挑战，可以考
虑将 91% 的员工分为七个不同的员工角色4。根据这些具体
工作风格提供合适的设备对提高生产力和获得良好体验
来说至关重要。
 
对于工作空间 
並兼考虑到在现场和远程办公人员的体验。小型工作空间
的音频和视频需求有别于会议室。  
私人办公室或家中的办公桌可能不需要 像客户支持部门
等的高密集环境中常用的降噪技术。 

“
CARLOS GATÓ

“能够实现有效协作和沟通的
技术打破了地理上的障碍，但这
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一刀切，我们
需要给员工配备能让他们优化
其个人设置的耳机和设备”。

商务总监，LCRcom（西班牙）



6

IT 管理
重点考虑因素

对 IT 而言，配置和管理大规模设备的能力决定了企业是无缝适应未来工作环境，或是在混合办公部署上苦苦
挣扎。在评估解决方案时，需要考虑以下四个关键事项：

设备监控 和管理 
选择一个能够提供丰富监
控和洞察功能的解决方案，
这样您就可以随时了解设
备状态、会议性能和最终用
户体验。快速排除问题并保
留归集的性能信息。

互操作性 
无论您选择哪种 UC 平台进
行内部通信，您都会发现：
用户可能会因为客户、合作
伙伴或潜在客户的要求而
需要连接到多个不同的平
台。这意味着您的音频和视
频技术要灵活机动，要保证
在任何平台上都能出色地
工作。

服务与支持 
员工分散办公可能意味着
您需要额外的支持来满
足其设备的正常工作要
求。UC 供应商、设备制造商
和顾问可以帮助您进行方
方面面的测定、评估和推
荐，从合适的云协作平台和
设备，到应该对您的网络、
安全和远程监控功能做出
的调整。

安全性 
在可能导致您的业 离线的
网络攻击与 HIPAA、GDPR 
和 ISO 等数据隐私法规之
间，您必须保持最高标准的
安全性。正因如此，您必须
牢记, 每个通信设备都是一
个需要定期监视和增强的
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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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 博诣端到端解决方案
要创建一个满足员工需求并支持协作和生产力的混合办公环境，您不仅需要合适的技术，还需要一个能让
购买、采用和支持体验尽可能简单的战略合作伙伴。 

这就是 Poly 博诣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我们为每一种工作方式和工作空间提供解决方案，包括耳机、视频
设备、桌面电话和会议电话、管理软件，以及全球服务和支持。

“
ALAA SAYED

“随着远程办公在许多组织中
持续盛行，对各种 UCC 集成设
备的需求仍将是重中之重。没
有其他任何供应商的产品能够
与 Poly 博诣的家用、办公以及
其他任何领域的设备组合相提
并论。”

行业总监， 
FROST AND SULLIVAN

跨各种工作方式和空间的端到端解决方案与服务组合。集成主流 
UC 平台。

视频 会议 桌面 耳机 服务
CONFERENCE HEADSETSDESKTOPVIDEO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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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桌前（在家或者办公室）
POLY 博诣工作空间解决方案

无论是在中央办公室还是在家中，员工都需要进行专业的沟通。 
无论在哪里工作，都可以轻松获得最高标准的联系和协作体验。 

高级有绳 UC 耳机
VOYAGER FOCUS UC BLACKWIRE 8225

VOYAGER 6200 UC EAGLEEYE MINI
高清视频会议摄像头

CALISTO 5300

CCX 400
带触摸屏的入门级电话立体声蓝牙® 耳机

我们的产品专家可以帮您为员工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组合，并就当前的报价和免费试用提供建议。

颈戴式蓝牙® 耳机 个人蓝牙® 
扬声器

USB 耳机
BLACKWIRE 5200 系列

*中国区暂未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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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办公
我们的移动解决方案提供无与伦比的降噪性能和卓越的音频质量，因此无论您的员
工身处何处，他们的交流都能展现出专业风度。 

VOYAGER 8200 UC VOYAGER 6200 UC VOYAGER 5200 OFFICE 和 
UC 系列

CALISTO 5200
个人有绳扬声器

CALISTO 3200
个人有绳扬声器

POLY 博诣工作空间解决方案

蓝牙® 立体声耳机 颈戴式蓝牙® 耳机
单声道蓝牙® 耳机系统

我们的产品专家可以帮您为员工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组合，并就当前的报价和免费试用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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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员工正在会议室进行极其重要的对话。自动生产规则和简单的一键式设计以及
语音激活界面，使每个人都能方便地连接和交流，同时能确保安全。

POLY STUDIO X50
一体化视频设备

G7500
视频会议系统

EAGLEEYE DIRECTOR II
高性能高清摄像头

SOUNDSTRUCTURE C 系列
固定式音频解决方案

G200
视频协作设备

TRIO C60
智能会议电话

在会议室
POLY 博诣工作空间解决方案

我们的产品专家可以帮您为员工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组合，并就当前的报价和免费试用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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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空间解决方案

从即兴头脑风暴到每周与同事远程例会，让您的员工即使在最小的空间
里也能畅快交谈。 

POLY STUDIO X30
一体化视频设备 

POLY STUDIO X50
一体化视频设备

POLY STUDIO
高级 USB 视频设备

EAGLEEYE CUBE TRIO 8300
智能视频会议摄像头 智能会议电话

POLY 博诣工作空间解决方案

在小型协作空间

我们的产品专家可以帮您为员工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组合，并就当前的报价和免费试用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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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中心
在与客户交流时，您的呼叫中心就代表着您公司的形象。要让客户获得音质清晰
的沟通体验，您的客户服务代表需要提供尽可能高质量的互动音质。 

ENCOREPRO 700 系列
客服耳机

ENCOREPRO 500 系列
客服耳机

BLACKWIRE 8225

VVX 350 EAGLEEYE MINI

高级有绳 UC 耳机

6 线路中档 IP 桌面电话 高清视频会议摄像头

POLY 博诣工作空间解决方案

我们的产品专家可以帮您为员工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组合，并就当前的报价和免费试用提供建议。

*中国区暂未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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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工具
用户成功的关键在于产品的易用性、可靠性和质量。但要
满足这些需求，IT 需要一套强大的工具来管理协作投资。
无论您喜欢公共云、私有云还是混合云，Poly 博诣都有完
美的解决方案来部署、管理、监控您的整套协作设备，还
包括对其进行故障排除。

PLANTRONICS 
MANAGER PRO 
基于云的服务，为 IT 管理
员提供管理和监控耳机
部署的简单方法。深入洞
见能让 IT 更好地了解采
用情况。 

POLY LENS

在云端管理和深入分
析视频和视频端点。从
任意位置进行配置和
监控，同时获取智能趋
势洞见 并加以采用。

REALCONNECT 
基于云的服务，使传统
的视频会议系统能够连
接到 Microsoft Teams 或 
Skype for Business。

CLARITI 
部署在私有云中的一体
式 议平台。Clariti 包括了
在整个企业范围内进行
可视化协作所需的一切：
管理、桥接、呼叫信令和
视频应用程序。

CLARITI ENSEMBLE

新一代全功能基础平台
系统，可扩展的视频协
作，具有灵活可扩展性、
投资回报率高的下一代
视频会议部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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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 平台 
互操作性
如今，全世界的运转都离不开统一通信。像 Microsoft Teams、 Zoom、 
GoToMeeting 这样的平台不仅让人们能与客户和同事建立联系，而且在疫
情期间也保持了很多企业正常运转，这一点至关重要。 

Poly 博诣解决方案提供基于标准的互操作性，使您的员工能够灵活地在 
UC 平台之间自由切换。设备界面非常直观，可帮助您减少 IT 支持呼叫次数
和增加硬件投资回报。

此外，Poly 博诣设备本身也集成了 Microsoft Teams 和 Zoom 这两大领先 UC 
平台。这使员工可以通过一致的用户界面从一个设备移至另一个设备。 



15

技术  
创新
Poly 博诣汇集 Plantronics 和 Polycom 两大经典
品牌的优势，秉承了创新的传统。在设计技术
和构建整体体验的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广泛的
研究和深思熟虑的开发，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
厂商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创新实例包括：

POLY NOISEBLOCKAI 噪声屏蔽技术
使用先进的机器学习算法，即使有人在讲话时也能识别并消除会议中不必要的噪音。从此交流再
也不会被键盘敲击声、整理文件产生的杂音和走廊上的嘈杂声而打断。 

 
POLY 博诣 ACOUSTIC FENCE 拾音魔墙技术
就像形成一个看不见的气泡，完全隔绝气泡外的声音，而气泡内的声音却清晰可辨。部分 Poly 博
诣耳机、电话和会议室解决方案采用了 Poly 博诣 Acoustic Fence 拾音魔墙技术，它可以阻挡周围
杂音和狗叫声等分散注意力的声音。 

POLY PRESENTER TRACKING 演讲人跟踪模式
聚焦于正在发言的人，并自动跟随他们在会议室里走动，使他们始终位于摄像头视野的中心。简
单易用，方便老师们移动教学，同时为位于远程的学生提供类似教室的体验。 

POLY 博诣自动框选发言人功能 
在会议室中有人正在发言时，能够框选该人并伸缩摄像头进行对焦，有其他与会者讲话时则自动
切换。团队不必为遥控器或预设置而烦恼。Poly 博诣自动框选发言人功能能够展现您团队的最佳
形象。 

主动降噪
在背景声音传入耳朵之前消除它们。通过反转耳机中传入的声波，员工可以专注于他们的谈话，
而不是隔壁房间的空调噪音。 
 

ALEXA FOR BUSINESS 集成
允许用户邀请 Alexa for Business 加入会议，而无需按任何按钮。这种安全便捷的创新技术让今天
的董事会会议室和旅途中的专业人士提前享受未来的语音指令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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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 博诣的独特之处

您的耳机、 
视频和电话需求， 

我们的一套方案就能全部搞定。  
全面的耳机、视频和电话解决方案，适用
于各种工作空间和工作方式。为每一个
员工和环境找到合适的设备，同时避免

陷于处理多个合同、  
服务、硬件和支持的泥潭。

90%
的“财富 500 强”公司
依靠 Poly 博诣的产品和服务来增强其沟
通与合作。原因在此： 

与您的首选平台集成。 
具有与所有平台的广泛互操作性，并与
领先平台 Microsoft Teams 和 Zoom 深
度集成。保护您的投资，避免在更换供

应商时总是 拆掉和更换硬件。

品质 
首屈一指

高清摄像头和音频设备  
性能出色，让人感觉亲切自然。这使得 

团队会议富有成效，同时能提高与客户
沟通的质量。 

面向未来的通信。 
与主要 UC 平台的紧密关系  

意味着我们的技术随时准备就绪, 随
时利用下一个劳动力趋势。我们不断
创新和扩展我们的解决方案，全面满

足您的业务需求。

本地支持， 
遍布全球。

无论您和您的远程员工在何处办
公，Poly 博诣专家和首选渠道合作伙
伴都将在您的本地市场，语种区和时

区为您提供支持。 



立即打造未来的工
作方式
现在就是制定混合新常态办公战略的最佳时机。以本指南为起点，您可以开始设
计您的工作空间，并为您的员工找到合适的技术，让您的愿景变为现实。 

在 Poly 博诣，我们帮助像您这样的公司打造优质办公体验，让员工能够以最好的
状态进行联系、协作和开展工作。通过创新技术和咨询服务的组合，我们可以帮助
您规划、设计、部署、优化和支持混合办公战略，它能随着员工需求和行为的变化
而适时调整。  

无论员工是在办公室、旅途中还是在家里，我们都能共同创造一个更简单的音频、
视频和分享环境。

我们随时竭诚相助。

©2020 Plantronics, Inc. 保留所有权利。Poly 博诣和螺旋桨设计是 Plantronics, Inc. 
的商标。其他所有商标均为其相应所有者的财产。 11.20 917871

资料来源
1  Nemertes 视觉通信与协作：2020-21 年研究调查
2  Gartner，“Gartner 首席财务官调研结果显示，74% 的首席财务官计划将部分员工永久转型为远程办公” 
3  McKinsey, “技术、媒体和电信”
4  Plantronics 角色研究，2017 年

“
BIRGIT KÖTHER

“在 Poly 博诣的推动下，我们的“现代办公室”
计划显著提升了我们的公司文化。我们的办公
室不再仅仅是一个员工可以办公的场所，更是
一个他们能够与任何地点的同事和客户进行
联系、协作和社交的空间。” 

体验和设施负责人，INSIGHT（德国） 

访问 POLY.COM 了解更多信息


